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590173.8

(22)申请日 2018.12.25

(71)申请人 中力禾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25000 浙江省温州市瓯江口产业集

聚区灵华路217号瓯江口起步区标准

厂房1号楼5楼编号1-5-14

(72)发明人 肖建茜　陈梦露　张梦思　戴梅涵　

何胜洁　

(74)专利代理机构 温州市品创专利商标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33247

代理人 洪中清

(51)Int.Cl.

E03F 5/14(2006.01)

E03F 3/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

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

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包括下凹式基土、储水

井，所述下凹式基土的边坡安装有抗冲击层，且

所述下凹式基土的第底部设置有石料层，所述石

料层的上方表面覆盖有无纺布垫层，所述无纺布

垫层的上方表面填充有第二过滤层，所述第二过

滤层的上方覆盖沙粒层，所述沙粒层的上方填充

有第一过滤层，所述第一过滤层的上方表面设置

有种植土壤，此下凹式绿地发明减少城市内涝发

生、结构简单、安装快捷、便于施工、抗雨水的冲

刷、使用时间长、过滤效果佳、利于城市的推广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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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包括下凹式基土(1)、储水井

(10)，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凹式基土(1)的边坡安装有抗冲击层(2)，且所述下凹式基土(1)

的第底部设置有石料层(7)，所述石料层(7)的上方表面覆盖有无纺布垫层(8)，所述无纺布

垫层(8)的上方表面填充有第二过滤层(4)，所述第二过滤层(4)的上方覆盖沙粒层(5)，所

述沙粒层(5)的上方填充有第一过滤层(6)，所述第一过滤层(6)的上方表面设置有种植土

壤(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抗冲击层(2)包括边坡固定板(21)、纤维网层(22)、植被混凝土层(23)和植被层

(24)，所述边坡固定板(21)的表面喷涂有植被混凝土层(23)，所述植被混凝土层(23)的表

面填充有植被层(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一过滤层(6)的过滤目数小于第二过滤层(4)的目数，所述第一过滤层(6)和第

二过滤层(4)中均安装有通管(3)，且所述第一过滤层(6)和第二过滤层(4)内均填充有石

料、晴纶绵、煤渣、离子交换树脂、活性炭、海绵其中的两种或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边坡固定板(21)包括若干个六角板(211)，每个所述六角板(211)上均开设有U形

螺栓(213)，且六角板(211)的中心均开设有通孔(212)。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植被混凝土层(23)由沙壤土、水泥、腐植土和保水凝胶原料组成，且沙壤土：水

泥：腐植土：保水凝胶的质量比设置为100～150:2～8:10～18:1～2。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U形螺栓(213)的末端螺栓套设有膨胀螺栓(2131)。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每个所述六角板(211)的上方开设有插槽(2111)，且每个所述六角板(211)的下方安

装有与插槽(2111)匹配的插板(2112)，每个所述六角板(211)的上下之间通过插板(2112)

和插槽(2111)的啮合卡接。

8.根据权利要求3、4所述的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通孔(212)在边坡固定板(21)上均匀分布设置，所述通管(3)和通孔(212)的数

量设置一致，且所述通管(3)安装在通孔(212)中。

9.根据权利要求4、6所述的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六角板(211)上开设有与膨胀螺栓(2131)匹配的孔，且每个六角板(211)之间

均通过U形螺栓(213)固定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3、8所述的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储水井(10)安装在下凹式基土(1)中，所述通管(3)的远离第一过滤层(6)和

第二过滤层(4)的一端贯穿下凹式基土(1)，且接通储水井(10)的内腔。

11.根据权利要求1-10所述的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的使

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清理下凹式基土(1)的内部坡面，在清理后的下凹式基土(1)上钻孔并清孔；

S2、将上下相邻的六角板(211)上的插板(2112)插入插槽(2111)中，进行上下拼接，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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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好的六角板(211)放置在下凹式基土(1)的内部坡面上；

S3、将U形螺栓(213)的末端穿过左右相邻六角板(211)，且U形螺栓(213)末端的膨胀螺

栓(2131)填埋于下凹式基土(1)中；

S4、在边坡固定板(21)上平铺纤维网层(22)，再在纤维网层(22)的表面使用喷浆法，喷

涂植被混凝土层(23)，植被混凝土层(23)上填充植被层(24)，即完成了下凹式基土(1)上抗

冲击层(2)的铺设；

S5、在下凹式基土(1)的底部铺设石料层(7)，石料层(7)的上方覆盖无纺布垫层(8)，无

纺布垫层(8)的上方铺设有第二过滤层(4)；

S6、在第二过滤层(4)的侧壁安装通管(3)，首先将通管(3)的一端安装在第二过滤层

(4)的内部，然后将通管(3)的另一端穿过对应的六角板(211)上的通孔(212)，且延伸至储

水井(10)中；

S7、在第二过滤层(4)的上方铺设沙粒层(5)，沙粒层(5)上填充覆盖第一过滤层(6)；

S8、在第一过滤层(6)的侧壁安装通管(3)，首先将通管(3)的一端安装在第一过滤层

(6)的内部，然后将通管(3)的另一端穿过对应的六角板(211)上的通孔(212)，且延伸至储

水井(10)中；

S9、在抗冲击层(2)表面上的植被层(24)种植草皮、植被，在第一过滤层(6)上填盖种植

土壤(9)，种植土壤(9)表面种植草、植被、爬藤、灌木或乔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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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园林施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下凹式绿地是指一种高程低于周围路面的公共绿地，也称低势绿地。与“花坛”相

反，其理念是利用开放空间承接和贮存雨水，达到减少径流外排的作用，一般来说低势绿地

对下凹深度有一定要求，而且其土质多未经改良。与植被浅沟的“线状”相比其主要是“面”

能够承接更多的雨水，而且其内部植物多以本土草本为主。

[0003] 目前，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天然流域被开发，植被受到破坏，而混凝土建筑、道

路、商业区、住宅区、停车场等不透水地面的大量增加，使得降水渗入地下，蒸发的部分减

少，造成地表径流大量增加。地表径流冲刷下垫面会携带大量的污染物进入受纳水体，导致

水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微生物特性发生变化，这些污染后的水体会流入到下凹式绿地中，

长期不处理下凹式绿地中多余的水体，单纯的靠下凹式绿地中的植被进行自净，时间变长

后，不及时过滤排水，会造成腐坏污染，甚至成为影响水质的主导因素，一些有毒有机物及

重金属会对水生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影响，并可能产生潜在的二次污染，是典型的城市非

点源污染；并且现有的下凹式绿地在南方暴雨的季节，边坡在下雨时，不抗雨水的冲刷，进

而边坡会造成土质疏松，边坡的的土壤会随着时间的变长，慢慢的填实下凹式绿地，后续又

要进行人工开导，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下凹式绿地边坡不抗雨水的冲刷和

过滤较差等缺陷，提供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所述一种下凹

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具有下凹式绿地抗冲刷、使用时间长和过滤效果

佳等特点。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

系统及施工方法，包括下凹式基土、储水井，所述下凹式基土的边坡安装有抗冲击层，且所

述下凹式基土的第底部设置有石料层，所述石料层的上方表面覆盖有无纺布垫层，所述无

纺布垫层的上方表面填充有第二过滤层，所述第二过滤层的上方覆盖沙粒层，所述沙粒层

的上方填充有第一过滤层，所述第一过滤层的上方表面设置有种植土壤。

[0006] 优选的，所述抗冲击层包括边坡固定板、纤维网层、植被混凝土层和植被层，所述

边坡固定板的表面喷涂有植被混凝土层，所述植被混凝土层的表面填充有植被层。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一过滤层的过滤目数小于第二过滤层的目数，所述第一过滤层和

第二过滤层中均安装有通管，且所述第一过滤层和第二过滤层内均填充有石料、晴纶绵、煤

渣、离子交换树脂、活性炭、海绵其中的两种或以上。

[0008] 优选的，所述边坡固定板包括若干个六角板，每个所述六角板上均开设有U形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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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且六角板的中心均开设有通孔。

[0009] 优选的，所述植被混凝土层由沙壤土、水泥、腐植土和保水凝胶原料组成，且沙壤

土：水泥：腐植土：保水凝胶的质量比设置为100～150:2～8:10～18:1～2。

[0010] 优选的，所述U形螺栓的末端螺栓套设有膨胀螺栓。

[0011] 优选的，每个所述六角板的上方开设有插槽，且每个所述六角板的下方安装有与

插槽匹配的插板，每个所述六角板的上下之间通过插板和插槽的啮合卡接。

[0012] 优选的，所述通孔在边坡固定板上均匀分布设置，所述通管和通孔的数量设置一

致，且所述通管安装在通孔中。

[0013] 优选的，所述六角板上开设有与膨胀螺栓匹配的孔，且每个六角板之间均通过U形

螺栓固定连接。

[0014] 优选的，所述储水井安装在下凹式基土中，所述通管的远离第一过滤层和第二过

滤层的一端贯穿下凹式基土，且接通储水井的内腔。

[0015] 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统及施工方法:

[0016] S1、清理下凹式基土的内部坡面，在清理后的下凹式基土上钻孔并清孔；

[0017] S2、将上下相邻的六角板上的插板插入插槽中，进行上下拼接，拼接好的六角板放

置在下凹式基土的内部坡面上；

[0018] S3、将U形螺栓的末端穿过左右相邻六角板，且U形螺栓末端的膨胀螺栓填埋于下

凹式基土中；

[0019] S4、在边坡固定板上平铺纤维网层，再在纤维网层的表面使用喷浆法，喷涂植被混

凝土层，植被混凝土层上填充植被层，即完成了下凹式基土上抗冲击层的铺设；

[0020] S5、在下凹式基土的底部铺设石料层，石料层的上方覆盖无纺布垫层，无纺布垫层

的上方铺设有第二过滤层；

[0021] S6、在第二过滤层的侧壁安装通管，首先将通管的一端安装在第二过滤层的内部，

然后将通管的另一端穿过对应的六角板上的通孔，且延伸至储水井中；

[0022] S7、在第二过滤层的上方铺设沙粒层，沙粒层上填充覆盖第一过滤层；

[0023] S8、在第一过滤层的侧壁安装通管，首先将通管的一端安装在第一过滤层的内部，

然后将通管的另一端穿过对应的六角板上的通孔，且延伸至储水井中；

[0024] S9、在抗冲击层表面上的植被层种植草皮、植被，在第一过滤层上填盖种植土壤，

种植土壤表面种植草、植被、爬藤、灌木或乔木即可。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抗冲击层的设置安装，一方面提高了

下凹式绿地坡面的抗冲刷能力，安装方便，连接稳定，充分发挥了其在城市雨水量大的情况

下的稳定性，使用时间大大加长，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小量降雨直接通过下凹式绿

地底部渗入至地下，对于较大量的降雨时，下凹式绿地部排放不过来，多余的降雨通过两层

过滤层的设置，以及抗冲击层上通管的连接，排进入储水池中，避免了积水在下凹式绿地中

难以排出，实现了大降水量雨水的分流，保护下凹式绿地不受强降雨的破坏，和防止了底部

土壤的腐败，削减了降雨洪峰的流量，减轻了城市雨水管道系统排水的压力，还可将储水池

的雨水对绿色植物进行灌溉，提高资源利用率；此下凹式绿地发明减少城市内涝发生、结构

简单、安装快捷、抗雨水的冲刷、使用时间长、过滤效果佳、便于施工、利于城市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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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抗冲击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边坡固定板的施工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六角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U形螺栓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标号：1、下凹式基土；2、抗冲击层；21、边坡固定板；211、六角板；2111、插槽；

2112、插板；212、通孔；213、U形螺栓；2131、膨胀螺栓；22、纤维网；23、植被混凝土层；24、植

被层；3、通管；4、第二过滤层；5、沙粒层；6、第一过滤层；7、石料层；8、无纺布垫层；9、种植土

壤层；10、储水井。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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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3] 请参阅图1-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为一种下凹式绿地的抗冲击排水过滤系

统及施工方法，包括下凹式基土1、储水井10，清理下凹式基土1的内部坡面，在清理后的下

凹式基土1上钻孔并清孔，下凹式基土1的边坡安装有抗冲击层2，抗冲击层2包括边坡固定

板21、纤维网层22、植被混凝土层23和植被层24，边坡固定板21包括若干个六角板211，六角

板211为透水板制，每个六角板211上均开设有U形螺栓213，U形螺栓213的末端螺栓套设有

膨胀螺栓2131，将U形螺栓213的末端穿过左右相邻六角板211，且U形螺栓213末端的膨胀螺

栓2131填埋于下凹式基土1中，六角板211上开设有与膨胀螺栓2131匹配的孔，且每个六角

板211之间均通过U形螺栓213固定连接，六角板211的中心均开设有通孔212，通孔212在边

坡固定板21上均匀分布设置，通管3和通孔212的数量设置一致，且通管3安装在通孔212中，

每个六角板211的上方开设有插槽2111，且每个六角板211的下方安装有与插槽2111匹配的

插板2112，每个六角板211的上下之间通过插板2112和插槽2111的啮合卡接，将上下相邻的

六角板211上的插板2112插入插槽2111中，进行上下拼接，拼接好的六角板211放置在下凹

式基土1的内部坡面上，边坡固定板21的表面喷涂有植被混凝土层23，植被混凝土层23由沙

壤土、水泥、腐植土和保水凝胶原料组成，且沙壤土：水泥：腐植土：保水凝胶的质量比设置

为120:5:18:1，植被混凝土层23的表面填充有植被层24，在边坡固定板21上平铺纤维网层

22，再在纤维网层22的表面使用喷浆法，纤维网层22可增加植被混凝土层23的固定效果，喷

涂植被混凝土层23，使得喷涂更加的高效，植被混凝土层23上填充植被层24，即完成了下凹

式基土1上抗冲击层2的铺设，抗冲击层2具有抗雨水的冲刷、使用时间长、结构简单稳定；

[0034] 下凹式基土1的第底部设置有石料层7，在下凹式基土1的底部铺设石料层7，石料

层7的上方覆盖无纺布垫层8，无纺布垫层8的上方铺设有第二过滤层4，石料层7的上方表面

覆盖有无纺布垫层8，无纺布垫层8的上方表面填充有第二过滤层4，第二过滤层4的上方覆

盖沙粒层5，沙粒层5的上方填充有第一过滤层6，第一过滤层6的过滤目数小于第二过滤层4

的目数，第一过滤层6和第二过滤层4中均安装有通管3，且第一过滤层6和第二过滤层4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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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有石料、晴纶绵、煤渣、离子交换树脂材质，在下凹式基土1的底部铺设石料层7，石料层

7的上方覆盖无纺布垫层8，无纺布垫层8的上方铺设有第二过滤层4，在第二过滤层4的侧壁

安装通管3，首先将通管3的一端安装在第二过滤层4的内部，然后将通管3的另一端穿过对

应的六角板211上的通孔212，且延伸至储水井10中，储水井10安装在下凹式基土1中，通管3

的远离第一过滤层6和第二过滤层4的一端贯穿下凹式基土1，且接通储水井10的内腔，第一

过滤层6的上方表面设置有种植土壤9，在第二过滤层4的上方铺设沙粒层5，沙粒层5上填充

覆盖第一过滤层6，然后在第一过滤层6的侧壁安装通管3，首先将通管3的一端安装在第一

过滤层6的内部，然后将通管3的另一端穿过对应的六角板211上的通孔212，且延伸至储水

井10中，在抗冲击层2表面上的植被层24种植草皮、植被，在第一过滤层6上填盖种植土壤9，

种植土壤9表面种植草、植被、爬藤、灌木或乔木即可，发生暴雨时，对于较大量的降雨时，下

凹式绿地部排放不过来，多余的降雨通过两层过滤层的设置，以及通管3的连接，排进入储

水池10中，实现了大降水量雨水的分流，保护下凹式绿地不受强降雨的破坏，和防止了底部

土壤的腐败，削减了降雨洪峰的流量，减轻了城市雨水管道系统排水的压力，还可将储水池

10的雨水对绿色植物进行灌溉，提高资源利用率。

[0035] 工作原理：本发明在下雨后使用时，小量降雨直接通过下凹式绿地上的种植土壤

9，通过第一过滤层6和第二过滤层4的过滤，渗过无纺布垫层8和石料层7，以及抗冲击层2中

的边坡固定板21、植被混凝土层23，直接渗入至下凹式基土1或地下；发生暴雨时，对于较大

量的降雨时，下凹式绿地部排放不过来，多余的降水通过第一过滤层6和第二过滤层4的过

滤，以及通管3的连接，可排进入储水池10中，同时通过植被混凝土层23由沙壤土、水泥、腐

植土和保水凝胶原料组成、纤维网层22的铺设，以及六角板211的组合安装，保障了抗冲刷

性，结构稳定，植被层24上可栽培植被，并且可将储水池10储存的雨水对绿色植物进行灌

溉，提高资源利用率。

[003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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