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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海绵城市道路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城市道路的技术领域，尤其

是涉及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其包括车行道和步行

道，还包括分水水渠、植被缓冲带和储水池；所述

车行道和步行道采用透水铺装；所述分水水渠位

于步行道与车行道相接处的下方；所述分水水渠

包括排水渠、排水口、引水板、分水板；所述排水

渠包括排水道和泄水道，泄水道底部深于排水道

底部；所述引水板倾斜设置并连接步行道边沿的

排水口下端；所述分水板设置于排水道和泄水道

分界处；所述排水道设有将水引入植被缓冲带的

排水管；所述泄水道与水库相接，排水道不接通

水库；所述植被缓冲带位于步行道一侧；所述储

水池位于植被缓冲带下端，且储水池中设有潜水

泵。本实用新型具有合理存储雨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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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包括车行道（1）和步行道（2），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分水水渠（4）、

植被缓冲带（3）和储水池（5）；所述分水水渠（4）位于步行道（2）与车行道（1）相接处的下方；

所述分水水渠（4）包括排水渠（41）、排水口（42）、引水板（43）、分水板（44）；所述排水渠（41）

包括排水道（411）和泄水道（412），其中排水道（411）为靠近车行道（1）的排水渠（41）一侧，

且泄水道（412）底部深于排水道（411）底部；所述引水板（43）倾斜设置并连接步行道（2）边

沿的排水口（42）下端；所述分水板（44）设置于排水道（411）和泄水道（412）分界处；所述植

被缓冲带（3）位于步行道（2）一侧；所述排水道（411）设有将水引入植被缓冲带（3）的排水管

（4111）；所述泄水道（412）接通水库，排水道（411）不接通水库；所述储水池（5）位于植被缓

冲带（3）下部，且储水池（5）中设有潜水泵（5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引水板（43）为波浪式，

沿分水水渠（4）的排水口（42）排布，引水板（43）一侧与排水口（42）下端连接，引水板（43）另

一侧高度低于排水口（42），且引水板（43）竖直投影不超出排水道（41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水板（44）为长板，沿

排水渠（41）排水道（411）和泄水道（412）交界处设置，并低于引水板（4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泄水道（412）底部低于

储水池（5）顶部，储水池（5）靠近泄水道（412）的一侧的上部间隔设置有泄水管（4121），泄水

管（4121）倾斜贯通地底至泄水道（412）侧面下端，同时泄水管（4121）位于泄水道（412）的一

端安装有防倒灌拍门（41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行道（1）的结构从上

到下依次为透水沥青层（11）、透水混凝土层（12）、第一基层（13）、第一垫层（1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步行道（2）的结构从上

到下依次为透水面砖层（21）、找平层（22）、第二基层（23）、第二垫层（2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缓冲带低于车行道

（1）和步行道（2），植被缓冲带（3）上部种植植物，所述植被缓冲带（3）从上到下依次为植被

层（31）、固定网格层（32）、种植土壤层（33）、砂层（34）、砾石层（3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缓冲层与储水池

（5）之间设有支撑网格（6）。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缓冲带（3）设有喷

头（52），所述喷头（52）连接潜水泵（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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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绵城市道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城市道路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海绵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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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0003] 公告号为CN208266622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海绵透水路沿石及海绵城市道路

结构系统，其道路包括车行道、人行道以及设置在车行道和人行道之间的生物滞留沟，车行

道的两侧每间隔一定距离设有储水井，车行道从上到下由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层、碎石基

层碎石底基层和夯实土基组成。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在经过长期使用之后，道路渗水效果会受

到砂石等杂物影响而减弱，在遇到大雨天气，雨水将会大量积存于路面或生物滞留沟，不能

及时分配雨水的储存或排放方式。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其具有合理存储雨水的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包括车行道和步行道，还包括分水水渠、植被缓冲带和储水

池；所述分水水渠位于步行道与车行道相接处的下方；所述分水水渠包括排水渠、排水口、

引水板、分水板；所述排水渠包括排水道和泄水道，其中排水道为靠近车行道的排水渠一

侧，且泄水道底部深于排水道底部；所述引水板倾斜设置并连接步行道边沿的排水口下端；

所述分水板设置于排水道和泄水道分界处；所述植被缓冲带位于步行道一侧；所述排水道

设有将水引入植被缓冲带的排水管；所述泄水道接通水库，排水道不接通水库；所述储水池

位于植被缓冲带下部，且储水池中设有潜水泵。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下雨时，雨水从排水口流入，经过引水板，其落水点距

离受水量大小影响；当水量小时，引水板将雨水引入排水道，排水道将雨水排入植被缓冲

带，经过吸水、蓄水、渗水后，雨水进入储水池，储水池设有潜水泵，可在需要时，将水抽出冷

却路面或灌溉植物；当雨量过大时，引水板将雨水引入泄水道，泄水道连接水库，将雨水排

进水库储存;从而合理利用雨水。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引水板为波浪式，沿分水水渠的排水口排布，引水

板一侧与排水口下端连接，引水板另一侧高度低于排水口，且引水板竖直投影不超出排水

道。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引水板为波浪式，较之管道排水，排水量更大，较之平面

式板，在结构上不易变形，排水导向更好。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分水板为长板状，沿排水渠排水道和泄水道交界

处设置，并低于引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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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分水板固定于排水渠排水道和泄水道交界处，便于使排

水道和泄水道分流；分水板位于引水板下方，便于引水板导向雨水。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泄水道底部低于储水池顶部，储水池靠近泄水道

的一侧的上部间隔设置有泄水管，泄水管倾斜贯通地底至泄水道侧面下端，同时泄水管位

于泄水道的一端安装有防倒灌拍门。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储水池储水将满的情况下，储水池中的水会通过泄水

管流入泄水道，再通过泄水道将水排入水库储存；同时，在泄水管位于泄水道的一端安装防

倒灌拍门，可防止泄水道中的水发生倒灌。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车行道的结构从上到下依次为透水沥青、透水混

凝土、第一基层、第一垫层。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车行道采用此铺装，可在达到车道使用标准下达到吸水、

渗水、蓄水的效果。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行道的结构从上到下依次为透水面砖、找平层。

第二基层、第二垫层。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步行道采用此铺装，可在达到步道使用标准下达到吸水、

渗水、蓄水的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植被缓冲带从上到下依次为植被层、固定网格、种

植土壤层、砂层、砾石层。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植被缓冲层在美化道路的同时具有吸水、渗水、蓄水、

净水的效果。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植被缓冲层与储水池之间设有支撑网格。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植被缓冲层与储水池之间设置支撑网格，使支撑网格

在支撑植被缓冲层的同时，能够达到透水和防止砾石下落如储水池的效果。

[002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植被缓冲带设有喷头，所述喷头连接潜水泵。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植被缓冲带设置的喷头连接潜水泵，便于使用储水池收

集的雨水，如浇灌植被、喷洒冷却道路等。

[0025]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6] 可根据降水强度，将水路面雨水导入不同的区域，以减少路面的雨水积存，使雨水

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图1中沿A-A方向的剖视图。

[0029] 图3是图2中B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0] 图4是图2中C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31] 图5是引水板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1、车行道；11、透水沥青层；12、透水混凝土层；13、第一基层；14、第一垫层；

2、步行道；21、透水面砖层；22、找平层；23、第二基层；24、第二垫层；3、植被缓冲带；31、植被

层；32、固定网格层；33、种植土壤层；34、砂层；35、砾石层；4、分水水渠；41、排水渠；411、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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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4111、排水管；412、泄水道；4121、泄水管；4122、防倒灌拍门；42、排水口；43、引水板；

44、分水板；5、储水池；51、潜水泵；52、喷头；6、支撑网格。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参照图1和图2，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海绵城市道路，包括车行道1、步行道2、

分水水渠4、植被缓冲带3和储水池5。其中，车行道1和植被缓冲带3分别位于步行道2左右

侧；分水水渠4位于步行道2下方，分水水渠4的排水口42与车行道1和步行道2相接处相接；

植被缓冲带3低于车行道1和步行道2，植被缓冲带3下部为储水池5，储水池5按道路方向间

隔设置。

[0035] 参照图2和图3，分水水渠4包括排水渠41、排水口42、引水板43、分水板44。排水渠

41包括排水道411和泄水道412；排水道411为靠近车行道1一侧的渠道，其中排水道411底面

高于泄水道412底面，且泄水道412底面低于储水池5顶部，且泄水道412接通水库，排水道

411不接通水库。

[0036] 参照图3和图5，引水板43上表面呈波浪式，引水板43一侧与路面排水口42下端连

接，另一侧引水板43倾斜向下至分水水渠4，使雨水可沿引水板43流畅排入排水渠41。分水

板44沿排水道411和泄水道412分界面竖直设置，分水板44最高点低于引水板43最低点。

[0037] 参照图3和图4，车行道1和步行道2为上凸式路面，车行道1的结构上到下依次为透

水沥青层11、透水混凝土层12、第一基层13、第一垫层14；步行道2的结构从上到下依次为透

水面砖层21、找平层22、第二基层23、第二垫层24。植被缓冲带3位于步行道2一侧，且低于排

水道411的底面，植被缓冲带3的结构从上到下依次为植被层31、固定网格层32、种植土壤层

33、砂层34、砾石层35。植被缓冲带3和储水池5由支撑网格6分隔，支撑网格6采用高强度耐

腐蚀材料，且支撑网格6网孔大小远小于砾石的大小。

[0038] 参照图2和图3，排水道411底部设有排水管4111，按一定距离间隔设置，排水管

4111连通至植被缓冲带3。储水池5靠近泄水道412的一侧的上部设置有泄水管4121，泄水管

4121倾斜贯通步行道2地下至泄水道412侧面下端，同时泄水管4121位于泄水道412的一端

安装有防倒灌拍门4122。储水池5底端设有潜水泵51，同时于植被缓冲带3设有喷头52，潜水

泵51与通过水管与喷头52连接，便于使用储水池5收集的雨水，如浇灌植被、喷洒冷却道路

等。

[0039]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当下雨时，雨水从排水口42流入，经过引水板43，其落水

点距离受水量大小影响；当水量小时，引水板43将雨水引入排水道411，排水道411将雨水排

入植被缓冲带3，经过吸水、蓄水、渗水后，雨水进入储水池5，储水池5设有潜水泵51，可在需

要时，将水抽出冷却路面或灌溉植物；当雨量过大时，引水板43将雨水引入泄水道412，或储

水池5将满时，储水池5的水通过泄水管4121流入泄水道412，泄水道412连接水库，进而将水

排进水库储存。

[0040]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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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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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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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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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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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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