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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说明

1.1 产品简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屋面、道路、广场等不透水面积大量增

加，使城市地表雨水径流发生改变，降雨后入渗地下的水量大为减

少，雨洪峰流量随之增大，导致城市洪涝灾害频发，造成严重经济

损失。与此同时，雨水资源又大量流失，雨水径流污染严重，导致

城市环境日趋恶化。

针对传统城市雨水排放表现出的严重缺陷，近年来产生了海绵城

市的理念，即在下雨时，对城市雨水进行收集、入渗、调蓄和处

理。本产品的作用是对建筑和小区内的雨水进行收集和处理，使

处理后的雨水水质达到《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2006第3.2.5条的规定，满足用户所需的水质要求，并用变频
供水泵组增压后供用户使用。

当用户对水质要求较高时，可在本产品工艺流程后，再增加活性炭

过滤、膜处理等深度处理工序，提高雨水经处理后的水质指标。

1 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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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编制依据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4-2006（2014年版）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18-2010
《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41-2008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42-2002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2008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GB 50336-2002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00-2006
1.3 适用范围

本产品适用于各地民用建筑及小区、工业建筑及无污染工业厂区

的雨水利用工程。不适用于将雨水作为生活饮用水补水、游泳池补

水的雨水利用工程。

1.4 工艺流程

本产品有两种处理工艺流程：

第1种流程：雨水筛网过滤（A型）处理流程，其流程简图如图1所示。
第2种流程：雨水砂过滤（B型）处理流程，其流程简图如图2所示。

1.5 运行原理
雨水处理的流程依照收集到的雨水水质和用户对用水水质的要求

可有多种处理流程。基于收集到的雨水一般污染物的可生化性很

低，不宜采用生化处理设备，故本产品采用水质物理处理的方法处

理雨水。

本产品雨水处理流程适用于收集到的雨水较为洁净的场合，

比如屋面雨水、广场雨水等。流程1（A型）采用筛网式过滤

器，其不锈钢筛网规格采用20目至70目，拦截杂质颗粒粒径为

0.15mm～0.25mm，故处理后的雨水适用于绿化、浇洒道路、景观
或冷却系统补水等。流程2（B型）采用石英砂砂滤罐，它拦截的杂
质颗粒更细，其处理后的水除流程1（A型）的用户外，还能用于住
户的冲厕用水。

无论哪种流程，当处理后的雨水用于可能与人体皮肤接触时，流程

必须有消毒工序。

1.6 设备标识

图1 雨水筛网过滤（A）型处理流程

图2 雨水砂过滤（B）型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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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流程  A—雨水筛网过滤型

B—雨水砂过滤型

雨水处理设备

例：YC（B）— 10 
表示：雨水处理设备、采用雨水砂过滤型流程、处理流量10m3/h。

1 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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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流程示意图

2.1 雨水筛网过滤（A）型处理流程
该系统的流程示意图见图3。

2.2 雨水砂过滤（B）型处理流程
该系统的流程示意图见图4。

3 设备组件介绍

3.1 雨水检查井
雨水检查井可采用塑料材质或玻璃钢材质的污水检查井，见图5。
井锥变径Ф1625/Ф21000，井筒直径Ф1000。进、出水雨水管直径dn
可为200mm～500mm，埋设深度不应大于6m。

3.2 初期雨水弃流井
弃流设施的类型有容积式、雨量计式和流量式等，按管理方式又

可分为人工型和全自动型。本产品选用小管分流堰式自动弃流方

式，见图6。雨水进水管管底与分流堰顶的高差Δh与受水地区的雨
水强度和弃流径流厚度有关。

图6中，L1可取弃流管管径d n 2+（50～8 0）m m ,堰顶宽b取
（100～120）mm，L2取（4～6）倍dn1，井宽B为（4～6）倍dn1。井深与雨
水进水管埋深有关，出水管管顶略低于分流堰顶（50～100）mm。

3.3 截污沉淀井（预处理）
截污沉淀井是雨水预处理的一道工序。是在普通塑料检查井内设

一道开有Ф18～Ф20孔的不锈钢滤网（板），并在出水管以下设有
700mm高的沉泥区。截污沉淀井用于雨水调节池之前和初期雨水
弃流井之后，用来拦截雨水中粗糙颗粒杂质，起到拦截、过滤和沉

淀粗颗粒的作用，其构造见图7。
截污沉淀井内在不锈钢滤网（板）前与进水管同侧设溢流管。进水

管、出水管与溢流管同管径，管径范围dn200～dn400。进水管埋深
由设计定，溢流管与进水管标高相同，出水管比进水管低一个管径

高度或以上。截污沉淀井井筒直径f21000,井盖直径f1625。
3.4 调节池

单一功能调节池在雨水筛网过滤（A）型处理流程中使用。调节池
宜做成两端带封头的卧式圆筒形结构，可用玻璃钢或钢材做成，

见图8。
雨水调节池的有效容积可取雨水受水面上重现期为1年～2年的雨
水日设计径流总量扣除设计初期径流弃流量。在计算雨水日设计

径流总量时，北京地区一年一遇最大24h降雨量为45mm，二年一
遇最大24h降雨量为81mm。全国其他地区的降雨量资料可查当地
气象统计资料取得。

两端是椭圆形封头圆筒形卧式调节池的有效容积可参考表1计算。
表1 卧式调节池容积参数

直径(mm) 封头①(2个)容积(m3) 圆筒体容积(m3/m)

Ф1400 0.76 1.404

Ф1600 1.35 1.864

Ф1800 1.60 2.389

Ф2000 2.21 2.976

Ф2200 2.92 3.627

Ф2400 3.84 4.342

注：①表中椭圆形封头的直边取40mm。

    ②圆筒体容积中已扣除距罐顶200mm水深的体积。

调节池内设提升水泵吸水坑一个，尺寸Ф500，深400mm～500mm。
受运输工具限制，圆筒形调节池的长度一般不宜大于12m，容积
为50m3左右。并联调节池不宜多于3个，故当需调节的雨水量大于
150m3时，调节池宜选用钢筋混凝土水池。

2 系统流程示意图
3 设备组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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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调节池+提升泵房
“调节池+提升泵房”组件适用于雨水砂过滤（B）型处理流程。该
设备仍采用两端带封头的卧式圆筒形结构，中间用隔板隔开，一

侧是调节池，一侧是提升泵房。可采用玻璃钢或钢材质制成，其结

构型式如图9。
雨水调节池的有效容积计算同“3.4调节池”一节，不同的是调节池
部分的容积只包括一侧的椭圆形封头和圆筒形容积。调节池圆筒

形长L1，由（V有效-椭圆形封头容积）决定。且考虑到提升泵房设
备安装和进人的需要，圆筒结构的直径宜取Ф2000～Ф3000，提升
泵房段圆筒段长度L2宜取（1.8～2.0)m。“调节池+提升泵房”组件
中调节池的容积参数见表2。

表2 卧式调节池容积参数

直径(mm) 封头(1个)容积(m3) 圆筒体容积(m3/m)

Ф2000 1.11 2.976

Ф2400 1.92 4.342

Ф3000 3.82 7.06

设备在隔板两侧的调节池和提升泵房内各设集水坑一个，集水坑

尺寸Ф500深400mm～500mm。
由于提升泵房占了一定长度，此时调节池的有效容积不宜大于

80m3，并联5个调节池总容积不宜大于80m3×4+65m3=385 m3。

3.6 雨水处理罐
雨水处理罐用于雨水筛网过滤（A）型处理流程。处理罐内除设
提升水泵外，还设有作为筛网过滤用的排气水过滤器，该过滤器

用碳钢或不锈钢做罐体，内设20目至70目不锈钢筛网。在过滤

掉雨水中的细小杂质颗粒（1.15mm～0.25mm）的同时，做到气
水分离，分离出的气体从罐顶自动排气阀排出。而截留下的杂质

颗粒附着在滤网外侧，通过水流振动下落至罐底，不需停止过

滤，打开罐底阀门即能排出罐外。排气水过滤器的性能和尺寸

见图10和表3。
表3 GCQ型排气水过滤器尺寸      单位：mm

处理流量(m3/h) D A H

5 159 320 320

7.5 219 380 370

10 219 380 370

15 273 460 420

20 273 460 420

雨水处理罐内的设备布置示意图见图11所示。为设备安装和维护需
要，罐体直径宜选Ф2000至Ф2400。除提升水泵、排气水过滤器和
消毒液混合器外，罐内还设有直径为Ф500，深为400mm～500mm
的集水坑，用以排除处理罐内漏水与积水。处理罐封头的长度L1为
540mm～640mm，圆筒形直线段长度可取L2为3500mm～4000mm。

3.7 清水池+供水泵房
无论是雨水筛网过滤（A）型处理流程还是雨水砂过滤（B）型
处理流程，“清水池+供水泵房”与“调节池+提升泵房”的构
造相同。但是，其中清水池的有效容积应按雨水处理后回用水

用户最高日设计用水量的25%～35%取值。确定用户最高日用水
量的25%～35%数值后，扣除一个封头容积后，即能算出圆筒段
的长度来。

3.8 地面控制室
“地面控制室”是在雨水筛网过滤（A）型处理流程中设置。它是在
一栋地面建筑物内设置消毒加药装置和控制器。消毒加药装置是

配置投加消毒剂的，一般宜采用投加次氯酸钠溶液的方式，消毒

加药装置由储药罐、消毒加药泵等组成。

“地面控制室”的布置示意见图12所示。控制室最小面积控制在

3 设备组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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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2。层高H在3.2m以上。
3.9 地面雨水处理+控制室

“地面雨水处理+控制室”是在雨水砂过滤（B）型处理流程中设
置。它是在一栋地面建筑物中设置砂过滤罐、消毒加药装置和消

毒液混合器等雨水处理设备及控制器。砂过滤罐采用单层石英砂

压力过滤罐，性能如表4所示。同“3.8地面控制室”相同，其消毒加
药装置由储药桶、消毒加药泵等组成。配置好的消毒液通过消

毒液混合器加入过滤后的雨水中。控制器的作用同“3.8地面控
制器。”

地面雨水处理控制室最小面积（L×B）控制在（30～45）m2，层高在

（3.6～4.5）m。
表4  砂过滤罐规格及性能

处理流量Q(m3/h) 5 7.5 10 15 20

过滤罐直径Ф(mm) Ф800 Ф1000 Ф1200 Ф1400 Ф1600

过滤罐断面积A(m2) 0.5024 0.785 1.1304 1.5386 2.0096

设计滤速V(m/h) 9.95 9.55 8.85 9.75 9.95

滤料层高h(mm) 700 700 700 700 700

设备总高H(mm) 3078 3130 3180 3280 3380

4 建、构筑物及设备技术参数

4.1 主要建、构筑物尺寸
雨水处理两种流程的主要建、构筑物尺寸见表5

表5 雨水处理两种流程主要建、构筑物尺寸
处理水量(m3/h)

构筑物名称
5 7.5 10 15 20

雨水检查井
井筒直径Ф1000，埋设深度≤6m，进、出水管直径
dn200～dn500。

初期雨水弃流井
井体平面为矩形，井长为［(150～200)+(4～6)倍管径］mm，
井宽为(4～6)倍管径，深度与雨水进水管埋深有关。

截污沉淀井
井筒直径Ф1000，不锈钢滤网孔径Ф18～Ф20，井下部设
700mm深沉淀区，进、出雨水管直径dn200～dn400

调节池
调节池有效容积≥该受水面上一年一遇或二年一遇雨水
24h降雨量，卧式贮罐直径采用Ф1400～Ф3000，单罐最
大容积约为80m3，最多并联5个。

调节池+提升泵房
调节池部分有效容积计算同“调节池”，卧式贮罐直径采
用Ф2000～Ф3000，单罐最大贮水容积约为80m3，最多并
联3个。提升泵房部分圆筒体长度宜取1.8m～2.0m。

雨水处理罐
罐体直径可采用Ф2000～Ф3000，罐体圆筒体长度取
3500mm～4000mm。

清水池+供水泵房
清水池有效容积≥用户最高日设计雨水回用水量的
25%～35%，卧式罐直径采用Ф2000～Ф3000。供水泵房部
分圆筒体长度取1.8m～2.0m。

地面控制室 为矩形平面的地面建筑，建议最小面积15m2，层高3.2m。

地面雨水处理+控制室
为矩形平面的地面建筑，建筑面积30m2～45m2、层高
3.6m～4.5m。

4.2 主要设备型号性能
两种雨水处理流程主要设备型号性能见表6

表6 雨水处理主要设备性能及数量
处理水量(m3/h)

设备名称
5 7.5 10 15 20

提升
水泵

电机功率
×数量(台)

2.2kW×2 2.2kW×2 3kW×2 3kW×2 4kW×2

排气
型水
过滤器

处理水量
(m3/h)×
数量(台)

(5～7)×1 (8～11)×1 (8～11)×1 (15～20)×1 (15～20)×1

砂
滤
罐

处理水量
(m3/h)×
数量(台)

5×1 7.5×1 10×1 15×1 20×1

消毒
加药
装置

贮药罐容
积×电机
功率

100L×42W 150L×42W 200L×42W 200L×42W 300L×42W

4 建、构筑物及设备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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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安装
6 维护管理

处理水量(m3/h)

设备名称
5 7.5 10 15 20

管道
混合器

直径×数
量(台)

DN50×1 DN50×1 DN65×1 DN65×1 DN80×1

集水坑
排污泵

电机功率
×数量(台)

(0.37～0.75)
kW×2

(0.37～0.75)
kW×2

(0.37～0.75)
kW×2

(0.37～0.75)
kW×2

(0.37～0.75)
kW×2

变频供
水泵

电机功率
×数量(台)

由用户对水泵设计流量和扬程的需求，确定电机功率，台数为
(1～2)台

控制器 安装功率 10kW 10kW 10kW 12kW 15kW

4.3 设备连接管管径选用
雨水处理设备连接管管径选用见表7

表7 雨水处理设备连接管管径选用

处理水量
(m3/h)

提升水泵进
水管d1

提升水泵出
水管d2

过滤器相关
水管d3

消毒加药管
d4

自来水补水
管d5

5 DN65 DN50 DN50 DN10 DN65

7.5 DN65 DN50 DN50 DN10 DN80

10 DN80 DN65 DN65 DN10 DN80

15 DN80 DN65 DN65 DN10 DN100

20 DN100 DN80 DN80 DN10 DN100

5 设备安装

5.1 雨水处理设备的安装应按工艺设计要求进行。
5.2 雨水处理流程中的在线仪表安装位置和方向应正确。不得少装、

漏装。

5.3 处理流程中在建筑物的设备、水泵等应采取可靠的减震装置，其
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2010的规定。

5.4 雨水处理系统的管道严禁与市政及小区生活饮用水管道连接，防
止误饮误用。

5.5 雨水处理系统设备的阀门、取样口等应排列整齐，间隔均匀，不得
渗漏。

6 维护管理

6.1 雨水处理回用系统的设施应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6.2 处理回用系统的管理人员应经专门培训上岗。
6.3 在每年雨季来临前应对系统设施进行清洁和保养，并在雨季使用

过程中对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观测检查。

6.4 雨水处理回用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宜按表8进行。
6.5 处理后的雨水水质应进行定期检测。
表8 雨水处理回用系统设施检查内容和周期

设施名称 检查时间间隔 检查.维护重点

检查井、弃流井 1个月或每次降雨过后 污/杂物清理排除

输水管道 3个月 污/杂物清理排除、渗漏检查

截污沉淀井、雨水处理罐、
地面雨水处理室

3个月或降雨间隔超过10日
之单场降雨后

污/杂物清理排除、
设备功能检查

调节池、清水池 6个月
污/杂物清理排除、

渗漏检查

提升泵房、供水泵房 3个月或每次降雨前后 水泵运行状况、防止漏电

控制室 6个月 控制功能

续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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