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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及其蓄

水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海绵城市建设雨水有效利用技

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

装置及其蓄水方法。本发明充分运用城市道路绿

化带或城市绿地进行海绵蓄水，通过集水漏斗、

立管、水平支管和水平主管及外面包裹的土工

布，形成一个雨水通道系统，该系统通过花管的

小孔及土工布的通透性，达到收集雨水、增强雨

水通透性和流动性的目的，使雨水通过雨水收集

系统,快速渗透都土壤中,从而促进海绵城市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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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集水漏斗、立管、土工布、变

径直角弯头、三通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集水漏斗沿绿化带长度方向设置，每1.5m设置

一个,集水漏斗紧贴挡土侧石内侧，所述的集水漏斗内底部设置土工布，土工布紧贴集水漏

斗的内壁，所述的集水漏斗的土工布的上部填充级配碎石，所述的级配碎石上部覆盖土工

布，所述的土工布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与集水漏斗扎捆牢固，所述的集水漏斗下方连接立

管，所述的立管外包裹土工布，所述的立管下端与水平支管相连，所述的水平支管外表面用

土工布包裹，所述的立管和水平支管通过直角弯头涂抹水性胶进行粘结，所述的土工布用

快速塑料捆绑扎带与水平支管捆扎牢固，水平支管的另一端和水平主管通过变径三通接头

相连接,接头用水性胶粘结牢固,绿化带端部的水平支管通过变径直角弯头和水平主管连

接,所述的水平支管和水平主管铺设在粉煤灰矿渣粉的上面，所述的粉煤灰矿渣粉要用人

工进行找平，雨水收集系统铺设完毕后用种植素土回填，回填后进行灌木等绿化植物的种

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立管为Φ

50mm的PVC花管，所述的集水漏斗和立管通过PVC管箍进行连接，接头处涂抹水性胶进行粘

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其特征在于，土工布包裹立管

后将土工布叠压1.5cm左右，所述的土工布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所述的塑料捆绑

扎带扎捆间距为5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平支管

为Φ50mm的PVC花管，土工布包裹水平支管外表面后将土工布叠压1.5cm左右。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平主管

为Φ75mm的PVC花管,所述水平主管用土工布包裹并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捆扎牢固，绑扎间

距为50c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其特征在于，粉煤灰矿渣粉可

用渗透性能良好的沙土替代。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的蓄水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方面的步骤：

(1)、道路基础部分施工完毕在进行面层施工前，在预留的绿化带部位，测量人员按照

设计尺寸要求放线，然后用挖掘机下挖80cm深，开挖深度满足要求后人工配合机械找平；根

据设计绿化带位置及尺寸，对绿化带挡土侧石位置进行测量放样，标出绿化带的轮廓线，直

线部分每10m、曲线部分和绿化带的端头部位进行适当的加密，保证挡土侧石安装完毕后外

观轮廓线平直、圆顺；安装侧石时，先用3cm厚1:3水泥砂浆找平，再按照设计标高安装挡土

侧石，挡土侧石要安正，无凹进凸出、前后高低错牙现象；

(2)、进行粉煤灰矿渣土或透水性良好的沙土回填，回填时分层回填，分层厚度20cm左

右，回填的过程中可进行适当的压实，用于防止后期因雨水的渗透引起绿化带土层过大的

沉降，回填形成透水蓄水层区Ⅱ，透水蓄水层区Ⅱ的层厚度为50cm左右，厚度满足要求后，

用人工配合机械找平；

(3)、透水蓄水层Ⅱ找平后，开始进行PVC花管的安装，先进行水平主管的铺设，水平主

管沿绿化带的长度方向进行，水平主管一般设置两道,水平主管10的间距为绿化带宽度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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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绿化带宽度超过5m时,可以适当增加水平主管的排数,水平主管为直径Φ75mm的

PVC花管，水平主管用匹配的PVC管箍进行连接，用亲水性胶粘结牢固，水平主管外壁用土工

布包裹，包裹后的土工布叠压1.5cm左右,然后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绑扎间距为

50cm，水平主管沿长度方向,每间隔1.5m设置一个变径三通接头,三通接头的另一端和水平

支管相连；

(4)、水平主管铺设到位后，开始进行水平支管和立管的铺设安装，水平支管的一端通

过变径三通接头与水平主管相连，对于绿化带端头的位置，水平支管通过变径直角弯头和

水平主管相连；水平支管的另一端通过直角弯头和立管相连，水平支管与立管的连接部位

用水性胶粘结牢固，水平支管和立管外面用土工布包裹，包裹后的土工布叠压1.5cm左右，

然后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

(5)、进行集水漏斗的安装，集水漏斗为圆台状，集水漏斗底部直段和立管的上端通过

管箍相连，用水性胶粘结牢固，集水漏斗内衬土工布后填充级配碎石，然后集水漏斗上部用

土工布包裹，土工布包裹于级配碎石上部，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集水漏斗的顶部

低于挡土侧石顶端约8cm；

(6)、集水漏斗安装完毕后进行绿化植土回填，回填时进行分层回填，回填到位后，进行

绿化灌木的种植，绿化灌木一般以低矮的红叶石楠等四季青低矮灌木，绿化灌木周围培土

用人工踩实，在填土种植的过程中要注意对雨水收集系统的保护，防止被损坏，绿化灌木种

植完毕后，绿化植土顶部低于挡土侧石顶部距离为5cm，在挡土侧石位置，沿长度方向预留

截水沟，以便下雨时，来不及渗透的雨水汇集到截水沟后通过集水漏斗后进入雨水渗透系

统。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的蓄水方法，其特征在于，透水

蓄水层区Ⅱ由透水蓄水层构成，透水蓄水层用粉煤灰矿渣粉,也可用渗透性能良好的沙土，

透水蓄水层区Ⅱ上部设置种植土层区Ⅰ，透水蓄水层区Ⅱ下部设置原状土层区Ⅲ；原状土层

区Ⅲ由原状土层构成。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的蓄水方法，其特征在于，集水

漏斗的上部直径为100mm，集水漏斗的下部直径为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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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及其蓄水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绵城市建设雨水有效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城市道路绿化带

海绵蓄水装置及其蓄水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及部分乡镇道路建设中，道路绿化带被广泛的应用，起到了

消除视觉疲劳、净化环境、美化城市、减弱噪声、吸收有害气体，释放氧气、减少交通事故等

作用，在城市及公路建设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现有道路绿化带建设中，一般有

抬升式和下沉式两种绿化方式，相对来说，抬升式绿化带对车辆行进中的安全作用效果更

好，传统的绿化带施工方法是在道路施工过程中，绿化带部分预留出来，等道路完工后再在

绿化带部位周围用混凝土预制件作为挡土侧石，安装到位后,回填植物素土，种植灌木进行

绿化，一般以低矮灌木为主，过程的养护一般靠定期洒水或天然雨水。这种方法种植灌木,

由于绿化带灌木比较密集,人工表层松土难度大,很少进行松土作业,在长时间的自然状态

下,表层土呈板结状态,下雨时,雨水顺着表层流失掉,很难渗透到土壤植物根系中,或水的

渗透率很小,不利于植株的生长,另外，由于城市大面积地面硬化，雨水无法渗透到地面下，

地下水无法得到有效补充，导则地下水位下降，不利于城市的生态发展，怎样采用一种办

法,在道路绿化带或城市绿地中设置一种能在有雨水时，将部分雨水进行有效收集,加大雨

水的渗透量,对雨水具有一定的集蓄功能,起到蓄水节水功能促进雨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

生态环境保护,保证绿化带灌木根系快速从土壤中吸收水分,促进植株生长,使之成为海绵

城市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于北方缺水少雨地区,怎样解决道路绿化带在有雨水的时候,增加

雨水渗透能力,达到渗蓄结合的目的,是市政绿化工程技术人员急需解决的难题。

[0003] 现有的城市道路绿化带只是在道路路面施工前，将预留出来的绿化带部位，用预

制混凝土块作挡土侧石，然后回填土,平整后种植低矮灌木、植草皮或其它绿化植物，然后

洒水养护，等成活后再不定期进行浇水养护。这种方法在雨季下雨时,大量雨水顺着土表流

失,不利于雨水的收集。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及其蓄

水方法。发明一种新型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或城市绿地海绵蓄水方法，提高雨水渗透率，增加

绿化带或城市绿地海绵蓄水的能力，以达到充分收集雨水，有效利用雨水的目的。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

置，包括:集水漏斗、立管、土工布、直角弯头、三通接头，所述的集水漏斗沿绿化带长度方向

设置，每间隔1.5m一个,集水漏斗紧贴挡土侧石内侧，所述的集水漏斗内底部衬土工布，土

工布紧贴集水漏斗的内壁，所述的集水漏斗的内衬土工布的上部填充级配碎石，所述的级

配碎石上部包裹土工布，所述的土工布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与集水漏斗扎捆牢固，所述的

集水漏斗下方连接立管，所述的立管外包裹土工布，所述的立管下端与水平支管相连，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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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支管外表面用土工布包裹，所述的立管和水平支管通过直角弯头涂抹亲水胶进行粘

结，所述的土工布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捆扎牢固，水平支管的另一端和水平主管通过变径

三通接头相连接,接头用水性胶粘结牢固,绿化带端部的水平支管通过变径直角弯头和水

平主管连接,所述的水平支管和水平主管铺设在粉煤灰矿渣粉的上面，所述的粉煤灰矿渣

粉要用人工进行找平，雨水收集系统铺设完毕后用种植素土回填，回填后进行灌木等绿化

植物的种植。

[0006] 优选的所述的立管为直径为Φ50mm的PVC花管，所述的集水漏斗和立管通过匹配

的PVC管箍进行连接，接头处涂抹水性胶进行粘结。

[0007] 优选的土工布包裹立管后将土工布叠压1.5cm左右，所述的土工布用快速塑料捆

绑扎带扎捆牢固，所述的塑料捆绑扎带扎捆间距为50cm。

[0008] 优选的所述的水平支管为Φ50mm的PVC花管，土工布包裹水平支管外表面后将土

工布叠加1.5cm左右，

[0009] 优选的所述的水平主管为Φ75mm的PVC花管,所述水平主管用土工布包裹并用快

速塑料捆绑扎带与水平主管捆扎牢固，绑扎间距为50cm。

[0010] 优选的粉煤灰矿渣粉可用渗透性能良好的沙土替代。

[0011] 一种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的蓄水方法，包括以下方面的步骤：

[0012] (1)、道路基础施工完毕在进行面层施工前，在预留的绿化带部位，测量人员按照

设计尺寸要求放线，然后用挖掘机下挖80cm深，开挖深度满足要求后人工配合机械找平；根

据设计绿化带位置及尺寸，对绿化带挡土侧石位置进行测量放样，标出绿化带的轮廓线，直

线部分每10m、曲线部分和绿化带的端头部位进行适当的放样点加密，保证挡土侧石安装完

毕后外观轮廓线平直、圆顺；安装侧石时，先用3cm厚1:3水泥砂浆找平，再按照设计标高安

装挡土侧石，挡土侧石要安正，无凹进凸出、前后高低错牙现象；

[0013] (2)、进行粉煤灰矿渣土或透水性良好的沙土回填，回填时分层回填，分层厚度

20cm左右，回填的过程中可进行适当的压实，用于防止后期因雨水的渗透引起绿化带土层

过大的沉降，回填形成透水蓄水层区Ⅱ，透水蓄水层区Ⅱ的层厚度为50cm左右，厚度满足要

求后，用人工配合机械找平；

[0014] (3)、透水蓄水层Ⅱ找平后，开始进行PVC花管的安装，先进行水平主管的铺设，水

平主管沿绿化带的长度方向进行，水平主管一般设置两道,水平主管10的间距为绿化带宽

度L的三分之一,绿化带宽度超过5m时,可适当增加水平主管的排数,水平主管为直径Φ

75mm的PVC花管，水平主管用匹配的PVC管箍进行连接，用亲水性胶粘结牢固，水平主管外壁

用土工布包裹，包裹后的土工布叠压1.5cm左右,然后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绑扎

间距为50cm，水平主管沿长度方向,每间隔1.5m设置一个变径三通接头,三通接头的另一端

和水平支管相连；

[0015] (4)、水平主管铺设到位后，开始进行水平支管和立管的铺设安装，水平支管的一

端通过变径三通接头与水平主管相连，对于绿化带端头的位置，水平支管通过变径直角弯

头直接和水平主管相连；水平支管的另一端通过直角弯头和立管相连，水平支管与立管的

连接部位用水性胶粘结牢固，水平支管和立管外面用土工布包裹，包裹后的土工布叠压

1.5cm左右，然后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

[0016] (5)、进行集水漏斗的安装，集水漏斗为圆台状，集水漏斗底部直段和立管的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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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箍相连，用水性胶粘结牢固，集水漏斗的内部设置土工布后填充级配碎石，集水漏斗

上部用土工布包裹，土工布包裹于级配碎石上部，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集水漏斗

的顶部低于挡土侧石顶端约8cm；

[0017] (6)、集水漏斗安装完毕后进行绿化植土的回填，回填时进行分层回填，回填到位

后，进行绿化灌木的种植，绿化灌木一般以低矮的红叶石楠等四季青低矮灌木，绿化灌木周

围培土用人工踩实，在填土种植的过程中要注意对雨水收集系统的保护，防止被损坏，绿化

灌木种植完毕后，绿化植土顶部低于挡土侧石顶部5cm，在挡土侧石内侧周边位置处，设置

截水沟，以便下雨时，来不及渗透的雨水汇集到截水沟后通过集水漏斗后进入雨水渗透系

统。

[0018] 优选的所述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的蓄水方法，透水蓄水层区Ⅱ由透水

蓄水层构成，透水蓄水层用粉煤灰矿渣粉,也可用渗透性能良好的沙土，透水蓄水层区Ⅱ上

部设置种植土层区Ⅰ，透水蓄水层区Ⅱ下部设置原状土层区Ⅲ；原状土层区Ⅲ由原状土层构

成。

[0019] 优选的所述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的蓄水方法，集水漏斗的上部直径为

100mm，集水漏斗的下部直径为50mm。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采用本发明的装置及蓄水方法便于雨水收

集、加大雨水的渗透率，使雨水在短时间内快速渗透至绿化植物的根部，增大在土壤中的渗

透量，这种方法既能保证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又能对周围地下水进行有效的补充，促进

城市生态可持续性发展；

[0021] 本发明的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方法流程简单、实用，安装灵活，便于施工人员

掌握和操作，具有以下效果：

[0022] (1)、通过雨水收集系统的漏斗，能将来不及渗透到土壤中的雨水进行收集，通过

系统渗透到蓄水层进行雨水的积蓄，该系统立体和平面相结合，有利于雨水的渗透。

[0023] (2)、系统中采用PVC花管，花管外包裹土工布，这样在进行雨水收集过程中，泥土

不会进入到花管内，避免对花管造成堵塞。

[0024] (3)、该施工方法装置结构合理，安装灵活，工艺简单，制作成本低，施工时易于被

工人接受，可以确保工程质量，并能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

[0025] (4)、蓄水层采用粉煤灰矿渣粉或沙土，在种植层根部形成蓄水层，一方面有利于

雨水的积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蓄水层将雨水渗透到土壤中，对城市地下水进行有效补充。

[0026] (5)、逐渐建成一个绿色生态的水循环系统，解决当前城市的内涝，水污染，硬化路

面等城市问题。

附图说明

[0027]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28] 图1是本发明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图1中A-A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图1中B-B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发明中集水漏斗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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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实施例仅用来说明本发明，并不限

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3] 请参阅图1-4所示的一种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装置，它包括:集水漏斗3、立管

5、土工布31、内衬土工布33、直角弯头6、三通接头91，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集水漏斗3沿绿化

带长度方向每1.5m设置一个，集水漏斗3紧贴挡土侧石4内侧，所述的集水漏斗3内底部设置

土工布33，内衬土工布33紧贴集水漏斗3的内壁，所述的集水漏斗3的内衬土工布33的上部

填充级配碎石32，所述的级配碎石32上部包裹土工布31，所述的土工布31用快速塑料捆绑

扎带与集水漏斗扎捆牢固，所述的集水漏斗3下方连接立管5，所述的立管5为直径为Φ50mm

的PVC花管，所述的集水漏斗3和立管5通过PVC管箍进行连接，接头处涂抹水性胶进行粘结，

所述的立管5外包裹土工布，所述的土工布包裹立管5后将土工布叠压1.5cm左右，所述的土

工布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所述的塑料捆绑扎带扎捆间距为50cm，所述的立管5下

端与水平支管9相连，所述的立管5和水平支管9通过直角弯头6涂抹亲水胶进行粘结，所述

的水平支管9为Φ50mm的PVC花管，所述的水平支管9外表面用土工布包裹，所述的土工布叠

加1.5cm左右，所述的土工布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与水平支管9捆扎牢固，水平支管9的另一

端和水平主管10通过变径三通接头91相连接,接头用水性胶粘结牢固,绿化带端部的水平

支管9通过变径直角弯头6和水平主管10连接,所述的水平主管10为Φ75mm的PVC花管,所述

水平主管10用土工布包裹,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与水平主管捆扎牢固，绑扎间距为50cm；所

述的水平支管9和水平主管10铺设在50cm厚的粉煤灰矿渣粉的上面，所述的粉煤灰矿渣粉

要用人工进行找平，粉煤灰矿渣粉可用渗透性能良好的沙土替代；雨水收集系统铺设完毕

后用种植素土回填，回填后进行灌木等绿化植物的种植。

[0034] 一种城市道路绿化带海绵蓄水方法，包括以下方面的步骤：

[0035] (1)、道路基础施工完毕在进行面层施工前，在预留的绿化带部位，测量人员按照

设计尺寸要求放线，然后用挖掘机下挖80cm深，开挖深度满足要求后人工配合机械找平；根

据设计绿化带位置及尺寸，对绿化带挡土侧石位置进行测量放样，标出绿化带的轮廓线，直

线部分每10m、曲线部分和绿化带的端头部位进行适当的加密，保证挡土侧石安装完毕后外

观轮廓线平直、圆顺；安装侧石时，先用3cm厚1:3水泥砂浆找平，再按照设计标高安装挡土

侧石4，挡土侧石4要安正，无凹进凸出、前后高低错牙现象，确保挡土侧石顶端保持圆滑、平

顺，美观；

[0036] (2)、进行粉煤灰矿渣土或透水性后良好的沙土回填，回填时分层回填，分层厚度

20cm左右，回填的过程中可进行适当的压实，用于防止后期因雨水的渗透引起绿化带土层

过大的沉降，回填形成透水蓄水层区Ⅱ，透水蓄水层区Ⅱ的层厚度为50cm左右，厚度满足要

求后，用人工配合机械找平；透水蓄水层区Ⅱ由透水蓄水层7构成，透水蓄水层7优选用粉煤

灰矿渣粉,也可用渗透性能良好的沙土，透水蓄水层区Ⅱ上部设置种植土层区Ⅰ，透水蓄水

层区Ⅱ下部设置原状土层区Ⅲ；原状土层区Ⅲ由原状土层8构成，

[0037] (3)、透水蓄水层Ⅱ找平后，开始进行PVC花管的安装，先进行水平主管10的铺设，

水平主管10沿绿化带的长度方向进行，水平主管10一般设置两道,水平主管10的间距为绿

化带宽度L的三分之一,设置两排,绿化带宽度超过5m时,可以适当增加水平主管10的排数,

水平主管10为直径Φ50mm的PVC花管，水平主管10用匹配的PVC管箍进行连接，用亲水性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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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结牢固，水平主管10外壁用土工布包裹，包裹后的土工布叠压1.5cm左右,然后用快速塑

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绑扎间距为50cm，水平主管10沿长度方向,每间隔1.5m设置一个变径

三通接头91,三通接头91的另一端和水平支管9相连。

[0038] (4)、水平主管10铺设到位后，开始进行水平支管9和立管5的铺设安装，水平支管9

的一端通过变径三通接头91与水平主管10相连，对于绿化带端头的位置，水平支管9通过变

径直角弯头6直接和水平主管10相连；水平支管9的另一端通过直角弯头6和立管5相连，水

平支管9与立管5的连接部位用水性胶粘结牢固，水平支管9和立管5外面用土工布包裹，包

裹后的土工布叠压1.5cm左右，然后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

[0039] (5)、进行集水漏斗3的安装，集水漏斗3为圆台状，集水漏斗3的上部直径为100mm，

集水漏斗3的下部直径为50mm，集水漏斗3底部直段和立管5的上端通过管箍相连，用水性胶

粘结牢固，集水漏斗3的内壁设置土工布33后填充级配碎石32，然后集水漏斗3上部用土工

布包裹，土工布包裹于级配碎石32上部，用快速塑料捆绑扎带扎捆牢固，集水漏斗3的顶部

低于挡土侧石4顶端约8cm；

[0040] (6)、集水漏斗3安装完毕后进行绿化植土1的回填，回填时进行分层回填，回填到

位后，进行绿化灌木2的种植，绿化灌木2一般以低矮的红叶石楠等四季青低矮灌木，绿化灌

木2周围培土用人工踩实，在填土种植的过程中要注意对雨水收集系统的保护，防止被损

坏，绿化灌木2种植完毕后，绿化植土1顶部低于挡土侧石4的顶端距离为5cm，在挡土侧石4

的位置处，沿长度方向预留截水沟，以便下雨时，来不及渗透的雨水汇集到截水沟后通过集

水漏斗3后进入雨水渗透系统。本发明的蓄水方法包括集水漏斗3，集水漏斗3用于雨水收

集，花管和透水蓄水层Ⅱ，花管为PVC材质，花管之间的连接通过PVC直角接头、三通接头进

行连接，用亲水性胶粘合牢固，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蓄水层达到渗透、蓄水的效果。本发明充

分运用城市道路绿化带或城市绿地进行海绵蓄水，通过集水漏斗3、立管5、水平支管9和水

平主管10及外面包裹的土工布，形成一个雨水通道系统，该系统通过花管的小孔及土工布

的通透性，达到收集雨水、增强雨水通透性和流动性的目的，从而促进海绵城市发展。现有

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操作工艺流程简单，施工方法易于

被施工人员接受；2、投入的资源少，PVC管埋置地下，增加了其使用寿命；3、下雨时，当雨水

来不及渗透进土壤中，通过集水漏斗进入蓄水层，减少地表径流，缓解城市内涝，补充地下

水；4、养成一种低影响开发的思维模式，转变观念，从每一点做到生态绿色；5、维护的成本

低，每年只需在雨季时，用人工将漏斗表面聚集的浮渣或树叶进行清理，保证雨水能顺利进

入雨水收集系统。

[004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它形式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

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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