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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排水沟渠系统

及其施工方法

(57)摘要

针对目前国内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缺

少配套适用产品的技术现状，特别是针对大面积

下沉式绿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雨水渗排水沟渠。

本发明所采用的适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

排水沟渠系统包括：渗排水沟渠、渗排水沟渠汇

水管路和草地喷灌管路，其中渗排水沟渠由一组

模块单元榫接串联组成，渗排水沟渠的两端根据

需要封闭或连接管道引出收集的雨水，渗排水沟

渠汇水管路包含多个与渗排水沟渠连接的渗排

水沟渠汇水管道，草地喷灌管路由喷洒管道构

成。通过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实现了海绵城市建

设过程中工程适用产品的制式化和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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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排水沟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渗排水

沟渠、渗排水沟渠汇水管路和草地喷灌管路，其中所述渗排水沟渠为多个并列平行排布并

且由一组模块单元榫接串联组成，所述渗排水沟渠的两端根据需要封闭或连接管道引出收

集的雨水，所述渗排水沟渠汇水管路包含多个与渗排水沟渠连接的渗排水沟渠汇水管道，

所述草地喷灌管路由喷洒管道构成；

在所述渗排水沟渠上方自下而上依次铺设种植土、找平层和喷洒管道；

多组所述渗排水沟渠平行布置在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经整平压实的原土地基上；

所述渗排水沟渠的模块单元具有半圆壁板和半圆端板，所述半圆壁板的顶部有3个可

作为通气管预留接口和/或雨水收集管预留接口的DN100预留接口，所述半圆端板一侧具有

DN100预留接口、DN200预留接口、DN300预留接口和出水管道预留接口，用来连接进水、出水

管道；

所述渗排水沟渠，在适当位置的模块单元顶部的DN100预留接口上连接通气管，所述通

气管的通气出口的底标高高出绿地地面，所述渗排水沟渠的侧面留有渗水条缝，所述渗排

水沟渠内的雨水能够通过所述渗水条缝进入碎石层，经过滤后补充地下水；

所述渗排水沟渠，在适当位置的模块单元顶部的DN100预留接口上连接雨水收集管，所

述雨水收集管的雨水收集口的底标高高出绿地地面200mm，用于收集超过绿地设计渗透能

力的溢流雨水；

所述渗排水沟渠的底部及周边填满碎石层，所述渗排水沟渠的底部及外侧的碎石层的

外层还设置有透水土工布；

所述渗排水沟渠底部的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应不小于1m。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排水沟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半圆壁板及半圆端板采用聚丙烯塑料注塑成型制得。

3.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排水沟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渗排水沟渠上方铺设的所述碎石层中，碎石粒径为20～30mm，填埋高度大于所述渗排水

沟渠的高度100mm。

4.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排水沟渠系统的施

工方法：

1)将所述渗排水沟渠的底部设置在经整平压实的原土地基的地基面上；

2)在所述渗排水沟渠的底部及周边设置碎石层，同时在所述渗排水沟渠的底部及外侧

的碎石层的外层还设置有透水土工布；

3)将所述渗排水沟渠的左侧连接到渗排水沟渠汇水管道，渗排水沟渠收集的雨水通过

所述汇水管道汇入集水井；

4)在所述集水井中放置水泵，在所述渗排水沟渠上方自下而上依次铺设种植土、碎石

层和喷洒管道，通过所述水泵将所述集水井中的雨水经管道传输给所述喷洒管道，所述喷

洒管道利用收集的雨水对所述下沉式绿地进行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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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排水沟渠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雨水渗、排水技术设施领域，特别是应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雨水

渗、排水沟渠。

背景技术

[0002] 大面积下沉式绿地是一种生物滞留设施，设在地势较低的区域，通过植物、土壤和

微生物系统蓄渗、净化径流雨水。

[0003] 生物滞留设施主要适用于建筑与小区内的建筑、道路及停车场的周边绿地，以及

城市道路绿化带等城市绿地内。

[0004] 生物滞留设施形式多样，适用区域广、易与景观结合，径流控制效果好，建设费用

与维护费用较低，是国家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推荐的低影响开发单项技术设施。

[0005] 我国的海绵城市建设在大力推进，雨水的渗排水工程设施往往局限在市场上零售

配件的拼凑组合，不能有效满足工程的功能需求。实现工程适用产品的制式化和模块化，深

入研究海绵城市相关技术，开发相应的定型适用产品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目前国内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普遍缺少配套适用产品的技术现状，特别是

针对大面积下沉式绿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雨水渗排水沟渠。

[0007] 本发明所采用的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排水沟渠系统包括：渗排水沟渠、渗

排水沟渠汇水管路和草地喷灌管路，其中渗排水沟渠由一组模块单元榫接串联组成，渗排

水沟渠的两端根据需要封闭或连接管道引出收集的雨水，渗排水沟渠汇水管路包含多个与

渗排水沟渠连接的渗排水沟渠汇水管道，草地喷灌管路由喷洒管道构成。

[0008] 所述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排水沟渠系统实施应与绿地设计密切配合。

[0009] 所述渗排水沟渠模块单元具有半圆壁板和半圆端板，半圆壁板的顶部有3个可作

为通气管预留接口和/或雨水收集管预留接口的DN100预留接口，半圆端板一侧具有DN100

预留接口、DN200预留接口、DN300预留接口和出水管道预留接口，可以用来连接进水、出水

管道。

[0010] 所述的半圆壁板及半圆端板采用聚丙烯塑料注塑成型。

[0011] 所述多组渗排水沟渠平行布置在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经整平压实的原土地基上。

[0012] 所述渗排水沟渠，在适当位置的模块单元顶部的通气管预留接口上连接通气管，

通气管的通气出口的底标高高出绿地地面。

[0013] 所述渗排水沟渠，在适当位置的模块单元顶部的预留接口上连接雨水收集管，雨

水收集管的雨水收集口的底标高高出绿地地面200mm，用于收集超过绿地设计渗透能力的

溢流雨水。

[0014] 所述渗排水沟渠，具有渗透及输送排放功能，雨水入渗地下时，渗排水沟渠底部的

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应不小于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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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为防止周围原土侵入沟渠，所述渗排水沟渠的底部及周边填满碎石层，所述渗排

水沟渠的底部及外侧的碎石层的外层还设置有透水土工布。。

[0016] 在渗排水沟渠上方自下而上依次铺设种植土、碎石层和喷洒管道。

[0017] 所述渗排水沟渠上方铺设的碎石层中，碎石粒径为20～30mm，填埋高度大于渗排

水沟渠的高度100mm。

[0018]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排水沟渠系统的施工方法：

[0019] 1)将渗排水沟渠的底部设置在经整平压实的原土地基的地基面上；

[0020] 2)在渗排水沟渠的底部及周边设置碎石层，同时在渗排水沟渠的底部及外侧的碎

石层的外层还设置有透水土工布；

[0021] 3)将渗排水沟渠的左侧连接到渗排水沟渠汇水管道，渗排水沟渠收集的雨水通过

该管道汇入集水井；

[0022] 4)在集水井中放置水泵，在渗排水沟渠上方自下而上依次铺设种植土、碎石层和

喷洒管道，通过水泵将集水井中的雨水经管道传输给喷洒管道，喷洒管道利用收集的雨水

对下沉式绿地进行灌溉。

[0023] 通过本发明提供的用于大面积下沉式绿地的渗排水沟渠系统及其施工方法，有效

实现了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工程适用产品的制式化和模块化。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雨水渗排水沟渠系统构成的平面布置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雨水渗排水沟渠系统构成的剖面布置示意图；

[0027] 图3为雨水渗排水沟渠模块单元的构造组合图。

[0028] 其中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29] 1.原土地基，2.透水土工布，3.渗排水沟渠，4.找平层，5.碎石层，6.种植土，7.喷

洒管道，8.水泵，9.集水井，31.半圆壁板，32.半圆端板，33.DN100预留接口，34.渗水条缝，

35.DN100预留接口，36.DN200预留接口，37.DN300预留接口，38.出水管道预留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1] 如图1所示，渗排水沟渠3为一个或多个并列平行排布，渗排水沟渠左侧引出管道，

由渗排水沟渠引出的管道汇集在集水井9处，集水井9用于收集和存放雨水，集水井9中放置

水泵8，水泵8将集水井9中的雨水通过管道传输给喷洒管道7，实现了雨水的收集和再利用。

[0032] 如图2所示，渗排水沟渠3的底部设置在经整平压实的原土地基1的地基面上，渗排

水沟渠3的底部及周边填满碎石层5，为防止周围原土侵入沟渠，渗排水沟渠3的底部及外侧

的碎石层5外层还应设置透水土工布2，透水土工布2位于碎石层5的外面，渗排水沟渠3的左

侧连接渗排水沟渠汇水管道，渗排水沟渠3收集的雨水通过该管道汇入集水井9，集水井9中

放置水泵8，在渗排水沟渠3上方自下而上依次铺设种植土6、找平层4和喷洒管道7，通过水

泵8将集水井8中的雨水经管道传输给喷洒管道7，喷洒管道7利用收集的雨水对下沉式绿地

进行灌溉。此外，渗排水沟渠3上方铺设的碎石层中，碎石粒径为20～30mm，填埋高度大于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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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渠3的高度100mm。

[0033] 如图3所示，渗排水沟渠3由一组模块单元榫接串联组成，渗排水沟渠3的两端根据

需要封闭或连接管道引出收集的雨水，渗排水沟渠的模块单元由采用聚丙烯塑料注塑成型

的半圆壁板31和半圆端板32组成，半圆壁板的顶部有3个可作为通气管预留接口和/或雨水

收集管预留接口的DN100预留接口33，半圆端板一侧具有DN100预留接口35、DN200预留接口

36、DN300预留接口37和出水管道预留接口38，可以用来连接进水、出水管道。渗排水沟渠3

的侧面留有渗水条缝34，沟渠内的雨水能够通过渗水条缝34进入碎石层5，经过滤后补充地

下水。渗排水沟渠3的模块单元顶部的DN100预留接口33上连接通气管，通气管出口的底标

高高出绿地地面200mm。渗排水沟渠3底部的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应不小于1m。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如果不脱

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对本发明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均应涵盖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

保护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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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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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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