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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绵城市的道路结构，涉

及市政工程领域，解决现有可实现雨水回收的市

政道路结构复杂、成本高、不利于实施的问题。本

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

水的道路结构，包括人行道和绿化带，人行道的

一侧或两侧设置排水沟，人行道的路面结构包括

透水的面层，面层下侧依次设置过滤结构层和隔

水板，隔水板上设置排水槽，排水槽的出水口位

于排水沟，隔水板下侧设置为下垫层和基土层；

排水沟的顶部设置雨水篦子和过滤结构；排水沟

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地下蓄水池，排水沟与地下

蓄水池连通，地下蓄水池的顶部设置取水井道。

雨水过滤后流入排水沟，再流入地下蓄水池，最

后通过取水井道取用。本发明用于海绵城市人行

道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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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包括人行道(1)和绿化带(2)，人行道(1)的一

侧或两侧设置排水沟(3)，人行道(1)的路面结构包括顶部的面层(11)，面层(11)选用透水

材料，其特征在于：面层(11)下侧设置过滤结构层，过滤结构层的底部设置隔水板(15)，隔

水板(15)上设置排水槽，排水槽的出水口位于排水沟(3)的侧壁，隔水板(15)下侧设置下垫

层(16)，下垫层(16)下侧为基土层(4)；排水沟(3)的顶部设置雨水篦子(31)，雨水篦子(31)

的顶部设置过滤结构；排水沟(3)沿长度方向间隔设置地下蓄水池(5)，排水沟(3)通过排水

管与地下蓄水池(5)连通，排水管向地下蓄水池(5)倾斜布置，地下蓄水池(5)的顶部设置取

水井道(51)，取水井道(51)的顶部位于绿化带(2)并通过盖板(52)封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人行道(1)

的路面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面层(11)、砂垫层(12)、碎石垫层(13)、透水土工布(14)、隔水

板(15)、下垫层(16)和基土层(4)。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面层(11)为

双层结构的透水混凝土层，其中上层为C25细骨料透水混凝土，厚度为50～70mm，骨料粒径5

～6mm；下层为C25粗骨料透水混凝土，厚度为70～150mm，骨料粒径10～15mm；砂垫层(12)的

厚度为50mm，碎石垫层(13)的厚度为150mm，隔水板(15)的厚度为50mm，下垫层(16)为厚

200mm的C15细石现浇混凝土。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隔水板(15)

向排水沟(3)倾斜布置，隔水板(15)的上表面设置行列布置的凸起，凸起之间形成排水槽。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海绵城市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隔水板(15)向

排水沟(3)倾斜的坡度为2％，排水槽的宽度为3mm、深度为2mm，排水槽的出水口设置PVC排

水管，PVC排水管倾斜布置并贯穿排水沟(3)的侧壁。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排水沟(3)

顶部的过滤结构为：排水沟(3)顶部自上而下依次为卵石层或砾石层(33)、透水土工布层

(32)和雨水篦子(31)。

7.如权利要求1～6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其特征

在于：地下蓄水池(5)为成品水箱或现浇水箱，埋深不低于60cm，排水沟(3)间隔20m设置一

个地下蓄水池(5)。

8.如权利要求1～6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其特征

在于：取水井道(51)为钢管，钢管竖直布置，钢管的下端位于地下蓄水池(5)内部，钢管的上

端位于绿化带(2)。

9.如权利要求1～6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其特征

在于：绿化带(2)设置喷淋设施(6)，喷淋设施(6)包括喷头和水管网路，地下蓄水池(5)内设

置水泵(7)，水泵(7)的尺寸小于取水井道(51)的尺寸并悬吊于取水井道(51)内，水泵(7)的

泵送管与水管网路相连。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252115 A

2



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市政工程领域，具体是一种海绵城市中可回收、存储和利用雨水的道

路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海绵城市理念在“2012低碳城市与区域发展科技论坛”中首次提出以来，得到了蓬

勃的发展。传统城市建设中，道路硬化不透水，道路、建筑的排水主要依赖管沟及泵站等设

施实现。一旦出现暴雨，城市道路短时间内容易形成积水，甚至内涝现象。尤其是在地势较

底区域，内涝问题已经成为影响道路交通，甚至影响人们生活出行的重要问题。

[0003] 将雨水引入地下进行存储，再作为市政绿化用水，不仅可节约水资源，而且能调节

暴雨期间的径流量。例如，公告号为CN  209873995  U的专利公开了一种海绵城市建设用的

道路雨水回收装置，包括绿化区、道路本体和底座，道路本体下表面焊接有净水箱，净水箱

内部嵌入固定有微滤膜，净水箱内部位于微滤膜的下方嵌入固定有吸附层，且净水箱内部

位于吸附层的下方嵌入固定有超滤膜，净水箱一侧外端面焊接有进水管，进水管一侧外端

面焊接有蓄水箱，且进水管与蓄水箱连通。该装置可实现雨水的回收利用，但是结构复杂，

而且需要微滤膜、超滤膜等耗材，使用成本高，市政道路设计时完全不会采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收集并利用雨水的市政道路结构，解决现有可实现雨水回收的

市政道路结构复杂、成本高、不利于实施的问题。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

构，包括人行道和绿化带，人行道的一侧或两侧设置排水沟，人行道的路面结构包括顶部的

面层，面层选用透水材料，面层下侧设置过滤结构层，过滤结构层的底部设置隔水板，隔水

板上设置排水槽，排水槽的出水口位于排水沟的侧壁，隔水板下侧设置下垫层，下垫层下侧

为基土层；排水沟的顶部设置雨水篦子，雨水篦子的顶部设置过滤结构；排水沟沿长度方向

间隔设置地下蓄水池，排水沟通过排水管与地下蓄水池连通，排水管向地下蓄水池倾斜布

置，地下蓄水池的顶部设置取水井道，取水井道的顶部位于绿化带并通过盖板封闭。

[0006] 具体的：人行道的路面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面层、砂垫层、碎石垫层、透水土工布、

隔水板、下垫层和基土层。

[0007] 进一步的是：面层为双层结构的透水混凝土层，其中上层为C25细骨料透水混凝

土，厚度为50～70mm，骨料粒径5～6mm；下层为C25粗骨料透水混凝土，厚度为70～150mm，骨

料粒径10～15mm；砂垫层的厚度为50mm，碎石垫层的厚度为150mm，隔水板的厚度为50mm，下

垫层为厚200mm的C15细石现浇混凝土。

[0008] 进一步的是：隔水板向排水沟倾斜布置，隔水板的上表面设置行列布置的凸起，凸

起之间形成排水槽。

[0009] 具体的：隔水板向排水沟倾斜的坡度为2％，排水槽的宽度为3mm、深度为2mm，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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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的出水口设置PVC排水管，PVC排水管倾斜布置并贯穿排水沟的侧壁。

[0010] 具体的：排水沟顶部的过滤结构为：排水沟顶部自上而下依次为卵石层或砾石层、

透水土工布层和雨水篦子。

[0011] 具体的：地下蓄水池为成品水箱或现浇水箱，埋深不低于60cm，排水沟间隔20m设

置一个地下蓄水池。

[0012] 具体的：取水井道为钢管，钢管竖直布置，钢管的下端位于地下蓄水池内部，钢管

的上端位于绿化带。

[0013] 进一步的是：绿化带设置喷淋设施，喷淋设施包括喷头和水管网路，地下蓄水池内

设置水泵，水泵的尺寸小于取水井道的尺寸并悬吊于取水井道内，水泵的泵送管与水管网

路相连。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人行道路表面的雨水经过面层直接下渗，在经过过滤结构

层的过滤作用后，得到较为清澈的雨水，雨水在隔水板的阻隔、引流作用下流入排水沟。排

水沟上部的雨水经过过滤结构后，得到较为清澈的雨水，雨水经雨水篦子流入排水沟。排水

沟中过滤后的雨水流入地下蓄水池进行存储，并通过取水井道进行利用。具体来看，本发明

具有以下优点，第一、可以使人行道路表面的雨水有效集中收集至地下蓄水池，地下蓄水池

蓄满后，排水沟还可以通过径流方式排水，避免出现路面积水问题。第二、人行道的路面结

构设置过滤结构层，同时在排水沟的顶部设置雨水篦子和过滤结构，确保进入排水沟的雨

水的洁净度，利于后期通过水泵抽出作为绿化用水，从而缓解市政景观供水压力。

[0015] 人行道的路面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面层、砂垫层、碎石垫层、透水土工布、隔水板、

下垫层和基土层，整个路面结构便于施工，造价低。地下蓄水池为成品水箱或现浇水箱，保

证地下蓄水池的密闭性，避免渗漏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实施例的示意图。

[0017] 图2是图1中A区域的放大图。

[0018] 图3是图1中雨水篦子的平面示意图。

[0019] 图4是图1中隔水板的平面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人行道1、面层11、砂垫层12、碎石垫层13、透水土工布14、隔水板15、下

垫层16、绿化带2、排水沟3、雨水篦子31、透水土工布层32、卵石层或砾石层33、基土层4、地

下蓄水池5、取水井道51、盖板52、喷淋设施6、水泵7。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2] 本发明海绵城市可回收利用雨水的道路结构，包括人行道和绿化带，人行道的一

侧或两侧设置排水沟，排水沟的另一侧设置绿化带。例如，如图1所示，人行道1的两侧分别

设置排水沟3，排水沟3远离人行道1的一侧为绿化带2。

[0023] 人行道1的路面结构包括顶部的面层11，面层11选用透水材料，实现雨水的下渗，

保持路面不积水，并能有效过滤路面雨水中的树叶、垃圾、体积较大颗粒等进入道路结构

层。例如，面层11为双层结构的透水混凝土层，其中上层为C25细骨料透水混凝土，厚度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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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mm，骨料粒径5～6mm；下层为C25粗骨料透水混凝土，厚度为70～150mm，骨料粒径10～

15mm。面层11下侧为过滤结构层，过滤结构层用于对雨水进行过滤，同时承载上部的面层

11。例如，过滤结构层自上而下依次为砂垫层12、碎石垫层13和透水土工布14。砂垫层12和

碎石垫层13的层厚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设置，例如砂垫层12的厚度为50mm，碎石垫层13的厚

度为150mm。砂垫层12和碎石垫层13可有效过滤雨水中的颗粒物。透水土工布14进一步对雨

水进行过滤，得到较为清澈的过滤水。为了保证透水土工布14的过滤效果，透水土工布14的

单层厚度为3mm或更厚，同时还需具备优良的抗拉、抗撕裂性能，透水土工布14可选用单层

或双层结构。

[0024] 透水土工布14的底部设置隔水板15，隔水板15选用不透水或不易透水的材质，用

于隔离、引流过滤后的雨水，隔水板15最好选用工厂制造的成品。隔水板15可水平布置，更

好的方案是隔水板15向排水沟3倾斜布置，例如隔水板15向排水沟3倾斜的坡度为2％。为了

提高隔水板15的排水效果，隔水板15上设置排水槽，排水槽的出水口位于排水沟3的侧壁，

以将过滤后的雨水引入排水沟3内。例如，参见图1和图4，隔水板15的上表面设置行列布置

的凸起，凸起之间形成排水槽，排水槽呈连续的田字格结构。具体的，隔水板15的板厚50mm，

排水槽的宽度为3mm、深度为2mm。为了避免隔水板15和排水沟3之间出现渗漏，排水槽的出

水口设置PVC排水管，PVC排水管倾斜布置并贯穿排水沟3的侧壁。

[0025] 隔水板15下侧设置下垫层16，下垫层16下侧为基土层4。下垫层16用于放置隔水板

15，因此需要现场浇筑。例如，下垫层16为下垫层16为厚200mm的C15细石现浇混凝土，施工

时需进行振捣、压实、找坡，同时与隔水板15良好连接，下垫层16和隔水板15之间可抹砂浆

敷设。下垫层16和隔水板15之间需夯实平整，使隔水板15能承受上部荷载。

[0026] 排水沟3设置于人行道的一侧或两侧，用于直接收集过滤后的雨水。排水沟3的顶

部可设置连续的雨水篦子31，或者间隔设置雨水篦子31，雨水篦子31的顶部还设置过滤结

构，用于阻隔树叶、垃圾等杂物进入排水沟3，使雨水经过过滤才能从排水沟3顶部流入排水

沟3内。排水沟3最好现浇，在夯实素土层后，施工完砂垫层12和碎石垫层13后，现浇防水混

凝土浇筑形成排水沟3。

[0027] 雨水篦子31顶部过滤结构能过滤雨水中的杂质即可，例如过滤结构；排水沟3顶部

自上而下依次为卵石层或砾石层33、透水土工布层32和雨水篦子31。卵石层或砾石层33用

于透水并隔绝杂物进入排水沟，透水土工布层32可以防止碎石落入排水沟3，还能起到过滤

雨水的作用。透水土工布层32可为单层或者双层的透水土工布。排水沟3沿长度方向间隔设

置地下蓄水池5，排水沟3通过排水管与地下蓄水池5连通，排水管向地下蓄水池5倾斜布置。

地下蓄水池5设置于较排水沟3更低的位置，以便于过滤后的雨水通过排水管自流流入地下

蓄水池5。排水管位于排水沟3的一端还可以设置滤网。地下蓄水池5为成品水箱或现浇水

箱，埋深不低于60cm，排水沟3间隔20m设置一个地下蓄水池5。地下蓄水池5的顶部设置取水

井道51，取水井道51为取用地下蓄水池5内的雨水的通道。取水井道51的下端穿过地下蓄水

池5的顶板，上端位于绿化带2并通过盖板52封闭，取用时打开盖板52即可。盖板52上最好设

置撬棍预留孔，便于打开。取水井道51可预埋于基土层4内，可为混凝土结构或其他耐侵蚀

的材质，例如为不锈钢钢管。取水井道51内可放入水泵7，以将地下蓄水池5内的雨水抽出使

用。取水井道51的尺寸不宜太大，以能放下水泵7即可。取水井道51的横截面最好为圆形，且

竖直放置，便于下放和悬挂水泵7。绿化带2设置喷淋设施6，喷淋设施6包括喷头和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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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水管网路连接多个喷头，地下蓄水池5内设置水泵7，水泵7的尺寸小于取水井道51的尺

寸并悬吊于取水井道51内，水泵7的泵送管与水管网路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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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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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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