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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涉

及市政建设领域。其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结构简

单、成本低、操作简便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

旱溪。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

包括素土夯实层、灰土垫层、砾石层、透水层、种

植土层、植被层、卵压石和砾石压护层，素土夯实

层围覆灰土垫层、砾石层和种植土层，素土夯实

层、灰土垫层、砾石层和种植土层由下向上铺设，

种植土层与砾石层之间铺设有透水层；种植土

层、砾石层上贯穿连接有第一溢流管，第一溢流

管一端延伸到灰土垫层内，第一溢流管的另一端

伸出种植土层，第一溢流管伸出种植土层的一端

连接有截污组件；第一溢流管与排水管网连通；

透水层沿砾石层向下延伸到第一溢流管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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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特征在于：包括素土夯实层、灰土垫层、砾石层、

透水层、种植土层、植被层、卵压石和砾石压护层，所述素土夯实层围覆所述灰土垫层、所述

砾石层和所述种植土层，所述素土夯实层、所述灰土垫层、所述砾石层和所述种植土层由下

向上铺设，所述种植土层上种植有植被层，所述种植土层上还铺设有卵压石和砾石压护层；

所述种植土层与所述砾石层之间铺设有透水层；

所述种植土层、所述砾石层上贯穿连接有第一溢流管，所述第一溢流管一端延伸到所

述灰土垫层内，所述第一溢流管的另一端伸出所述种植土层，所述第一溢流管伸出所述种

植土层的一端连接有截污组件；

所述第一溢流管与排水管网连通；

所述透水层沿所述砾石层向下延伸到所述第一溢流管的底部，所述透水层隔离所述第

一溢流管与所述砾石层和所述灰土垫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溢流管伸

出所述种植土层的一端伸出所述种植土层的高度范围为50mm-15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特征在于：所述灰土垫层与所

述砾石层之间垫设有防渗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渗层包括防

水土工布，所述防渗层的密度为1000～1500g/m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特征在于：所述截污组件包括

溢流板和截污提篮，所述截污提篮卡接在所述第一溢流管上，所述溢流板盖设在所述第一

溢流管伸出所述种植土层的一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特征在于：所述砾石层的厚度

为100mm～300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特征在于：所述砾石压护层的

砾石分布在所述种植土层上，所述砾石压护层的砾石粒径范围10-15c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土层的厚

度为200mm-250mm，所述种植土层包括不大于10％的沙土，所述种植土层的渗透系数不大于

5x10-4m/s。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特征在于：所述灰土垫层的厚

度为100mm～150mm，所述灰土垫层包括3:7灰土，且所述灰土垫层的压实系数不小于95％。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层设为

耐寒、耐旱且耐高压气候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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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市政建设领域，特别是涉及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

背景技术

[0002] 生态旱溪是人工仿造自然界中干涸的河床，配合植物的营造在意境上表达出溪水

的景观，在雨季，也可以盛水，水旱两用。

[0003] 生态旱溪的功能：

[0004] (1)雨季进行蓄水，并使雨水渗透到地下净化、滞留；

[0005] (2)旱季通过卵石和植物，营造出自然生态溪流景观；

[0006] (3)设有溢流井，当水太多，渗透不了后，就会通过溢流井进入市政管网；

[0007] (4)通过植物等吸收水分实现生态涵养。

[0008] 现有的生态旱溪，参考授权公告号为CN  207330521  U的专利文件，公开了一种适

用于再生水深度处理的生态旱溪，仅适用于再生水的处理，并不能适用于湿陷性黄土地区

的生态旱溪的施工，并且，现有技术中，还没有在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建设的先例。

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环境改善和市政建设也是相关学者和施工建设团队一直在研究和试验

的，但是仍没有有效的可实施方案。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操作简便的湿陷性

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

[0010]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包括素土夯实层、灰土垫层、砾石层、透

水层、种植土层、植被层、卵压石和砾石压护层，所述素土夯实层围覆所述灰土垫层、所述砾

石层和所述种植土层，所述素土夯实层、所述灰土垫层、所述砾石层和所述种植土层由下向

上铺设，所述种植土层上种植有植被层，所述种植土层上还铺设有卵压石和砾石压护层；

[0011] 所述种植土层与所述砾石层之间铺设有透水层；

[0012] 所述种植土层、所述砾石层上贯穿连接有第一溢流管，所述第一溢流管一端延伸

到所述灰土垫层内，所述第一溢流管的另一端伸出所述种植土层，所述第一溢流管伸出所

述种植土层的一端连接有截污组件；

[0013] 所述第一溢流管与排水管网连通；

[0014] 所述透水层沿所述砾石层向下延伸到所述第一溢流管的底部，所述透水层隔离所

述第一溢流管与所述砾石层和所述灰土垫层。

[0015]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中所述第一溢流管伸出所述种植土层

的一端伸出所述种植土层的高度范围为50mm-150mm。

[0016]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中所述灰土垫层与所述砾石层之间垫

设有防渗层。

[0017]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中所述防渗层包括防水土工布，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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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渗层的密度为1000～1500g/m2。

[0018]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中所述截污组件包括溢流板和截污提

篮，所述截污提篮卡接在所述第一溢流管上，所述溢流板盖设在所述第一溢流管伸出所述

种植层的一端。

[0019]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中所述砾石层的厚度为100mm～

300mm。

[0020]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中所述砾石压护层的砾石分布在所述

种植土层上，所述砾石压护层的砾石粒径范围10～15cm。

[0021]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中所述种植土层的厚度为200mm-

250mm，所述种植土层包括不大于10％的沙土，所述种植土层的渗透系数不大于5x10-4m/s。

[0022]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中所述灰土垫层的厚度为100mm～

150mm，所述灰土垫层包括3:7灰土，且所述灰土垫层的压实系数不小于95％。

[0023]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其中所述植被层设为耐寒、耐旱且耐高

压气候的植被。

[0024]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与现有技术不同之处在于：本实用新型湿

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包括素土夯实层、灰土垫层、砾石层、透水层、种植土层、植被层、

卵压石和砾石压护层，素土夯实层围覆灰土垫层、砾石层和种植土层，素土夯实层、灰土垫

层、砾石层和种植土层由下向上铺设，种植土层上种植有植被层，种植土层上还铺设有卵压

石和砾石压护层；种植土层与砾石层之间铺设有透水层；

[0025] 素土夯实层起到支撑和防护作用，灰土垫层铺设在素土夯实层上，灰土垫层支撑

砾石层，砾石层上铺设种植土层，砾石层既能支撑种植土层，同时砾石层与种植土层之间的

透水层，既能起到渗透作用，还能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种植土层；种植土层上种植植被层，植

被层选用适宜湿陷性黄土地区的植被；

[0026] 种植土层上铺设卵压石和砾石压护层，卵压石起到压护种植土层的作用，砾石压

护层分散在卵压石周围，砾石压力层的砾石对卵压石遮盖但不能压护的种植土层进行压

护，充分保护种植土层，减少水土流失；

[0027] 透水层沿砾石层向下延伸到第一溢流管的底部，透水层隔离第一溢流管与砾石层

和灰土垫层，第一溢流管伸入到灰土垫层，方便第一溢流管与排水管网连接，同时，为了保

证水分的排放，第一溢流管与砾石层、灰土垫层之间通过透水层隔离，透水层既能方便水分

渗透，又能防止砾石层、灰土垫层的杂质流入第一溢流管，保证水分顺利排放。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的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标注：1、素土夯实层；2、灰土垫层；3、防渗层；4、砾石层；5、透水层；6、种植土

层；7、植被层；8、第一溢流管；9、截污提篮；10、溢流板；11、卵压石；12、砾石压护层；13、大叶

黄杨；14、波斯菊；15、第二溢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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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包括素土夯实层1、灰土垫层

2、砾石层4、透水层5、种植土层6、植被层7、卵压石11和砾石压护层12，素土夯实层1围覆灰

土垫层2、砾石层4和种植土层6，素土夯实层1、灰土垫层2、砾石层4和种植土层6由下向上铺

设，种植土层6上种植有植被层7，种植土层6上还铺设有卵压石11和砾石压护层12；种植土

层6与砾石层4之间铺设有透水层5。

[0032] 素土夯实层1作为其他结构的基础，素土夯实层11的夯实密度≥94％，为其他层起

到支撑和防护作用，灰土垫层2铺设在素土夯实层1上，灰土垫层2支撑砾石层4，砾石层4上

铺设种植土层6，砾石层4既能支撑种植土层6，同时砾石层4与种植土层6之间的透水层5，既

能起到渗透作用，还能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种植土层6；种植土层6上种植植被层7，植被层7

选用适宜湿陷性黄土地区的植被。

[0033] 进一步的，种植土层6上铺设卵压石11和砾石压护层12，卵压石11起到压护种植土

层6的作用，砾石压护层12分散在卵压石11周围，砾石压力层的砾石对卵压石11遮盖但不能

压护的种植土层6进行压护，充分保护种植土层6，减少水土流失。

[0034] 种植土层6、砾石层4上贯穿连接有第一溢流管8，第一溢流管8一端延伸到灰土垫

层2内，第一溢流管8的另一端伸出种植土层6，第一溢流管8伸出种植土层6的一端连接有截

污组件；第一溢流管8与排水管网连通；第一溢流管8将植被层7上高于第一溢流管8标高的

水分引流到排水管网中，防止水分在植被层7上积聚而影响植被层7的植物生长。第一溢流

管8上的截污组件是对植被层7上的水分进行过滤，防止水流中的杂质污染、堵塞第一溢流

管8和/或排水管网。

[0035] 透水层5沿砾石层4向下延伸到第一溢流管8的底部，透水层5隔离第一溢流管8与

砾石层4和灰土垫层2。第一溢流管8伸入到灰土垫层2，方便第一溢流管8与排水管网连接，

同时，为了保证水分的排放，第一溢流管8与砾石层4、灰土垫层2之间通过透水层5隔离，透

水层5既能方便水分渗透，又能防止砾石层4、灰土垫层2的材料流入第一溢流管8，保证水分

顺利排放。

[0036] 优选的，素土夯实层厚度为150mm～200mm、灰土垫层的厚度为100mm～150mm、砾石

层的厚度为100mm～300mm、种植土层的厚度为200mm～250mm，其中砾石层为粒径2cm～3cm、

3cm～4cm按4:6混合配置的砾石。

[0037] 具体的，透水层5包括透水土工布，透水层5中的透水土工布的密度不小于300g/

m2，利于种植土层6内水分的渗流，防止水分在植被层7积聚而影响植物生长。

[0038] 进一步的，第一溢流管8伸出种植土层6的一端伸出种植土层6的高度范围为50mm-

150mm，即植被层上的水流高度控制在50mm-150mm，利于形成生态旱溪环境。

[0039] 进一步的，灰土垫层2与砾石层4之间垫设有防渗层3，防止砾石层4的水分渗透到

灰土垫层2上，且防止灰土垫层2受水浸泡，保证灰土垫层2和素土夯实层1的结构稳定性。

[0040] 进一步的，防渗层3包括防水土工布，防渗层3的密度为1000～1500g/m2，防水土工

布能有效的截留砂土，将土体结构内多余液体和气体外排，并增强建筑结构的稳定性，以改

善土体质量。

[0041] 具体的，砾石层的厚度为100mm～300mm，砾石层利于种植土层的水分渗透和通气，

保证植被层的植物生长；素土夯实层厚度为150mm～200mm，素土夯实层稳定支撑灰土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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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砾石层。

[0042] 进一步的，截污组件包括溢流板10和截污提篮9，截污提篮9卡接在第一溢流管8

上，溢流板10盖设在第一溢流管8伸出种植层的一端。溢流板10上开设有溢流孔，水分通过

溢流孔溢流到截污提篮9中，截污提篮9进一步对水流进行过滤，双重过滤，加强对第一溢流

管8的防护，防止排水系统堵塞。

[0043] 进一步的，第一溢流管8上连接有若干个第二溢流管15，第二溢流管15连接到排水

管网。第二溢流管15延伸到不同方向，根据生态旱溪的延伸方向不同，第一溢流管8上连接

若干向不同方向延伸的第二溢流管15，实现多方向延伸、多方向溢流。同时，每个第二溢流

管15的安装高度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可以根据实际施工需要进行调整。具体的，第一溢流

管8和第二溢流管15的材料选用复合管，优选的，第一溢流管8的直径为200mm，第二溢流管

15的直径为100mm。

[0044] 进一步的，砾石压护层12的砾石分布在种植土层6上，砾石压护层12的砾石粒径范

围10～15cm。

[0045] 进一步的，种植土层的厚度为200mm～250mm，种植土层6包括不大于10％的沙土，

种植土层6的渗透系数不大于5x10-4m/s，使土质松软，渗透快捷，防止植被层7水分积聚过

多，保证植被健康生长。

[0046] 种植土层6选用适宜植物生长的最佳土壤，土壤中成分比例为：矿物质45％，有机

质5％，空气20％，水30％；土壤团粒最佳为1-5mm；要求不含砂石、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以及

强酸性土、强碱土、盐土、盐碱土、重粘土、沙土、受重金属和有机物污染的土壤及含有其他

有害成分的土壤等。

[0047] 进一步的，灰土垫层的厚度为100mm～150mm，灰土垫层2包括3:7灰土，且灰土垫层

2的压实系数不小于95％。三七灰土是一种以石灰、粘土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具有较高强度

的的建筑材料，保证灰土垫层2的强度。

[0048] 进一步的，植被层7设为耐寒、耐旱且耐高压气候的植被。根据生态旱溪的自身属

性与功能，种植植物应具有抗冲刷、耐寒、耐旱等功能，同时兼顾一定观赏性。优选的，根系

发达而叶茎短小、适宜密植的植物以提升延阻能力的植被，同时，选择能耐短期水淹且有一

定耐旱能力、抗污染能力、抗逆性强，并能在卵石、薄砂和沉积物堆积的环境中生长的植物，

并且有助于污染物的净化及加固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在植物配置中宜多种草本植物进行

组合，构成稳定的植物群落。

[0049] 具体的，植被层7的植物优选为大叶黄杨13、波斯菊14等。

[0050] 本实用新型湿陷性黄土地区的生态旱溪的一个实施例：

[0051] 素土夯实层的厚度为150mm，素土夯实层1的夯实密度≥94％；灰土垫层的厚度为

100mm，灰土垫层2选用3:7灰土，压实系数不小于95％；防渗层3选用密度为1000g/m2的防渗

土工布；砾石层4为100mm的级配砾石铺设而成；透水层5选用密度为300g/m2的透水土工布；

种植土层6中掺砂10％，厚度为200mm；植物覆盖层种植的植被为大叶黄杨13、波斯菊14；第

一溢流管8为直径为200mm的复合管，第二溢流管15为若干个直径为100mm的复合管；植被层

7上水流高度为50mm，第一溢流管8伸出种植土层6的高度与植被层7的水位标高相同，截污

提篮9伸入第一溢流管8内，截流板伸出植被层7的水位高度；砾石压护层12和卵压石11压护

在种植土层6上，防止种植土层6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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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

新型的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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