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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依据

    本图集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桂建标

〔2015〕32号）"关于下达2015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

地方标准及标准设计图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进行编

制。

1.1 设计依据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GB 50788-2012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4-2006（2014年版）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318-2000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2010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技术规范》        GB 50400-2006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5-2012

《蓄滞洪区设计规范》                  GB 50773-2012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805-2012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596-2010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GB/T 50563 -2010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 -2012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              CJJ 194-2013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1 -2008

《公园设计规范》                      CJJ 48-9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82-2012

《绿化种植土壤》                      CJ/T 340-2011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88-2012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35-2009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90-2012

总   说   明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5-2010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JGJ 155-2013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DB 11685-2013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试行） 

《南宁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1.2 相关的国家标准图集

《雨水综合利用》                         10SS705

《市政排水管道工程及附属设施》           06MS201

《城市道路——人行道铺砌》               05MR203

2 适用范围

 本图集适用于广西城市道路、绿地与广场、建筑与小区的

低影响开发（LID）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工程，以及相关设计、

施工人员进行LID雨水系统工程设计、施工中使用。

3 LID雨水系统类型与构成

3.1 LID理念及海绵城市的构建

    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指在场地开发

过程中采用源头、分散式措施维持场地开发前的水文特征，

简称LID。

 LID技术按主要功能可分为渗透、储存、调节、转输、截

污净化、雨水利用等六类。通过LID技术的组合应用，实现年

径流总量控制、径流峰值控制、径流污染控制、雨水资源化

利用和生态影响最小等海绵城市建设多目标功能要求。

   

  



3.2 LID单项设施选用

 应结合不同区域水文地质、水资源等特点及技术经济分

析，按照因地制宜和经济高效的原则选择LID技术及其组合系

统。

 各类用地中LID设施的选用应根据不同类型用地的功能、

用地构成、土地利用布局、水文地质等特点进行，可参照下列

表格选用。

               表3-1  LID单项设施选用表

注：（1） 

    （2）各单项设施及相应的适用条件详见本图集相关内容。

3.3 LID系统类型

本图集LID雨水系统类型根据应用的范围分为城市道路LID

雨水系统、城市道路立交LID雨水系统、绿地与广场LID雨水系

统、建筑与小区LID雨水系统。

（1）城市道路典型LID雨水系统流程图

    

 

          

     



（2）城市道路立交典型LID雨水系统流程图

（3）绿地与广场典型LID雨水系统流程图

绿地与广场典型LID雨水系统流程图

（4）建筑与小区LID典型雨水系统流程图

   图3-4 建筑与小区典型LID雨水系统流程图

溢流

处理

处理



4 LID雨水系统设施选用计算

4.1雨水储存设施计算

   蓄水池、湿塘、雨水湿地等设施以储存为主要功能时，其储

存容积通过以下“容积法”和“水量平衡法”方法计算，并通

过技术经济比较综合确定。

   1)容积法

   低影响开发设施以径流总量和径流污染为控制目标进行设计

时，设施具有的调蓄容积一般应满足"单位面积控制容

积"的指标要求。设计调蓄容积一般采用容积法进行计算，

如式（4-1）所示，

             V=10HφF                (4-1)

   式中：V—设计调蓄容积，m3；

   H—设计降雨量，mm;参照表4-1；

  φ—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可参考4-2表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F—汇水面积，hm2。

   用于合流制排水系统的径流污染控制时，雨水调蓄池的有效

容积可参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2014版)

进行计算。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指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渗透、集蓄利用

、蒸发（滕）等方式，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不外排）的雨量占

全年降雨量的百分比。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根据当地多年日降雨量数据统计得出，各城

市的设计降雨量应单独推求，资料缺乏的城市，可参照与其长期降

雨规律相近的城市的设计降雨量确定。

              表4-1 径流系数

 

注：     

     雨量径流系数：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流量径流系数：形成峰值流量的历时内产生的径流量与降雨量之比；

     以上数据参考《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和《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  

     设计规范》（GB11/685）。

  

   

    

φ   

  



4.2 水面蒸发量确定方法：

   （1）水面蒸发量宜根据实测数据确定；

   （2）当实测数据缺乏时，可按照（4-2）式计算：

                                             

    式中    ——水池的水面蒸发量，L/d；

         S  ——水池的表面积，m2；

            ——水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汽压，Pa；

            ——空气的蒸汽分压，Pa;

            ——日平均风速，m/s。

   （3）水面蒸发水量也可采用多年平均逐月蒸发量确定。

4.3 雨水渗透量的计算按式4-3计算

                         

 

    式中：  —渗透量，m3 ；

           K—土壤（原土）渗透系数，m/s；参考表4-4；

           J—水力坡降，一般可取J=1；

            —有效渗透面积，m2；

            —渗透时间，s，指降雨过程中设施的渗透历时，

     一般可取2h。

     渗透设施的有效渗透面积As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1）、水平渗透面按投影面积计算；

    （2）、竖直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1/2计算；

    （3）、斜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1/2所对应的斜面实际面积计算；

     

(4-2)

  

(4-3)

  

  （2）水量平衡法

水量平衡法主要用于湿塘、雨水湿地等设施储存容积的计

算。设施储存容积应首先按照"4.1(1)容积法"进行计算，同

时为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如保持设计常水位），再通过水量

平衡法计算设施每月雨水补水水量、外排水量、水量差、水

位变化等相关参数，最后通过经济分析确定设施设计容积的

合理性并进行调整，水量平衡计算过程可参照表4-3。

            表4-2 水量平衡计算表 

     

                   



4.4 雨水调节设施计算

    调节塘、调节池等调节设施，以及以径流峰值调节为目

标进行设计的蓄水池、湿塘、雨水湿地等设施的容积应根据

雨水管渠系统设计标准、下游雨水管道负荷（设计过流流量）

及入流、出流流量过程线，经技术经济分析合理确定，调节

设施容积按式（4-4）进行计算。

                                

                                   （4-4）

式中：V—调节设施容积，m3;

       —调节设施的入流流量，m3/s；

       —调节设施的出流流量，m3/s； 

     t —计算步长，s；

     T —计算降雨历时，s。

4.5 雨水转输量及配置能力计算

     植草沟等转输设施的计算方法如下：

    （1）根据总平面图布置植草沟并划分各段的汇水面积。  

    （2）根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确定排水

设计重现期，参考以下“流量法”计算设计流量 Q。  

    流量法：植草沟等传输设施，其设计目标通常为排除一

定设计重现期下的雨水流量，可通过推理公式来计算一定重

现期下的雨水流量，如式（4-5）所示。

 

（4）各种土壤渗透系数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缺乏资料时可

参考下表确定各种土壤层的渗透系数。

       表4-3 各种典型土壤层的渗透系数

  



            Q=ψqF     （4-5）

     式中：Q——雨水设计流量，L/s;

          ψ——流量径流系数，可参考表4-3；

           q——设计暴雨强度，L/（s.hm2）；

           F——汇水面积，hm2。 

   （3）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植草沟设计参数取值，确定各

设计参数。 

4.6 雨水储存量计算

    雨水储存量计算详见P64雨水收集回用系统说明。

5 植物选型与种植土要求

5.1 植物选型

   应综合考虑广西各城市地域特点、植物特性、环境景观等

方面的因素，选择合适的植物配置。优先选择多年生及常绿

乡土植物，根系发达又有一定耐旱耐污能力，以减少养护成

本；不同物种应搭配选择(一般3种及以上)，提高生物滞留池

的景观性、生物多样性、稳定性及功能性。常用于LID设施内

的植物如下表：

    

               



 （4）雨水储存设施因条件限制必须设在室内时，应设溢流

或旁通管并排至室外安全处，其检查口等开口部位应防止回灌。

 （5）雨水回用系统应采取防止误饮误用措施。雨水供水管

外壁应按设计规定涂色或标识。当设有取水口时，应设锁具或

专门开启工具，并有明显的"雨水"标识。

 （6）LID设施构筑物的结构强度需满足相应设计安全等级

要求。

 （7）LID设施的选用应因地制宜，同时遵循便于管理维护

的原则。

 （8）验收规范及要求 

  LID设施的竣工验收应按照相关施工验收规范和评价标准

执行。

 （9）运行维护要求

    应针对不同的LID设施进行监测和评估，确保设施的功能

得以正常发挥。

   （10）本图集所注尺寸和标高，除特殊注明外，尺寸均以

mm计，标高均以m计。

6 主编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主编单位：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黄正策  0771-2433059    hzc@gxhl.com.cn    

            黄  波  0771-2410153    hbo@gxhl.com.cn

                

        

5.2 种植土要求

   （1）如果原始土壤满足渗透能力大于1.3cm/h，有机物含

量应大于5%，pH6-8，阳离子交换能力大于5meq/100g等条件，

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型植草沟、植物池等LID设施中的种植土

壤尽量选用原始土壤，以节省造价。对于不能满足条件的，

应换土。

   （2）对于需要换土的，土壤一般采用85%的洗过的粗

砂，10%左右的细沙，有机物的含量5%，土壤的d50不宜小于

0.45mm，磷的浓度宜为10-30ppm，渗透能力不小于2.5cm/h。

   （3）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型植草沟、树池等LID设施中的

种植土壤厚度一般不宜小于0.6m，不宜大于1.5m。

6 其它说明

   （1）雨水入渗场所应不引起地质灾害及损害建筑物基

础，下列场所不得采用雨水入渗系统：

  ①可能造成陡坡坍塌、滑坡灾害的场所。

  ②自重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和高含盐土等特殊土壤地质

场所。

下列场所不宜采用雨水入渗系统：

    ①山地坡度大于7%；

    ②在机动车道上；

    ③地下水位埋深小于1m的区域。

 （2）敞开式蓄水池边需设安全警示标志。 

 （3）收集雨水及其回用水系统严禁与生活饮用水管道相

连接。

 



城市道路



1 导则

1.1 城市道路应在满足道路基本功能的前提下，按海绵城市

建设的LID控制目标与指标要求进行设计。

1.2 城市道路径流雨水应通过有组织的汇流与转输，经截污

等预处理后引入道路红线内、外绿地内，并通过设置在绿地内

的以雨水渗、滞、蓄、净、用、调等为主要功能的LID设施进

行处理。LID设施的选择应因地制宜、经济有效、方便易行。

1.3 路面排水应采用生态排水的的方式，可利用道路及周边

公共用地地下空间设计调蓄设施。路面雨水宜先汇入道路红

线内绿带，当红线内绿地空间不足时，将道路雨水引入道路

红线外城市绿地内的LID设施进行消纳。当红线内绿地空间充

足时，也可利用红线内LID设施消纳红线外的径流雨水。LID

设施应通过溢流排放系统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相衔接，保证

上下游排水系统的顺畅。

1.4 道路红线内的绿化带,包括中分带、侧分带、人行绿带均

应采用LID设施。

1.5 道路横断面设计应优化道路横坡坡向以及路面与道路绿

带及周边绿地的竖向关系等，便于径流雨水汇入LID设施。

LID道路设计图说明

3 适用范围

本标准按常用的单、双、三、四幅路的路幅断面形式，

根据道路内的树池、人行道绿化带、侧分隔绿化带、中央分

隔绿化带消纳处理道路面层雨水的情况，划分了13种类型，

供项目具体设计时灵活采用，详见下表。

1.6 道路人行道应采用透水铺装，非机动车道可采用透水沥

青路面或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

1.7 由于透水路面对路基的水稳定性破坏有一定影响，并根

据已建透水路面的经验，机动车道设置的透水面层下应铺设

滤水层及导向盲管，避免雨水下渗至路基，此种透水路面的

主要作用是为了提高路面的雨天抗滑安全性能，从建设海绵

城市的角度来说，仅能延缓暴雨峰值时间，作用有限。因此，

本图集机动车道未采用透水路面。

2 路面系统LID示意图

   具体详见总说明图3-1城市道路LID典型雨水系统流程图及

图3-2城市道路立交LID典型雨水系统流程图。



    考虑上述原因，为充分利用道路红线内的绿地，新建道

路当中分带宽度大于4m时，推荐在内设置溢流雨水口；中分

带宽度小于2.5m时，不应在内设置溢流雨水口；中分带宽度

在2.5～4.0m之间的，不宜在内设置溢流雨水口。为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不建议道路中分带宽度设置在2.5～4.0m之间。

    （3）人行道绿化带及侧分带宽度大于等于1.5m时，应在

内设置溢流雨水口。

4   设计要点

4.1 道路人行道应全部采用透水铺装结构层，透水铺装设计

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4.2 在人行道绿化带、分车带以及后排绿地内设置溢流雨水口

，使路面径流先汇入各生物滞留设施，超量径流溢流入市政

雨水管道。需注意道路红线外的后排绿地溢流雨水口优先接

入雨水系统的沿途预留支管，若沿途无支管则接入道路红线内

的雨水管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道路红线内的

绿化带宽度，以提高其滞水调节能力。

4.3 人行道宽度≥4m时，应在人行道上设置绿化带，绿化带

宽度≥1.5m，并应在绿化带内设置LID设施。

注：

    （1）三幅路参照四幅路（一）、（二）执行。

    （2）鉴于中分带宽度较小时，若在内设置溢流雨水口，

①由于中分带较窄，利用中分带消纳路面雨水的绿地面积较

小，对建设海绵城市的作用有限；②中分带较窄时不利于清

理维护溢流雨水口；③设置在中分带内的溢流雨水井连通至

市政雨水管的横向连接管数量较多，间距较长 ，横向连接管

的埋设对道路的路基路面施工质量有一定的影响；④需要改

造常规道路的路拱方向，并需在交叉口前进行路拱渐变过渡，

影响过渡段路面排水。

    



4.4 由于树池面积较小，消纳的雨水有限，允许与树池同宽

度的人行道雨水汇入，不允许路面径流汇入。

4.5 雨水口横向连接管管径≥300mm，坡度i≥0.01。

4.6 为了降低施工损害对防渗膜的影响，采用抗拉强度和抗

穿刺能力较好的两布一膜。其有效防渗年限与城市道路路面

设计基准期一致。其余施工注意事项详见《公路土工合成材

料应用技术规范》（JTG/T D32-2012）、《城镇道路工程施

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2008）。

4.7 道路绿化带内的植物应选用耐污耐涝的乡土植物，并且为

减少对植物的污染，应加强路面的保洁。

4.8 为达到LID开发应有的效果，道路施工中应严格按设计标

高、尺寸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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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小区



种植屋顶说明

1  设计依据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15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5-2012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7-2012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JGJ 155-2013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2012

2  适用范围

2.2 本做法适用于广西地区新建建筑平屋面种植、既有建筑
屋面改造种植及坡屋面种植。
2.3 使用本图集的屋面应为现浇钢筋混凝土平屋面、坡屋面，
应采用Ⅰ级防水等级，最上一道防水层必须采用耐根穿刺防
水材料,防水层的材料应具相容性。
2.4 新建种植屋面设计应包括种植荷载在内的全部构造荷载，
以及施工中的临时堆放荷载。对既有建筑屋面改造种植的设
计，必须对其原结构体系的承载能力重新核算，对其原防水
及构造重新评估，必要时须加固改造之后方可实施。
3  种植屋面设计

3.2 种植屋面设计应包括计算屋面结构荷载，设计屋面构造
系统，设计屋面排水系统，选择耐根穿刺防水材料和普通防
水材料，确定保温隔热方式，选择保温隔热材料，选择种植
土类型与植物种类，制定配置方案，绘制细部构造图等。
3.3 根据气候特点、屋面形式，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植物种
类。不宜选择根系穿刺性强的植物种类，不宜选择速生乔木
和灌木植物。

3.10 植物荷重设计应按植物在该环境下生长10年后的荷重估
算，初栽植物的荷重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3.1 种植屋面工程设计应遵循“防、排、蓄、植”并重和

3.4 种植屋面不宜设计为倒置式屋面。

3.5 种植屋面绝热层应选用密度小、压缩强度大、导热系数

种植屋面排（蓄）水层应选用抗压强度大、耐久性好的3.6

3.7 当屋面坡度大于 20%时，绝热层、防水层、排（蓄）水

3.8 种植屋面绿化指标宜符合下表的规定。

3.9 简单式种植屋面荷载不应小于 1.0kN/m
2
,应纳入屋面结

3.11耐根穿刺防水层上应设置保护层,保护层应符合下列规定：
3.11.1 简单式种植屋面宜采用体积比为 1：3，厚度为

15mm～20mm的水泥砂浆作保护层；
3.11.2 采用水泥砂浆和细石混凝土做保护层时，保护层下面

“安全、环保、节能、经济，因地制宜”的原则。

小、吸水率低的材料。

轻质材料。排（蓄）水层应铺设至排水沟边缘或水落口周边。

层、种植土层等均应采取防滑措施。

构永久荷载。种植土容重按20KN/m ,具体厚度按单项工程设计。

㎡

kN/

注：种植荷载应包括种植区构造层自然状态下的整体荷载。选择植

物应考虑植物生长产生的活荷载变化，一般情况下，树高增加2倍，

其重量增加8倍，需10年时间。

应铺设隔离层；

3

2.1 绿色屋顶即种植屋面。

  《中南地区工程建筑标准设计-种植屋面》11ZJ 203



3.17 种植屋面宜设置雨水收集系统，水管、电缆线等设施应
铺设于防水层之上，屋面周边应有安全防护设施，灌溉可采
用滴灌、喷灌和渗灌设施。

3.19 细部构造
3.19.1 种植屋面的女儿墙、周边泛水部位和屋面檐口部位，
宜设置缓冲带，其宽度不应小于300mm。缓冲带可结合卵石

3.19.2 防水层的泛水应至少高出种植土360mm，表面应为耐
根穿刺防水材料。

3.19.3 凡穿过屋面的设备管线，均应在结构层内预埋套管，
并高出种植土面不应小于250mm。

3.19.5 雨水斗宜为外排式；内排式雨水斗应与屋面明沟、暗
沟连通组成排水系统。雨水斗上方不得覆土种植，并应在周
边加设格栅、格箅等设施保护。

5  其他

5.2 本图集未尽事宜，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规范、标准、技
术法规文件严格执行。
5.3 选用本图集时，本图集所依据的规范、标准、技术法规
文件，若有新版本，此时应按新版本作相应的验算调整，
使其不与新版本相悖。

3.12 种植屋面宜根据屋面面积大小和植物配置，结合园路、
排水沟、变形缝、绿篱等划分种植区。绿篱、藤本植物宜选
用三年生以上苗木。
3.13 种植平屋面的排水坡度不宜小于2%;单向坡长大于9m时，
应采用结构找坡。天沟、檐沟的排水坡度不宜小于1%。屋面

坡度小于10%的种植坡屋面设计可按平屋面执行。屋面坡度在
10%~30%的种植坡屋面设计应设置防滑构造。坡屋面种植在沿
山墙和檐沟部位应设置安全防护栏杆。
3.14 既有建筑屋面改造前必须检测鉴定结构安全性，应以结
构鉴定报告作为设计依据，确定种植形式。
3.15 既有建筑屋面改造为种植屋面宜选用轻质种植土、地被
植物。
3.16 根据建筑荷载和功能要求确定种植屋面形式，根据植物
种类确定种植土厚度，并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3.11.3 采用土工布或聚酯无纺布作保护层时，单位面积质量

300g/m
2
。不应小于

3.18 坡屋面种植在檐沟部位应设置安全防护栏杆。

4  施工与验收
4.1 种植屋面工程必须遵照种植屋面总体设计要求施工。 
4.2 进场的防水材料和保温隔热材料，应按规定抽样复检，
提供检验报告。严禁使用不合格材料。
4.3 种植屋面的施工与验收应严格按照《种植屋面工程技术
规程》JGJ 155-2013的相关规定执行。
4.4 种植屋面防水工程竣工后，应进行48小时蓄水检验，必
须确认无渗漏现象，方可进行下道施工程序。

带、园路、排水沟等设置。

3.19.4 当变形缝作为种植屋面或其分区的边界时，不应跨缝
种植。

5.1 本图集未详之处，请参照《中南地区工程建设标准设计
-种植屋面 11ZJ203》。



平屋面种植构造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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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屋面种植构造做法

H

既有屋面种植屋面示意图

B-B 既有屋面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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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屋面种植构造做法

H种植土防滑挡板示意图

C-C 坡屋面剖面图



通用设施



1 适用范围

    本章节通用设施是指城市道路、建筑与小区、绿地广场

LID雨水系统设计中通用的设施，具体选用可参考下表。

 2 对LID通用设施的选用

   LID通用设施的选择应结合不同区域水文地质、水资源等

特点，建筑密度、绿地率及土地利用布局等条件，根据城市总

规、专项规划及详规明确的控制目标，结合汇水区特征和设

施的主要功能、经济性、适用性、景观效果等因素选择效益

最优的单项设施及其组合系统。

    其中，本章节通用设施中，人行道树池及绿化带大样图、

路缘石安装大样图、路缘石类型及不开孔路缘石结构大样图、

开孔路缘石结构大样图一、开孔路缘石结构大样图二、适用

于绿带设置生态滞留设施的城市道路。    

注： 推荐选用 宜选用

通用设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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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渗透检查井安装图



渗透管-排放一体化系统示意图 



渗透式排水沟选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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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塘平面示意图

系统流程图调节塘典型构造示意图



植草沟选型断面图



转输型植草沟大样图



干式植草沟大样图



湿式植草沟大样图

路肩



植被缓冲带设计说明

植被缓冲带设计说明

图1 植被缓冲带典型构造示意图



植被缓冲带渗排水管大样

植被缓冲带渗排水管大样

渗排水管开孔位置图 渗排水管开孔断面图 

渗排水管典型平面布置

2



雨水综合利用设施



4. 电动雨水弃流系统说明

   电动雨水弃流系统具体流程如下：

1. 雨水弃流系统总说明

   弃流环节的主要功能是拦截降雨初期径流。当初期雨水可生

化性较好、且下游市政污水厂及配套市政污水管网能够容纳时，

应优先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条件限制时弃流至市政雨水管网，

或就地入渗。初期雨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时，弃流装置应设有防

止污水倒灌的措施。建议一般屋面雨水以初期2-3mm降雨径流厚

度为界，小区路面雨水以初期3-5mm降雨径流厚度为界，市政路

面雨水以初期5-7mm降雨径流厚度为界，进行弃流和收集。

   雨水弃流系统从驱动动力上可区分为无动力和电动两种方式。

其中常规无动力雨水弃流装置又分为离心式雨水弃流装置和截

流式雨水弃流装置两种。由于弃流装置产品繁多，其它弃流装

置可根据产品系统原理及项目场地条件酌情使用，详见下表。

3. 截流式雨水弃流装置说明

   截流式雨水弃流装置具体流程如下：

雨水弃流系统及弃流装置设计说明

2. 离心式雨水弃流装置说明

  离心式雨水弃流装置具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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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网（孔隙3mm）

尺寸表

电动弃流过滤系统装置安装图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说明

1 编制依据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 0400-2006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2010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318-2000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4-2006 (2014年)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085-2007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实施指南》

2 适用范围

    本图集适用于建筑小区、市政道路、绿化场地的雨水收

集回用于景观补水、绿地喷灌工程。

3 系统类型与构成

    雨水利用系统包括雨水入渗、雨水收集回用与雨水调蓄

排放三部分。雨水入渗详见相关章节论述，本章节仅对雨水

收集回用、调蓄进行整理。

4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一般包括收集、弃流、储存、雨水回

用。屋面雨水收集通过屋面设置雨水斗、雨水管道系统对其

进行收集；市政道路、绿化场地雨水收集通过绿化带或树池

等溢流收集。弃流主要功能是拦截初期雨水，拦截的初期雨

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弃流装置详见相关章节。

4.1 雨水储存

    初期弃流后的雨水收集至雨水储水池，雨水储水池一般

采用混凝土水池、成品模块水池、玻璃钢水池三种。储存容

积需根据雨水收集量及雨水回用量综合考虑，一般存储在几

天以上，常采用埋地式设置。

4.2雨水回用

   雨水回用常用于景观补水、绿化喷灌。针对不同的回用用

途，雨水回用水质要求不同，水质净化处理方式一般有沉淀、

普通过滤、快速过滤等，当雨水回用对水质要求较高时，需

根据使用情况进行深度处理。

5 雨水储存计算

  雨水储存计算参照国标图集《雨水综合利用》计算进行。

5.1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年可用雨水量按下式计算：

   W =（0.6-0.7）×10ΨcHaF          (1)

   式中：W -雨水的年可用雨水量（m ）；

        Ψc-雨水径流系数，取表1中的低限值；

        ha-年降雨厚度（mm）；

        F -计算汇水面积（hm ）；

        0.6-0.7-可收集回用的降雨量系数。

5.2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最大日降雨可利用量按下式计算：

       W2=10фhF

5.3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用户的最高日需水量Qd(各用户最高日

叠加)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9年）

版和《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2002按下式计算：

      Qd=∑q n                  （2）

      q——各用户最高日需水量

      n——用户数量

5.4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年需用水量根据《民用建筑节水设计

规范》GB50555-2010相关条文计算。

5.5 年实际雨水利用量Q 计算：

      

3

2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说明

5.5.1当水池容积V2满足式（3），即不小于日雨水可利用量，

并且日需水量Q4满足式（4），即不小于日雨水可利用量的

1/3：

      V2≥W2                    （3）                                        

      Qd≥W2/3                   （4）                                        

     则年实际雨水利用量Qa为可利用雨水量Wa：

      Qa=Wa                     （5）                                        

5.5.2当不满足式（3），则

      Qa=WaV2/W2                （6）

     当不满足式（4），则

      Qa=3WaQd/W2               （7）                                  

     当式（3）、式（4）两式都不满足，则Qa取式

    （6）、（7）两式的最小值。

5.5.3当雨水景观湖蓄存雨水，可按最大月降雨进行水量平衡

     计算，估算全年雨水利用量Qa。

6 雨水回用系统设计

6.1景观补水

   当建筑小区设有景观水体时，雨水利用优先考虑景观水体

作为储存水体。景观补水水质应符合水景的相关水质标准，当

无法满足时，应进行水质净化处理。室内水景补水水量应取

循环水量的1%～3%,室外水景补水应取循环水量的3%～5%。

6.2绿化喷灌

  绿化喷灌系统分为人工浇洒和自动旋转喷头浇洒。人工浇

洒是利用胶皮管和绿化中已设计有的给水接口进行灌溉，该

浇洒方式对水质要求不高，一般需简单的沉淀就可达到人工

浇洒的水质要求。

7 施工说明

7.1雨水储水池采用混凝土水池时，需由结构专业进行相关的

承重、预留孔洞等的设计。

7.2雨水储水池采用成品模块水池时，需中标厂家负责安装，

模块承载重量和基础由中标厂家负责设计，需保证水池能满足

该工程的承载重量要求，不会发生塌陷事故。

7.3雨水储水水池应设置通气管，末端加装防虫网。

7.4当雨水仅回用于绿化喷灌时，可省略消毒工艺。当雨水水

质较好且对回用水质要求不高时，可不设置清水池，用水可直

接从储水池抽取，但需保证从水池的上部吸水，不扰动底部的

沉淀层。

7.5雨水收集回用系统按初步设计深度进行设计，施工时应由中

标的专业厂家对雨水储水池、雨水系统进行二次深化设计。

  

自动喷头浇洒系统包括灌水器（喷头、滴灌管等）、管网、

加压水泵、水源等，可手动控制也可自动控制。

  









自动冲洗钢筋混凝土雨水回收池平面图

自动冲洗钢筋混凝土雨水回收池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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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冲洗钢筋混凝土雨水回收池



自动冲洗钢筋混凝土雨水回收池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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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回收池系统流程图

雨水回收池安装基础图



雨水回收池平面图

A-A剖面图

B-B剖面图

 



并联布置平面图

串联布置平面图

并联布置剖面图

 



雨水回收池流程图



雨水回收池平面图

 



雨水回收池

 



 

模块式雨水回收池系统流程图



B

模块式雨水回收池平面原理图

 



模块式雨水回收池剖面图



成品设备间、清水箱平剖图



XR-PP模块大样图

 



PP模块式雨水回收池平面图

PP模块式雨水回收池流程图



1000×1000×220模块平面图

模块剖面图 模块剖面图

塑料模块大样图600×600×200模块平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