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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属于排水

结构的领域，其包括地基层，所述地基层上方依

次设置有土工布、石块层、沙砾层和泥土层，所述

地基层上设有若干排水槽，所述排水槽上方设有

过滤板，所述排水槽下端设有用于排水的排水

管，所述泥土层上设有用于排泄泥土层上方水分

的排水机构。本申请具有减少植物根部存在过多

水分而导致烂根的可能，提供植物良好的生长环

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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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地基层（1），所述地基层（1）上方依次设置有

土工布（2）、石块层（3）、沙砾层（4）和泥土层（5），所述地基层（1）上设有若干排水槽（11），所

述排水槽（11）上方设有过滤板（13），所述排水槽（11）下端设有用于排水的排水管（12），所

述泥土层（5）上设有用于排泄泥土层（5）上方水分的排水机构（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地基层（1）对应排水

槽（11）分成若干区域，每个区域所述地基层（1）向着排水槽（11）所在位置逐渐向下凹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机构（7）包括若

干连接管（71），所述连接管（71）一端位于泥土层（5）中且连接有通水管（72），所述连接管

（71）另一端位于泥土层（5）上且设有排水组件（7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组件（73）包括设

置在连接管（71）上端的空心块（731），所述空心块（731）竖直侧面上设有若干均匀分布的开

口。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块（731）与连接

管（71）转动连接，且相邻所述开口之间的空心块（731）设置为倾斜的导流板（732）。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块（731）外侧滑

动连接有套筒（735），所述套筒（735）的外侧设有空心橡胶球（737）。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水管（72）和排水管

（12）连接有集水池（6），所述集水池（6）内设有用于抽水的抽水泵（8）。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组件（73）还包括

设置在空心块（731）外侧的过滤网（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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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排水结构的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园林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

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

域。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对于园林有着迫切的功能性和艺术性的要求，对于我们现

代的生活和未来的人民发展方向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003] 公告号为CN210263284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园林排水结构，包括树坑种植土层

以及设置在树坑周围的硬化路面，所述树坑种植土层边缘设置有排水管，所述排水管的中

间低两端高，包括进水管和出水管，所述进水管位于树坑种植土层表面下部，所述出水管从

硬化路面下部穿过伸入到道路两侧的排水沟中，所述进水管的进口高度大于出水管的出口

高度，所述树坑种植土层周围设置有一圈排水槽，所述排水槽内填充有碎石至树坑种植土

层表面，所述进水管的进口设置在排水槽的底部。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存在有排水槽排出的水大部分是从碎石上渗

透下来的水，而已经渗透到树根部位的水分无法排出，过多的水分堆积在树根处使得树根

有烂根的可能的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减少植物根部存在过多水分而导致烂根的可能，提供植物良好的生长环境，

本申请提供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包括地基层，所述地基层上方依次设置有土工布、石块层、

沙砾层和泥土层，所述地基层上设有若干排水槽，所述排水槽上方设有过滤板，所述排水槽

下端设有用于排水的排水管，所述泥土层上设有用于排泄泥土层上方水分的排水机构。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植物种植在泥土层中，位于泥土层上方的水向下渗透，泥

土层下方的沙砾层和石块层渗水速度递增，同时沙砾层能够在渗水的同时减少泥土层泥土

的流失，从石块层渗下水的经过土工布和过滤板的过滤到达排水槽中，并通过排水管被排

出；当泥土层上方在短时间内存在有大量的水流，渗水速度远低于水的流量时，排水机构则

快速排泄位于泥土层上方的水，避免过量的水逐渐渗透到植物根部而造成烂根，由此通过

对泥土层上下两侧进行排水，减少植物烂根的可能，提供植物良好的生长环境。

[0009] 可选的，所述地基层对应排水槽分成若干区域，每个区域所述地基层向着排水槽

所在位置逐渐向下凹陷。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排水槽处于较低的位置，能够快速汇集渗下的水，加快排

水的速度，从而提高排水效率。

[0011] 可选的，所述排水机构包括若干连接管，所述连接管一端位于泥土层中且连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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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水管，所述连接管另一端位于泥土层上且设有排水组件。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排水组件将泥土层上方的水沿连接管排到通水管中，并

从通水管中排放出去，使得泥土层上方的水被快速排出并远离植物。

[0013] 可选的，所述排水组件包括设置在连接管上端的空心块，所述空心块竖直侧面上

设有若干均匀分布的开口。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泥土层上方的水从开口进入空心块中，并进入连接管中，

使得水被排出，当水面高度低于开口时，泥土层上方的水不再被排出，逐渐渗透泥土层而满

足植物生长所需。

[0015] 可选的，所述空心块与连接管转动连接，且相邻所述开口之间的空心块设置为倾

斜的导流板。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水流在开口中进入空心块内并沿连接管被排出，根据水

流动的方向，水流推动导向板从而使得空心块相对连接管转动，由此空心块在转动过程中，

更加符合水流的方向，使得水快速沿导向板进入开口，从而提高排水的效率。

[0017] 可选的，所述空心块外侧滑动连接有套筒，所述套筒的外侧设有空心橡胶球。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泥土层上方没有水时，套筒套接在空心块外侧，并且在

重力作用下，遮挡开口，使得外界不会有杂物进入空心块中，同样减少异味从空心块散发；

当有大量水流过来，水流液面高度高于空心橡胶球时，水的浮力推动空心橡胶球上浮，使得

套筒上滑，开口打开，水能够通过开口进入连接管中被排出。

[0019] 可选的，所述通水管和排水管连接有集水池，所述集水池内设有用于抽水的抽水

泵。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从通水管和排水管中排出的水进入集水池中被收集，在

植物缺水需要灌溉时，抽水泵连接通水管，将集水池内的水再次通入通水管中，使得水沿着

通水管进入若干的连接管，并从空心块的开口处喷出灌溉植物。

[0021] 可选的，所述排水组件还包括设置在空心块外侧的过滤网。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过滤网保护排水组件，避免大颗粒的杂质堵塞排水组件

或碰撞排水组件，保证排水组件完整有效。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排水槽使得泥土下方的水不会过久的留存，减少植物根茎被泡烂的可能；

[0025] 2.泥土上方的水过多时，排水组件快速排出多余水分，植物缺少水分时，通过排水

组件能够快速灌溉，使得水被充分利用，从而提供植物生长的环境。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实施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排水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1、地基层；11、排水槽；12、排水管；13、过滤板；2、土工布；3、石块

层；4、沙砾层；5、泥土层；6、集水池；7、排水机构；71、连接管；72、通水管；73、排水组件；731、

空心块；732、导流板；733、固定块；734、滑槽；735、套筒；736、滑块；737、空心橡胶球；738、过

滤网；8、抽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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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1‑3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参照图1和图2，园林排水结构由下而上

依次包括有地基层1、土工布2、石块层3、沙砾层4和泥土层5。地基层1上设置有若干排水槽

11，每个排水槽11对应地基层1上的一片区域。

[0032] 排水槽11位于对应区域的中心且该对应区域从四周向着排水槽11一侧逐渐下凹。

排水槽11的槽口处固定有遮挡槽口的过滤板13，地基层1上方铺设的土工布2与地基层1抵

接，并且过滤板13支撑支撑土工布2使其不会下陷到排水槽11中。土工布2上方依次设置填

充上述石块层3、沙砾层4和泥土层5。排水槽11下端固定连接有用于排水的排水管12，所有

排水槽11通过排水管12连接，其中一根排水管12延伸至地基层1外侧，并且连通有集水池6。

[0033] 植物种植在泥土层5中，位于泥土层5上方的水向下渗透，泥土层5下方的沙砾层4

和石块层3渗水速度递增。同时沙砾层4能够在渗水的同时减少泥土层5泥土的流失，从石块

层3渗下水的经过土工布2和过滤板13的过滤到达排水槽11中，并通过排水管12被排出。由

于排水槽11处于较低的位置，能够快速汇集渗下的水，加快排水的速度，避免烂根。

[0034] 参照图2和图3，泥土层5上设有用于排泄泥土层5上方水流的排水机构7，排水机构

7包括若干竖直的连接管71，连接管71下端位于泥土层5中且连接有通水管72，连接管71另

一端位于泥土层5上且设有排水组件73。通水管72连接所有连接管71，且通水管72连通到集

水池6中。

[0035] 当泥土层5上方在短时间内存在有大量的水流，渗水速度远低于水的流量时，排水

组件73将泥土层5上方的水沿连接管71排到通水管72中，并从通水管72中排放出去，使得泥

土层5上方的水被快速排出并远离植物。排水机构7则快速排泄位于泥土层5上方的水，避免

过量的水逐渐渗透到植物根部而造成烂根。

[0036] 参照图2和图3，排水组件73包括转动连接在连接管71上端的空心块731，空心块

731呈圆柱形。空心块731的圆周面由若干沿圆周分布的导流板732构成，导流板732相对于

圆周切线倾斜设置且平行于空心块731的轴线，相邻导流板732之间不接触并由此形成开

口。

[0037] 泥土层5上方的水流在开口中进入空心块731内并沿连接管71被排出，根据水流动

的方向，水流推动导向板从而使得空心块731相对连接管71转动，由此空心块731在转动过

程中，更加符合水流的方向，使得水快速沿导向板进入开口；当水面高度低于开口时，泥土

层5上方的水不再被排出，逐渐渗透泥土层5而满足植物生长所需。

[0038] 参照图2和图3，空心块731外侧滑动连接有套筒735，套筒735的外侧固定有空心橡

胶球737。空心块731的两侧固定有一对固定块733，固定块733上设有平行于空心块731的滑

槽734，套筒735内壁上固定有一对相对的滑块736，一对滑块736分别插接在一对滑槽734

中。

[0039] 在泥土层5上方没有水时，套筒735套接在空心块731外侧，并且在重力作用下，遮

挡开口，使得外界不会有杂物进入空心块731中，同样减少异味从空心块731散发；当有大量

水流过来，水流液面高度高于空心橡胶球737时，水的浮力推动空心橡胶球737上浮，使得套

筒735上滑，开口打开，水能够通过开口进入连接管71中被排出。

[0040] 参照图1和图2，排水组件73还包括设置在空心块731外侧的过滤网738，过滤网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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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罩空心块731且下端固定在泥土层5上方。过滤网738保护排水组件73，避免大颗粒的杂质

堵塞排水组件73或碰撞排水组件73，使得排水组件73不易受损。

[0041] 参照图1和图2，集水池6内设有用于抽水的抽水泵8，抽水泵8与通水管72连接。从

通水管72和排水管12中排出的水进入集水池6中被收集，在植物缺水需要灌溉时，抽水泵8

连接通水管72，将集水池6内的水再次通入通水管72中，使得水沿着通水管72进入若干的连

接管71，并从空心块731的开口处喷出灌溉植物。

[0042]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园林用排水结构的实施原理为：当泥土层5上方存在大量水流

时，水流将空心橡胶球737托起，从空心块731的开口进入，沿着连接管71和通水管72进入集

水池6中；在水被排完后，在重力的作用下，套筒735下滑并遮挡开口；已经渗透到泥土层5的

水逐渐向下渗透，穿过沙砾层4、石块层3、土工布2和过滤板13到达排水槽11中，沿排水管12

进入集水池6中；

[0043] 在植物需要灌溉时，抽水泵8将集水池6中通入通水管72，使得水沿着连接管71进

入空心块731内部，将套筒735顶起，并从开口向外喷洒灌溉植物。

[0044]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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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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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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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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