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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其特征在于：所

述管网包括，透水铺装结构，雨水收集装置，蓄水

结构和返渗管，所述雨水收集装置包植被浅沟、

软式透水管，雨水收集装置设置于地形坡脚或道

路边缘，当地形高差较大时，则在起伏地形的坡

面，根据坡长和坡度分级设置雨水收集装置，所

述透水铺装结构铺设于地势平坦区域，所述雨水

收集装置与蓄水结构连通，所述返渗管与所述雨

水收集装置相交连通，且所述返渗管沿着起伏地

形的坡度相对于水平面成预定角度的逆向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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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其特征在于：所述管网包括，透水铺装结构，雨水收集装

置，蓄水结构和返渗管，所述雨水收集装置包植被浅沟、软式透水管，雨水收集装置设置于

地形坡脚或道路边缘，或者，在起伏地形的坡面，根据坡长和坡度分级设置雨水收集装置，

所述透水铺装结构铺设于地势平坦区域，所述雨水收集装置与蓄水结构连通，所述返渗管

与所述雨水收集装置相交连通，且所述返渗管沿着起伏地形的坡度相对于水平面成预定角

度的逆向铺设。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网，其特征在于，所述逆向铺设是指，地势高的地方返渗管埋

设深度，相对于地势低的地方的埋设深度要深。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网，其特征在于，所述管网还包括与蓄水结构直接连通的另一

返渗管，该另一返渗管也逆向铺设。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网，其特征在于，所述软式透水管的直径为200mm，所述返渗管

和另一返渗管的材料包括软式透水管，其直径为100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网，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结构包括Pe渗透式雨水井、雨水花

园和渗蓄边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网，其特征在于：所述管网还包括，在有承压要求的区域则采

用渗透水管替代软式透水管。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管网，其特征在于：所述有承压要求的区域为道路下方，在道路

下方埋设渗透水管以连接所述道路两侧的雨水收集管网。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管网，其特征在于：与所述雨水收集装置连接的返渗管的一端埋

设深度为0.4-0.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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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起伏地形条件下的绿地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特别是一种不受绿地大小限制，适用于城

市中有地形变化的绿地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园林的特点，讲求“虽有人做，宛自天开”，也就是说，要最大限度的利用自然

条件构建空间，形成适合人们活动休闲的良好环境。园林的造园手法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

地形构建空间和景观；同时结合植物相互衬托，在节省工程量的情况下达到良好的空间尺

度、使用效果、生态效益及优美的景观。在当前海绵城市建设中，多强调通过下凹式绿地，生

物滞留设施以及地下修建蓄水池等，来实现雨水的滞蓄，解决地表径流。绿地特别是城市中

的新建绿地，其使用率高，完成使用功能应占据主导地位；下凹绿地和生物滞留设施，需要

一定的绿地区域，且会在一定时间内积水，特别对于新建绿地，会限制绿地中绿化植物种类

的选择；对于城市中较小面积或较分散的绿地，例如居住区绿地，会影响到其绿化生态效益

的形成，以及使用功能的实现；对于高频率使用的绿地，通过地形塑造空间等手段受到限

制，其良好的景观形态也难以保证；其使用的场所受到绿地性质和面积的制约。地面或地下

修建蓄水池，受到可收集范围与绿地面积的限制；由于北方地区的蒸发量很大，地面水体，

需要有较大的收集范围以解决蒸发及长时间维持景观水面效果的矛盾，且必须解决收集的

雨水经过净化，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一般城市绿地难以实现。地下蓄水池，造价高；收

集净化的雨水达到一定的量，才能用于加压灌溉；但随收集量的加大，雨水净化的难度以及

工程造价的升高，对于某一个项目其性价比是迅速降低的，且在投资上也是难以接受的。由

此与园林节约造园的理念和做法发生冲突。当需要通过地形来构建空间时，又如何能使地

表径流得到控制和收集再利用，并使绿化种植不受影响，急需开发一种新型高效的雨水收

集再利用管网。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一种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其特征在于：所述管网包括，透水铺装结构，雨水收集

装置，蓄水结构和返渗管，所述雨水收集装置包植被浅沟、软式透水管，雨水收集装置设置

于地形坡脚或道路边缘，当地形高差较大时，则在起伏地形的坡面，根据坡长和坡度分级设

置雨水收集装置，所述透水铺装结构铺设于地势平坦区域，所述雨水收集装置与蓄水结构

连通，所述返渗管与所述雨水收集装置相交连通，且所述返渗管沿着起伏地形的坡度相对

于水平面成预定角度的逆向铺设。所述逆向铺设是指，地势高的地方返渗管埋设深度，相对

于地势低的地方的埋设深度要深。所述管网还包括与蓄水结构直接连通的另一返渗管，该

另一返渗管也逆向铺设。所述软式透水管的直径为200mm，所述返渗管和另一返渗管的材料

包括软式透水管，其直径为100mm。所述蓄水结构包括Pe渗透式雨水井、雨水花园和渗蓄边

沟。所述管网还包括，在有特殊承压要求的区域则采用渗透水管替代软式透水管。所述有特

殊承压要求的区域为道路下方，在道路下方埋设渗透水管以连接所述道路两侧的雨水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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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与所述雨水收集装置连接的返渗管的一端埋设深度为0.4-0.5米。

[0004] 本实用新型适于有地形起伏的绿化空间，通过雨水收集装置将地表径流进行收集

和滞留，并通过返渗管将雨水渗透入土壤深层，多种方式收集和再利用雨水，灵活方便不受

绿地大小，雨水收集范围的影响，大小均可实施；起伏地形与造园空间营造相适应，植物选

择不受限制，雨水收集管网和返渗管有利于植物生长，在完成海绵城市建设目标的同时，促

进生态效益和景观的提升；本实用新型所选用的材料，获得容易方便，造价低廉，在项目投

资中占比小，大多在3-5％之间。

附图说明

[0005] 图1基于起伏地形条件下的绿地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平面布置示意图；

[0006] 图2基于起伏地形条件下的绿地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剖面示意图；

[0007] 图3基于起伏地形条件下的绿地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返渗管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以下基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描述，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仅仅限于这些实施

例。具体实施例仅是本申请技术方案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其对本申请的技术方案并不具

备限定作用。此外，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在此提供的附图都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并且附图并非按比例绘制。

[0009] 除非上下文明确要求，否则整个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的“包括”、“包含”等类似

词语应当解释为包含的含义而不是排他或穷举的含义；也就是说，是“包括但不限于”的含

义。

[001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第一”、“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

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此外，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

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011] 如图1和2所示，本申请的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一般应用于起伏地形中，在该起伏

地形的地表种植有绿色植物，而对绿色植物的品种选择则不做任何限定，因为本申请的所

述管网可以高效地将绿地中蓄积的雨水渗透进入地下深层土壤中，所以，降水的多寡并不

会影响在该场地种植的绿色植物的生长。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平面布置示意图。如图1所示，在绿地中结合现状及设

计要求进行道路空间布局和地形竖向4的设计。其中地形竖向4是指绿地中为空间营造、植

物种植及地表排水所做的地形处理，通过合理的设计，结合雨水汇集需要，统筹各造园要

素，在节约工程量的同时，既满足空间营造，又为雨水的汇集提供条件；设计起伏地形将地

块的汇水面积化整为零，分地块分别计算构成既独立又有机联系的系统。

[0013] 参见图1-3，其中，图1中实例的竖向地形为项目土方平衡时按设计的新堆地形。地

形竖向高度差最大为1.9米，起伏地形利用土壤的坡度，沿坡脊线(图中黑色粗实线)将平整

的场地自然划分成A、B、C三个区域，雨水产生的地表径流沿地形坡度分别向上述三个区域

中的各个区域进行汇集。竖向地形一方面使整个地块化整为零，有利于上述各个区域的雨

水收集管网对雨水进行分区域可控收集，另一方面竖向地形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坡度较陡

或坡长较长时，分层设置本实用新型的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使雨水分层截流，汇集。使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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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最深1.5米的软式透水管能将雨水更多的导入到乔木的根系区域。

[0014] 图1中的A区域或C区域为起伏地形与绿地边界围合区域，坡形较陡，延着地形坡脚

设置植被浅沟5快速引导、收储降雨产生的地表径流，并通过返渗管11  将雨水导入起伏地

形下的深层土壤。图1中的B区域为起伏地形围合区域，也就是A区域与B区域的围合区域，其

间地势平坦部分铺设有园路道路等。延着两侧地形坡脚和通行园路道路边缘，结合场地及

景观需求设置雨水花园9、软式渗水管  6、Pe渗透式雨水井8快速引导、收储降雨产生的地表

径流，将雨水有效的渗入深层土壤。Pe渗透式雨水井8也通过软式渗透管6彼此连接，形成互

通的雨水渗蓄管网。如图1和2，该雨水收集再利用管网包括，透水铺装结构1，雨水收集装置 

2，蓄水结构3，和返渗管11。

[0015] 所述透水铺装结构1是公园绿地中道路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为不同级别的道路和

休息活动场地；多铺设于起伏地形较为平坦的位置，雨水可通过透水铺装结构渗透入铺装

下部土壤；将必须有的道路系统和休息活动休息场地的地表径流降到最低，并通过透水铺

装将地表径流有秩序的导流到预定位置。

[0016] 所述雨水收集装置2包括植被浅沟5、软式透水管6。雨水收集装置多设置于地形坡

脚或道路边缘；当地形高差较大时，可在地形坡面，根据坡长和坡度分级设置。

[0017] 植被浅沟5一般是指为收集地表径流雨水而设置的在土壤薄层下填充碎、砾石等

粗材料的凹形沟槽，平时形成绿化景观，其底部可以铺设软式透水管6，软式透水管6沿植被

浅沟5走向设置，与蓄水结构3连接，对地表径流进行引导，将收集的雨水导入预定位置。

[0018] 收集管路主要由管径200mm的软式透水管6和/或渗透水管构成，用于连接雨水收

集装置2与蓄水结构3，在使雨水快速渗透周边土壤的同时，将多余的地表径流导入蓄水结

构中。

[0019] 软式透水管6的外部有碎石层和土工布层，用于隔阻泥沙，保证管路通畅。

[0020] 在有特殊承压要求的区域，例如道路下方连通道路两侧雨水收集管网，则采用渗

透水管替代软式透水管6。其中的渗透水管与软式透水管6作用原理相同。所述蓄水结构3，

包括Pe渗透式雨水井8、雨水花园9和渗蓄边沟10。Pe渗透式雨水井8，施工、养护管理方便，

收集、滞蓄地表径流，最终回渗地下。井外部有碎石层、土工布层等过滤层；可防止周边土壤

堵塞渗透孔洞，方便雨水渗透入周边土壤，并减少冬季冻涨力对渗井材料的影响。

[0021] 雨水花园9、渗蓄边沟10面层有种植土壤，下部有粗砂、碎石、土工布等过滤层，可

蓄积雨水，平时形成景观。

[0022] 所述返渗管11，一般绿地下选用直径100软式透水管，如返渗管需要通过道路等有

特殊承压要求的部分，可采取渗透水管。

[0023] 如图2所示与所述雨水收集装置(例如于渗蓄边沟10连接)连接的一端埋设深度为

0.4-0.5米、高于延伸至预灌溉区域的另一端，所述地形竖向4的预定坡度小于1％，以便雨

水可经管路向周边土壤渗透，有利于沿途植物，草本地被、花灌木、直至乔木根系的灌溉，终

点可位于大乔木的根部；特别是有利于大乔木向下扎根，防止因浇水不透，根系向上翻卷而

易被大风吹倒。当非雨季必须灌溉时，通过雨水收集管网和返渗管11，可将灌溉水汇集导入

土壤深层，有利于对乔灌木的精准灌溉，从而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返渗管11可根据植物栽

植情况调整间距，以6-10米为宜；埋设于大树土球边，有利于植物毛细根吸收水分。返渗管

管路外部可以设置，但不必须设置土工布层。所述返渗管11沿着起伏地形的坡度相对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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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成预定角度的逆向铺设。所述逆向铺是指，地势越高的地方返渗管埋设深度，相对于地

势越低的地方的埋设深度要深。最低点为树木根系适合深度，当坡度较大、坡长较长时，可

结合收集管路的布设分级设置。

[0024] 透水铺装结构1应用于地势平坦部分设计的道路、场地等，其所选材料为透水性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透水砖，透水混泥土等，透水铺装结构1将必须有的活动休息场地的地表

径流降到最低，并通过透水铺装结构1将地表径流有秩序的导流到蓄水结构3处。在一实施

例中该蓄水结构3被设置在低洼处。在一实施例中，埋设于植被浅沟5中的软式透水管6沿起

伏地形的坡脚埋设，地表径流经过软式透水管6收集汇集流入蓄水结构3中。在一实施例中

返渗管11还可以与软式透水管6相交连通，且返渗管11沿着坡度相对于水平面成预定角度

的逆向铺设，也就是说，地势越高的地方，返渗管11埋设深度越深，地势越低的地方，返渗管

11  埋设深度越浅。软式透水管6的直径优选200mm，返渗管11也可采用与软式透水管6相同

的材料构成，返渗管11的直径优选100mm。在另一实施例中，返渗管  11直接与蓄水结构3连

通，将蓄水结构3中收集的雨水反渗进入深层土壤，特别是渗入植物根系所在的土壤，这样

不仅可以将地表径流排走，减少泄洪压力，还可以补充深层土壤中的水份，有利于植物的生

长，同时营造了海绵城市。通过地势平坦地形的透水铺装结构1将地表径流引导进入预定位

置，对于地势起伏较大的区域，则沿着坡脚设置埋设有软式透水管6的植被浅沟5，通过埋设

的软式透水管6将地表径流流经的表层土壤中的水分渗透进入软式透水管6中，积少成多，

集腋成裘，该些渗透的水分经过软式透水管6流入地势较低的蓄水结构3中，与蓄水结构3连

通的返渗管11逆坡度地形而铺设，蓄水结构3中收集的雨水则通过返渗管11导入深层土壤，

同时，在上述导入的过程中，返渗管11还将其中流动的水分充分深度入管道附近的土壤中。

此时，由于低洼地势处的水流被本申请的所述管网导入深层土壤中，所以，在选择低洼地势

处的绿色植物品种的时候，则无需考虑其旱涝特性。同时，补充进入深层土壤中的水份还有

效解决了干旱期植物对水份的需求。本申请中所述管网通过软式透水管6将水流导入蓄水

结构3中，利用返渗管11将蓄水结构中的水反渗透进入土壤深层，补充深层土壤的水份，不

仅可以收集再利用雨水，建设海绵城市，而且由于可以充分将地表水渗透进入地下，减少了

地表径流的排放需求，减少了植物灌溉用水，促进了植物根系的生长，有利于植物生长；并

不因此妨碍或增加地形竖向的建设及其工程量，有助于绿地植物的品种选择，提高了绿地

的生态效益和景观可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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