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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海绵设施

雨水收集利用和排放系统，包括绿化带；绿化带

横断面为圆弧下凹形，圆弧下凹式绿化带从上至

下依次设置种植土层、细粒级配碎石层、粗粒级

配碎石层与砂卵石层；在砂卵石层中，沿绿化带

纵向设透水管；透水管周围填有开级配碎石，开

级配碎石外围包裹有透水土工布。绿化带纵向中

线，每隔40m设集水池；集水池与透水管密封连

接，集水池下部设有隔水墙，隔水墙上端安装方

格网过滤板；集水池顶部设置盖板，盖板上设置

开孔，雨水过大时绿化带中多余的积水泄入集水

池。临近雨水井的集水池墙体距离底部设置排水

管，方便雨水排入道路雨水篦子或雨水井。它可

实现控制利用雨水，构造型式简单，成本低易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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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海绵设施雨水收集利用和排放系统，包括车行道路

面结构层、人行道结构层、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层、路缘石与绿化带；其特征在于：绿化带

（23）为圆弧下凹式绿化带，其横断面为圆弧下凹形，圆弧下凹式绿化带（23）从上至下依次

设置种植土层（5）、细粒级配碎石层（6）、粗粒级配碎石层（7）与砂卵石层（8）；在砂卵石层

（8）中，沿绿化带（23）纵向设UPVC透水管（12）；UPVC透水管（12）周围填有开级配碎石（11），

开级配碎石（11）外围包裹有透水土工布（10），在种植土层（5）、细粒级配碎石层（6）、粗粒级

配碎石层（7）及砂卵石层（8）与车行道路面结构层（1）、路缘石（3）及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层

（13）之间设有双层防渗土工布（9），车行道与圆弧下凹式绿化带（23）之间的路缘石（）（3）设

通孔（4），通孔（4）下沿与车行道路面平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海绵设施雨水收集利用和排放

系统，其特征在于：沿绿化带（23）纵向中线位置，每隔40m设置集水池（14）；集水池（14）与透

水管（12）密封连接，集水池（14）下部设有隔水墙（18），隔水墙（18）上端安装方格网过滤板

（17）；隔水墙（18）将集水池（14）分成沉淀池（24）和清水池（25），隔水墙（18）上距离池底

10cm位置设置溢流孔（19），溢流孔（19）连接排污管，排污管安装常闭阀门；集水池（14）顶部

设置盖板（15），与沉淀池（24）对应的盖板（15）上设置开孔（16）；临近雨水篦子或雨水井

（21）的集水池（14）墙体距离底部10cm位置设置排水管（20），排水管（20）出口与雨水篦子或

雨水井（21）连通。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海绵设施雨水收集利用和排放

系统，其特征在于：隔水墙（18）顶部设置沟槽，方格网过滤板（17）插接于沟槽，实现方格网

过滤板（17）与隔水墙（18）的固定连接。

4.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海绵设施雨水收集利用

和排放系统，其特征在于：种植土层（5）厚30～50cm，细粒级配碎石层（6）厚15cm，粗粒级配

碎石层（7）厚15cm，砂卵石层（8）厚20cm。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海绵设施雨水收集利用和排放

系统，其特征在于：路缘石（3）固定安装于路缘石挡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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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海绵设施雨水收集利用和排放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绵城市建设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海绵设施雨

水收集利用和排放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我国加大海绵城市的推广与建设，目的是通过建设生态排水设施，充分发

挥道路、绿地、水系等设施对自然雨水的吸纳、蓄渗、缓释和过滤净化作用，使城市开发建设

后的水文特征接近开发前的自然状态，从而有效地缓解城市内涝和热岛效应，减少城市径

流污染负荷，节约水资源，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0003] 在湿陷性黄土地区的道路中进行海绵设施的布设，虽然多年来一些技术人员结合

具体的项目在前期进行了研究，但均是探索与尝试应用阶段。截止目前，尚未有在湿陷性黄

土地区道路中能够成熟推广应用的雨水收集利用和过滤排放等相关技术措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容易实施、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的适用于

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海绵设施雨水收集利用和排放系统。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

海绵设施雨水收集利用和排放系统，包括车行道路面结构层、人行道结构层、湿陷性黄土地

基处理层、路缘石与绿化带；其特征在于：绿化带为圆弧下凹式绿化带，其横断面为圆弧下

凹形，圆弧下凹式绿化带从上至下依次设置种植土层、细粒级配碎石层、粗粒级配碎石层与

砂卵石层；在砂卵石层中，沿绿化带纵向设UPVC透水管；UPVC透水管周围填有开级配碎石，

开级配碎石外围包裹有透水土工布，在种植土层、细粒级配碎石层、粗粒级配碎石层及砂卵

石层与车行道路面结构层、路缘石及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层之间设有双层防渗土工布，车

行道与圆弧下凹式绿化带之间的路缘石设通孔，通孔下沿与车行道路面平齐。

[0006] 沿绿化带纵向中线位置，每隔40m左右设置集水池；集水池与透水管密封连接，集

水池下部设有隔水墙，隔水墙上端安装方格网过滤板；隔水墙将集水池分成沉淀池和清水

池，隔水墙上距离池底10cm位置设置溢流孔，溢流孔连接排污管，排污管安装常闭阀门；池

中积水存储时间久后更换清理时，打开溢流孔，进行底部泥沙的清理并排除；集水池顶部设

置盖板，与沉淀池对应的盖板上设置开孔，雨水过大时，可方便绿化带中多余的积水从开孔

直接泄入集水池。临近雨水篦子或雨水井的集水池墙体距离底部10cm位置设置排水管，方

便雨水排入道路雨水篦子或雨水井。

[0007] 由于集水管连接集水池，绿化带中的渗水到集水管后，汇入集水池。集水池顶部设

有的盖板，与绿化带沟底土壤层齐平，绿化带中多余的积水可直接通过设置在盖板上的孔

洞流入集水池；集水池具备储水、过滤和排水多种功能。

[0008] 隔水墙较集水管口标高低10cm，由于其上设置了网格过滤板，汇入到集水池中多

余的积水可自然通过网格过滤板分流至另一侧通过排水管排至雨水篦子或雨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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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集水管、集水池下为湿陷性黄土不良地基处理层，其选用材料、厚度均需要根据湿

陷性黄土性质、等级进行计算拟定；该层与绿化带海绵设施结构层采用双层防渗土工布隔

离，防止渗水进入湿陷性黄土路基。

[0010] 本发明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道路（包括公路与城市道路）中进行海绵设施的布

设。本发明须结合道路不良地基处理措施使用，方能够发挥道路、绿地、水系等设施对自然

雨水的吸纳、蓄渗、缓释和过滤净化作用。随着国家对海绵城市建设的日趋重视，本发明可

实现控制利用雨水，达到节水并在湿陷性黄土地区推广海绵设施的目的。其构造型式简单

实用，成本低廉易于施工，应用前景广阔，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实用价值。

[0011] 本发明与目前海绵设施处理技术比较，主要具有如下优点：

1、本发明绿化带设置的海绵设施，充分利用种植土、级配砂砾、透水管、防渗土工布、集

水池等构造，对路面雨水进行多层快速过滤与汇集，能有效改进绿化带蓄水、过滤和防渗性

能，适合于在湿陷性黄土地区绿化带海绵设施的推广应用。

[0012] 2、本发明设置的集水池，可随时对道路雨水进行蓄积；若降雨量大、道路雨水汇入

绿化带较多、来不及缓慢渗入时，雨水可直接沿集水池顶部盖板（盖板多半幅专门设置开孔

小洞）流入集水池，通过隔水墙网格过滤板过滤悬浮物等杂质后，沿排水管直接排入道路雨

水篦子或雨水井，因而不会造成道路积水和绿化带雨水的漫灌。

[0013] 3、本发明平时可在绿化带各结构层、透水管、集水池中最大程度蓄水，干旱天气时

可利用级配碎石结构层和土壤层的毛细作用，绿化带植物花草根系可充分吸收利用，从而

缓解绿化带养护补水和夏季热岛效应作用。

[0014] 4、本发明可实现控制利用雨水，达到节水并在湿陷性黄土地区推广海绵设施的目

的，其构造型式简单实用，成本低廉易于施工，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实用价值。

[0015] 5、本发明根据湿陷性黄土地区工程地质特点，结合道路不良地基处理措施，合理

的进行海绵设施雨水的收集和排放系统的设置，从而实现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

净化和可持续水循环，提高水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能力，维护和改善城市良好的生态功能。

附图说明

[0016] 图1本发明总体平面布置示意图；

图2为图1的A-A剖面图；

图3为图1的B-B剖面图；

图4为集水池与UPVC透水管结构关系示意图；

图5为集水池顶盖板的平面结构图；

图6为路缘石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车行道路面结构层，2—人行道结构层，  3—路缘石，4—DN50路缘石圆

孔，5—种植土层，6—厚细粒级配碎石层，7—厚粗粒级配碎石层，8—厚砂卵石层，9—双层

防渗土工布，10—透水土工布，11—开级配碎石，12—透水管,  13—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

层，14—集水池，15—盖板，16—开孔，17—方格网过滤板，18—隔水墙，19—溢流孔，20—排

水管，21—雨水篦子或雨水井，22—路缘石挡块，23—绿化带，24—沉淀池，25—清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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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如图2所示：一种适用于湿陷性黄土

地区道路海绵设施雨水收集利用和排放系统，包括车行道路面结构层1、人行道结构层2、湿

陷性黄土地基处理层13、路缘石3与绿化带23；绿化带23为圆弧下凹式绿化带，其横断面为

圆弧下凹形，圆弧下凹式绿化带23从上至下依次设置种植土层5、细粒级配碎石层6、粗粒级

配碎石层7与砂卵石层8；在砂卵石层8中，沿绿化带23纵向设UPVC透水管12；UPVC透水管12

周围填有开级配碎石11，开级配碎石11外围包裹有透水土工布10，在种植土层5、细粒级配

碎石层6、粗粒级配碎石层7及砂卵石层8与车行道路面结构层1、路缘石3及湿陷性黄土地基

处理层13之间设有双层防渗土工布9，参见图6：车行道与圆弧下凹式绿化带23之间的路缘

石3设通孔4，通孔4下沿与车行道路面平齐；圆弧下凹式绿化带23下面的结构层、集水池底

部均设置在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层13上。

[0019] 其中圆弧下凹式绿化带23为道路机非分隔带或中央分隔带或人行道侧设置的绿

化带。与现有技术相同，路缘石3固定安装于路缘石挡块22；车行道路边设雨水篦子或雨水

井21。

[0020] 种植土层5厚30～50cm，细粒级配碎石层6厚15cm，粗粒级配碎石层7厚15cm，砂卵

石层8厚20cm，UPVC透水管12为DN200  UPVC透水管。

[0021] 道路雨水可通过路缘石3设有的通孔4自然流入下凹式绿化带23；种植土层5、细粒

级配碎石层6、粗粒级配碎石层7与砂卵石层8用来过滤下渗的雨水；透水土工布10与开级配

碎石层11包裹在DN200UPVC透水管12外侧，起到再次过滤渗水和汇集渗水的作用；双层防渗

土工布9设置在绿化带凹槽结构层外围，用来分隔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层13，防止渗水进入

路基及路面结构层，保护道路不受渗水损坏；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层13是该海绵设施系统

最重要的保护屏障，防止渗水进入路基而造成道路的塌陷。

[0022] 参见图1与图3：沿绿化带23纵向中线位置，每隔40m左右设置集水池14；集水池14

与透水管12密封连接，集水池14下部设有隔水墙18，隔水墙18上端安装方格网过滤板17；具

体的：隔水墙18顶部设置沟槽，方格网过滤板17插接于沟槽，实现方格网过滤板17与隔水墙

18的固定连接；参见图4；隔水墙18将集水池14分成沉淀池24和清水池25，隔水墙18上距离

池底10cm位置设置溢流孔19，溢流孔19连接排污管，排污管安装常闭阀门；池中积水存储时

间久后更换清理时，打开溢流孔，进行底部泥沙的清理并排除；参见图4与图5；集水池14顶

部设置盖板15，与沉淀池24对应的盖板15上设置开孔16，雨水过大时，可方便绿化带中多余

的积水从开孔16直接泄入集水池。临近雨水篦子或雨水井21的集水池14墙体距离底部10cm

位置设置排水管20，排水管20出口与雨水篦子或雨水井21连通；排水管20与墙体密封，方便

雨水排入道路雨水篦子或雨水井21。排水管20为DN200排水管。集水池14的间距不限于40m。

[0023] 绿化带结构层的设置，可在干旱天气利用蓄水和级配碎石层、土壤层的毛细作用，

供绿化带植物吸收水分；集水池中常年保存积水，兼起保温和缓解热岛效应功能。

[0024] 集水池14与透水管12密封连接，设置在绿化带中线位置；其顶部与绿化带沟底土

壤层齐平，布设间距40m，集水池同时具备储水、沉淀并过滤雨水、应急排水作用；盖板15设

置的开孔16，可方便绿化带中多余的积水直接泄入集水池，参见图4与图5：开孔16仅设置在

隔水墙18左侧的沉淀池24的上方，防止雨水不经过沉淀及方格网过滤板17的过滤而直接进

入右侧的清水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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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集水池14的沉淀池24的积水水位达到隔水墙18高度时，多余的积水自动经方格网

过滤板17流入右侧集水池，通过排水管20直接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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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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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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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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