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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
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设置在广场与机动车道之
间，
所述广场的路基填土由顶至底依次为透水面
层、透水混凝土层、级配碎石层、夯实素土层，
所
述机动车道的路基填土由顶至底依次为道路沥
青层、道路混凝土层和夯实素土层，
其包括生态
隔离墩和蓄水箱，
所述生态隔离墩设置在透水混
凝土层，
所述生态隔离墩顶部露天、底部与级配
碎石层连通，
所述生态隔离墩内设有供植物生长
的种植土和吸水条，
所述蓄水箱设置在夯实素土
层，
所述吸水条一端设置在种植土内 ，另一端设
置在蓄水箱内。
本结构施工便捷、
节能环保、
提升
雨水利用率及城市绿化率，
造价低廉、
维护简单
等多项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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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设置在广场（1）与机动车道（2）之
间，
所述广场（1）的路基填土由顶至底依次为透水面层（1 .1）、透水混凝土层（1 .2）、级配碎
石层（1 .3）、夯实素土层（1 .4），
所述机动车道（2）的路基填土由顶至底依次为道路沥青层
（2 .1）、
道路混凝土层（2 .2）和夯实素土层（1 .4），
其特征在于：
包括生态隔离墩（3）和蓄水箱（4），
所述生态隔离墩（3）设置在透水混凝土
层（1 .2），
所述生态隔离墩（3）顶部露天、
底部与级配碎石层（1 .3）连通，
所述生态隔离墩（3）
内设有供植物（3 .1）生长的种植土（3 .2）和吸水条（5），
所述蓄水箱（4）设置在夯实素土层（1 .4），
所述吸水条（5）一端设置在种植土（3 .2）内，
另一端设置在蓄水箱（4）内；
所述级配碎石层（1 .3）和夯实素土层（1 .4）之间、
道路混凝土层
（2 .2）和夯实素土层（1 .4）之间设有防水土工布（1 .5）；
所述生态隔离墩（3）内的吸水条（5）
呈漏斗状螺旋形。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蓄水箱（4）还连接有给水管（6）。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道路混凝土层（2 .2）和透水混凝土层（1 .2）之间设有U型生态沟（7），
所述U型生态沟（7）顶
部设有包裹透水土工布的透水格栅（7 .1）。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透水格栅（7 .1）上设有种植土（3 .2），
所述种植土（3 .2）上种有植物（3 .1）。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蓄水箱（4）内还设有用于控制给水管（6）供水的水位电控装置（8）。
6 .根据权利要求3~ 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生态隔离墩（3）设有多个，
所述多个生态隔离墩（3）依次排列。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生态隔离墩（3）为花筒形结构。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吸水条（5）内设有吸水海绵（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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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城建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
利用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海绵城市是国家提出的一种城市建设新理念。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到2020
年，
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
到2030年8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
由
此可以看出，
国家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与城市水环境的迫切需要，
海绵城市要求城市在下雨
时具有渗、
滞、
蓄、
净、用、
排的功能。广场铺装在整个城市铺装的比重约为30％，
存在着雨水
冲刷路面导致径流污染、
水资源浪费的问题，
因此，
充分发挥广场及广场在海绵城市中的作
用非常重要。
[0003] 目前，
海绵城市建设在国内开始大力推广应用，
其中广场的海绵改造为海绵城市
建设中的一个核心点。现广场的海绵改造多为将其结构层改为蓄水层，
面层采用透水铺装，
仅达到了海绵工程中渗、滞、
蓄三点要求，
对于净、用、排涉及很少。这对于海绵理念并没有
完全进行实现，
对于雨水资源的利用没有充分发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其可收集蓄存雨
水，
再将存蓄的雨水引入生态隔离墩中，
为生态隔离墩中的绿化植物土壤进行补水。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
构，
设置在广场与机动车道之间，
所述广场的路基填土由顶至底依次为透水面层、
透水混凝
土层、级配碎石层、夯实素土层，
所述机动车道的路基填土由顶至底依次为道路沥青层、道
路混凝土层和夯实素土层，
[0006] 其包括生态隔离墩和蓄水箱，
所述生态隔离墩设置在透水混凝土层，
所述生态隔
离墩顶部露天、底部与级配碎石层连通，
所述生态隔离墩内设有供植物生长的种植土和吸
水条，
所述蓄水箱设置在夯实素土层，
所述吸水条一端设置在种植土内，
另一端设置在蓄水
箱内。
[0007] 进一步地，
所述级配碎石层和夯实素土层之间、道路混凝土层和夯实素土层之间
设有防水土工布。
[0008] 进一步地，
所述生态隔离墩内的吸水条呈漏斗状螺旋形。
[0009] 更进一步地，
所述蓄水箱还连接有给水管。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道路混凝土层和透水混凝土层之间设有U型生态沟，
所述U型生态
沟顶部设有包裹透水土工布的透水格栅。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透水格栅上设有种植土，
所述种植土上种有植物。
[0012] 更进一步地，
所述蓄水箱内还设有用于控制给水管供水的水位电控装置。
[0013] 作为优选项，
所述生态隔离墩设有多个，
所述多个生态隔离墩依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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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优选项，
所述生态隔离墩为花筒形结构。
[0015] 作为优选项，
所述吸水条内设有吸水海绵。
[0016]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其通过夯实素土层的蓄水箱，
实现对雨水的收集蓄存。通过埋
设于级配碎石层中连接蓄水箱与种植土的吸水条，
将存蓄的雨水通过毛细现象原理引入生
态隔离墩内的种植土中，
为生态隔离墩中的绿化植物进行补水。其还采用生态U型沟代替卧
石沟，
当广场蓄水层饱和后，
雨水可通过坡向流入生态U型沟中，
对绿化及雨水的利用效果
进一步提升。本结构施工便捷、
节能环保、
提升雨水利用率及城市绿化率，
造价低廉、
维护简
单等多项优点。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平面示意图；
[0019] 图3为吸水条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
广场1(其中：
透水面层1 .1、透水混凝土层1 .2、级配碎石层1 .3、夯实素土层
1 .4、
防水土工布1 .5)、
机动车道2(其中：
为道路沥青层2 .1、
道路混凝土层2 .2)、
生态隔离墩
3(其中：
植物3 .1、种植土3 .2)、
蓄水箱4、
吸水条5(其中：
吸水海绵5 .1)、
给水管6、
U型生态沟
7(其中：
透水格栅7 .1)、
水位电控装置8。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2] 如图1～3，
一种增强蓄水的海绵城市生态广场雨水利用结构，
设置在广场1与机动
车道2之间，
所述广场1的路基填土由顶至底依次为透水面层1 .1、
透水混凝土层1 .2、
级配碎
石层1 .3、
夯实素土层1 .4，
所述机动车道2的路基填土由顶至底依次为道路沥青层2 .1、
道路
混凝土层2 .2和夯实素土层1 .4，
所述级配碎石层1 .3和夯实素土层1 .4之间、道路混凝土层
2 .2和夯实素土层1 .4之间设有防水土工布1 .5。
[0023] 其包括生态隔离墩3和蓄水箱4，
所述生态隔离墩3设置在透水混凝土层1 .2，
所述
生态隔离墩3顶部露天、底部与级配碎石层1 .3连通，
所述生态隔离墩3内设有供植物3 .1生
长的种植土3 .2和吸水条5，
所述蓄水箱4设置在夯实素土层1 .4，
所述吸水条5一端设置在种
植土3 .2内，
另一端设置在蓄水箱4内。所述生态隔离墩3内的吸水条5呈漏斗状螺旋形。所述
吸水条5内设有吸水海绵5 .1。所述蓄水箱4还连接有给水管6。所述道路混凝土层2 .2和透水
混凝土层1 .2之间设有U型生态沟7，
所述U型生态沟7顶部设有包裹透水土工布的透水格栅
7 .1。所述透水格栅7 .1上设有种植土3 .2，
所述种植土3 .2上种有植物3 .1。所述蓄水箱4内还
设有用于控制给水管6供水的水位电控装置8。所述生态隔离墩3设有多个，
所述多个生态隔
离墩3依次排列。
所述生态隔离墩3为花筒形结构。
[0024] 本发明在实际使用时，
其安装步骤为：
[0025] 1、
开挖广场1的结构层基槽至设计深度；
[0026] 2、
铺设防水土工布1 .5防止雨水进入夯实素土层1 .4导致基层承载力下降；
[0027] 3、
安装(砌筑)隐形蓄水箱4与生态隔离墩3；
[0028] 4、
安装给水管6与水位电控装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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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填部分级配碎石层1 .3后埋设吸水条5分别连接蓄水箱4与生态隔离墩3；
[0030] 6、
继续回填级配碎石层1 .3至设计厚度并夯实；
[0031] 7、
浇筑透水混凝土层1 .2至设计厚度，
整平压实，
养护；
[0032] 8、
铺装透水面层1 .1；
[0033] 9、
对生态隔离墩3回填种植土3 .2，
同时将吸水条5螺旋形式埋入种植土3 .2中；
[0034] 10、
安装U型生态沟7，
安装透水格栅7 .1，
回填种植土3 .2。
[0035] 本发明的实施方案为：
[0036] 广场1与机动车道2连接处，
采用U型生态沟7代替卧石沟。当广场1级配碎石层1 .3
蓄水饱和后，
多余的雨水将通过广场1横坡流向U型生态沟7中，
机动车道2的雨水也将通过
道路横坡流入其中。为其中种植的绿化植物3 .1提供其所需的水资源，
同时也为雨水市政管
网的排放压力起到调蓄作用。当枯水季节，
蓄水箱4中水位下降至控制线后，
通过水位电控
装置8控制给水管6将进行补水，
减少人工养护成本，
实现自动化补水。
[0037] 最后，
应当指出，
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发明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显然，
本发明不限于
上述实施例，
还可以有许多变形。凡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
修改、
等同变化及修饰，
均应认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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