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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

的雨水海绵体，包括透水层、防渗层、固体废弃建

材以及透水管；所述透水层和所述防渗层之间形

成腔室，透水层位于腔室的顶部，防渗层位于腔

室的侧面和底部；所述固体废弃建材填充于所述

腔室内并形成海绵蓄水体；所述透水管自腔室底

部向外贯穿所述防渗层。该雨水海绵体在满足海

绵系统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实现了建筑废料的循

环再利用，解决了建筑废料处理及功能化利用问

题，实现了对城市绿地的无动力自流灌溉。满足

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降低海绵设施建设成本。

本发明还同时公开了一种上述雨水海绵体的构

建方法，该方法施工简单便捷，在实现海绵效应

的同时不影响绿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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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其特征在于，包括透水层(1)、防渗层

(2)、固体废弃建材(4)以及透水管(5)；所述透水层(1)和所述防渗层(2)之间形成腔室(3)，

透水层(1)位于腔室(3)的顶部，防渗层(2)位于腔室(3)的侧面和底部；所述固体废弃建材

(4)填充于所述腔室(3)内并形成海绵蓄水体；所述透水管(5)自腔室(3)下部向外贯穿所述

防渗层(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其特征在于，所述腔室

(3)内设置防护缓冲层(6)，所述防护缓冲层(6)位于所述海绵蓄水体和防渗层(2)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

管(5)上包覆有透水隔离层(51)，透水管(5)位于所述腔室(3)内的部分设置保护层(5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其特征在于，自所述腔

室(3)下部向四周延伸分布多条所述透水管(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其特征在于，还设置溢

流管(7)和雨水收集管(8)，所述溢流管(7)自腔室(3)顶部向外贯穿所述防渗层(2)，所述雨

水收集管(8)自外向内连通所述腔室(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

层(1)上方铺设有滤水层(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体

废弃建材(4)的粒径≥300mm，所述海绵蓄水体的孔隙率≥30％。

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的构建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依据海绵系统设计中确定的海绵调蓄区位置和计算的海绵设施设计调蓄水量，确

定雨水海绵体位置及规模；

(2)根据确定的雨水海绵体位置、规模以及绿化灌溉的需要，挖掘基坑及分布于基坑周

围的沟槽；

(3)在基坑内表面铺设防水土工布形成防渗层，然后铺设中粗砂形成防护缓冲层；

(4)在透水管上包裹透水土工布形成透水隔离层，将包裹后的透水管自腔室底部穿过

防渗层并铺设于沟槽内，并采用中粗砂覆盖位于腔室内的透水管形成保护层；

(5)向基坑内填充固体废弃建材，形成海绵蓄水体；

(6)铺设溢流管及雨水收集管；

(7)在顶部铺设透水土工布形成透水层；

(8)在透水层上方覆盖细沙形成滤水层；

(9)填埋种植土，并种植绿化。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雨水海绵体的规模采

用容积法计算确定。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铺设的溢流管与市政

雨水井相连，并在溢流管上设置止回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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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及其构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雨水海绵体，特别涉及一种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

及其构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针对城市积涝严重以及城市缺水等问题，我国政府倡导进行海绵城市建设，充分

发挥城市绿地、河湖水系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作用。因此，海绵城市建设

已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热点问题。当前我国城市海绵城市建设中海绵蓄水设施大多

采用PP蓄水模块等形式，该材料具有模块化组装、收水率高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造价高、

材料会降解等问题。

[0003] 与此同时，我国每年旧建筑拆除排放的建筑废弃物超过5亿吨,建筑废弃物处理的

压力日益加大。一方面，大量建筑固体废弃物作为垃圾填埋或堆放，在占据了宝贵的城市空

间同时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处理；另一方面，我国的建筑废弃物主要是拆迁废弃的建筑混

凝土(如梁、柱、楼板、墙板、基础底板等)和部分砖瓦，这些材料合理利用，均可以作为资源

循环利用，但目前我国建筑废料的资源化率还不足5％。

[0004] 如何将建筑废弃物应用于海绵城市建设中，即能解决固体废弃物的填埋堆放问

题，又能解决现有海绵体造价高且易降解的问题，是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之一。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在

满足对雨水渗、滞、蓄、净、用、排等功能基础上，实现了城市建筑废料的循环再利用以及对

城市绿地的无动力自灌溉。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包括透水层、

防渗层、固体废弃建材以及透水管；所述透水层和所述防渗层之间形成腔室，透水层位于腔

室的顶部，防渗层位于腔室的侧面和底部；所述固体废弃建材填充于所述腔室内并形成海

绵蓄水体；所述透水管自腔室下部向外贯穿所述防渗层。

[0007] 其中，为了形成足够的收水空间，保障收水量，所述固体废弃建材的粒径≥300mm，

所述海绵蓄水体的孔隙率≥30％。

[0008] 为了保护防渗层不被固体废弃建材刺破，所述腔室内还设置防护缓冲层，所述防

护缓冲层位于所述海绵蓄水体和防渗层之间，从而能够在两者之间形成缓冲保护。

[0009] 所述透水管上包覆有透水隔离层以防止透水管被杂物堵塞，同时，透水管位于腔

室内的部分设置保护层以避免被固体废弃建材刺破损毁。

[0010] 还设置有溢流管和雨水收集管，所述溢流管自腔室顶部向外贯穿所述防渗层，所

述雨水收集管自外向内连通所述腔室。从而当海绵蓄水体的蓄水量大于其调蓄规模时，能

够及时将过量雨水从溢流管排出，保障海绵体安全。另外也能采用雨水收集管收集周边的

雨水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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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透水层上方铺设有滤水层。从而能够对下渗雨水进行初步过滤，避免堵塞透

水层。

[0012] 而本发明所述雨水海绵体的构建方法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如下步骤：

[0013] (1)依据海绵系统设计中确定的海绵调蓄区位置和计算的海绵设施设计调蓄水

量，确定雨水海绵体位置及规模；

[0014] (2)根据确定的雨水海绵体位置、规模以及绿化灌溉的需要，挖掘基坑及分布于基

坑周围的沟槽；

[0015] (3)在基坑内表面铺设防水土工布形成防渗层，然后铺设中粗砂形成防护缓冲层；

[0016] (4)在透水管上包裹透水土工布形成透水隔离层，将包裹后的透水管自腔室底部

穿过防渗层并铺设于沟槽内，并采用中粗砂覆盖位于腔室内的透水管形成保护层；

[0017] (5)向基坑内填充固体废弃建材，形成海绵蓄水体；

[0018] (6)铺设溢流管及雨水收集管；

[0019] (7)在顶部铺设透水土工布形成透水层；

[0020] (8)在透水层上方覆盖细沙形成滤水层；

[0021] (9)填埋种植土，并种植绿化。

[0022] 有益效果：该雨水海绵体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成型，在满足海绵系统基本功能

的前提下实现了建筑废料的循环再利用，解决了建筑废料处理及功能化利用问题，同时降

低了雨水海绵体的造价；由于固体废弃建材具有不易降解的特性，进一步提高了雨水海绵

体的使用寿命。另外，在实现蓄水、用水功能的基础上同步实现了对雨水渗透、滞留、净化等

功能；采用透水管直接将收蓄净化的雨水送到植物根部进行灌溉，提高了用水效率，节约水

资源；全系统无需动力输入实现了对城市绿地的无动力自流灌溉。该构建方法施工简单便

捷，雨水海绵体上部填埋种植土，并种植绿化，在实现海绵效应的同时不影响绿化效果。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图1沿A-A向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一种利用固体废弃建材构建的雨水海绵体，包括透水层1、防渗层2、固

体废弃建材4、透水管5、防护缓冲层6、溢流管7、雨水收集管8以及滤水层9。其中，透水层1盖

合在防渗层2上，使得两者之间形成腔室3。透水层1位于腔室3的顶部，防渗层2位于腔室3的

侧面和底部。从而使得雨水可直接从透水层1渗透入腔室3内，同时也通过透水层1阻隔泥

沙、垃圾等汇入堵塞腔室3。

[0027] 固体废弃建材4填充在腔室3内并堆放形成的海绵蓄水体，一方面海绵蓄水体能够

滞留腔室3内渗入的雨水，另一方面也解决建筑废料的处理问题。为了保障蓄水海绵体具有

足够的收水空间，固体废弃建材4的粒径≥300mm，通过固体废弃建材4中混凝土块及砖块的

不规则搭接，能够在腔室3内形成不小于30％的蓄水空间，也即，形成的海绵蓄水体的孔隙

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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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由于固体废弃建材4的形状并不规则，经常会有尖锐的棱角。为了防止防渗层2被

固体废弃建材4刺破，将防护缓冲层6设置于海绵蓄水体和防渗层2之间，用以形成缓冲防

护。

[0029] 透水管5用于将其内部的雨水通过土壤虹吸效应满足植物灌溉用水的需求，使雨

水利用效率更高。具体的，将透水管5自腔室3的下部向外贯穿防渗层2，从而能够将腔室3内

海绵蓄水体收集的雨水渗透入透水管5内，直接输送到植物根部实现灌溉。

[0030] 请参阅图2所示，为了防止透水管5被杂物堵塞，在透水管5上包覆透水隔离层51。

同时，为了防止固体废弃建材4将透水隔离层51及透水管5刺破损毁，在透水管5位于腔室3

内的部分设置保护层52，对其进行保护。

[0031] 根据绿化灌溉需要，该雨水海绵体设置多条透水管5，所述多条透水管5自腔室3底

部向四周延伸分布。具体的，可以采用横向或者纵向均匀分布的形式向周围铺设透水管5，

以满足向周围绿化输送雨水的要求。进一步的，如图1所示，可以根据植被种植的位置，设置

一定倾角的纵坡，从而加强雨水的无动力自流灌溉。

[0032] 溢流管7设置在腔室3顶部，并贯穿防渗层2与市政雨水井相连，当腔室3内蓄水量

大于其调蓄规模时，可及时将过量雨水排出，保障雨水海绵体安全。和为提高收集周边雨水

汇流的效率，设置的雨水收集管8自外向内连通腔室3，从而将外部雨水直接收集汇流至腔

室3内。

[0033] 滤水层9覆盖在透水层1的上方，用于将下渗雨水进行初步过滤，保护透水层1不被

堵塞。

[0034] 为了进一步阐述本发明，提供一构建上述雨水海绵体的实施例，该雨水海绵体采

用地埋式，构建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5] (1)依据海绵系统设计中确定的海绵调蓄区位置和计算的海绵设施设计调蓄水

量，确定雨水海绵体位置及规模；其中，雨水海绵体的规模采用容积法确定；

[0036] 根据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我国大陆地区年径流控制率分区图，实施案

例区位于IV区，年径流控制率要求为70％-85％，考虑实施案例区实际水文条件，取最大值

85％作为设计标准，经过统计实施案例区近30年降雨日值资料得出实施案例区地表径流控

制率85％对应设计降雨量为43mm。根据容积公式： 式中，V为设计调蓄容积，单

位为m3，H为设计降雨量，单位为mm， 为综合雨量径流系数，F为汇水面积，单位为h㎡。经计

算得出场地调蓄雨水总量为155m3。

[0037] (2)根据确定的雨水海绵体位置、规模以及绿化灌溉的需要，挖掘基坑及分布于基

坑周围的沟槽；沟槽用于铺设透水管5、溢流管7及雨水收集管8。

[0038] (3)在基坑内表面铺设HDPE防水土工布形成防渗层2，然后铺设中粗砂形成防护缓

冲层6。

[0039] (4)在DN200透水管5上包裹缠绕透水土工布形成透水隔离层51，将包裹后的透水

管5自腔室3底部穿过防渗层2并铺设于沟槽内，并采用100mm厚中粗砂覆盖位于腔室3内的

透水管5形成保护层52。

[0040] (5)向基坑内填充粒径≥300mm的固体废弃建材4，形成孔隙率≥30％的海绵蓄水

体；依据场地调蓄雨水总量为155m3，固体废弃建材4的平均填充高度为1.5m。

[0041] (6)在海绵蓄水体顶部铺设DN200的溢流管7及雨水收集管8，溢流管7与市政雨水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145008 A

5



井相连，并在溢流管7的连接接口处设置止回阀，防止市政雨水回流。

[0042] (7)找平海绵蓄水体后，在顶部铺设透水土工布形成透水层1；

[0043] (8)在透水层1的上方覆盖200mm厚细沙形成滤水层9；

[0044] (9)最后在细沙上填埋种植土，并根据海绵系统设计及景观设计要求种植花圃、灌

木、草坪及浅根性乔木等植被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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