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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

调蓄系统，包括路面、综合管廊、人行道绿化隔离

带下渗系统、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和中央

隔离带调蓄系统；路面包括人行透水沥青路面、

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和机动车透水混凝土

路面；综合管廊埋设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的下

方；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位于人行透水沥

青路面与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之间；所述的

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位于非机动车透水

混凝土路面和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之间；所述

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的另一侧设有中央隔离

带调蓄系统。本发明能够实现城市主干道快速排

水，在暴雨天气有效吸收雨水，并进行储存利用，

实现城市绿化的自动喷淋，补充地下水，缓解水

资源短缺等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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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调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路面(1)、综合管廊(2)、人

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3)、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4)和中央隔离带调蓄系统(5)；

所述的路面(1)包括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和机动车透水混凝

土路面(12)；所述的综合管廊(2)埋设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的下方；所述的人行道绿化

隔离带下渗系统(3)位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与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之间；所述的

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4)位于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和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

(12)之间；所述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12)的另一侧设有中央隔离带调蓄系统(5)，所述的

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3)为对称结构，其顶部的两侧分别设有路缘石(31)，所述的路

缘石(31)之间连接有若干层第一过滤网(32)，底部设有混凝土围挡(34)；混凝土围挡(34)

之间连接有第一雨水篦子(33)，底部设有土工布(36)和格构支撑(37)；格构支撑(37)的底

部设有第一储水槽(38)，第一储水槽(38)的侧壁间隔设置有若干第一压力泵与喷淋系统

(3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调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路

缘石(31)采用梯形结构，路缘石(31)的上表面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平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调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非

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4)为对称结构，两侧分别设有第二储水槽(42)，第二储水槽(42)

顶部设有第二雨水篦子(41)，第二储水槽(42)之间设有若干第二压力泵与喷淋系统(4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调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储水槽(42)的上表面分别与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及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12)平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调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

央隔离带调蓄系统(5)为对称结构，其两侧分别设有第三储水槽(55)，中间设有下沉式绿地

(52)；第三储水槽(55)的顶部连接有倾斜式的第二植物槽(54)，侧壁设有若干第三压力泵

与喷淋系统(5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调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沉

式绿地(52)的上表面低于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1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调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路

面(1)采用由两侧向中间坡降的结构，坡降比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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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调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雨水调蓄系统，尤其涉及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调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态保护意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海绵城市设计与建设的呼

声越来越高，实现雨水的收集和循环利用的要求不断提出。而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城市道

路占城市面积的大部分，因此，实现城市道路的雨水调蓄功能，对海绵城市实现蓄水、调水、

净水有着重大的意义。

[0003] 现阶段，我国大中小城市道路的设计通常采用由中间向两边排水的坡降形式，在

机动车道两边、人行道路牙石下方按一定距离标准设置排水井，排水井通过下水道，和城市

污水一起排入污水处理厂中。该种道路设计形式对瞬时的路面排水能力不足，因此在暴雨

季节来临时，由于排水口数量较少、下渗管道直径不足、垃圾堆积淤塞排水口，故极易出现

城市看海的现象。此外，城市道路的绿化空间不足，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分隔空

间不足，机动车道的污染易扩散到两边人行道上。同时，现阶段的道路设计不能够实现雨水

的储存和调用，雨水落地后流入排水管道，直接排入城市污水系统。在枯水季节，绿化隔离

带上的植物浇灌都需要进行人工喷淋，且采用城市自来水作为浇灌用水，难以实现调用储

藏的雨水进行自动喷淋，造成了人力和水资源上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海绵城市生态道路雨水调蓄系统，该系统能够

实现暴雨天气雨水快速下渗，避免雨水堆积滞留，并且能够在地下预埋管道进行雨水储存，

旱时对周边隔离带绿化调用储存雨水进行自动喷淋。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包括路面、综合管廊、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非机动车道

隔离带调蓄系统和中央隔离带调蓄系统；所述的路面包括人行透水沥青路面、非机动车透

水混凝土路面和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所述的综合管廊埋设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的下

方；所述的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位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与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

之间；所述的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位于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和机动车透水混凝

土路面之间；所述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的另一侧设有中央隔离带调蓄系统。

[0006] 所述的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为对称结构，其顶部的两侧分别设有路缘石，

所述的路缘石之间连接有若干层第一过滤网，底部设有混凝土围挡；混凝土围挡之间连接

有第一雨水篦子，底部设有土工布和格构支撑；格构支撑的底部设有第一储水槽，第一储水

槽侧壁间隔设置有若干第一压力泵与喷淋系统。

[0007] 所述的路缘石采用梯形结构，路缘石的上表面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平齐。

[0008] 所述的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为对称结构，两侧分别设有第二储水槽，第二

储水槽顶部设有第二雨水篦子，第二储水槽之间设有若干第二压力泵与喷淋系统。

[0009] 所述第二储水槽的上表面分别与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及机动车透水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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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平齐。

[0010] 所述的中央隔离带调蓄系统为对称结构，其两侧分别设有第三储水槽，中间设有

下沉式绿地；第三储水槽的顶部连接有倾斜式的第二植物槽，侧壁设有若干第三压力泵与

喷淋系统。

[0011] 所述下沉式绿地的上表面低于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

[0012] 所述的路面采用由两侧向中间坡降的结构，坡降比为1％-3％，对积水进行导流，

汇入下渗系统。

[0013] 有益效果：本发明能够实现城市主干道快速排水，在暴雨天气有效吸收雨水，控制

雨水径流路径，解决当前城市内涝灾害、雨水径流污染等多项问题；能够吸收大量降水，进

行储存利用，并实现城市绿化的自动喷淋，补充地下水，缓解水资源短缺等突出问题；能够

扩大和充分利用道路的绿地面积，实现人车分离，提升城市干道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的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的中央隔离带调蓄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9]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包括路面1、综合管廊2、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3、非

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4和中央隔离带调蓄系统5。路面1包括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非机

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和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12，路面1用于雨水的快速下渗，导入土层，

通过土体的渗流进入相应的储水槽中。路面1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基础，根据承载力和耐久性

要求，人行步道上采用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非机动车及机动车道上采用透水混凝土路面。

路面1要求做成由两侧向道路中间坡降的结构，坡降比控制在1％-3％，对积水进行导流，汇

入下渗系统。综合管廊2埋设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的下方；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3

位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与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之间；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4

位于非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和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12之间；机动车透水混凝土路面12

的另一侧设有中央隔离带调蓄系统5。

[0020] 综合管廊2埋置在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下方，其形状为直角梯形，顶部有一定坡

度，方便通过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下渗的雨水导流进入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3。

[0021] 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3能够对人行路面坡降上流入的雨水和隔离带上收集

的雨水以及地下入渗的雨水进行管控，采用对称结构设计，包括路缘石31、第一过滤网32、

第一雨水篦子33、混凝土围挡34、第一植物槽35、土工布36、格构支撑37、第一储水槽38、第

一压力泵与喷淋系统39。路缘石31顶部可设置栏杆扶手，将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进行竖向

空间隔离。路缘石31选用直角梯形结构的预制混凝土块，顶端高程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

相平，其斜边预留两道缺口，并在缺口上下间隔设置两个套环。第一过滤网32用于过滤流入

雨水混杂的树叶及杂物，第一过滤网32采用316L不锈钢冲孔网，设置上下两层。第一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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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的边缘插入路缘石31预留的缺口中，采用T字形销钉插入套环中，对第一过滤网32进行固

定。

[0022] 人行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3需对道路进行向下开挖，开挖后采用混凝土围挡34

进行支护。混凝土围挡34之间设置第一雨水篦子33，对经过第一过滤网32的雨水进行导流，

并进入第一储水槽38中。为对周边土体吸纳的雨水进行疏导和吸收，混凝土围挡34下方设

置土工布36和格构支撑37，土工布36采用400g土工布，并按照编织方向交叉叠放两层，置于

格构支撑37外侧。为加速雨水入渗速度，土工布36和格构支撑37倾斜放置，利用土体自重压

力，方便雨水流入。格构支撑37下方为第一储水槽38，用于存储雨水。按照城市绿化要求，在

整个系统外侧间隔设置第一植物槽35，其大小按照林木的生长要求而定。第一植物槽35的

底部设有第一压力泵与喷淋系统39，第一压力泵与喷淋系统39与第一储水槽38相通，在第

一储水槽38的侧边开设有矩形孔，并在矩形孔处设置过滤丝网，进行过滤，设置第一压力泵

与喷淋系统39和相应净化设备与管道，通过计时器或者远程操纵设置，可以调用储水槽中

的雨水进行喷灌或者消防。

[0023] 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4主要针对非机动车道坡降进入的雨水进行调蓄储

存，并利用上覆植被和绿化对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机进行隔离。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

系统4采用对称结构，包括第二雨水篦子41、第二储水槽42、第二过滤网43、第二压力泵与喷

淋系统44。通过预先开挖，设置两侧的第二储水槽42，第二储水槽42顶部设置第二雨水篦子

41，视绿化带植物品种设置不同针织密度的过滤丝网覆盖在第二雨水篦子41上。根据绿化

间隔要求设置第二压力泵与喷淋系统44，在第二储水槽42内侧开口，砌筑围挡与绿化带底

部的通长储水槽连接，上方开口覆盖第二过滤网43，对进入的雨水进行再次过滤。第二压力

泵与喷淋系统44设置在通长储水槽之间，通过计时器或者远程操纵设置，可以调用储水槽

中的雨水进行喷灌或者消防。

[0024] 中央隔离带调蓄系统5是整个系统最大的调蓄结构，采用对称结构，包括步道栈桥

51、下沉式绿地52、第三雨水篦子53、第二植物槽54、第三储水槽55、第三压力泵与喷淋系统

56。利用下沉式绿地52和第三储水槽55对雨水进行储蓄调控。中央隔离带两侧开挖后设置

第三储水槽55，中间保留的土地进行平整和绿化，其顶端标高要低于机动车道的路面标高

0.5m左右，形成下沉式绿地52，绿地上方设置行人通过的步道栈桥51。第三储水槽55上方设

置斜向的第二植物槽54，第二植物槽54内侧为土工布，外侧为格构支撑，第二植物槽54土体

中的多余水分可以直接下渗进入下方的第三储水槽55。第三储水槽55和下沉式绿地52之间

设有第三雨水篦子53，第三雨水篦子53上布设有过滤丝网，对流入的雨水进行过滤。根据喷

淋系统的能力范围，按一定间距布置第三压力泵和喷淋系统56，对第二植物槽54和下沉式

绿地52中的植被进行喷淋。

[0025] 具体实施中，围挡及其他结构物的混凝土强度都视项目现场的工程条件而定，结

构部件在连接处可采用混凝土现浇的形式进行连接，储水槽的大小、深度以及中央隔离带

的宽度都视所在城市的最大降雨量而定，在绿化带上所种植的草皮、灌木、林木品种都视当

地的生态条件而定。

[0026] 具体实施步骤为：

[0027] 1、削整土地，预先将整条道路做成由两边向中间坡降的结构，坡降比控制在1％-

3％。调蓄系统的埋设方式也是由两边向中间进行布设。最先开挖两侧的综合管廊2和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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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绿化隔离带下渗系统3，将预制好的综合管廊管道放入开挖的通道中，覆土压实；放置第

一储水槽38，按照绿化要求在第一储水槽38上方设置第一植物槽35，根据第一植物槽35的

位置放置第一压力泵和喷淋系统39，然后拼搭土工布36和格构支撑37，为增强其抗压能力，

可在适当位置为格构支撑37设置横向连接支撑。放置混凝土围挡34和第一雨水篦子33，同

时可进行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的施工，路面施工完毕后放置梯形路缘石31，确保路缘石31

的顶端与人行透水沥青路面11平齐，最后插入第一过滤网32并固定。

[0028] 2、开挖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4，放置第二储水槽42，第二储水槽42可分节在

工厂预制好，中间的储水条和上方的植物槽都与第二储水槽42整浇在一起。第二储水槽42

预留好第二过滤网43所在过滤口的位置，根据植物槽中的植物布置，设置第二压力泵与喷

淋系统44，最后覆盖上第二雨水篦子41。非机动车道隔离带调蓄系统4施工完成后，可进行

非机动车道透水混凝土路面13施工，确保其路面高程与第二雨水篦子41相齐平。

[0029] 3、开挖中央隔离带调蓄系统5，放置两边的第三储水槽55，中间绿地部分进行削整

形成下沉式绿地52，与机动车道顶端高度保持0.5-0.8m的高差，第三储水槽55可提前分节

预制好，与上方的第二植物槽54整浇在一起，可视具体承载力要求设置竖向支撑。第三压力

泵及喷淋系统56视植物喷灌要求确定具体位置放置。在中间下沉式绿地52的上方设置步道

栈桥51。

[0030] 在实际暴雨天气来临时，雨水可以通过沥青和混凝土透水路面迅速下渗到道路下

方的土体中。滞留的雨水遵循道路坡降可以汇入各个调蓄系统中，经过各个系统的过滤丝

网和雨水篦子的过滤，可以得到城市灌溉消防用水，并储存到相应的储水槽中。当中间下沉

式绿地两边的储水槽储满时，可以对下沉式绿地进行漫盖，此时步道栈桥暂时封闭。当整个

调蓄系统超出储存能力时，通过联通城市管道可向湖泊、河道泄洪。当城市绿化需要灌溉

时，通过远程控制终端可以对沿路绿化进行喷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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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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