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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

装置及其处理方法，包括挂壁式安装的净化箱，

所述净化箱的左侧上端外侧安装有屋面雨水的

收集管道，并且净化箱的左端上端内部还安装有

一斜向放置的过滤层；并且在过滤层的右侧还设

置有一上流式沉沙池，上流式沉沙池后端设有包

括3-6mg/L的亚硫酸氢钠、2-4mg/L的次氯酸钠以

及2-4mg/L的柠檬酸的处理药剂的化学氧化沉淀

处理储水空间最后进入到净水空间内经过紫外

线净水处理，又可分别引入到喷淋系统中，绿化

浇灌等；整体结构合理，可以达到高质量处理雨

水杂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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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挂壁式安装的净化箱(1)，所

述净化箱(1)的左侧上端外侧安装有屋面雨水的收集管道(2)，并且净化箱(1)的左端上端

内部还安装有一斜向放置的过滤层(3)；并且在过滤层(3)的右侧还设置有一上流式沉沙

池，该上流式沉沙池包括两侧的隔板(4)以及设置在隔板(4)内的沙粒土方(5)，两侧的隔板

(4)均安装在净化箱(1)的上下箱壁处，并且左侧隔板(4)的下端位置处设置有进水口(6)，

而右侧隔板(4)的上端位置处则设置有出水口(7)；所述的净化箱(1)的右端又相应安装有

一分离板(8)，该分离板(8)与左侧的上流式沉沙池之间形成储水空间(9)；分离板(8)与净

化箱(1)的右侧侧壁之间形成净水空间(10)，并且所述的分离板(8)的下端还安装有一连通

管(11)连通储水空间(9)和净水空间(10)；而所述的净水空间(10)的下端则相应安装有放

水管(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

层(3)的设置方向为左侧低，右侧高；并且净化箱(1)左侧与过滤层(3)对应的位置处还铰接

安装有一门板(13)，该门板(13)可打开和关闭，并且门板(13)边缘处均设置有防水密封垫，

使其关闭后不会漏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滤

层(3)下方的净化箱(1)的箱底处还设置有弃流管(14)，并且弃流管(14)上还安装有电磁阀

(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储水

空间(9)内还设置有液位传感器(16)，并且下方的连通管(11)上还相应安装有电磁阀(15)，

该电磁阀(15)通过液位传感器(16)控制开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净水

空间(10)内还安装有紫外线净水器(17)；所述的放水管(12)可连接到绿化浇灌系统、喷淋

系统和庭院植被浇灌系统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净化

箱(1)的上端两侧以及净化箱(1)的左右端外侧还分别设置有安装板(1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进水

口(6)和储水口(7)均设置为若干排圆孔状结构，并且内部的沙粒土方(5)是通过机器压筑

而成的土方结构，并且可通过铁丝网或纱布加固内部的沙粒土方(5)。

8.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1)过滤层的初滤处理：雨水通过收集管道(2)进入净化箱(1)内后，首先经过过左端上

端斜向放置的过滤层(3)进行初滤处理，过滤层(3)为滤料层+树脂层的双重过滤结构，其中

滤料层以质量计算为40％-60％的多孔球形轻质陶粒滤料与余量的硅藻土陶粒滤料复合而

成；

2)上流式沉沙池处理：雨水经过过滤层(3)处理后进入左侧隔板(4)拦截而成的空间

内，该空间底部设有曝气装置，沉沙池内水力停留时间为30-40min，两块隔板(4)内的沙粒

土方以质量计算包括5％-8％的纤维球滤料以及余量的粗砂；

3)储水空间净化处理：雨水经过上流式沉沙池后将大部分的比重大的无机颗粒污染物

进行分离后，有机悬浮颗粒则随水流进入到储水空间(9)，在储水空间(9)内经过化学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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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法进一步进行处理，储水空间(9)内的处理药剂投入包括3-6mg/L的亚硫酸氢钠、2-

4mg/L的次氯酸钠以及2-4mg/L的柠檬酸；水力停留时间为40-60min；

4)紫外消毒处理：经过储水空间净化处理后的雨水进入净水空间(10)，水力停留时间

为10-15min；一方面通过紫外线净水器(17)进行消毒，净水空间(10)中还设有复合杀菌消

毒剂，具体为共混粉型氯钙过氧化物净水杀菌消毒剂和双氧水溶液按照4:1的质量比复合

而成；末端通过放水管(12)连接到绿化浇灌系统、喷淋系统和庭院植被浇灌系统中进行雨

水回收再利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中的树脂层为大孔树脂吸附层。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2)中粗砂的粒径为3-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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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及其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领域，涉及雨水，废水研究再利用，具体说是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

收集净化装置及其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雨水，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天然资源。降雨降到屋面、地面上形成雨水,地面有硬化

的地面和没有硬化的地面组成,硬化的地面由于受机动车辆尾气、人们生活等的影响,污染

较重,雨水水质差,不能直接利用。

[0003] 当前,我国对于雨水的收集处理都还处于初级阶段,仅仅停留在不让其进入水体

污染水质这一层面上,并没有考虑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雨水大多都直接排入市政生活的污

水管网。同时初期雨水的污染颗粒含量较高,但是我国在技术处理上并不到位,因此道路上

的初期雨水直接排入生活污水网会对污水厂带来巨大压力。

[0004] 为此，国内研究人员对雨水收集和净化进行了不少研究和实践，现有文献中专利

“一种壁挂式雨水收集器”(CN201711215981 .1)，它利用雨篷避免外界雨水进入安装箱里

面，使安装箱里面的器械受潮腐蚀，降低其使用寿命，提高成本，利用散热孔将电动机工作

产生的热量散发出去，保证设备的安全性能，利用电动机带动卷筒转动，从而对钢丝拉索进

行收放，从而控制移动板的收放，从而对雨水进行收集，且晴天时不遮挡太阳，利用第一过

滤层和第二过滤层将雨水中的杂质过滤掉，本装置固定稳定，能在收集雨水的同时对雨水

进行净化，且保证了装置的安全性能，提高了其使用寿命。

[0005] 专利“一种壁挂式存水器”(CN201310552633.9)，方形存水器正上部的上沿设三至

五个广口收集口，收集口通过引水管收集房顶的雨水至存水器内仓，存水器正下部的下沿

设三至五个出水口，出水口配置配套的自来水水龙头，壁挂式存水器以塑料或塑胶为材质，

通过浇注或注塑一次成型，成品通过壁挂固定，直接上墙使用，安装高效，使用方便。

[0006] 专利“一种壁挂式雨水收集净化器”(CN201711217209.3)，公开了一种壁挂式雨水

收集净化器，可以采用外挂的方式固定在外墙，且可以自动收集并且过滤净化雨水，排除杂

质，节约了水资源，过滤装置的更换快速便捷。

[0007] 但是，上述的雨水净化装置中雨水的净化效果其实并不理想，尤其是将雨水中一

些细微杂质清除的时候，不能很好的完成过滤清楚工作，而且多数的雨水净化装置中，净化

的杂质等不能很好的从箱体内清楚掉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目前文献报道的众多的壁挂式

的雨水收集及生态处理系统几乎都是存储雨水或者成为一种景观，并没有很完善的提出生

态净化的方法和技术，更没有考虑雨水的循环利用，所以根本上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雨水的

资源浪费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完善的技术来实现雨水的生态净化及综合利用，减少市

政管网的压力，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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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其处理方法；其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包括挂壁式安装的净化箱，所述净化箱的左

侧上端外侧安装有屋面雨水的收集管道，并且净化箱的左端上端内部还安装有一斜向放置

的过滤层；并且在过滤层的右侧还设置有一上流式沉沙池，该上流式沉沙池包括两侧的隔

板以及设置在隔板内的沙粒土方，两侧的隔板均安装在净化箱的上下箱壁处，并且左侧隔

板的下端位置处设置有进水口，而右侧隔板的上端位置处则设置有出水口；所述的净化箱

的右端又相应安装有一分离板，该分离板与左侧的上流式沉沙池之间形成储水空间；分离

板与净化箱的右侧侧壁之间形成净水空间，并且所述的分离板的下端还安装有一连通管连

通储水空间和净水空间；而所述的净水空间的下端则相应安装有放水管。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过滤层的设置方向为左侧低，右侧高；并且净化箱1左侧与过滤

层对应的位置处还铰接安装有一门板，该门板可打开和关闭，并且门板边缘处均设置有防

水密封垫，使其关闭后不会漏水。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过滤层下方的净化箱的箱底处还设置有弃流管，并且弃流管上

还安装有电磁阀。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储水空间内还设置有液位传感器，并且下方的连通管上还相应

安装有电磁阀，该电磁阀通过液位传感器控制开关。

[0013] 作为优选，所述的净水空间内还安装有紫外线净水器；所述的放水管可连接到绿

化浇灌系统、喷淋系统和庭院植被浇灌系统中。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的净化箱的上端两侧以及净化箱的左右端外侧还分别设置有安装

板。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的进水口和储水口均设置为若干排圆孔状结构，并且内部的沙粒

土方是通过机器压筑而成的土方结构，并且可通过铁丝网或纱布加固内部的沙粒土方。

[0016]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的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7] 1)过滤层的初滤处理：雨水通过收集管道进入净化箱内后，首先经过过左端上端

斜向放置的过滤层进行初滤处理，过滤层为滤料层+树脂层的双重过滤结构，其中滤料层以

质量计算为40％-60％的多孔球形轻质陶粒滤料与余量的硅藻土陶粒滤料复合而成；

[0018] 2)上流式沉沙池处理：雨水经过过滤层处理后进入左侧隔板拦截而成的空间内，

该空间底部设有曝气装置，沉沙池内水力停留时间为30-40min，两块隔板内的沙粒土方以

质量计算包括5％-8％的纤维球滤料以及余量的粗砂；

[0019] 3)储水空间净化处理：雨水经过上流式沉沙池后将大部分的比重大的无机颗粒污

染物进行分离后，有机悬浮颗粒则随水流进入到储水空间，在储水空间内经过化学氧化沉

淀法进一步进行处理，储水空间内的处理药剂投入包括3-6mg/L的亚硫酸氢钠、2-4mg/L的

次氯酸钠以及2-4mg/L的柠檬酸；水力停留时间为40-60min；

[0020] 4)紫外消毒处理：经过储水空间净化处理后的雨水进入净水空间，水力停留时间

为10-15min；一方面通过紫外线净水器进行消毒，净水空间中还设有复合杀菌消毒剂，具体

为共混粉型氯钙过氧化物净水杀菌消毒剂和双氧水溶液按照4:1的质量比复合而成；末端

通过放水管连接到绿化浇灌系统、喷淋系统和庭院植被浇灌系统中进行雨水回收再利用。

[0021] 更进一步的，步骤1)中的树脂层为大孔树脂吸附层。

[0022] 更进一步的，步骤2)中粗砂的粒径为3-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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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有益效果：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本装置中屋面收集的雨水从收集管道进入到净化箱中，首先通过斜向放置的

过滤层过滤掉大部分的杂质，杂质直接留在过滤层上；而落入到下方箱体的雨水再经过上

流式沉沙池的过滤达到彻底过滤雨水的目的，上流式沉沙池包括两侧安装的隔板以及设置

在隔板内部的沙粒土方，左侧隔板下端设置进水口，右侧隔板上端设置出水口，内部的沙粒

土方是通过机器压筑而成的土方结构，十分坚固，不会坍塌，不会从进水口和出水口掉落，

另外还可在内部通过纱布或铁丝网加固沙粒土方，通过沙粒的吸水特性以及连通原理，当

过滤层下方的雨水高度漫过右侧隔板上出水口的位置时，雨水通过沙粒由下往上引流，从

出水口逐渐流入到储水空间内；而雨水内部的杂质全部被阻挡在沙粒土方的外部，达到彻

底净化的雨水的目的，之后雨水在储水空间内对有机悬浮杂志进行进一步的化学处理，最

后可进入到净水空间内经过紫外线净水处理，又可分别引入到喷淋系统中，绿化浇灌等；整

体结构合理，可以达到高质量处理雨水杂质的目的；

[0025] (2)本装置中除了能够高质量处理雨水内部的杂质之外，还具有方便将各种杂质

方便清除的功能，本装置中将过滤层斜向放置，并且箱体对应外侧铰接安装门板，雨水中的

大颗粒杂质留在过滤层上需要清除时，只需要将外侧铰接的门板打开，由于过滤层斜向安

装设置，杂质自然就相应掉落下来了，比较方便；而过滤层下方的空间内经过上流式沉沙池

过滤下来的细微杂质等则可以通过弃流管清除，杂质清楚是比较方便的。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

为前提下进行实施，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所示，一种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包括挂壁式安装的净化箱1，净化

箱1的左侧上端外侧安装有屋面雨水的收集管道2，并且净化箱1的左端上端内部还安装有

一斜向放置的过滤层3；并且在过滤层3的右侧还设置有一上流式沉沙池，该上流式沉沙池

包括两侧的隔板4以及设置在隔板4内的沙粒土方5，两侧的隔板4均安装在净化箱1的上下

箱壁处，并且左侧隔板4的下端位置处设置有进水口6，而右侧隔板4的上端位置处则设置有

出水口7；净化箱1的右端又相应安装有一分离板8，该分离板8与左侧的上流式沉沙池之间

形成储水空间9；分离板8与净化箱1的右侧侧壁之间形成净水空间10，并且分离板8的下端

还安装有一连通管11连通储水空间9和净水空间10；而净水空间10的下端则相应安装有放

水管12。

[0030] 过滤层3的设置方向为左侧低，右侧高；并且净化箱1左侧与过滤层3对应的位置处

还铰接安装有一门板13，该门板13可打开和关闭，并且门板13边缘处均设置有防水密封垫，

使其关闭后不会漏水；过滤层3下方的净化箱1的箱底处还设置有弃流管14，并且弃流管14

上还安装有电磁阀15。

[0031] 储水空间9内还设置有液位传感器16，并且下方的连通管11上还相应安装有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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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15，该电磁阀15通过液位传感器16控制开关；净水空间10内还安装有紫外线净水器17；放

水管12可连接到绿化浇灌系统、喷淋系统和庭院植被浇灌系统中；净化箱1的上端两侧以及

净化箱1的左右端外侧还分别设置有安装板18；进水口6和储水口7均设置为若干排圆孔状

结构，并且内部的沙粒土方5是通过机器压筑而成的土方结构，并且可通过铁丝网或纱布加

固内部的沙粒土方5。

[0032]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挂壁式屋面雨水收集净化装置的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1)过滤层的初滤处理：雨水通过收集管道2进入净化箱1内后，首先经过过左端上

端斜向放置的过滤层3进行初滤处理，过滤层3为滤料层+大孔树脂吸附层的双重过滤结构，

其中滤料层以质量计算为40％的多孔球形轻质陶粒滤料与余量的硅藻土陶粒滤料复合而

成；

[0034] 2)上流式沉沙池处理：雨水经过过滤层3处理后进入左侧隔板4拦截而成的空间

内，该空间底部设有曝气装置，沉沙池内水力停留时间为30min，两块隔板4内的沙粒土方以

质量计算包括5％的纤维球滤料以及余量的粒径为3-4mm的粗砂；

[0035] 3)储水空间净化处理：雨水经过上流式沉沙池后将大部分的比重大的无机颗粒污

染物进行分离后，有机悬浮颗粒则随水流进入到储水空间9，在储水空间9内经过化学氧化

沉淀法进一步进行处理，储水空间9内的处理药剂投入包括3mg/L的亚硫酸氢钠、2mg/L的次

氯酸钠以及2mg/L的柠檬酸；水力停留时间为40min；

[0036] 4)紫外消毒处理：经过储水空间净化处理后的雨水进入净水空间10，水力停留时

间为10min；一方面通过紫外线净水器17进行消毒，净水空间10中还设有复合杀菌消毒剂，

具体为共混粉型氯钙过氧化物净水杀菌消毒剂和双氧水溶液按照4:1的质量比复合而成；

末端通过放水管12连接到绿化浇灌系统、喷淋系统和庭院植被浇灌系统中进行雨水回收再

利用。

[0037] 本装置中屋面收集的雨水从收集管道进入到净化箱中，首先通过斜向放置的过滤

层，过滤层为滤料层+大孔树脂吸附层的双重过滤结构；过滤掉大部分的杂质，杂质直接留

在过滤层上；而落入到下方箱体的雨水再经过上流式沉沙池的过滤达到彻底过滤雨水的目

的，上流式沉沙池包括两侧安装的隔板以及设置在隔板内部的沙粒土方，左侧隔板下端设

置进水口，右侧隔板上端设置出水口，内部的沙粒土方是通过机器压筑而成的土方结构，十

分坚固，不会坍塌，不会从进水口和出水口掉落，另外还可在内部通过纱布或铁丝网加固沙

粒土方，通过沙粒的吸水特性以及连通原理，当过滤层下方的雨水高度漫过右侧隔板上出

水口的位置时，雨水通过沙粒由下往上引流，从出水口逐渐流入到储水空间内；而雨水内部

的杂质全部被阻挡在沙粒土方的外部，达到彻底净化的雨水的目的，之后雨水在储水空间

内对有机悬浮杂志进行进一步的化学处理，最后可进入到净水空间内经过紫外线净水处

理，又可分别引入到喷淋系统中，绿化浇灌等；整体结构合理，可以达到高质量处理雨水杂

质的目的。

[0038] 本装置中隔板内部沙粒土方的安装方式是不限的，可以通过纱布袋包起来后放置

在两个隔板之间，或者直接通过铁丝网固定，这些方式固定后内部的沙粒土方不会散架，并

且不会影响内部沙粒的上流。

[0039] 本装置中除了能够高质量处理雨水内部的杂质之外，还具有方便将各种杂质方便

清除的功能，本装置中将过滤层斜向放置，并且箱体对应外侧铰接安装门板，雨水中的大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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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杂质留在过滤层上需要清除时，只需要将外侧铰接的门板打开，由于过滤层斜向安装设

置，杂质自然就相应掉落下来了，比较方便；而过滤层下方的空间内经过上流式沉沙池过滤

下来的细微杂质等则可以通过弃流管清除，杂质清楚是比较方便的。

[0040] 实施例2：

[0041] 其他实施方式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处理方法如下：

[0042] 1)过滤层的初滤处理：雨水通过收集管道2进入净化箱1内后，首先经过过左端上

端斜向放置的过滤层3进行初滤处理，过滤层3为滤料层+大孔树脂吸附层的双重过滤结构，

其中滤料层以质量计算为60％的多孔球形轻质陶粒滤料与余量的硅藻土陶粒滤料复合而

成；

[0043] 2)上流式沉沙池处理：雨水经过过滤层3处理后进入左侧隔板4拦截而成的空间

内，该空间底部设有曝气装置，沉沙池内水力停留时间为40min，两块隔板4内的沙粒土方以

质量计算包括8％的纤维球滤料以及余量的粒径为3-4mm的粗砂；

[0044] 3)储水空间净化处理：雨水经过上流式沉沙池后将大部分的比重大的无机颗粒污

染物进行分离后，有机悬浮颗粒则随水流进入到储水空间9，在储水空间9内经过化学氧化

沉淀法进一步进行处理，储水空间9内的处理药剂投入包括6mg/L的亚硫酸氢钠、4mg/L的次

氯酸钠以及4mg/L的柠檬酸；水力停留时间为60min；

[0045] 4)紫外消毒处理：经过储水空间净化处理后的雨水进入净水空间10，水力停留时

间为15min；一方面通过紫外线净水器17进行消毒，净水空间10中还设有复合杀菌消毒剂，

具体为共混粉型氯钙过氧化物净水杀菌消毒剂和双氧水溶液按照4:1的质量比复合而成；

末端通过放水管12连接到绿化浇灌系统、喷淋系统和庭院植被浇灌系统中进行雨水回收再

利用。

[0046] 实施例3：

[0047] 其他实施方式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处理方法如下：

[0048] 1)过滤层的初滤处理：雨水通过收集管道2进入净化箱1内后，首先经过过左端上

端斜向放置的过滤层3进行初滤处理，过滤层3为滤料层+大孔树脂吸附层的双重过滤结构，

其中滤料层以质量计算为50％的多孔球形轻质陶粒滤料与余量的硅藻土陶粒滤料复合而

成；

[0049] 2)上流式沉沙池处理：雨水经过过滤层3处理后进入左侧隔板4拦截而成的空间

内，该空间底部设有曝气装置，沉沙池内水力停留时间为35min，两块隔板4内的沙粒土方以

质量计算包括6％的纤维球滤料以及余量的粒径为3-4mm的粗砂；

[0050] 3)储水空间净化处理：雨水经过上流式沉沙池后将大部分的比重大的无机颗粒污

染物进行分离后，有机悬浮颗粒则随水流进入到储水空间9，在储水空间9内经过化学氧化

沉淀法进一步进行处理，储水空间9内的处理药剂投入包括4mg/L的亚硫酸氢钠、3mg/L的次

氯酸钠以及3mg/L的柠檬酸；水力停留时间为50min；

[0051] 4)紫外消毒处理：经过储水空间净化处理后的雨水进入净水空间10，水力停留时

间为13min；一方面通过紫外线净水器17进行消毒，净水空间10中还设有复合杀菌消毒剂，

具体为共混粉型氯钙过氧化物净水杀菌消毒剂和双氧水溶液按照4:1的质量比复合而成；

末端通过放水管12连接到绿化浇灌系统、喷淋系统和庭院植被浇灌系统中进行雨水回收再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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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对实施例1-3的进出水水质进行测试，如表1所示：

[0053] 表1实施例1-3进出水质监控

[0054] 测试项目 BOD5(mg/L) SS(mg/L) COD(mg/L)

进水(雨水) 60-80 180-200 40-60

实施例1出水 6.5 2.5 15

实施例2出水 7.0 3.0 12

实施例3出水 6.0 3.5 13

[0055] 由表1可知，经过本发明装置以及处理方法处理的雨水，出水水质均达到《雨水处

理后指标》(GB50400-2006)各项包括景观用水，绿化用水标准。本申请净化后的水体排放连

接至绿化浇灌系统、喷淋系统和庭院植被浇灌系统中进行雨水回收再利用。

[0056]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只是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并不是用来限制本发明的实施

与权利要求范围的，凡依据本发明申请专利保护范围内容做出的等效变化和修饰，均应包

括于本发明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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