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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

改造系统，包括：雨水花园和位于其下游的多级

湿地；雨水花园包括：基坑和排水系统；基坑采用

素土夯实；排水系统置于基坑内，用以对雨水进

行收集和外排；排水系统的上游侧由下至上依次

有砾石层、豆砾石层、粗砂层、介质土层和第一覆

土层；排水系统的下游侧填充有第二覆土层；多

级湿地与排水系统的出水口连通，以对排出的水

进行过滤和净化。本发明，通过上游雨水花园，减

少了雨水外排，对周边管网、构筑物及水体进行

了保护，减少了对水资源的浪费；通过雨水花园

和多级湿地对雨水的多级过滤和净化，削减了可

面源污染，降低了河道的自净压力；提高了水资

源利用率的同时，也对边坡起到了一定的美观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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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雨水花园和位于其下游的

多级湿地；其中，

所述雨水花园包括：基坑和排水系统；其中，所述基坑采用素土夯实；所述排水系统设

置于所述基坑内，用以对雨水进行收集和外排；所述排水系统的上游侧自下而上依次填充

有砾石层、豆砾石层、粗砂层、介质土层和第一覆土层；所述排水系统的下游侧填充有第二

覆土层；

所述多级湿地与所述排水系统的出水口连通，用以对所述排水系统排出的水进行过滤

和净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系统

包括：雨水井和排水管；其中，

所述雨水井的底部铺设有混凝土垫层，所述排水管铺设于所述混凝土垫层上方且所述

排水管向下游侧延伸，所述排水系统的下游侧填充有第二覆土层，该第二覆土层位于所述

排水管上方的区域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覆土

层的厚度大于等于600m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井顶

部设置有雨水溢流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砾石层的

厚度为260-310mm、砾石的粒径为20-35mm；豆砾石层的厚度为40-60mm、豆砾石的粒径为5-

10mm；所述粗砂层的厚度为40-60mm。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多级湿地包括：由上游至下游依次串连的多级湿地单元；其中，

相邻两个所述湿地单元之间通过隔挡墙隔开；每个所述湿地单元中由上到下依次分布

有绿植和不同粒径的碎石层。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湿地

单元末端的所述隔挡墙的上均开设有溢流口，任意相邻的两个所述溢流口相互交错设置，

最后一级所述湿地单元上的溢流口接入改造后的河道边坡。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其特征在于，靠近所述排水

系统出水口的所述湿地单元顶层处散铺有砾石层，用以减少水份的冲刷力。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地单元

中自底部至顶部设置有三层碎石层，底部碎石层中的碎石粒径为25-35mm，中部碎石层的碎

石粒径为15-25mm，顶部碎石层的碎石粒径为10-15mm。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级湿

地由三级湿地单元串连而成，第一级所述湿地单元和第二级所述湿地单元位于上游，且二

者相齐平；位于下游的第三级所述湿地单元的深度大于所述前两级湿地单元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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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市政建设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对城市基础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及水环境治理等项目的重视，越来越多

的城市将水环境治理作为头等大事。我国城市化进程迅猛的发展，致使地表自然渗透率不

断的降低，绝大部分城市降雨只能通过地面径流排出，导致城市地面径流量不断增大。降雨

对空气污染物的溶解，导致雨水中携带了大量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城市造成了严重的

面源污染，致使城市水环境的不断恶化，加之随着城市化不断提高，人口不断增加，居民对

水源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导致城市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

[0003] 现有技术中的海绵城市小区雨水收集净化调蓄生态利用系统仅仅只针对排水进

行了改进，没有一定的美观性，而且成本较高，对水资源没有充分的利用，对河道海绵治理

更没有质的改变。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此，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旨在充分利用水资

源并对其进行净化，以降低河道自净压力的同时达到一定的景观效果。

[0005] 一个方面，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包括：雨水花园和

位于其下游的多级湿地；其中，所述雨水花园包括：基坑和排水系统；其中，所述基坑采用素

土夯实；所述排水系统设置于所述基坑内，用以对雨水进行收集和外排；所述排水系统的上

游侧自下而上依次填充有砾石层、豆砾石层、粗砂层、介质土层和第一覆土层；所述排水系

统的下游侧填充有第二覆土层；所述多级湿地与所述排水系统的出水口连通，用以对所述

排水系统排出的水进行过滤和净化。

[0006] 进一步地，上述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所述排水系统包括：雨水井和

排水管；其中，所述雨水井的底部铺设有混凝土垫层，所述排水管铺设于所述混凝土垫层上

方且所述排水管向下游侧延伸，所述排水系统的下游侧填充有第二覆土层，该第二覆土层

位于所述排水管上方的区域中。

[0007] 进一步地，上述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所述第二覆土层的厚度大于

等于600mm。

[0008] 进一步地，上述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所述雨水井顶部设置有雨水

溢流口。

[0009] 进一步地，上述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所述砾石层的厚度为260-

310mm、砾石的粒径为20-35mm；豆砾石层的厚度为40-60mm、豆砾石的粒径为5-10mm；所述粗

砂层的厚度为40-60mm。

[0010] 进一步地，上述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所述多级湿地包括：由上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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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依次串连的多级湿地单元；其中，

[0011] 相邻两个所述湿地单元之间通过隔挡墙隔开；每个所述湿地单元中由上到下依次

分布有绿植和不同粒径的碎石层。

[0012] 进一步地，上述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每个所述湿地单元末端的所

述隔挡墙的上均开设有溢流口，任意相邻的两个所述溢流口相互交错设置，最后一级所述

湿地单元上的溢流口接入改造后的河道边坡。

[0013] 进一步地，上述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靠近所述排水系统出水口的

所述湿地单元顶层处散铺有砾石层，用以减少水份的冲刷力。

[0014] 进一步地，上述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所述湿地单元中自底部至顶

部设置有三层碎石层，底部碎石层中的碎石粒径为25-35mm，中部碎石层的碎石粒径为15-

25mm，顶部碎石层的碎石粒径为10-15mm。

[0015] 进一步地，上述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所述多级湿地由三级湿地单

元串连而成，第一级所述湿地单元和第二级所述湿地单元位于上游，且二者相齐平；位于下

游的第三级所述湿地单元的深度大于所述前两级湿地单元的深度。

[0016] 本发明中，通过上游雨水花园，减少了雨水外排，对周边管网、构筑物及水体进行

了保护，减少了对水资源的浪费；通过雨水花园和多级湿地对雨水的多级过滤和净化，削减

了可面源污染，降低了河道的自净压力；此外，雨水花园与多级湿地相结合，提高了水资源

利用率的同时，使得整体河道的环境得到了改善，并达到了良好的景观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通过阅读下文优选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各种其他的优点和益处对于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将变得清楚明了。附图仅用于示出优选实施方式的目的，而并不认为是对本发明

的限制。而且在整个附图中，用相同的参考符号表示相同的部件。在附图中：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雨水花园的结构示

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中多级湿地的结构示

意图；

[0020] 图3为图2中多级湿地的平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参照附图更详细地描述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虽然附图中显示了本公开

的示例性实施例，然而应当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公开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例

所限制。相反，提供这些实施例是为了能够更透彻地理解本公开，并且能够将本公开的范围

完整的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22] 参阅图1，本发明实施例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包括：雨水花园和位于

其下游的多级湿地；其中，所述雨水花园包括：基坑1和排水系统2；其中，所述基坑1采用素

土11夯实；所述排水系统2设置于所述基坑内，用以对雨水进行收集和外排；所述排水系统2

的上游侧由下至上依次填充有砾石层3、豆砾石层4、粗砂层5、介质土层6和第一覆土层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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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排水系统2的下游侧填充有第二覆土层8；所述多级湿地与所述排水系统2的出水口连通，

用以对所述排水系统2排出的水进行过滤和净化。

[0023] 具体而言，实际中可以根据地形，确定排水方向后，确定雨水花园和多级湿地的布

置位置，保持雨水花园在上游、多级湿地在下游。雨水花园的基坑尺寸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

定，基坑开挖后采用素土11夯实。排水系统2中可以设置有雨水收集单元和排水单元，以对

雨水进行收集并排放至后续系统；多级湿地可以通过排水单元与排水系统2连通。排水系统

2的底部可以设置混凝土垫层23，例如C15垫层。

[0024] 排水系统2的上游侧填充砾石层3，可以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同时能涵养地下水。

本实施例中，所述砾石层3的厚度为260-310mm，优选为300mm；砾石的粒径为20-35mm。

[0025] 豆砾石层4及粗砂层5，可以防止上游雨水汇集后对土壤进行冲刷，导致介质土层6

中土壤介质流失。本实施例中，豆砾石层4的厚度为40-60mm，优选为50mm；豆砾石的粒径为

5-10mm。粗砂层5的厚度为40-60mm，优选为50mm。

[0026] 排水系统2的上、下游均种植有植被200，介质土层6、第一覆土层7和第二覆土层8

为植被200提供养分，第一覆土层7和第二覆土层8在植被200种植后覆盖于顶面层，通过植

被200和土壤可以对雨水进行截流、净化，减少直接通过边坡排入河道的雨水量。

[0027] 多级湿地可以对雨水花园外排的雨水进行逐级过滤净化，通过雨水花园及多级湿

地相结合，对雨水进行了收集、排放、过滤、净化处理，充分利用了径流雨量，涵养了各位植

被200及地下水，缓解了水资源的短缺。

[0028] 上述显然可以得出，本实施例中提供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通过上

游雨水花园，减少了雨水外排，对周边管网、构筑物及水体进行了保护，减少了对水资源的

浪费；通过雨水花园和多级湿地对雨水的多级过滤和净化，削减了可面源污染，降低了河道

的自净压力；此外，雨水花园与多级湿地相结合，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使得整体河

道的环境得到了改善，并达到了良好的景观效果。

[0029] 继续参阅图1，上述实施例中，所述排水系统2包括：雨水井21和排水管22；其中，所

述雨水井21的底部铺设有混凝土垫层23，所述排水管22铺设于所述混凝土垫层23上方且所

述排水管22向下游侧延伸，所述排水系统2的下游侧填充有第二覆土层8，该第二覆土层8位

于所述排水管22上方的区域中。

[0030] 具体而言，雨水井21的井壁211采用砖体砌筑，并且，所述砖体内外采用水泥砂浆

抹面。其中，井壁211顶部可以设置成台阶状，可以减缓雨水的溢流速度。靠近上游一侧的井

壁211的底部与混凝土垫层23接触，靠近下游一侧的井壁211的底部与排水管22接触。砖体

可以为MU10砖，水泥砂浆可以采用水泥与砂的比例为1:2的水泥砂浆。

[0031] 雨水井21顶部设置有雨水溢流口212。为了美观，可以在透明井盖(图中未示出)上

开设雨水溢流口212，透明井盖的直径可以为700mm。本实施例中，雨水井21两侧种植有植被

200，可以利用植物、溢流雨水口、土壤等对雨水进行截流、渗滤净化，削减了面源污染，减少

了直接通过边坡排入河道中的雨水量，通过雨水溢流口212的收集，提前多级过滤、净化，降

低了河道的自净压力。

[0032] 实际中，也可以在雨水井21井口处设置有井座(图中未示出)，井座上开设有凹槽，

透明井盖上开设有与凹槽相匹配的旋转座，透明井盖和井座可以通过旋转座连接。透明井

盖可以由井盖底座、井盖顶圈和中心圈组成，井盖底座与井盖顶圈之间通过若干条间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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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格栅条固定连接，井盖顶圈与中心圈之间通过若干条间隔设置的格栅条固定连接，各

个格栅条之间可形成雨水溢流口212。

[0033] 排水管22埋设在雨水井21底部的垫层上方，图1中箭头所示的方向为排水管22的

的走向，也即水排出的方向。排水管22的管径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确定，例如管径可以为

400mm。

[0034] 排水系统2的下游侧也种植有植被200，植被200种植后铺设第二覆土层8，第二覆

土层8的厚度大于等于600mm。本实施例中，第二覆土层8与第一覆土层7的覆土相同。

[0035] 参阅图2和图3，所述多级湿地包括：由上游至下游依次串连的多级湿地单元9；其

中，相邻两个所述湿地单元9之间通过隔挡墙92隔开；每个所述湿地单元9中由上到下依次

分布有植被200和不同粒径的碎石层。

[0036] 具体而言，所述湿地单元9为顶部开口的池体，该池体由混凝土结构91砌筑而成，

池体中种植有植被200。所述湿地单元9中自底部至顶部设置有三层碎石层，底部碎石层94

中的碎石粒径为25-35mm，中部碎石层95的碎石粒径为15-25mm，顶部碎石层96的碎石粒径

为10-15mm。

[0037] 为了减少水的冲刷力，靠近所述排水系统2出水口的所述湿地单元9顶层处设置有

砾石散铺层90。可以在排水系统2的排水管22出口正下方的湿地单元9中散铺砾石，砾石散

铺层的尺寸可按照长度2米，宽度0.8米进行布置，根据实际要求进行调整。

[0038] 每个所述湿地单元9末端的所述隔挡墙92的上均开设有溢流口93，任意相邻的两

个所述溢流口93相互交错设置，最后一级所述湿地单元9上的溢流口93接入改造后的河道

边坡。各个溢流口93相互交错设置，可以减缓水流的溢流速度，减少对植被200的冲刷。由于

每个湿地单元9均为由混凝土砌筑而成的池体，每相邻两个池体共用一个侧壁，该共用的侧

壁即形成了隔挡墙92。位于湿地末端的溢流口93接入河道，将经过逐层过滤净化的水排至

河道中，进一步减轻了河道的自净压力。

[0039] 优选的，本实施例中，所述多级湿地由三级湿地单元9串连而成，第一级所述湿地

单元9和第二级所述湿地单元9位于上游，且二者相齐平；位于下游的第三级所述湿地单元9

的深度大于所述前两级湿地单元9的深度。第三级湿地的截面积可以小于前两级湿地单元9

的面积。第一级湿地单元9与排水管22出口对应处铺设有砾石散铺层90，这样多级结构的设

置，对雨水逐级过滤净化，既保存了湿地的美观效果，又起到了多级净化的效果。

[0040] 本发明中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1)根据地形确定上游雨水花园的位置后，开挖基坑，并进行素土11夯实，对排水

系统2的底部进行混凝土垫层23的浇筑，在该混凝土上方铺设排水管22后，砌筑雨水井21，

并在雨水井21顶部安装雨水溢流口212；

[0042] (2)对所述排水系统2上游侧由下至上依次填充砾石层3、豆砾石层4、粗砂层5和介

质土层6；植被200种植后，在顶面层铺设第一覆土层7；

[0043] (3)，根据上游预留的排水管22及河道边坡的位置确定多级湿地的位置，对地层进

行开挖后浇筑混凝土形成多级湿地单元9。

[0044] 综上，本发明的黑臭水体河道边坡海绵改造系统，通过上游雨水花园，减少了雨水

外排，对周边管网、构筑物及水体进行了保护，减少了对水资源的浪费；通过雨水花园和多

级湿地对雨水的多级过滤和净化，削减了可面源污染，降低了河道的自净压力；此外，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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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与多级湿地相结合，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对边坡起到了一定的美观效果。

[0045]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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