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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

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装置，包括支撑架，支撑架

上设置有模型桶，模型桶内盛放有种植土试样，

模型桶的下方设置有第一容器，第一容器的侧边

设置有降雨系统，降雨系统包括第二容器，第二

容器内设置有水泵，水泵通过输水管与喷头连

接，喷头安放在模型桶的正上方且与支撑架固

定，输水管上设置有电动调节阀和流量计，电动

调节阀、流量计和水泵分别与控制器电连接，控

制器通过电源开关与电源模块电连接。利用本发

明能够分析雨水入渗过程中种植土绿化带渗透

性能和净水性能随时间的演化规律，分析出种植

土绿化带对道路径流雨水中的污染物的截留和

削减作用，从而为种植土绿化带海绵道路结构推

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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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架

(2)，所述支撑架(2)上设置有模型桶(3)，所述模型桶(3)内盛放有种植土试样(4)，所述模

型桶(3)的下方设置有第一容器(1)，所述第一容器(1)的侧边设置有降雨系统，所述降雨系

统包括第二容器(9)，所述第二容器(9)内设置有水泵(10)，所述水泵(10)通过输水管(6)与

喷头(5)连接，所述喷头(5)安放在模型桶(3)的正上方且与支撑架(2)固定，所述输水管(6)

上设置有电动调节阀(8)和流量计(7)，所述电动调节阀(8)、流量计(7)和水泵(10)分别与

控制器电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电源开关与电源模块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装置，其特

征在于，该试验装置还包括水管道发电装置，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与电源模块电连接，所述

水管道发电装置设置在输水管(6)上，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用于输水管(6)内有水流流动的

状态下，将水流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将所发电能储存至所述电源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是型号z-fdv1的微型水力发电机。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装置，其特

征在于，所述电源模块是可充电锂电池。

5.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试验

步骤：

S1、在模型桶内依次装入碎石和种植土材料，构成试验用种植土试样(4)的实际工程结

构；

S2、在第二容器(9)内装入纯水，即蒸馏水，水量为1年的降雨量；

S3、打开控制器设置降雨强度，降雨强度由流量计(7)控制，开启降雨系统，降雨完成后

静置7天，这一过程中种植土完成自重固结，获得了完成自重固结的原状种植土；

S4、按照当地道路径流雨水污染物含量标准，在第二容器(9)内制备人工雨水，并取样

测试出人工雨水内的污染物浓度；

S5、再次打开控制器开启降雨系统进行降雨，在模型桶下部的出水口不断收集渗透过

种植土、碎石层的雨水，装入收集瓶内，送入实验室测试污染物浓度；

S6、在试验过程中，维持试验桶内水位高度不变，然后在一定时间内计量收集的水量，

利用达西定律即可计算种植土-碎石层的渗透系数并做以记录方便对比分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4中污染物包括悬浮物、总氮、总磷、氨氮和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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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市政建设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

性能试验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种植土绿化带是一种新型海绵道路结构，这种雨水入渗结构主要收集、入渗机动

车道硬化路面的雨水，其工作原理为：机动车道为不透水硬化路面，雨水沿路面横坡汇流至

下凹种植土绿化带内，然后雨水经过种植土，入渗至储水碎石层内，再逐渐入渗至地基土，

回补地下水，然而，一方面，城市道路行驶车辆众多，污染严重，雨水降落于道路表面，形成

径流，冲刷路表的污染物，污染物悬浮或溶解于雨水径流内，随之流入种植土绿化带内。当

污染雨水入渗至种植土内时，种植土孔隙小，对污染物有很强的过滤和截留作用，使得雨水

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另一方面悬浮物、油脂等於堵物质於堵种植土孔隙，使得种植土的渗

透性能逐渐下降。然而，目前种植土绿化带对道路径流雨水的净化性能和渗透性能随时间

的演化规律尚未有研究报道。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装置及

方法，以便解决上述提出的一系列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装置，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架

上设置有模型桶，所述模型桶内盛放有种植土试样，所述模型桶的下方设置有第一容器，所

述第一容器的侧边设置有降雨系统，所述降雨系统包括第二容器，所述第二容器内设置有

水泵，所述水泵通过输水管与喷头连接，所述喷头安放在模型桶的正上方且与支撑架固定，

所述输水管上设置有电动调节阀和流量计，所述电动调节阀、流量计和水泵分别与控制器

电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电源开关与电源模块电连接。

[0006] 优选的，该试验装置还包括水管道发电装置，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与电源模块电

连接，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设置在输水管上，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用于输水管内有水流流

动的状态下，将水流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将所发电能储存至所述电源模块。

[0007] 优选的，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是型号z-fdv1的微型水力发电机。

[0008] 优选的，所述电源模块是可充电锂电池。

[0009] 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方法，包括以下试验步骤：

[0010] S1、在模型桶内依次装入碎石和种植土材料，构成试验用种植土试样的实际工程

结构；

[0011] S2、在第二容器内装入纯水，即蒸馏水，水量为1年的降雨量；

[0012] S3、打开控制器设置降雨强度，降雨强度由流量计控制，开启降雨系统，降雨完成

后静置7天，这一过程中种植土完成自重固结，获得了完成自重固结的原状种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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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S4、按照当地道路径流雨水污染物含量标准，在第二容器内制备人工雨水，并取样

测试出人工雨水内的污染物浓度；

[0014] S5、再次打开控制器开启降雨系统进行降雨，在模型桶下部的出水口不断收集渗

透过种植土、碎石层的雨水，装入收集瓶内，送入实验室测试污染物浓度；

[0015] S6、在试验过程中，维持试验桶内水位高度不变，然后在一定时间内计量收集的水

量，利用达西定律即可计算种植土-碎石层的渗透系数并做以记录方便对比分析。

[0016] 优选的，步骤S4中污染物包括悬浮物、总氮、总磷、氨氮和COD。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利用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

试验装置及方法，能够分析雨水入渗过程中种植土绿化带渗透性能随时间的演化规律，能

够分析种植土绿化带对道路径流雨水中的污染物如COD、SS、TN、TP离子、Zn离子、Pb离子等

的截留和削减作用，分析种植土绿化带的净水性能随时间的演化规律，从而为种植土绿化

带海绵道路结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本发明实用性好，值得推广。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装置及方法，下面

结合图1的结构示意图，对本发明进行说明。

[002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装置，

包括支撑架2，所述支撑架2上设置有模型桶3，所述模型桶3内盛放有种植土试样4，所述模

型桶3的下方设置有第一容器1，所述第一容器1的侧边设置有降雨系统，所述降雨系统包括

第二容器9，所述第二容器9内设置有水泵10，所述水泵10通过输水管6与喷头5连接，所述喷

头5安放在模型桶3的正上方且与支撑架2固定，所述输水管6上设置有电动调节阀8和流量

计7，所述电动调节阀8、流量计7和水泵10分别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电源开关

与电源模块电连接。

[0021] 其中，流量计7作为检测元件，实时计量现场的水流量的大小，并将水流的流量信

息经D/A转化后发送给控制器，控制器将水流的流量信息实时与预设的水流阈值量作比较，

当水流的流量大于预设的水流阈值时，即可发送控制信息给电动调节阀8的电机正转，缩小

电动调节阀8的阀口通量，当水流的流量小于预设的水流阈值时，即可发送控制信息给电动

调节阀8的电机反转，增大电动调节阀8的阀口通量，当水流的流量与预设的水流阈值相等

时，即可发送控制信息给电动调节阀8的电机停止。

[0022] 进一步的，该试验装置还包括水管道发电装置，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与电源模块

电连接，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设置在输水管6上，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用于输水管6内有水

流流动的状态下，将水流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将所发电能储存至所述电源模块。

[0023] 进一步的，所述水管道发电装置是型号z-fdv1的微型水力发电机。

[0024] 进一步的，所述电源模块是可充电锂电池。

[0025] 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试验方法，包括以下试验步骤：

[0026] S1、在模型桶内依次装入碎石和种植土材料，构成试验用种植土试样4的实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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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0027] S2、在第二容器9内装入纯水，即蒸馏水，水量为1年的降雨量；

[0028] S3、打开控制器设置降雨强度，降雨强度由流量计7控制，开启降雨系统，降雨完成

后静置7天，这一过程中种植土完成自重固结，获得了完成自重固结的原状种植土；

[0029] S4、按照当地道路径流雨水污染物含量标准，在第二容器9内制备人工雨水，并取

样测试出人工雨水内的污染物浓度；

[0030] S5、再次打开控制器开启降雨系统进行降雨，在模型桶下部的出水口不断收集渗

透过种植土、碎石层的雨水，装入收集瓶内，送入实验室测试污染物浓度；

[0031] S6、在试验过程中，维持试验桶内水位高度不变，然后在一定时间内计量收集的水

量，利用达西定律即可计算种植土-碎石层的渗透系数并做以记录方便对比分析。

[0032] 进一步的，步骤S4中污染物包括悬浮物、总氮、总磷、氨氮和COD。

[003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该实验装置由模型桶、降雨系统、雨水收集装置组成，模型

桶总高约160cm，为6级组装而成，内直径80cm，面积为0.5024m2。降雨系统由支撑架、喷头、

水泵、流量计、第二容器组成，降雨强度由流量计控制。雨水收集装置为收集雨水的第一容

器，第二容器、第一容器均为水箱。

[0034] 利用本试验装置对石家庄市汇明路种植土绿化带工程雨水入渗性能进行了研究，

在试验装置内先填入碎石75cm，然后布设透水土工布，再填筑种植土75cm，通过降雨系统降

水，完成自重固结后，种植土沉降约15cm，通过降雨系统降人工配制的雨水，在降雨过程中

当种植土饱水后，利用达西定律计算种植土的渗透系数，在出水口收集雨水，送实验室检

测，测试出水污染物浓度。

[0035] 其中，以75cm碎石层、60cm种植土予以说明，具体的试验步骤如下示：

[0036] (1)在模型桶内按实际工程结构装入碎石75cm，然后装入种植土约80cm。

[0037] (2)在水箱内装入纯水即蒸馏水，水量为1年降雨量。

[0038] (3)开启降雨系统，降雨强度由流量计控制，降雨完成静置7天，这一过程中种植土

完成自重固结，下沉约20cm，这便获得了完成自重固结的原状种植土。

[0039] (4)按照当地道路径流雨水污染物含量,取适量悬浮物、总氮、总磷、氨氮和COD加

水后，在水箱内制备人工雨水，取样测试污染物浓度。

[0040] (5)开启降雨系统降雨，在模型桶下部出水口不断收集渗透过种植土、碎石层的雨

水，装入收集瓶内，送入实验室测试污染物浓度。

[0041] 与水箱内人工雨水浓度对比，即可获得种植土-碎石层绿化带结构对道路径流雨

水的净化作用。

[0042] (6)在试验过程中，维持试验桶内水位高度20cm不变，然后在10min内计量收集的

水量，利用达西定律即可计算种植土-碎石层的渗透系数。

[004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及水质净化试验装置为研究种植土雨

水入渗规律和种植土对道路径流雨水水质净化的性能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利用该实验装

置可研究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随时间的演化规律。

[0044] 与现有技术相比，利用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种植土绿化带雨水入渗和水质净化性能

试验装置及方法，能够分析雨水入渗过程中种植土绿化带渗透性能随时间的演化规律，能

够分析种植土绿化带对道路径流雨水中的污染物如COD、SS、TN、TP离子、Zn离子、Pb离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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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留和削减作用，分析种植土绿化带的净水性能随时间的演化规律，从而为种植土绿化

带海绵道路结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本发明实用性好，值得推广。

[0045]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的具体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实施例并非局限于此，

任何本领域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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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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