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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

及其施工方法，系统包括渗水面、蓄水池、集水沟

和沉砂池，沉砂池设于集水沟内，沉砂池与蓄水

池之间设有通水管，通水管的两端均设有过滤筛

网，沉砂池内设有截污篮，渗水面包括矿石过滤

层、基质层、隔离层、蓄水层和渗滤层，渗滤层的

底部设有排水管，排水管连通蓄水池；施工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a)划分施工区域；(b)沿河改造；

(c)蓄水池施工；(d)渗水面施工；(e)改造原有道

路；(f)地面抽水就位。本发明系统渗水能力强，

并将下渗的雨水净化，再收集储存起来，以备使

用，提高了雨水的利用率，施工方法简单，施工有

序，就地取材，减少资源浪费，施工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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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渗水面、蓄水池、集水沟和沉砂池，所

述沉砂池设于所述集水沟内，所述沉砂池与所述蓄水池之间设有通水管，所述通水管的两

端均设有过滤筛网，所述沉砂池内设有截污篮，所述渗水面包括矿石过滤层、基质层、隔离

层、蓄水层和渗滤层，所述矿石过滤层设于所述基质层上，所述隔离层设于所述基质层与所

述蓄水层之间，所述蓄水层设于所述渗滤层上，所述渗滤层的底部设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

连通所述蓄水池，所述截污篮包括篮体和盖板，所述盖板设于所述篮体的顶部，所述盖板上

均匀分布有漏水口，所述篮体的侧面上分别设有溢流孔和排水孔，所述溢流孔位于所述排

水孔的上方，所述篮体内设有活性炭过滤网，所述活性炭过滤网位于所述溢流孔与所述排

水孔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篮体内设有限

位挡圈，所述限位挡圈上设有环形卡槽，所述活性炭过滤网设于所述环形卡槽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池包括混

凝土池体、渗水砖和混凝土顶板，所述渗水砖设于所述混凝土池体的四个侧面上，所述混凝

土顶板设于所述混凝土池体的顶部，所述混凝土顶板上设有进水口，所述进水口连接所述

排水管，所述通水管设于所述沉砂池与所述混凝土池体之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a)划分施工区域：根据园林的地质状况划分施工单元区域，制定施工计划；

(b)沿河改造：沿园林内河线挖设0.2～0.4m深的集水沟，集水沟的两边用卵石铺设，在

集水沟内每隔15～20m挖设一个沉砂池，沉砂池尺寸与截污篮尺寸匹配，将组装好的截污篮

固定在沉砂池内；

(c)蓄水池施工：在临近集水沟5～8m内开挖基坑，清理基坑，然后分层浇筑混凝土垫

层，总高度为100～120mm，每层均匀压实，再进行砌筑蓄水池，在蓄水池侧面施工前，先埋设

通水管，一端设于沉砂池内，另一端位于蓄水池内，在施工过程中，交错砌筑渗水砖，并在侧

面上预留抽水管，抽水管高出地平面20～30cm，完成蓄水池侧面施工后，浇筑混凝土顶板，

顶板预留进水口，在进水口上接上排水管，然后在混凝土顶板上铺设防水土工膜，用原土回

填将蓄水池埋没，回填高度为450～500mm，切除排水管高出覆土的部分；

(d)渗水面施工：在覆土面上铺设渗水面，先铺设一层厚度为100～120mm的砾石层作为

渗滤层，然后在渗滤层上铺设厚度为150～200mm的混凝土、块石的结合层作为蓄水层，接着

在蓄水层上铺设一层透水土工布作为隔离层，拉平压齐后固定，再在隔离层上回填厚度为

500～600mm的原土作为基质层，最后在基质层上铺设150～200mm的矿石过滤层，并夯实，然

后种植草皮，草皮标高比周围道路下凹50～80mm；

(e)改造原有道路：将园林内原有的景观道路硬地铺装改为透水砖铺设，铺设完毕后，

夯实平整并浇水养护，在铺设的透水砖两旁挖设排水盲沟，排水盲沟内填充碎石，排水盲沟

延伸至河内；

(f)地面抽水就位：在基坑周边1～2m范围内的地面上固定抽水泵，抽水泵连接抽水管

的一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b)中在组装截污篮时，将透水土工膜沿着截污篮的内壁环绕铺设，透水土工膜的高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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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挡圈的所处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b)中在集水沟的底部铺设一层50mm厚的中砂层和防水土工布，然后在防水土工布上铺设

30～50cm的膨润土，接着在膨润土层上铺设纤维网，最后种植水生植物。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e)中用稻草堆覆盖铺设的透水砖，并浇水养护，养护时间大于24小时，养护期间保证覆盖

的稻草堆湿润，并禁止闲人踩踏或在上继续施工。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d)中透水土工布的搭接缝有效宽度为10～1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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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园林雨水收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及其施

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雨水作为一种清洁水源，对其进行科学有效地收集就显得很有意义，可把雨水收

集后系统储存，应用于绿地灌溉、路面喷洒、冲厕、冲洗车辆以及用于补充景观水，可有效缓

解城市供水压力，避免水资源的不足和城市水灾的发生。目前大部分园林的地面多为不透

水的混凝土地面，对雨水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当雨量超出地面吸纳能力时，通过排水系统

排水，并且设置有蓄水池收集雨水用来对园林内的景观植物进行喷洒灌溉或者供水池养

鱼，进行二次利用，然而树叶、石土颗粒、小树枝、垃圾等均会随雨水流入排水渠内，一并流

入到蓄水池，严重影响蓄水池的水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

水系统及其施工方法，系统渗水能力强，并将下渗的雨水净化，再收集储存起来，以备使用，

提高了雨水的利用率，施工方法简单，施工有序，就地取材，原地改造，减少资源浪费，施工

成本低。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渗水面、蓄水池、集水沟和沉砂池，

沉砂池设于集水沟内，沉砂池与蓄水池之间设有通水管，通水管的两端均设有过滤筛网，沉

砂池内设有截污篮，渗水面包括矿石过滤层、基质层、隔离层、蓄水层和渗滤层，矿石过滤层

设于基质层上，隔离层设于基质层与蓄水层之间，蓄水层设于渗滤层上，渗滤层的底部设有

排水管，排水管连通蓄水池；该系统渗水能力强，使得园林路面堆积的雨水有效散去，从而

减小排水压力，并将下渗的雨水净化，再收集储存起来，以备使用，提高了雨水的利用率。

[0006] 进一步，截污篮包括篮体和盖板，盖板设于篮体的顶部，盖板上均匀分布有漏水

口，篮体的侧面上分别设有溢流孔和排水孔，溢流孔位于排水孔的上方，篮体内设有活性炭

过滤网，活性炭过滤网位于溢流孔与排水孔之间，截污篮用作对雨水的前期处理，防止堵塞

管道，雨水进入篮体后，经活性炭过滤网的吸附能力，去除雨水中的大部分有害物、固体悬

浮物及各种有机物，过滤后的雨水从排水孔流出，当雨水流量大时，多余的雨水从溢流孔流

出，实现分流的目的。

[0007] 进一步，篮体内设有限位挡圈，限位挡圈上设有环形卡槽，活性炭过滤网设于环形

卡槽上，活性炭过滤网与篮体采用可拆卸的连接方式，将活性炭过滤网限位在环形卡槽内，

连接灵活，安装方便，拆卸可清洗，反复使用。

[0008] 进一步，蓄水池包括混凝土池体、渗水砖和混凝土顶板，渗水砖设于混凝土池体的

四个侧面上，混凝土顶板设于混凝土池体的顶部，混凝土顶板上设有进水口，进水口连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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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通水管设于沉砂池与混凝土池体之间，蓄水池为渗水型，蓄水池内收集的雨水通过池

壁上的渗水砖向外自然渗透，与周围土壤及地下水自由交换水分，使雨水得以回灌地下水。

[0009] 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0] (a)划分施工区域：根据园林的地质状况划分施工单元区域，制定施工计划；

[0011] (b)沿河改造：沿园林内河线挖设0.2～0.4m深的集水沟，集水沟的两边用卵石铺

设，在集水沟内每隔15～20m挖设一个沉砂池，沉砂池尺寸与截污篮尺寸匹配，将组装好的

截污篮固定在沉砂池内；

[0012] (c)蓄水池施工：在临近集水沟5～8m内开挖基坑，清理基坑，然后分层浇筑混凝土

垫层，总高度为100～120mm，每层均匀压实，再进行砌筑蓄水池，在蓄水池侧面施工前，先埋

设通水管，一端设于沉砂池内，另一端位于蓄水池内，在施工过程中，交错砌筑渗水砖，并在

侧面上预留抽水管，抽水管高出地平面20～30cm，完成蓄水池侧面施工后，浇筑混凝土顶

板，顶板预留进水口，在进水口上接上排水管，然后在混凝土顶板上铺设防水土工膜，用原

土回填将蓄水池埋没，回填高度为450～500mm，切除排水管高出覆土的部分；

[0013] (d)渗水面施工：在覆土面上铺设渗水面，先铺设一层厚度为100～120mm的砾石层

作为渗滤层，然后在渗滤层上铺设厚度为150～200mm的混凝土、块石的结合层作为蓄水层，

接着在蓄水层上铺设一层透水土工布作为隔离层，拉平压齐后固定，再在隔离层上回填厚

度为500～600mm的原土作为基质层，最后在基质层上铺设150～200mm的矿石过滤层，并夯

实，然后种植草皮，草皮标高比周围道路下凹50～80mm；

[0014] (e)改造原有道路：将园林内原有的景观道路硬地铺装改为透水砖铺设，铺设完毕

后，夯实平整并浇水养护，在铺设的透水砖两旁挖设排水盲沟，排水盲沟内填充碎石，排水

盲沟延伸至河内；

[0015] (f)地面抽水就位：在基坑周边1～2m范围内的地面上固定抽水泵，抽水泵连接抽

水管的一端。

[0016] 进一步，步骤(b)中在组装截污篮时，将透水土工膜沿着截污篮的内壁环绕铺设，

透水土工膜的高度小于限位挡圈的所处高度，雨水进入截污篮后，经透水土工膜才能向外

渗出，雨水中的大颗粒杂质及有机物无法通过透水土工膜，被截留在截污篮内，过滤后的从

排水孔流出，不会堵塞后续管道。

[0017] 进一步，步骤(b)中在集水沟的底部铺设一层50mm厚的中砂层和防水土工布，然后

在防水土工布上铺设30～50cm的膨润土，接着在膨润土层上铺设纤维网，最后种植水生植

物，集水沟内可暂存雨水，水生植物从中吸收养分保证正常生长，水生植物对雨水起到拦截

作用，植物根系能吸收雨水径流中的悬浮物、杂质，起到初步净化作用，膨润土和纤维网有

利于水生植物的固定和生长，同时也为其它生物提供适宜的栖息地。

[0018] 进一步，步骤(e)中用稻草堆覆盖铺设的透水砖，并浇水养护，养护时间大于24小

时，养护期间保证覆盖的稻草堆湿润，并禁止闲人踩踏或在上继续施工，浇水养护保证透水

砖的强度，防止产生裂缝，保持透水砖本体的透水性。

[0019] 进一步，步骤(d)中透水土工布的搭接缝有效宽度为10～12cm。

[0020]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中渗水面包括矿石过滤层、基质层、隔离层、蓄水层和渗滤层，雨水在下渗

过程中，首先经过矿石过滤层，矿石过滤层中的材料具有吸附能力，雨水在矿石过滤层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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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迁移，流速慢，停留时间长，提高了吸附效果，再渗入基质层，基质层不仅满足植物的生长

条件，还具有优良的渗透性、蓄水性和空间稳定性，隔离层起到阻挡作用，防止基质层材料

进入蓄水层，蓄水层利用材料之间的空隙可在暴雨时短暂贮存雨水，暴雨过后再下渗，雨水

在渗滤层中下渗速度快，物理净化后的雨水经排水管进入蓄水池中储存起来。集水沟起到

暂存雨水的作用，雨水积聚在集水沟内，流入沉砂池后，经截污篮的物理过滤作用，过滤后

的雨水经通水管汇聚到蓄水池中。蓄水池为渗水型，蓄水池内收集的雨水通过池壁上的渗

水砖向外自然渗透，与周围土壤及地下水自由交换水分，使雨水得以回灌地下水。净水过程

是一个无污染、无能耗、多元化的缓慢过程，雨水在表面径流的同时不通过任何外界能源帮

助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垂直径流，通过垂直径流的雨水穿过不同的媒介，产生不同的净化效

果。

[0022] 本发明施工方法简单，施工质量易于控制，就地取材，原地改造，减少资源浪费，降

低施工成本，操作简单，有效降低人工作业强度，施工有序，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中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中截污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中篮体和活性炭过滤网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中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的施工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8] 图中：1-渗水面；2-蓄水池；3-集水沟；4-沉砂池；5-通水管；6-过滤筛网；7-截污

篮；8-篮体；9-盖板；10-漏水口；11-溢流孔；12-排水孔；13-活性炭过滤网；14-限位挡圈；

15-环形卡槽；16-矿石过滤层；17-基质层；18-隔离层；19-蓄水层；20-渗滤层；21-排水管；

22-混凝土池体；23-渗水砖；24-混凝土顶板；25-抽水管；26-抽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至图4所示，为本发明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包括渗水面1、蓄水池2、

集水沟3和沉砂池4，沉砂池4设于集水沟3内，沉砂池4与蓄水池2之间设有通水管5，通水管5

的两端均设有过滤筛网6，过滤筛网6对流经通水管5的雨水进行物理过滤。沉砂池4内设有

截污篮7，截污篮7包括篮体8和盖板9，盖板9设于篮体8的顶部，盖板9上均匀分布有漏水口

10，篮体8的侧面上分别设有溢流孔11和排水孔12，溢流孔11位于排水孔12的上方，篮体8内

设有活性炭过滤网13，活性炭过滤网13位于溢流孔11与排水孔12之间，截污篮7用作对雨水

的前期处理，防止堵塞管道，雨水进入篮体8后，经活性炭过滤网13的吸附能力，去除雨水中

的大部分有害物、固体悬浮物及各种有机物，过滤后的雨水从排水孔12流出，当雨水流量大

时，多余的雨水从溢流孔11流出，实现分流的目的。篮体8内设有限位挡圈14，限位挡圈14上

设有环形卡槽15，活性炭过滤网13设于环形卡槽15上，活性炭过滤网13与篮体8采用可拆卸

的连接方式，将活性炭过滤网13限位在环形卡槽15内，连接灵活，安装方便，拆卸可清洗，反

复使用。

[0030] 渗水面1包括矿石过滤层16、基质层17、隔离层18、蓄水层19和渗滤层20，矿石过滤

层16设于基质层17上，隔离层18设于基质层17与蓄水层19之间，蓄水层19设于渗滤层2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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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滤层20的底部设有排水管21，排水管21连通蓄水池2，蓄水池2包括混凝土池体22、渗水砖

23和混凝土顶板24，渗水砖23设于混凝土池体22的四个侧面上，混凝土顶板24设于混凝土

池体22的顶部，混凝土顶板24上设有进水口，进水口连接排水管21，通水管5设于沉砂池4与

混凝土池体22之间，蓄水池2为渗水型，蓄水池2内收集的雨水通过池壁上的渗水砖23向外

自然渗透，与周围土壤及地下水自由交换水分，使雨水得以回灌地下水。

[0031] 一种园林雨水收集蓄水系统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2] (a)划分施工区域：根据园林的地质状况划分施工单元区域，制定施工计划，合理

布置施工工序，可有效提高施工效率。

[0033] (b)沿河改造：沿园林内河线挖设0.2～0.4m深的集水沟3，集水沟3的两边用卵石

铺设，形成甬路式汇水渠，地表径流有效流入集水沟3。在集水沟3的底部铺设一层50mm厚的

中砂层和防水土工布，作为防渗层，然后在防水土工布上铺设30～50cm的膨润土，接着在膨

润土层上铺设纤维网，最后种植水生植物，集水沟3内可暂存雨水，水生植物从中吸收养分

保证正常生长，水生植物对雨水起到拦截作用，植物根系能吸收雨水径流中的悬浮物、杂

质，起到初步净化作用，膨润土和纤维网有利于水生植物的固定和生长，同时也为其它生物

提供适宜的栖息地。在集水沟3内每隔15～20m挖设一个沉砂池4，沉砂池4尺寸与截污篮7的

盖板9尺寸匹配，篮体8与沉砂池4之间存在流水空间，沉砂池4内可布置一个或多个截污篮

7。在组装截污篮7时，将透水土工膜沿着截污篮7的内壁环绕铺设，透水土工膜的高度小于

限位挡圈14的所处高度，将组装好的截污篮7固定在沉砂池4内。雨水进入截污篮7后，经透

水土工膜才能向外渗出，雨水中的大颗粒杂质及有机物无法通过透水土工膜，被截留在截

污篮7内，过滤后的从排水孔12流出，不会堵塞后续管道。

[0034] (c)蓄水池施工：在临近集水沟35～8m内开挖基坑，清理基坑，然后分层浇筑混凝

土垫层，总高度为100～120mm，每层均匀压实，再进行砌筑蓄水池2，在蓄水池2侧面施工前，

先埋设通水管5，一端设于沉砂池4内，另一端位于蓄水池2内，在施工过程中，交错砌筑渗水

砖23，并在侧面上预留抽水管25，抽水管25高出地平面20～30cm，完成蓄水池2侧面施工后，

浇筑混凝土顶板24，顶板预留进水口，在进水口上接上排水管21，然后在混凝土顶板24上铺

设防水土工膜，用原土回填将蓄水池2埋没，回填高度为450～500mm，切除排水管21高出覆

土的部分。

[0035] (d)渗水面施工：在覆土面上铺设渗水面1，先铺设一层厚度为100～120mm的砾石

层作为渗滤层20，然后在渗滤层20上铺设厚度为150～200mm的混凝土、块石的结合层作为

蓄水层19，接着在蓄水层19上铺设一层透水土工布作为隔离层18，透水土工布的搭接缝有

效宽度为10～12cm，拉平压齐后固定，再在隔离层18上回填厚度为500～600mm的原土作为

基质层17，最后在基质层17上铺设150～200mm的矿石过滤层16，矿石过滤层16的材料为麦

饭石、纳米珠、火山岩等，可过滤水中不同的杂质元素。夯实平整，然后种植草皮，草皮标高

比周围道路下凹50～80mm，利于雨水的汇集，避免周围道路表面积水。

[0036] (e)改造原有道路：将园林内原有的景观道路硬地铺装改为透水砖铺设，透水砖的

使用能够使雨水直接渗入地下，改善植物的生长条件和生长环境，加快植物生长，调节区域

小气候，改善场地的生态环境。铺设完毕后，夯实平整，用稻草堆覆盖铺设的透水砖，并浇水

养护，养护时间大于24小时，养护期间保证覆盖的稻草堆湿润，并禁止闲人踩踏或在上继续

施工，浇水养护保证透水砖的强度，防止产生裂缝，保持透水砖本体的透水性。在铺设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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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砖两旁挖设排水盲沟，排水盲沟内填充碎石，排水盲沟延伸至河内，当雨水下渗量超过透

水砖路面的下渗能力时，多余的雨水通过排水盲沟排入河内。

[0037] (f)地面抽水就位：在基坑周边1～2m范围内的地面上固定抽水泵26，抽水泵26连

接抽水管25的一端，通过抽水泵26将蓄水池2内收集的雨水抽出，应用于绿化灌溉、道路清

洗、补充水体景观、冲洗厕所等，也可以作为公园景观水体的补充水源，大大提高了雨水的

资源化利用效率，变废为宝，缓解了水资源匮乏的问题，减少水土流失，对建设生态农业、生

态城市、保护环境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0038] 本发明中渗水面1包括矿石过滤层16、基质层17、隔离层18、蓄水层19和渗滤层20，

雨水在下渗过程中，首先经过矿石过滤层16，矿石过滤层16中的材料具有吸附能力，雨水在

矿石过滤层16中发生迁移，流速慢，停留时间长，提高了吸附效果，再渗入基质层17，基质层

17不仅满足植物的生长条件，还具有优良的渗透性、蓄水性和空间稳定性，隔离层18起到阻

挡作用，防止基质层17材料进入蓄水层19，蓄水层19利用材料之间的空隙可在暴雨时短暂

贮存雨水，暴雨过后再下渗，雨水在渗滤层20中下渗速度快，物理净化后的雨水经排水管21

进入蓄水池2中储存起来。集水沟3起到暂存雨水的作用，雨水积聚在集水沟3内，流入沉砂

池4后，经截污篮7的物理过滤作用，过滤后的雨水经通水管5汇聚到蓄水池2中。蓄水池2为

渗水型，蓄水池2内收集的雨水通过池壁上的渗水砖23向外自然渗透，与周围土壤及地下水

自由交换水分，使雨水得以回灌地下水。净水过程是一个无污染、无能耗、多元化的缓慢过

程，雨水在表面径流的同时不通过任何外界能源帮助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垂直径流，通过垂

直径流的雨水穿过不同的媒介，产生不同的净化效果。

[0039] 本发明施工方法简单，施工质量易于控制，就地取材，原地改造，减少资源浪费，降

低施工成本，操作简单，有效降低人工作业强度，施工有序，效率高。

[0040]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以本发

明为基础，为解决基本相同的技术问题，实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所作出的简单变化、等

同替换或者修饰等，皆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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