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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

结构及其构建方法，属于城市建设环保领域，其

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从下至上设置的底基层、设

置在底基层上的基层、设置在基层上的渗滤层、

设置在渗滤层上的透水性地面、设置在基层两侧

路缘石，所述渗滤层内设有加固组件，所述加固

组件包括竖直设置的承重杆、设置在承载杆上承

载网，所述承重杆延伸埋设至底基层和基层内，

所述承载网竖直方向设有多层且与承重杆固定

连接，相邻两片所述承载网之间设有若干加强

杆，所述承载网与路缘石固定连接。本发明通过

渗滤层和加固组件的设置，在能够起到地面渗水

的同时也提高地面强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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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包括从下至上设置的底基层（1）、设置在底基层

（1）上的基层（2）、设置在基层（2）上的渗滤层（3）、设置在渗滤层（3）上的透水性地面（4）、设

置在基层（2）两侧路缘石（5），其特征在于：所述渗滤层（3）内设有加固组件（6），所述加固组

件（6）包括竖直设置的承重杆（61）、设置在承载杆上承载网（62），所述承重杆（61）延伸埋设

至底基层（1）和基层（2）内，所述承载网（62）竖直方向设有多层且与承重杆（61）固定连接，

相邻两片所述承载网（62）之间设有若干加强杆（63），  所述承载网（62）与路缘石（5）固定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承重

杆（61）之间设有加强筋（611），靠近所述路缘石（5）处的加强筋（611）与路缘石（5）固定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加强

杆（63）之间设有张紧链（631），靠近所述路缘石（5）处的张紧链（631）与路缘石（5）固定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承载

网（62）之间设有滤网（7），所述滤网（7）由碳纤维编织而成，所述滤网（7）上的网孔为三角

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网

（62）与滤网（7）竖直方向均匀分布在渗滤层（3）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性地

面（4）内铺设有加固网（41），所述透水性地面（4）内竖直方向设有若干中空透水柱（42）。

7.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6任意一

项所述的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S1、铺设底基层（1）和基层（2）；

S2、埋设路缘石（5）；将路缘石（5）高度的三分之一埋入底基层（1）和基层（2）的内部，路

缘石（5）在预制的过程中制作成底部呈三角形设置；

S3、铺设加固组件（6）和渗滤层（3）；渗滤层（3）由天然的材料混合制成；

a、将承载杆均匀的固定插入到底基层（1）和基层（2）的内部，铺设一片与基层（2）抵触

的承载网（62），在加强杆（63）上设置第一道加强筋（611）连接，在承载网（62）上铺设渗滤层

（3）；

b、在渗滤层（3）内均匀插入加强杆（63），加强杆（63）向上延伸出渗滤层（3），在加强杆

（63）上设置张紧链（631）；

c、在渗滤层（3）上铺设滤网（7），滤网（7）与加强杆（63）固定连接；

d、在滤网（7）上再次铺设渗滤层（3）且厚度低于加强杆（63）的顶部；

e、在渗滤层（3）上再次铺设承载网（62）；

S4、铺设透水性地面（4）；先在渗滤层（3）内均匀插入若干中空透水柱（42），透水柱与承

载网（62）固定连接，再铺设固定网，然后进行透水性地面（4）铺设；

S5、在路缘石（5）靠近路面的侧面开设集水槽（51），在集水槽内开设横向贯穿的排水孔

（5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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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铺设地面的要求，步骤S3中的b-d重复多次实现渗滤层（3）的铺设。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渗滤层（3）和透水性地面（4）的厚度和低于路缘石（5）的高度。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渗滤层（3）的整体厚度低于承重杆（61）的露出基层（2）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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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及其构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建设环保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及其构

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大量建筑物和道路等的建设使城市硬化地面面积快速增

加，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城市道路、公共广场等的铺面设计均采用与“  自然协调发展、生态

良性循环”理念相违背的不透水型密级配混凝土和石板材铺装结构。这种路面铺装的大面

积使用会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破坏了水资源的正常循环，完全阻止了雨(雪)水

直接渗透入地，阻断了雨(雪)水对城市地下水资源的补充；加剧了城市的负面气候效应，恶

化了城市生态，这种不透水的铺装与周围城市建筑共同作用，会增加城市的“  热岛效应”和

城市噪声；增加了安全隐患，随着城市“  雨水病”的日益加剧，这些表面致密的地面铺装在

雨天由于硬化地面使地势低洼处不能及时排水，造成大面积积水，产生“  水漂现象”，使雨

天行车产生“  漂滑”、“  飞溅”、“  夜间眩光”等现象，给行人出行和车辆行驶带来不便和安

全隐患。在坡度适宜时，由于硬化地面的快速排水模式，使城市缺水现象加重，不利于调节

局部气候。随着海绵城市概念的提出，人们更希望能有一种生态型的路面来取代现有的硬

化路面，通过生态渗滤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在城市中采用生态渗滤技术广泛铺设生态

型透水地面，这已成为国际上许多生态城市的普遍做法。生态型透水地面能减少城市的热

岛效应，调节局部气候，也有利于城市的降水，会帮助城市储存更多的雨水。这既能缓和城

市水资源危机，又能增加土壤中的含水量、调节气候，从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0003] 公告号为CN105887609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的构建方

法，所述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由底基层、基层、渗滤层、透水路面组成，构建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1)渗滤材料的制备；2)铺设底基层和基层；3)地面下垫渗滤材料铺设渗滤层；4)安装

路缘石及铺设透水地面。

[0004] 这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的构建方法，虽然发明的优点是：该构建方法生态、环

保、绿色，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和可现性，可增加地面的孔隙率及雨水渗透率；显著提高路面

及周围土壤的蓄水性能和污染物净化能力，减少水体污染物和道路安全事故的发生，适度

调节局部气候，明显减缓城市“  雨水病”、“  热岛效应”和土壤缺水及城市噪音等问题，在解

决城市生态、环境和安全问题的同时，对构建城市生态道路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但是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由于渗滤层的设置，透水性地面受到压力之后，压力传递到渗滤层会发生形

变，从会导致路面整体强度结构下降，导致路面出现损坏的情况。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及其构建方法，具有路面具

有渗水还能保证整体结构强度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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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包括从下至上设置的底基层、设置在底基层上的基

层、设置在基层上的渗滤层、设置在渗滤层上的透水性地面、设置在基层两侧路缘石，所述

渗滤层内设有加固组件，所述加固组件包括竖直设置的承重杆、设置在承载杆上承载网，所

述承重杆延伸埋设至底基层和基层内，所述承载网竖直方向设有多层且与承重杆固定连

接，相邻两片所述承载网之间设有若干加强杆，所述承载网与路缘石固定连接。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固组件对整体地面结构进行加固，在可以渗水的

同时也保证了地面的结构强度，承载网有一定的张紧力，对渗滤层起到支撑作用，承重杆与

加强杆也分担了路面上的压力，提高了地面的结构的强度。

[0008] 进一步的，相邻所述承重杆之间设有加强筋，靠近所述路缘石处的加强筋与路缘

石固定连接。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增加了承重杆位置结构的稳定性，从而达到提高路面的

结构强度。

[0010] 进一步的，相邻所述加强杆之间设有张紧链，靠近所述路缘石处的张紧链与路缘

石固定连接。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增加了加强杆位置结构的稳定性，从而达到提高路面的

结构强度。

[0012] 进一步的，相邻所述承载网之间设有滤网，所述滤网由碳纤维编织而成，所述滤网

上的网孔为三角形。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碳纤维具有一定的强度，配合三角形网孔，增加了滤网的

结构强度，从而达到提高路面的结构强度。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承载网与滤网竖直方向均匀分布在渗滤层内。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多层设置的承载网与滤网，中间填充渗滤层，减小渗滤层

受压发生形变，进一步提高了地面的结构强度。

[0016] 进一步的，所述透水性地面内铺设有加固网，所述透水性地面内竖直方向设有若

干中空透水柱。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加固网和中空透水柱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了地面的强度，

同时中空透水柱也增加了透水性地面的渗水性。

[0018]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旨在提供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的构建方法，包括权

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S1、铺设底基层和基层；

S2、埋设路缘石；将路缘石高度的三分之一埋入底基层和基层的内部，路缘石在预制的

过程中制作成底部呈三角形设置；

S3、铺设加固组件和渗滤层；渗滤层由天然的材料混合制成；

a、将承载杆均匀的固定插入到底基层和基层的内部，铺设一片与基层抵触的承载网，

在加强杆上设置第一道加强筋连接，在承载网上铺设渗滤层；

b、在渗滤层内均匀插入加强杆，加强杆向上延伸出渗滤层，在加强杆上设置张紧链；

c、在渗滤层上铺设滤网，滤网与加强杆固定连接；

d、在滤网上再次铺设渗滤层且厚度低于加强杆的顶部；

e、在渗滤层上再次铺设承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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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铺设透水性地面；先在渗滤层内均匀插入若干中空透水柱，透水柱与承载网固定连

接，再铺设固定网，然后进行透水性地面铺设；

S5、在路缘石靠近路面的侧面开设集水槽，在集水槽内开设横向贯穿的排水孔。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根据不同的地面需求，在施工铺设的过程中，可以实现地

面结构强度增加和渗水性保证。

[0020] 进一步的，根据实际铺设地面的要求，步骤S3中的b-d重复多次实现渗滤层的铺

设。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根据施工环境不同，渗滤层内的加固结构多层设置，使得

地面结构强度增加。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渗滤层和透水性地面的厚度和低于路缘石的高度。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有利于路缘石对地面实现加固的作用，减小地面受压后

出现向两面坍塌的情况。

[0024] 进一步的，所述渗滤层的整体厚度低于承重杆的露出基层的高度。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得承重杆有部分可以伸入到透水性地面内，进而提高

承重杆的位置稳定，从而达到提高地面结构强度的效果。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渗滤层和加固组件的设置，在能够起到地面渗水的同时也提高地面强度的效

果；

2.通过天然材料制成的渗滤层，能够起到环保的效果；

3.通过渗滤层和透水地面的设置，能够起到地面水渗入土壤，不仅可以涵养地下水，还

可以减轻城区雨洪负荷，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实施例中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的示意图。

[0028] 图中，1、底基层；2、基层；3、渗滤层；4、透水性地面；41、加固网；42、中空透水柱；5、

路缘石；51、集水槽；52、排水孔；6、加固组件；61、承重杆；611、加强筋；62、承载网；63、加强

杆；631、张紧链；7、滤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实施例：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从下至上设置的底基

层1、设置在底基层1上的基层2、设置在基层2上的渗滤层3、设置在渗滤层3上的透水性地面

4、设置在基层2两侧路缘石5，路缘石5对浇筑的地面起到限位的作用，减小路面受力后发生

向两边坍塌的情况，渗滤层3和透水性地面4相结合，使得地面可以实现渗水的效果，不仅可

以涵养地下水，还可以减轻城区雨洪负荷，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效果。

[0031] 如图1所示，在保证地面可以实现渗水的情况下，也同时要保证地面的结构强度，

所以在渗滤层3内设有加固组件6，加固组件6包括竖直设置的承重杆61、设置在承载杆上承

载网62，承重杆61延伸埋设至底基层1和基层2内，承载网62竖直方向设有多层且与承重杆

61固定连接，承载网62将所有的承重杆61都与自身固定连接，同时承载网62延伸至路缘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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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且与路缘石5固定连接，承重杆61插入到底基层1和基层2内实现位置固定，同时承载网62

自身的张紧力也将所有的承载杆连接在一起，提高了承载杆的位置稳定，另外多个承载杆

也同样是对承载网62进行了固定，减小了其受压之后出现大面积拉伸变形，进而达到了提

升地面结构强度的效果。

[0032] 如图1所示，在铺设渗滤地面的时候，一般会层叠设有多张承载网62，通过多张承

载网62的张紧力，来进一步提高地面的结构强度，在相邻两片承载网62之间设有若干加强

杆63，通过加强杆63实现对承载网62的多点支撑，也减小了承载网62出现受压后而产生形

变的情况。承重杆61与加强杆63相结合也起到分担路面上压力的效果，提高了地面的结构

的强度。

[0033] 如图1所示，在相邻承载网62之间还设有滤网7，滤网7由碳纤维编织而成，滤网7上

的网孔为三角形。碳纤维具有一定的强度，编织而成碳纤维的滤网7，增加了滤网7的结构强

度，配合网孔呈三角形设置，在保证渗水率的同时，从而达到提高路面的结构强度。承载网

62与滤网7竖直方向均匀分布在渗滤层3内，多层设置的承载网62与滤网7，中间填充渗滤层

3，减小渗滤层3受压发生形变，进一步提高了地面的结构强度。

[0034] 如图1所示，承重杆61或加强杆63受压产生歪斜后，会对路面整体的结构强度产生

影响，在相邻承重杆61之间设有加强筋611，靠近路缘石5处的加强筋611与路缘石5固定连

接。相邻加强杆63之间设有张紧链631，靠近路缘石5处的张紧链631与路缘石5固定连接。通

过加强筋611将所有的承重杆61再次连接在一起，以及通过张紧链631将所有的加强杆63连

接在一起，达到了减小承重杆61和加强杆63受压而产生歪斜的情况，从而达到提高路面的

结构强度。

[0035] 如图1所示，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地面的强度结构，在透水性地面4内铺设有加固网

41，透水性地面4内竖直方向设有若干中空透水柱42。加固网41具有张紧力，减小透水性地

面4受力发生龟裂的情况，中空透水柱42在实现渗水效果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地面的支撑作

用。加固网41和中空透水柱42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了地面的强度，同时中空透水柱42也增加

了透水性地面4的渗水性。

[003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旨在提供一种海绵城市生态渗滤地面结构的构建方法，具体实

施步骤如下：

S1、铺设底基层1和基层2；按照施工的安全标准进行底基层1和基层2的铺设，根据设计

的要求开挖路基，清理土方，检查纵坡、横坡及边线，修整路基，找平碾压密实，压实系数至

少达95％，在开挖好的路基上方铺设底基层1，底基层1由石灰、粉煤灰和土组成，石灰、粉煤

灰与土的重量比为10：24：66，铺好底基层1后找平压实，压实系数至少达95％，在碾压结束

前，用平地机终平一次使其纵向顺适，路拱及超高均符合设计要求，最后将表面轻轻耙松，

并洒水湿润，然后铺设基层2，基层2为水泥碎石层，用水泥粉煤灰稳定，水泥与集料准确过

秤，按照连续级配比例掺混，记录搅拌时间、加水时间及加水量，保证掺混质量，均匀摊铺后

找平压实，压实系数至少达93％，压实后表面应平整无轮迹或隆起，且断面正确，路拱符合

要求，在工程竣工之后，水泥稳定碎石施工的表面应保持平整、清洁。

[0037] S2、埋设路缘石5；将路缘石5高度的三分之一埋入底基层1和基层2的内部，路缘石

5在预制的过程中制作成底部呈三角形设置；通过三角形的基座有利于保证路缘石5设置的

稳定性，减小由于路缘石5的倾斜而影响整体地面的结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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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S3、铺设加固组件6和渗滤层3；渗滤层3由天然的材料混合制成；为天然沙土、沸

石、石英砂、木料、草甸土或亚沙土，废弃材料为煤灰渣、蟹壳或固体废弃物，人工材料为纤

维膜、活性炭或零价铁，根据渗滤效果，结合经济性，天然材料、废弃材料和人工材料的材料

配比为7：1-2：0  .5-1。

[0039] a、将承载杆均匀的固定插入到底基层1和基层2的内部，铺设一片与基层2抵触的

承载网62，在加强杆63上设置第一道加强筋611连接，通过加强筋611将所有的加强杆63连

接在一起，靠近路缘石5处的加强筋611与路缘石5固定连接，在承载网62上铺设渗滤层3；

b、在渗滤层3内均匀插入加强杆63，加强杆63向上延伸出渗滤层3，在加强杆63上设置

张紧链631；通过张紧链631将所有的加强杆63连接在一起，同时靠近路缘石5处的张紧链

631与路缘石5固定连接，

c、在渗滤层3上铺设滤网7，滤网7与加强杆63固定连接；滤网7延伸至路缘石5处固定连

接；

d、在滤网7上再次铺设渗滤层3且厚度低于加强杆63的顶部；

e、在渗滤层3上再次铺设承载网62，与承载杆固定连接后延伸至路缘石5处固定连接。

[0040] S4、铺设透水性地面4；先在渗滤层3内均匀插入若干中空透水柱42，透水柱与承载

网62固定连接，再铺设固定网，固定网延伸至路缘石5处与路缘石5固定连接，然后进行透水

性地面4铺设。

[0041] S5、在路缘石5靠近路面的侧面开设集水槽51，在集水槽51内开设横向贯穿的排水

孔52，集水槽51与市政雨水管网连通。当地面上的水量过多无法及时渗透时，水可以沿着集

水槽流入市政管网，同时有部分的雨水通过排水孔52进入到地面两侧的土壤内。

[0042] 根据施工环境不同，渗滤层3内的加固结构多层设置，使得地面结构强度增加，步

骤S3中的b-d重复多次实现渗滤层3的铺设。渗滤层3和透水性地面4的厚度和低于路缘石5

的高度，有利于路缘石5对地面实现加固的作用，减小地面受压后出现向两面坍塌的情况。

渗滤层3的整体厚度低于承重杆61的露出基层2的高度，使得承重杆61有部分可以伸入到透

水性地面4内，进而提高承重杆61的位置稳定，从而达到提高地面结构强度的效果。

[0043]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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