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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57)摘要
本实 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
路 ,包括路面，
路面上设置有人行道、车行道、
中
分带和绿化带，
以及设置在人行道、
车行道、
中分
带和绿化带上的雨水检查井；
所述人行道上设置
有人行道LID设施，
所述的人行道LID设施包括设
置在人行道表层的透水砖铺装层，
以及设置在透
水砖铺装层下侧的碎石盲沟，
碎石盲沟内布置有
透水排管；
位于透水砖铺装层的两侧分别布置有
路缘石基座；
所述的中分带和绿化带设置有生物
滞留设施，
所述的生物滞留设施包括设置在中分
带和绿化带两侧的路缘石基座，
以及设置在路缘
石基座内侧的种植土壤层，
种植土壤层的上侧设
置有用于蓄水的绿植；
所述种植土壤层的下侧设
置有透水排管；
透水排管与雨水井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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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包括路面，
路面上设置有人行道、车行道、中分带和绿化
带，
以及设置在人行道、
车行道、
中分带和绿化带上的雨水检查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人行道
上设置有人行道LID设施；
所述的人行道LID设施包括设置在人行道表层的透水砖铺装层，
位于透水砖铺装层的两侧分别布置有路缘石基座；
以及设置在透水砖铺装层下侧的碎石盲
沟，
碎石盲沟内布置有穿孔排水管一，
穿孔排水管一与雨水井连接；
所述的中分带和绿化带
设置有生物滞留设施。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透水砖铺装层的
下侧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干硬性水泥砂浆层、
透水水泥混凝土层、
碎石层和防渗膜；
所述的
碎石盲沟设置在防渗膜的下侧。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其特征在于：
所述透水砖铺装层的
其采用规格为20*10*6cm的透水砖铺设而成；
厚度为6CM，
所述干硬性水泥砂浆层的厚度是3cm，
其采用规格是1:6的干硬性水泥砂浆铺设而成；
所述透水水泥混凝土层的厚度是15cm，
位于人行道的两侧、在路缘石基座的下方设置
有透水水泥混凝土，
所述的路缘石基座悬浮在透水水泥混凝土中，
被其包裹固定；
所述碎石层的厚度为20cm至30cm，
碎石孔径20cm至30cm，
孔隙率12%；
所述碎石层两侧
的边缘设置有斜坡，
坡率为1:1；
所述防渗膜采用两布一膜防渗土工膜，
规格600g/㎡ ，
断裂强度≥8 .0KN/m，
CBR顶破强
力≥1 .4KN，
耐净静水压0 .4Mpa，
并满足相关规范及标准；
所述碎石盲沟采用的是矩形碎石盲沟20cm×20cm；
所述的穿孔排水管一采用UPVC材质，
管径DN110，
开孔率大于等于2%，
孔口大小10mm；
穿孔排水管一内水通过横管接入雨水井内，
横管坡度与道路横坡一致；
穿孔排水管一的外周包裹有透水土工布，
透水土工布的规格为200g/㎡。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生物滞留设施
包括设置在中分带和绿化带两侧的路缘石基座，
以及设置在路缘石基座内侧的种植土壤
层，
种植土壤层的上侧设置有用于蓄水的绿植；
所述种植土壤层的下侧设置有穿孔排水管
二，
穿孔排水管二与雨水井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其特征在于：
所述种植土壤层的下
侧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砂滤层，
卵石层内铺设穿孔排水管二，
位于卵石层的下侧铺设有防
渗膜；
在砂滤层的上侧，
位于种植土壤层和蓄水层的中部间隔设置有多块档水堰；
档水堰的
一侧设置有卵石缓冲区。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其特征在于：
所述蓄水层中的绿化
配种均以满足生长条件和景观要求为目标，
植物尽量选择对污染物去除作用佳的耐旱耐涝
本土植物；
所述卵石层的厚度为20cm至30cm，
碎石孔径20cm至30cm，
孔隙率12%；
卵石层的底标高
度与车行道路基层的高度持平；
所述穿孔排水管二采用DN150穿孔排水管，
管径DN150，
开孔率大于等于2%，
孔口大小
10mm；
环刚度大于等于8KN/m²；
所述穿孔排水管二内水通过横管接入雨水井内，
横管坡度与道路横坡一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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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穿孔排水管二的外周包裹有透水土工布，
透水土工布的规格为200g/㎡；
所述防渗膜采用两布一膜防渗土工膜，
规格600g/㎡ ，
断裂强度≥8 .0KN/m，
CBR顶破强
并满足相关规范及标准。
力≥1 .4KN，
耐净静水压0 .4Mpa，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生物滞留设施在
斑马线处设置人行开口供行人通行，
滞留带断开处上下游通过管道连通；
桥梁平面绿化带
处不布置生物滞留带；
所述的生物滞留带与人行道和车行道路基之间，
其交界处均设置有防渗膜；
所述的管
道布置于生物滞留带时，
其外侧均设置有透水土工布或防渗层，
所述检查井外围均设置有
防渗层；
所述生物滞留带坡度的设置方式为：
当道路坡度≤2%时，
生物滞留带纵坡同道路坡度；
当道路坡度＞2%且＜7%时，
则采用阶梯状雨水生物滞留带；
道路坡度≥7%时，
则不设置生物
滞留带；
所述的阶 梯状雨水生物滞留带 ，每级内部上游隔墙顶距离表层最低点高差△h1为
0 .5m，
每级内部下游隔墙顶距离生物滞留带表层最低点高差△h2为0 .3m。
8 .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其特征在于：
所述路缘石基座间
隔设有进水豁口，
进水豁口间的间距相等，
在设置进水豁口的间距时，
需确保进水豁口的过
位于进水豁口的集中入流处散铺有用于消能的卵石区域。
流能力大于道路排泄流量；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雨水井采用的
是环保型雨水井，
所述环保型雨水井的井口处设置有铸铁井圈及铸铁篦子，
位于铸铁井圈
及铸铁篦子的下方设置有截污框，
截污框顶部的框架与路面可拆卸固定连接；
位于雨水井的内部设置有用于截流的大空间部分和用于溢流的小空间部分，
所述的大
空间部分和小空间部分之间通过设置在两者中间的无砂混凝土透水墙隔开，
当径流量较小
时，
大空间可有效的存储雨水，
延缓雨水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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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基于LID 设施的道路。
背景技术
[0002]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
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
良好的"弹性"，
下雨时吸水、
蓄水、渗水、
净水，
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绵城
市建设应遵循生态优先等原则，
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
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
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
渗透和净化，
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
态环境保护。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
应统筹自然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系统性，
协调给
水、
排水等水循环利用各环节，
并考虑其复杂性和长期性。
[0003] 传统的道路排水设施是将路面的雨水通过雨水口收集至雨水管道中，
集中排放至
河流中。
这种方式并未对收集的雨水进行利用处理，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的技术问题，
本技术方案提供了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能有效的解决
上述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包括路面，
路面上设置有人行道、
车行道、
中分带和绿化
带，
以及设置在人行道、
车行道、
中分带和绿化带上的雨水检查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人行道
上设置有人行道LID设施；
所述的中分带和绿化带设置有生物滞留设施。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的人行道LID设施包括设置在人行道表层的透水砖铺装层，
位于透
水砖铺装层的两侧分别布置有路缘石基座；
以及设置在透水砖铺装层下侧的碎石盲沟，
碎
石盲沟内布置有穿孔排水管一，
穿孔排水管一与雨水井连接。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透水砖铺装层的下侧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干硬性水泥砂浆层、透
碎石层和防渗膜；
所述的碎石盲沟设置在防防渗膜的下侧。
水水泥混凝土层、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透水砖铺装层的厚度为6CM，
其采用规格为 20*10*6cm的透水砖铺
设而成；
[0010] 所述干硬性水泥砂浆层的厚度是3cm，
其采用规格是1:6的干硬性水泥砂浆铺设而
成；
[0011] 所述透水水泥混凝土层的厚度是15cm，
位于人行道的两侧、在路缘石基座的下方
设置有透水水泥混凝土，
所述的路缘石基座悬浮在透水水泥混凝土中，
被其包裹固定；
[0012] 所述碎石层的厚度为20cm至30cm，
碎石孔径20cm至30cm，
孔隙率12％；
所述碎石层
坡率为1:1；
两侧的边缘设置有斜坡，
[0013] 所述防渗膜采用两布一膜防渗土工膜，
规格600g/㎡ ，
断裂强度≥8 .0KN/m，
CBR顶
破强力≥1 .4KN，
耐净静水压0 .4Mpa，
并满足相关规范及标准；
[0014] 所述碎石盲沟采用的是矩形碎石盲沟20cm×20c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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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穿孔排水管一采用UPVC材质，
管径DN110，
开孔率大于等于2％，
孔口大小

10mm；
[0016]

穿孔排水管一内水通过横管接入雨水井内，
横管坡度与道路横坡一致；
[0017] 穿孔排水管一的外周包裹有透水土工布，
透水土工布的规格为200g/㎡。
[0018] 进一步的，
所述的生物滞留设施包括设置在中分带和绿化带两侧的路缘石基座，
以及设置在路缘石基座内侧的种植土壤层，
种植土壤层的上侧设置有用于蓄水的绿植；
所
述种植土壤层的下侧设置有穿孔排水管二，
穿孔排水管二与雨水井连接。
[0019] 进一步的，
所述种植土壤层的下侧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砂滤层，
卵石层内铺设穿
孔排水管二，
位于卵石层的下侧铺设有防渗膜；
[0020] 在砂滤层的上侧，
位于种植土壤层和蓄水层的中部间隔设置有多块档水堰；
档水
堰的一侧设置有卵石缓冲区。
[0021] 进一步的，
所述蓄水层中的绿化配种均以满足生长条件和景观要求为目标，
植物
尽量选择对污染物去除作用佳的耐旱耐涝本土植物；
[0022] 所述卵石层的厚度为20cm至30cm，
碎石孔径20cm至30cm，
孔隙率12％；
卵石层的底
标高度与车行道路基层的高度持平；
[0023] 所述穿孔排水管二采用DN150穿孔排水管，
管径DN150，
开孔率大于等于2％，
孔口
2
环刚度大于等于8KN/m ；
大小10mm；
[0024] 所述穿孔排水管二内水通过横管接入雨水井内，
横管坡度与道路横坡一致；
[0025] 所述穿孔排水管二的外周包裹有透水土工布，
透水土工布的规格为200g/㎡；
[0026] 所述防渗膜采用两布一膜防渗土工膜，
规格600g/㎡ ，
断裂强度≥8 .0KN/m，
CBR顶
破强力≥1 .4KN，
耐净静水压0 .4Mpa，
并满足相关规范及标准。
[0027] 进一步的，
所述生物滞留带在斑马线处设置人行开口供行人通行，
滞留带断开处
上下游通过管道连通；
桥梁平面绿化带处不布置生物滞留带；
[0028] 所述的生物滞留带与人行道和车行道路基之间，
其交界处均设置有防渗膜；
所述
的管道布置于生物滞留带时，
其外侧均设置有透水土工布或防渗层，
所述检查井外围均设
置有防渗层；
[0029] 所述生物滞留带坡度的设置方式为：
生物滞留带纵坡同道路
当道路坡度≤2％时，
坡度；
当道路坡度＞2％且＜7％时，
则采用阶梯状雨水生物滞留带；
道路坡度≥7％时，
则不
设置生物滞留带；
[0030] 所述的阶梯状雨水生物滞留带，
每级内部上游隔墙顶距离表层最低点高差△h1为
0 .5m，
每级内部下游隔墙顶距离生物滞留带表层最低点高差△h2为0 .3m。
[0031] 进一步的，
所述路缘石基座间隔设有进水豁口，
进水豁口间的间距相等，
在设置进
水豁口的间距时，
需确保进水豁口的过流能力大于道路排泄流量；
位于进水豁口的集中入
流处散铺有用于消能的卵石区域。
[0032] 进一步的，
所述的雨水井采用的是环保型雨水井，
所述环保型雨水井的井口处设
置有铸铁井圈及铸铁篦子，
位于铸铁井圈及铸铁篦子的下方设置有截污框，
截污框顶部的
框架与路面可拆卸固定连接；
[0033] 位于雨水井的内部设置有用于截流的大空间部分和用于溢流的小空间部分，
所述
的大空间部分和小空间部分之间通过设置在两者中间的无砂混凝土透水墙隔开，
当径流量
5

CN 214271526 U

说

明

书

3/10 页

较小时，
大空间可有效的存储雨水，
延缓雨水的排放。
[0034]
(三)有益效果
[0035]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
其具有以下有益
效果：
[0036]
(1)本技术方案通过人行道上设置的人行道LID设施，
以及中分带和绿化带设置有
生物滞留设施，
能够有效的在下雨时对雨水进行吸水、
蓄水、渗水、
净水，
并对水进行存储，
在必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满足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要求。
[0037]
(2)本技术方案的人行道LID设施，
通过设置在人行道表层的铺装层，
以及设置在
透水砖铺装层下侧的干硬性水泥砂浆层、透水水泥混凝土层、碎石层、
防渗膜和碎石盲沟，
其结构是以削减地表径流及其径流污染为主，
雨水收集利用为辅助的目标进行设置的。
[0038]
(3)本技术方案通过人行道上设置的人行道LID设施，
以及中分带和绿化带设置有
生物滞留设施，
可有效收集道路范围内的降雨，
并将该地块内部的雨水通过地块内部的LID
设施进行综合利用，
且地块内部的雨水外排可通过雨水管直接汇入市政雨水系统，
无需另
外再加排水系统，
合理利用资源，
降低成本。
[0039]
(4)本技术方案采用的雨水井为环保型雨水井，
通过环保型雨水井适用于低影响
开发雨水设施内的超过设计降雨量的雨水收集，
既满足传统排水系统的功能要求，
又能有
效的发挥LID设施的生态理念。
[0040]
(5)本技术方案采用的环保型雨水井设有截污框，
能有效的对地面径流污染物、
漂
浮物的拦截，
降低管道堵塞率；
该雨水井分大小两部分空间的设置，
使得大空间截流，
小空
间溢流，
由中间无砂混凝土透水墙隔开，
径流量较小时，
大空间能有效的存储雨水，
延缓雨
水的排放，
突显出道路“海绵”这一特性。
附图说明
[004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道路排水方案图。
[0042] 图2是本实施例中的道路排水系统示意图。
[0043] 图3是本实施例中的道路汇水分区示意图。
[0044] 图4是本实施例中的LID雨水系统主要流程图。
[0045]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生态滞留带平面示意图。
[0046] 图6是图5中1‑1剖面示意图。
[0047] 图7是图5中2‑2剖面示意图。
[0048] 图8是图5中3‑3剖面示意图。
[0049] 图9是本实用新型中人行道LID设施示意图。
[0050] 图10是本实施例中设置在生态滞留带中雨水井的平面示意图。
[0051] 图11是图10中1‑1剖面示意图。
[0052] 图12是图10中井座结构示意图。
[0053] 图13是本实施例中设置在人行道和车行道上的雨水井结构图。
[0054] 附图中的标记为：
1‑普通雨水井、2‑环保型雨水井、21‑铸铁井圈、22‑铸铁篦子、
23‑截污框、24‑大空间部分、25‑小空间部分、26‑ 无砂混凝土透水墙、3‑碎石盲沟、
4‑穿孔
排水管一、5‑穿孔排水管二、 6‑路缘石基座、61‑进水豁口、7‑人行道、71‑透水砖铺装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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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干硬性水泥砂浆层、
73‑透水水泥混凝土层、
74‑碎石层、
75‑碎石盲沟、8‑生物滞留带、
81‑档水堰、
82‑卵石缓冲区、
83‑蓄水层、
84‑种植土壤层、
85‑沙溢层、
86‑卵石层、
9‑防渗膜、
10‑横管、
11‑雨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
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构思的前提下，
本领域普通人员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
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
均应落入到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56] 实施例1：
[0057] 如图1所示，
一种基于LID设施的道路 ,包括路面，
路面上设置有人行道、
车行道、
中
分带和绿化带，
以及设置在人行道、
车行道、
中分带和绿化带上的雨水检查井；
所述人行道
上设置有人行道LID设施，
所述的中分带和绿化带设置有生物滞留设施。
[0058] 下列根据具体的某一地理坐标详细描述实施例1的实施方案：
[0059] 一、
工程地点
[0060] 五陂镇地处萍乡市中部，
位于东经113 .8北纬27 .6。北与萍乡市区接壤，
东南与芦
北部紧连安源镇和丹江街，
镇区距萍乡市区7
溪县南坑镇相邻，
西南与湘东区麻山镇接壤，
千米。
[0061] 境内国道319五陂段直接连接市区，
为五陂海绵小镇路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本
段道路现状仅为双向4车道的二级公路，
路基宽 16m，
且无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人非系统缺
失。
[0062] G319五陂段道路起点与规划华源路平交西侧，
终点止于五陂中桥东侧的与231省
道交叉处，
本次设计范围起点位于现状国道319与长潭路交叉口东侧，
终点止于五陂中桥东
侧与231省道交叉处，
起点桩号K0+500，
终点桩号K2+419 .107，
全长1 .92km。
[0063] 二、
海绵城市汇水分区划分：
[0064] 1、
汇水分区的设计：
[0065] 319国道雨水管网共分为4个系统，
分别收集雨水后就近排入附近河道、下游及相
交道路雨水管。道路排水系统示意图如图2所示；
[0066] 本次根据侧分带、
道路纵坡高点及相交道路为界限进行汇水分区划分，
将319国道
分本次根据侧分带、道路纵坡高点及相交道路为界限进行汇水分区划分，
将319国道分成6
个汇水分区。道路汇水分区示意图如图3所示。
[0067] 2、
下垫面分析及径流系数分析计算：
[0068] 依据划分的排水分区及各个分区的下垫面情况，
利用容积法《海绵城市建设技术
指南(试行)》计算排水分区设计调蓄容积，
计算公示如下：
[0069] V＝10HφF；
[0070] 式中，
V为设计调蓄容积，
单位为m3；
H为设计降雨量，
单位为mm；
Φ为综合雨量径流
系数，
可参照《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中的表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F为汇水面积，
单
位为hm2。
[0071] 经计算，
道路综合径流系数为0 .5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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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表1场地下垫面分析计算一览表
[0074] 依据
《萍乡市海绵城市试点建设项目建设技术要求》，
319国道共需调蓄容积不低
于547m3。
[0075] 三、
具体的设计方案：
[0076] 1、
功能设施比较
[0077] 道路工程LID系统主要包括生物滞留设施、
下沉式绿地、
透水铺装、
生态树池、
植草
沟、渗水盲沟、渗管/渠等。低影响开发设施往往具有补充地下水、集蓄利用、消减峰值流量
及净化雨水等多个功能。
[0078] 表2城市道路各部分设施低影响开发设施选用一览表
[0073]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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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宜选用；
◎——可选用；
○——不宜选用。
[0081] 国道319五陂段道路主要路段(萍安大道～南坑河段)红线宽度 55米，
横断面组成
为3m人行道+11m辅路(机非混行)+2 .5m侧分带+11 .5m主路+2 .5m中分带+11 .5m主路+2 .5m侧
分带+7 .5m辅路 (机非混行)+3m人行道。
[0082] 结合城市道路各部分设施低影响开发设施选用一览表，
本道路LID系统主要考虑
生物滞留带、透水铺装、生态树池，
环保型雨水口、渗水盲沟、排水U型槽等设施的建设与利
用。
[0083] 结合
《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15MR105)及相关海绵城市建设
案例，
本次道路工程斜坡绿化带坡度较陡，
水平及竖向上均难以满足下沉式绿地、
生物滞留
带等设施的设计要求，
故不考虑下沉式绿地及生物滞留带设计；
生态树池净高不小于1 .5
米，
穿孔收集管埋深较大，
雨水口埋深1 .2米，
因此不利于树池渗透雨水的排出，
且设置土工
布，
将会严重影响植物根系的生长，
不利于生态建设。根据道路要求，
机动车道不宜设置透
水混凝土(沥青)，
故不宜设置排水U型槽。
[0084] 综上所述，
本道路LID系统主要考虑绿化带的生物滞留带、
透水铺装、
透水沥青、
环
保型雨水口、
溢流雨水口、
碎石盲沟等设施的建设与利用。
[0085] 2、
径流流向组织图，
其LID雨水系统主要流程如图4所示。
[0086] 3、
生物滞留带设计：
[0087] 1)平面布置
[0088] 国道319五陂段道路红线宽度55米，
局部两侧绿化及中分带宽度2 .5～3米，
生物滞
留设施净宽2～2 .5米。
[0089] 生态滞留带平面示意图如图5所示，
生物滞留带在斑马线处设置人行开口供行人
桥梁平面绿化带处不布置生物滞留带；
通行，
滞留带断开处上下游通过管道连通；
[0090] 所述的生物滞留带与人行道和车行道路基之间，
其交界处均设置有防渗膜；
所述
的管道布置于生物滞留带时，
其外侧均设置有透水土工布或防渗层，
所述检查井外围均设
置有防渗层；
所述道路中LID设施的雨水滞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
[0091] 所有生物滞留带中的绿化配种均以满足生长条件和景观要求为目标。
同时，
满足
以下要求：
[0092] ①生物滞留带在斑马线处设置人行开口供行人通行，
滞留带断开处上下游通过管
道连通；
桥梁平面绿化带处不布置生物滞留带。
[0093] ②采用路缘石侧壁开孔方式将道路雨水引入生物滞留带，
不含绿化带处仍需根据
实际情况布置雨水口。
[0094] ③物滞留设施或透水铺装与车行道路基之间交界处均应采用防渗措施。
[0095] ④污水等其他管道布置于生物滞留带时所有检查井需采用防渗措施。
[0096] ⑤道路LID设施的雨水滞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
植物尽量选择对污染物去除作用
佳的耐旱耐涝本土植物。
[0097] 2)纵断面布置
[0098] 生态滞留带剖面示意图如图6‑8所述的生物滞留设施包括设置在中分带和绿化带
两侧的路缘石基座，
以及设置在路缘石基座内侧的种植土壤层，
种植土壤层的上侧设置有
用于蓄水的绿植；
所述种植土壤层的下侧设置有穿孔排水管二，
穿孔排水管二与雨水井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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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0099]

所述种植土壤层的下侧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砂滤层，卵石层内铺设穿孔排水管
二，
位于卵石层的下侧铺设有防渗膜；
[0100] 在砂滤层的上侧，
位于种植土壤层和蓄水层的中部间隔设置有多块档水堰；
档水
堰的一侧设置有卵石缓冲区。
[0101] 所述蓄水层的高度为20cm；
其中的绿化配种均以满足生长条件和景观要求为目
标，
植物尽量选择对污染物去除作用佳的耐旱耐涝本土植物；
[0102] 所述种植土壤层的厚度为50cm；
所述砂滤层的厚度为10cm；
[0103] 所述卵石层的厚度为20cm至30cm，
碎石孔径20cm至30cm，
孔隙率12％；
卵石层的底
标高度与车行道路基层的高度持平；
[0104] 所述穿孔排水管二采用DN150穿孔排水管，
管径DN150，
开孔率大于等于2％，
孔口
2
大小10mm；
环刚度大于等于8KN/m ；
[0105] 所述穿孔排水管二内水通过横管接入雨水井内，
横管坡度与道路横坡一致；
[0106] 所述穿孔排水管二的外周包裹有透水土工布，
透水土工布的规格为200g/㎡；
[0107] 所述防渗膜采用两布一膜防渗土工膜，
规格600g/㎡ ，
断裂强度≥8 .0KN/m，
CBR顶
破强力≥1 .4KN，
耐净静水压0 .4Mpa，
并满足相关规范及标准。
[0108] 生物滞留带的设置方式为：
当道路坡度≤2％时，
生物滞留带纵坡同道路坡度；
当
道路坡度＞2％且＜7％时，
则采用阶梯状雨水生物滞留带；
道路坡度≥7％时，
则不设置生
物滞留带。
[0109] 阶梯状雨水生物滞留带，
每级内部上游隔墙顶距离表层最低点高差△h1为0 .5m，
每级内部下游隔墙顶距离生物滞留带表层最低点高差△h2为0 .3m；
跌落尺寸参照下表，
未
列坡度按内插取值：
[0110] 表3阶梯状生物滞留带每级长度
[0111]

路面坡度i
滞留带坡度i＇
生物滞留带每级长度△L(m)
0 .02
0 .00
10
0 .03
0 .00
6 .7
0 .04
0 .00
5
0 .05
0 .01
5
0 .06
0 .01
4
0 .07
0 .02
4
[0112] 4、
路缘石进水豁口设计
[0113] 所述路缘石基座的侧壁上间隔设有进水豁口，
将道路雨水引入生物滞留带；
所述
位于进水豁口的集中入
进水豁口间的间距相等，
使雨水沿道路纵坡均匀进入生物滞留带；
流处散铺有用于消能的卵石区域；
[0114] 本工程侧绿化带路缘石采用等间距豁口形式(具体详见路缘石大样图) ，
尽量使雨
水沿道路纵坡均匀进入生物滞留带设施中，
集中入流处散铺卵石消能。
[0115] 根据公式(1)先计算得到车行道汇流时间计算公式，
具体的公式 (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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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0117]

式中s为地表粗糙系数，
沥青路面取0 .013；
L为坡面流长度，
单位为m；
i为坡面流坡
2
度；
F为汇水面积，
面积单位为km ；

[0118]

其中

L1为道路长度，
L2为车行道宽度；

i1为道路横坡

(0 .02)，
i2为道路纵坡；
[0119] 再根据公式(2)计算行车道所需排泄的径流量，
具体的公式(2) 如下：
[0120] 设计重现期P＝3年
[0121] Q＝16 .67×ψ×q ×F
(2)；
p，
t
[0122] 式中，
Q为设计径流量，
径流量的单位为m3/s；
qp，t为设计重现期和降雨历时内的平
均降雨强度，
单位为mm/min；
P为重现期，
单位为年；
ψ为径流系数，
沥青路面取9 .0；
F为汇水
2
面积，
单位为km ；
[0123] 根据公式(1)与公式(2)能计算出进水豁口之间的间距，
以及该范围内的汇流时间
和道路排泄径流量；
[0124] 设置道路每15米设计一个路缘石豁口，
经计算，
该范围内汇流时间为5 .184min；
道
路排泄径流量为6 .36L/s。
[0125] 在计算得到进水豁口之间的间距后，
可通过公式(3)进行反证，
用于检测计算得到
的进水豁口之间的间距是否正确；
路缘石的拦水带构成前三角形形式，
单一横坡浅三角形
沟泄流能力用修正的曼宁公式计算；
具体的公式(3)如下：
[0126]
[0127]

式中，
K为修正系数，
修正系数取0 .52；
B为进水豁口的宽度，
单位为m；
h为过水断面
水深，
即进水豁口的高度，
单位为m；
进水豁口的面积为B×h＝0 .5m×0 .1m。
[0128] 经计算，
进水豁口的过流能力为14L/s，
大于道路排泄流量，
故雨水豁口布置满足
过流要求。
[0129] 5、
生物滞留带设施后期运行管护要求
[0130] 生物滞留带的植物选择条件为耐旱、
耐涝、净化雨水、低维护 ,为了保证其良好运
行 ,需要进行建植后养护和日常维护。
[0131] 建植后的维护措施：
[0132] 1)当植物定植后 ,为了阻止杂草的生长 ,保持土壤的湿度 ,避免土壤板结而导致土
壤渗透性下降。
[0133] 2)需要给生态沟内覆盖5cm左右的覆盖物 ,最好选择高密度的材料 , 比如松树杆、
木头屑片和碎木材。
[0134] 3)雨水较大 ,流速较快 ,容易侵蚀生态沟床底 ,将少许石块或砖头放入沟内路缘石
进水豁口处，
能有效降低径流系数 ,防止生态沟床底的侵蚀。
[0135] 4)最初几周每隔1d浇1次水 ,并且要经常去除杂草 ,直到植物能够正常生长并且形
成稳定的物群落。
[0136] 5)其他维护措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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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几次降雨或一次强降雨后需生态沟的覆盖层及植被的受损情况 ,如若受损则
应及时更换。②沉淀物会在表面积累 ,阻止雨水下渗 , 因此要定期清理(建议每周一次)雨
水花园表面的沉积物。③检查植被生长状况 ,防止过度繁殖 ,定期修剪生长过快的植物 ,去
除影响景观效果的杂草。④检查植物以预防病虫害。如果植物有病虫害迹象 ,应及时将其移
除 ,以防止感染其他物种。⑤根据植物需水状况 ,适当对植物进行灌溉。⑥每年春天剪掉枯
死的植物枝叶。
[0138] 6、
人行道LID设施设计
[0139] 人行道LID设施采用透水路面结构的铺装，
在提高人行交通舒适性的同时，
收集和
吸储部分雨水。雨天能大量吸储雨水，
为道路两旁花草树木的生长提供水源；
晴天能释放水
汽，
湿润空气，
降低路面温度，
减轻城市热岛效应，
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减轻市政排水管
道压力，
提高城市抗洪能力。
[0140] 在人行道下，
设置6cm透水砖+3cm水泥砂浆+15cm透水水泥混凝土+30cm级配碎石。
储存于级配碎石内，
在级配碎石以下沿树池边线设置20cm×20cm盲沟。雨水经透水砖渗透，
最终通过盲沟的UPVC 穿孔管收集，
排入雨水口内。
[0141] 如图9所示，
人行道LID设施包括设置在人行道表层的透水砖铺装层，
以及设置在
透水砖铺装层下侧的碎石盲沟，
碎石盲沟内布置有穿孔排水管一，
穿孔排水管一与雨水井
连接。
[0142] 透水砖铺装层的下侧从上至下依次设置有干硬性水泥砂浆层、
透水水泥混凝土
层、
碎石层和防渗膜；
所述的碎石盲沟设置在防防渗膜的下侧。
[0143] 所述透水砖铺装层的厚度为6CM，
其采用规格为20*10*6cm的透水砖铺设而成；
[0144] 所述干硬性水泥砂浆层的厚度是3cm，
其采用规格是1:6的干硬性水泥砂浆铺设而
成；
[0145] 所述透水水泥混凝土层的厚度是15cm，
位于人行道的两侧、在路缘石基座的下方
设置有透水水泥混凝土，
所述的路缘石基座悬浮在透水水泥混凝土中，
被其包裹固定；
[0146] 所述碎石层的厚度为20cm至30cm，
碎石孔径20cm至30cm，
孔隙率12％；
所述碎石层
两侧的边缘设置有斜坡，
坡率为1:1；
[0147] 所述碎石盲沟采用的是矩形碎石盲沟20cm×20cm；
[0148] 所述的穿孔排水管一采用UPVC材质，
管径DN110，
开孔率大于等于2％，
孔口大小
10mm；
[0149] 穿孔排水管一内水通过横管接入雨水井内，
横管坡度与道路横坡一致；
[0150] 穿孔排水管一的外周包裹有透水土工布，
透水土工布的规格为 200g/㎡；
[0151] 所述防渗膜采用两布一膜防渗土工膜，
规格600g/㎡ ，
断裂强度≥8 .0KN/m，
CBR顶
破强力≥1 .4KN，
耐净静水压0 .4Mpa，
并满足相关规范及标准。
[0152] 本次设计采用防渗土工布，
防止下渗雨水对路基的影响，
同时，
在穿孔排水管外包
透水土工布，
防止砂砾等堵塞排水管孔。土工布规格200g/㎡。
[0153] 7、
环保型雨水井设计
[0154] 环保型雨水井适用于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内的超过设计降雨量的雨水收集，
本次
设计雨水口既要满足传统排水系统的功能要求，
又能有效的发挥LID设施的生态理念。
[0155] 雨水井的结构如图10‑13所示，
环保型雨水井的井口处设置有铸铁井圈及铸铁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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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位于铸铁井圈及铸铁篦子的下方设置有截污框，
截污框顶部的框架与路面可拆卸固定
连接；
[0156] 位于雨水井的内部设置有用于截流的大空间部分和用于溢流的小空间部分，
所述
的大空间部分和小空间部分之间通过设置在两者中间的无砂混凝土透水墙隔开，
当径流量
较小时，
大空间有效的存储雨水，
延缓雨水的排放；
突显出道路“海绵”这一特性。
[0157] 2)雨水井泄水量计算
[0158] 雨水井泄水量一般采用井口出流公式或堰流公式，
考虑实际使用雨水井有部分堵
塞等现象，
本此雨水井的泄水量的设计采用公式(4) 计算所得，
具体的公式(4)如下所示：
[0159]
[0160]

式中，
W为雨水篦的进水孔口面积；
C为孔口系数，
此处设计方角孔，
孔口系数0 .6；
h
为雨水箅上水深，
设计取0 .02m；
K为孔口堵塞系数，
取2/3；
[0161] 380mm×650mm雨水井进水口面积为0 .124㎡；
[0162]
则单个雨水口设计流量为：
[0163]
[0164]

该雨水口雨水泄流量为31L/s，
当道路总面积约14400平方米时，
雨水口每40米设
置一个。
[0165] 8、
调蓄容积计算
[0166] 319国道调蓄容积主要包括生物滞留带，
调蓄容积主要分两部分，
一部分为卵石层
蓄水容积和矩形碎石盲沟，
一部分为生物滞留带蓄水容积，
如下图所示：
[0167]
调蓄体积V＝调蓄设施横断面面积×调蓄设施长度
[0168] V＝(0 .34+0 .51x12％)x3300m＝2409m3 ，
大于547立方米。
[0169] 满足本次“海绵设计”要求。
[0170] 9、
海绵设施维护管理
[0171] 1)透水铺装面层出现破损时应及时进行修补或更换；
[0172] 2)出现不均匀沉降时应进行局部修找平；
[0173] 3)当渗透能力大幅下降时应采用冲洗、
负压抽吸等方法及时进行清理。
[0174] 4)绿化滞留带的植物选择条件为耐旱、
耐涝、
净化雨水、低维护 , 为了保证其良好
运行 ,需要进行建植后养护和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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