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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式绿化带及其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市政绿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下沉式绿化带及其施工方法。所述的下沉式绿

化带包括种植层和管道层，所述种植层表面低于

路面一定距离，种植层下面设有管道层，所述管

道层下面设有蓄水池，所述种植层与路面之间设

置有若干溢流孔且与下部的储水池相通，所述绿

化带的两边设有隔离栏，隔离栏上设有喷淋装

置，通过喷淋或雨水对植物进行浇灌，可以减少

扬尘，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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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下沉式绿化带的施工方法，该绿化带包括种植层和管道层，所述种植层表面低

于路面一定距离，种植层下面设有管道层，所述管道层下面设有蓄水池，所述种植层与路面

之间设置有若干溢流孔且与下部的储水池相通，所述绿化带的两边设有隔离栏；

所述的管道层内设有多根管道，管道层上部设有隔板与种植层分开，隔板上面设有营

养土，栽入花草植物；

所述的蓄水池连接排水管，排水管设置在蓄水池的上部，保证排水管下部的蓄水池内

预存一定的水，多余的水从排水管排出；

所述的隔离栏包括护栏本体、红外线人体感应器、水泵、喷淋装置、LED变色灯和控制器

装置，所述护栏本体包括第一横杆、第二横杆和竖杆，所述第一横杆和第二横杆与竖杆相通

连接，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器设置在竖杆的顶部，且设置在围栏本体的内部，所述喷淋装置

设置在红外线人体感应器的下方，且设置在围栏本体的内部，所述第一横杆上设置有扩音

器，且设置在两个竖杆之间，所述喷淋装置的输入端通过水管与水泵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喷

淋装置上设置有若干个喷孔，所述LED变色灯设置在第一横杆和第二横杆与竖杆交接处，所

述围栏本体底部设置有控制器保护壳，所述控制器安装在控制器保护壳内，所述控制器内

设置有中央处理器、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语音提示模块、喷淋模块、抽水模块、变色模块和

GSM远程模块，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语音提示模块、喷淋模块、抽水模块、变色模块和

GSM远程模块与中央处理器电性连接，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器的输入端、扩音器的输入端、

喷淋装置的输入端、水泵的输入端和LED变色灯的输入端分别对应与控制器内的所述红外

线人体感应模块、语音提示模块、喷淋模块、抽水模块和变色模块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通

过GSM远程模块与终端连接，所述GSM远程模块包括GPRS信号接收器；

所述护栏本体为特殊透明的钢化玻璃制成，且围栏本体上涂有仿真油漆层；

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器、扩音器、喷淋装置和水泵根据围栏本体的长度和周围的环境

选择安装数量；

所述的一种下沉式绿化带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首先，在需要设置绿化带的位置挖槽沟，在槽沟内隔预定距离挖蓄水池的基坑，以混

凝土预制蓄水池，在蓄水池上部纵向设置管道连接设置在种植层上面的溢流孔，在蓄水池

上部横向连接排水管；

2）管道层设置：在排水管上部设置市政管道，市政管道包括电力管道、通讯管道和/或

燃气管道，在管道上面设置隔板；

3）种植层设置：在隔板上铺设无纺布隔层，在无纺布上面设置营养土，营养土的高度低

于路面10cm‑30cm；

4）设置隔离栏：在绿化带的一侧或两侧设置隔离栏，隔离栏包括护栏本体、红外线人体

感应器、水泵、喷淋装置、LED变色灯和控制器装置，所述护栏本体包括第一横杆、第二横杆

和竖杆，所述第一横杆和第二横杆与竖杆相通连接，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器设置在竖杆的

顶部，且设置在围栏本体的内部，所述喷淋装置设置在红外线人体感应器的下方，且设置在

围栏本体的内部，所述第一横杆上设置有扩音器，且设置在两个竖杆之间，所述喷淋装置的

输入端通过水管与水泵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喷淋装置上设置有若干个喷孔，所述LED变色灯

设置在第一横杆和第二横杆与竖杆交接处，所述围栏本体底部设置有控制器保护壳，所述

控制器安装在控制器保护壳内，所述控制器内设置有中央处理器、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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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提示模块、喷淋模块、抽水模块、变色模块和GSM远程模块，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语

音提示模块、喷淋模块、抽水模块、变色模块和GSM远程模块与中央处理器电性连接，所述红

外线人体感应器的输入端、扩音器的输入端、喷淋装置的输入端、水泵的输入端和LED变色

灯的输入端分别对应与控制器内的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语音提示模块、喷淋模块、抽

水模块和变色模块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GSM远程模块与终端连接；

5）在种植层内栽入花草植物，通过设置在隔离栏上的喷淋对植物进行浇水或雨水浇

灌，多余的雨水会顺着种植层下面的隔板缝隙渗入地下，积水会从种植层上部的溢流孔经

管道流入蓄水池，蓄水池满后，水流顺着排水管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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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式绿化带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市政绿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下沉式绿化带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道路的绿化带多凸出与路面一定高度，然而，雨水会将其绿化带内的泥土冲

上路面，从而造成雨天泥污，晴天扬尘，另外，雨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在晴天绿化带中

的植被还需要浇水车定期浇水，耗费人力物力。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同时因应海绵城市的建设需要，城市道路下沉式绿化带是必

然的趋势，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下沉式绿化带及其施工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

中提出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如如下：一种下沉式绿化带，包括种植层和管道层，其特征

在于所述种植层表面低于路面一定距离，种植层下面设有管道层，所述管道层下面设有蓄

水池，所述种植层与路面之间设置有若干溢流孔且与下部的储水池相通，所述绿化带的两

边设有隔离栏。

[0005]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的管道层内设有多根管道，管道层上部设有隔板与种植

层分开，隔板上面设有营养土，栽入花草植物。

[0006]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的蓄水池连接排水管，排水管设置在蓄水池的上部，保证

排水管下部的蓄水池内预存一定的水，多余的水从排水管排出。

[0007]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的隔离栏包括护栏本体、红外线人体感应器、水泵、喷淋

装置、LED变色灯和控制器装置，所述护栏本体包括第一横杆、第二横杆和竖杆，所述第一横

杆和第二横杆与竖杆相通连接，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器设置在竖杆的顶部，且设置在护栏

本体的内部，所述喷淋装置设置在红外线人体感应器的下方，且设置在护栏本体的内部，所

述第一横杆上设置有扩音器，且设置在两个竖杆之间，所述喷淋装置的输入端通过水管与

水泵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喷淋装置上设置有若干个喷孔，所述LED变色灯设置在第一横杆和

第二横杆与竖杆交接处，所述护栏本体底部设置有控制器保护壳，所述控制器安装在控制

器保护壳内，所述控制器内设置有中央处理器、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语音提示模块、喷淋

模块、抽水模块、变色模块和GSM远程模块，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语音提示模块、喷淋

模块、抽水模块、变色模块和GSM远程模块与中央处理器电性连接，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器

的输入端、扩音器的输入端、喷淋装置的输入端、水泵的输入端和LED变色灯的输入端分别

对应与控制器内的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语音提示模块、喷淋模块、抽水模块和变色模

块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GSM远程模块与终端连接。

[0008]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护栏本体为特殊透明的钢化玻璃制成，且护栏本体上涂

有仿真油漆层。

[0009]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器、扩音器、喷淋装置和水泵根据护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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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长度和周围的环境选择安装数量。

[0010]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GSM远程模块包括GPRS信号接收器。

[0011]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下沉式绿化带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1)首先，在需要设置绿化带的位置挖槽沟，在槽沟内隔预定距离挖蓄水池的基坑，

以混凝土预制蓄水池，在蓄水池上部纵向设置管道连接设置在种植层上面的溢流孔，在蓄

水池上部横向连接排水管。

[0013] 2)管道层设置：在排水管上部设置市政管道，市政管道包括电力管道、通讯管道

和/或燃气管道，在管道上面设置隔板。

[0014] 3)种植层设置：在隔板上铺设无纺布隔层，在无纺布上面设置营养土，营养土的高

度低于路面10cm‑30cm。

[0015] 4)设置隔离栏：在绿化带的一侧或两侧设置隔离栏，隔离栏包括护栏本体、红外线

人体感应器、水泵、喷淋装置、LED变色灯和控制器装置，所述护栏本体包括第一横杆、第二

横杆和竖杆，所述第一横杆和第二横杆与竖杆相通连接，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器设置在竖

杆的顶部，且设置在护栏本体的内部，所述喷淋装置设置在红外线人体感应器的下方，且设

置在护栏本体的内部，所述第一横杆上设置有扩音器，且设置在两个竖杆之间，所述喷淋装

置的输入端通过水管与水泵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喷淋装置上设置有若干个喷孔，所述LED变

色灯设置在第一横杆和第二横杆与竖杆交接处，所述护栏本体底部设置有控制器保护壳，

所述控制器安装在控制器保护壳内，所述控制器内设置有中央处理器、红外线人体感应模

块、语音提示模块、喷淋模块、抽水模块、变色模块和GSM远程模块，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模

块、语音提示模块、喷淋模块、抽水模块、变色模块和GSM远程模块与中央处理器电性连接，

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器的输入端、扩音器的输入端、喷淋装置的输入端、水泵的输入端和

LED变色灯的输入端分别对应与控制器内的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语音提示模块、喷淋

模块、抽水模块和变色模块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GSM远程模块与终端连接。

[0016] 5)在种植层内栽入花草植物，通过设置在隔离栏上的喷淋对植物进行浇水或雨水

浇灌，多余的雨水会顺着种植层下面的隔板缝隙渗入地下，积水会从种植层上部的溢流孔

经管道流入蓄水池，蓄水池满后，水流顺着排水管排出。

[0017]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点：该下沉式绿化带的隔离栏设置有喷淋装置和水泵，水

泵可以从储水池抽水通过喷淋装置对隔离栏内的植被进行喷淋浇灌，节约人力物力，也可

以减少PM2.5；设置红外线人体感应器可以在感应是否有人跨过护栏进入绿化范围内，并通

过扩音器对其进行提醒；设置LED变色灯可以通过改变LED灯的颜色改变护栏本体的颜色，

美化护栏本体的外观，该下沉式绿化带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节约人力。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中的隔离栏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原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护栏本体；111、第一横杆；112、第二横杆；113、竖杆；2、红外线人体感应

器；3、水泵；4、喷淋装置；41、水管；42、喷孔；5、LED变色灯；6、控制器；61、控制器保护壳；7、

中央处理器；8、扩音器；9、语音提示模块；10、喷淋模块；11、抽水模块；12、变色模块；13、G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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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模块；14、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15、路面；16、溢流孔；17、种植层；18管道层；19、排水

管；20储水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本发明提供了如图1‑3所示，一种下沉式绿化带，包括种植层17和管道层18，所述

种植层17表面低于路面15一定距离，种植层17下面设有管道层18，所述管道层18下面设有

蓄水池20，所述种植层17与路面15之间设置有若干溢流孔16且与下部的储水池20相通，所

述绿化带的两边设有隔离栏。

[0024]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的管道层18内设有多根管道，管道层18上部设有隔板与

种植层17分开，隔板上面设有营养土，栽入花草植物。

[0025] 进一步的优选方案，所述的蓄水池20连接排水管19，排水管19设置在蓄水池20的

上部，保证排水管19下部的蓄水池20内预存一定的水，多余的水从排水管19排出。

[0026] 进一步的，隔离栏设置于绿化带两边，隔离栏包括护栏本体1、红外线人体感应器

2、水泵3、喷淋装置4、LED变色灯5和控制器6，护栏本体1包括第一横杆111、第二横杆112和

竖杆113，第一横杆111和第二横杆112与竖杆113相通连接，护栏本体1为特殊透明的钢化玻

璃制成，且护栏本体1上涂有仿真油漆层，红外线人体感应器2设置在竖杆113的顶部，且设

置在护栏本体1的内部，喷淋装置4设置在红外线人体感应器2的下方，且设置在护栏本体1

的内部，第一横杆111上设置有扩音器8，且设置在两个竖杆113之间，喷淋装置4的输入端通

过水管41与水泵3的输出端连接，喷淋装置4上设置有若干个喷孔42，设置喷淋装置4和水泵

3，水泵3可以从储水池20抽水通过喷淋装置4对护栏内的植被进行喷淋浇灌，节约人力物

力，LED变色灯5设置在第一横杆111和第二横杆112与竖杆113交接处，设置LED变色灯5可以

通过改变LED灯的颜色改变护栏本体1的颜色，美化护栏本体1的外观，红外线人体感应器2、

扩音器8、喷淋装置4和水泵3根据护栏本体1的长度和周围的环境选择数量的多少，设置红

外线人体感应器2可以在感应是否有人跨过护栏进入绿化范围内，并通过扩音器8对其进行

提醒，护栏本体1底部设置有控制器保护壳61，控制器6安装在控制器保护壳61内，控制器6

内设置有中央处理器7、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14、语音提示模块9、喷淋模块10、抽水模块11、

变色模块12和GSM远程模块13，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14、语音提示模块9、喷淋模块10、抽水

模块11、变色模块12和GSM远程模块13与中央处理器7电性连接，红外线人体感应器2的输入

端、扩音器8的输入端、喷淋装置4的输入端、水泵3的输入端和LED变色灯5的输入端分别相

对应与控制器6内的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14、语音提示模块9、喷淋模块10、抽水模块11

和变色模块12电性连接，控制器6通过GSM远程模块14与终端连接，GSM远程模块14包括GPRS

信号接收器。

[0027] 本实施例还公开了一种下沉式绿化带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8] 1)首先，在需要设置绿化带的位置挖槽沟，在槽沟内隔预定距离挖蓄水池20的基

坑，以混凝土预制或砖石堆砌蓄水池20，在蓄水池20上部纵向设置管道连接设置在种植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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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上面的溢流孔16，在蓄水池20上部横向连接排水管19。

[0029] 2)管道层18设置：在排水管19上部设置市政管道，市政管道包括电力管道、通讯管

道和/或燃气管道，在管道上面设置隔板。

[0030] 3)种植层17设置：在隔板上铺设无纺布隔层，在无纺布上面设置营养土，营养土的

高度低于路面10cm‑30cm。

[0031] 4)设置隔离栏：在绿化带的一侧或两侧设置隔离栏，隔离栏包括护栏本体1、红外

线人体感应器2、水泵3、喷淋装置4、LED变色灯5和控制器装置6，所述护栏本体1包括第一横

杆111、第二横杆112和竖杆113，所述第一横杆111和第二横杆112与竖杆113相通连接，所述

红外线人体感应器2设置在竖杆113的顶部，且设置在护栏本体1的内部，所述喷淋装置4设

置在红外线人体感应器2的下方，且设置在护栏本体1内部，所述第一横杆111上设置有扩音

器8，且设置在两个竖杆113之间，所述喷淋装置4的输入端通过水管41与水泵3的输出端连

接，所述喷淋装置4上设置有若干个喷孔42，所述LED变色灯5设置在第一横杆111和第二横

杆112与竖杆113交接处，所述护栏本体1底部设置有控制器保护壳61，所述控制器6安装在

控制器保护壳内，所述控制器6内设置有中央处理器7、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14、语音提示模

块9、喷淋模块10、抽水模块11、变色模块12和GSM远程模块13，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14、

语音提示模块9、喷淋模块10、抽水模块11、变色模块12和GSM远程模块13与中央处理器7电

性连接，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器2的输入端、扩音器8的输入端、喷淋装置4的输入端、水泵3

的输入端和LED变色灯5的输入端分别对应与控制器6内的所述红外线人体感应模块14、语

音提示模块9、喷淋模块10、抽水模块11和变色模块12电性连接，所述控制器6通过GSM远程

模块13与终端连接。

[0032] 5)在种植层15内栽入花草植物，通过设置在隔离栏上的喷淋装置4对植物进行浇

水或雨水浇灌，多余的雨水会顺着种植层15下面的隔板缝隙渗入地下，绿化带内的积水会

从种植层15上部的溢流孔16经管道流入蓄水池20，蓄水池20满后，水流顺着排水管19排出。

[0033] 工作原理：工作人员通过GSM远程模块14，控制并操作控制器6，红外线人体感应器

2实时感应护栏本体1上方是否有人从护栏上方跨过，如有人从上方跨过，通过扩音器8对其

进行提醒，保护护栏本体1内的植被不被破坏，在护栏本体1内的植被需要浇灌时，水泵3抽

取蓄水池20内的水，通过喷淋装置4对植被进行喷淋浇灌，节约了人力物力，在夜晚工作人

员可以通过改变LED变色灯5的颜色改变护栏本体1的颜色。

[003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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