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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雨水调蓄的多

功能景观花坛，包括花坛本体、喷管装置、抽排水

装置和广告灯箱；花坛本体包括蓄水池、雨水收

集沉淀池和路面墙；蓄水池从上至下依次包括种

植土壤层、碎石层、支撑渗水层和雨水储存腔；雨

水收集沉淀池包括雨水收集格栅和清水渗流孔；

喷管装置包括灌溉管、灌溉水泵和湿度传感器；

灌溉管和湿度传感器均预埋在种植土壤层中，灌

溉水泵的出水端与灌溉管相连接，灌溉水泵的进

水端与雨水储存腔相连通；路面墙朝向城市道

路，广告灯箱安装在路面墙外侧，包括LED节能灯

带和广告画。本申请在净化城市空气、美化环境

的同时，还能对雨水进行调蓄，减缓城市内涝，并

对景观花坛中的景观植物进行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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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其特征在于：包括花坛本体、喷管装置、抽排

水装置和广告灯箱；

花坛本体包括蓄水池、雨水收集沉淀池和路面墙；

蓄水池设置在雨水收集沉淀池的一侧或两侧，蓄水池从上至下依次包括种植土壤层、

碎石层、支撑渗水层和雨水储存腔；

种植土壤层上种植有景观植物；支撑渗水层用于支撑种植土壤层和碎石层，且能使水

体通过；

路面墙朝向城市道路；

雨水收集沉淀池包括雨水收集格栅和清水渗流孔；雨水收集格栅设置在雨水收集沉淀

池的顶部，清水渗流孔设置在邻近蓄水池的侧壁顶部，使雨水收集沉淀池顶部与雨水储存

腔顶部相连通；

喷管装置包括灌溉管、灌溉水泵和湿度传感器；灌溉管和湿度传感器均预埋在种植土

壤层中，灌溉水泵的出水端与灌溉管相连接，灌溉水泵的进水端与雨水储存腔相连通；

路面墙朝向城市道路，广告灯箱安装在路面墙外侧，包括LED节能灯带和广告画；

抽排水装置位于广告灯箱的箱体内，抽排水装置包括溢流排水管、防涝抽水管和防涝

抽水泵；

溢流排水管的顶端安装在位于碎石层及以上高度的路面墙上，溢流排水管的底端从广

告灯箱底部穿出，并伸入城市道路中路面以下的地下水道中；防涝抽水管的顶端伸入雨水

收集沉淀池的顶部，防涝抽水管的底端接近路面，防涝抽水泵安装在防涝抽水管上；

LED节能灯带绕设在溢流排水管和/或防涝抽水管上，广告画布设在溢流排水管和防涝

抽水管的外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其特征在于：溢流排水管上

设置有与湿度传感器相连接的电磁阀。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其特征在于：路面墙或广告

灯箱底部设置有路面水位传感器，该路面水位传感器与防涝抽水泵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其特征在于：防涝抽水管包

括防涝抽水总管和若干根防涝抽水支管；防涝抽水总管呈U型，且水平设置，防涝抽水总管

的一端伸入雨水收集沉淀池的顶部，另一端安装在路面墙上，防涝抽水泵安装在防涝抽水

总管上；若干根防涝抽水支管均竖向设置，且沿路面墙的长度方向间隔布设；每根防涝抽水

支管的顶端均与防涝抽水总管相连通，每根防涝抽水支管的底端均接近路面布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其特征在于：雨水收集格栅

底部的雨水收集沉淀池内设置有石英砂过滤层，石英砂过滤层的底部高度大于清水渗流孔

的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发电装

置，发电装置包括太阳能板和蓄电桩；太阳能板布设在广告灯箱顶部和/或花坛本体上未安

装广告灯箱的其他墙体面上，太阳能板和蓄电桩相连接；灌溉水泵、湿度传感器、LED节能灯

带和防涝抽水管分别与蓄电桩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其特征在于：发电装置还包

括与蓄电桩相连接的风扇，风扇设置在花坛本体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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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给排水与园林领域，特别是一种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

坛。

背景技术

[0002] 为打造生态城市、宜居城市，越来越多的城市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城市绿

化建设，如街道绿化、社区绿化、公园、湿地等，不仅美观还能净化城市空气。而这些街道绿

化、社区绿化、公园、湿地等通常都是由栽种的的花草树木来体现，有的直接栽种于土地，有

的利用栽培容器来进一步美化，景观花坛就是栽培容器中的一种，它不仅美观，还保护了花

草树木的成长，为其创造适宜的生长环境。现有的景观花坛在雨季，通常由雨水进行灌溉，

但在非雨季，则需园林部门由专人采用消防水或洒水车等进行灌溉，浪费人力和物力。

[0003] 另外，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水资源供需矛盾、洪涝灾害与水环境污染等问题频发。传

统的雨水排放系统难以应对日益增强的洪涝防控与水环境保护的需求。为解决此类问题，

借鉴低影响开发（LID）模式，我国提出并推广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其中雨水调蓄利用成为缓

解问题的重要手段。初期雨水作为一种可以利用且适合利用的水资源，对其收集与调蓄利

用也正是对于海绵城市理念的一种实践诠释。目前城镇多采用间接利用进行雨水收集利用

的方式主要有分散渗透和集中回灌两种技术。这两种技术存在遇到较大的降水时,透水砖

的面积有限，因而会造成雨水不能及时渗透，排水系统不畅，能源消耗大，初期净化效果差，

城区地面的积水受到蒸发的损失大，无法实现蓄水充分利用及水循环利用等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基于雨水

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该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在净化城市空气、美化环境的

同时，还能对雨水进行调蓄，减缓城市内涝，并对景观花坛中的景观植物进行灌溉。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包括花坛本体、喷管装置、抽排水装置和广

告灯箱。

[0007] 花坛本体包括蓄水池、雨水收集沉淀池和路面墙。

[0008] 蓄水池设置在雨水收集沉淀池的一侧或两侧，蓄水池从上至下依次包括种植土壤

层、碎石层、支撑渗水层和雨水储存腔。

[0009] 种植土壤层上种植有景观植物。支撑渗水层用于支撑种植土壤层和碎石层，且能

使水体通过。

[0010] 路面墙朝向城市道路。

[0011] 雨水收集沉淀池包括雨水收集格栅和清水渗流孔。雨水收集格栅设置在雨水收集

沉淀池的顶部，清水渗流孔设置在邻近蓄水池的侧壁顶部，使雨水收集沉淀池顶部与雨水

储存腔顶部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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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喷管装置包括灌溉管、灌溉水泵和湿度传感器。灌溉管和湿度传感器均预埋在种

植土壤层中，灌溉水泵的出水端与灌溉管相连接，灌溉水泵的进水端与雨水储存腔相连通。

[0013] 路面墙朝向城市道路，广告灯箱安装在路面墙外侧，包括LED节能灯带和广告画。

[0014] 抽排水装置位于广告灯箱的箱体内，抽排水装置包括溢流排水管、防涝抽水管和

防涝抽水泵。

[0015] 溢流排水管的顶端安装在位于碎石层及以上高度的路面墙上，溢流排水管的底端

从广告灯箱底部穿出，并伸入城市道路中路面以下的地下水道中。防涝抽水管的顶端伸入

雨水收集沉淀池的顶部，防涝抽水管的底端接近路面，防涝抽水泵安装在防涝抽水管上。

[0016] LED节能灯带绕设在溢流排水管和/或防涝抽水管上，广告画布设在溢流排水管和

防涝抽水管的外侧。

[0017] 溢流排水管上设置有与湿度传感器相连接的电磁阀。

[0018] 路面墙或广告灯箱底部设置有路面水位传感器，该路面水位传感器与防涝抽水泵

相连接。

[0019] 防涝抽水管包括防涝抽水总管和若干根防涝抽水支管。防涝抽水总管呈U型，且水

平设置，防涝抽水总管的一端伸入雨水收集沉淀池的顶部，另一端安装在路面墙上，防涝抽

水泵安装在防涝抽水总管上。若干根防涝抽水支管均竖向设置，且沿路面墙的长度方向间

隔布设。每根防涝抽水支管的顶端均与防涝抽水总管相连通，每根防涝抽水支管的底端均

接近路面布设。

[0020] 雨水收集格栅底部的雨水收集沉淀池内设置有石英砂过滤层，石英砂过滤层的底

部高度大于清水渗流孔的高度。

[0021] 还包括发电装置，发电装置包括太阳能板和蓄电桩。太阳能板布设在广告灯箱顶

部和/或花坛本体上未安装广告灯箱的其他墙体面上，太阳能板和蓄电桩相连接。灌溉水

泵、湿度传感器、LED节能灯带和防涝抽水管分别与蓄电桩相连接。

[0022] 发电装置还包括与蓄电桩相连接的风扇，风扇设置在花坛本体的顶部。

[0023] 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上述景观植物能够净化城市空气、美化环境。上述

蓄水池能对雨水或路面积水进行储存，喷管装置利用储存的雨水或路面积水，一方面对景

观植物进行灌溉，另一方面，还能对空气中的雾霾进行清除。上述抽排水装置一方面能防止

种植土壤层中的水土流失，另一方面则能对路面积水进行快速抽取，防止内涝，方便行人出

行。上述发电装置能为本申请中的所有用电装置进行供电，从而节省能源。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显示了本实用新型一种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显示了本实用新型一种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的纵截面图。

[0026] 图3显示了蓄水池其中一种实施例的俯视图。

[0027] 图4显示了广告灯箱中抽排水装置以及LED节能灯带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其中有：

[0029] 10.花坛本体；11.路面墙；12.溢流排水管；121.电磁阀；13.防涝排水支管；131.防

涝抽水总管；132.防涝抽水泵；14.路面水位传感器；

[0030] 20.蓄水池；21.种植土壤层；211.景观植物；212.灌溉管；213.灌溉水泵；214.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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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22.碎石层；23.支撑渗水层；

[0031] 30.雨水收集沉淀池；31.雨水收集格栅；32.石英砂过滤层；33.清水渗流孔；

[0032] 40.广告灯箱；41.LED节能灯带；42.广告画；

[0033] 51.太阳能板；52.风扇；53.蓄电桩；

[0034] 60.路面；70.地下水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较佳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6]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一种基于雨水调蓄的多功能景观花坛，包括花坛本体10、喷

管装置、抽排水装置、广告灯箱40和发电装置。

[0037] 花坛本体包括蓄水池20、雨水收集沉淀池30和路面墙11。

[0038] 蓄水池设置在雨水收集沉淀池的一侧或两侧，蓄水池从上至下依次包括种植土壤

层21、碎石层22、支撑渗水层23和雨水储存腔。

[0039] 种植土壤层上种植有景观植物211。支撑渗水层用于支撑种植土壤层和碎石层，且

能使水体通过。支撑渗水层的纵截面优选呈倒梯形，支撑渗水层为混凝土水泥框架，四周与

蓄水池顶部固定连接。

[0040] 路面墙朝向城市道路，路面墙可以为一面墙体，也可以两面及以上。

[0041] 雨水收集沉淀池包括雨水收集格栅31、石英砂过滤层32和清水渗流孔33。雨水收

集格栅设置在雨水收集沉淀池的顶部，石英砂过滤层设置在雨水收集格栅底部。

[0042] 清水渗流孔设置在邻近蓄水池的侧壁顶部，且位于石英砂过滤层的下方，能使雨

水收集沉淀池顶部与雨水储存腔顶部相连通。

[0043] 喷管装置包括灌溉管212、灌溉水泵213和湿度传感器214。

[0044] 灌溉管和湿度传感器均预埋在种植土壤层中，埋放位置根据需要进行设置，湿度

传感器用于测试埋放位置处的种植土壤层的湿度，湿度传感器的供电电压优选为3.3V  或

5V、工作电流小于20mA。灌溉管的喷射直径优选为8-15米。

[0045] 灌溉水泵的出水端与灌溉管相连接，灌溉水泵功率优选为60W；灌溉水泵的进水端

与雨水储存腔相连通。

[0046] 灌溉原理：雨水或抽取的路面积水优选经过石英砂过滤层过滤后，进入雨水收集

沉淀池进行沉淀，经沉淀后的雨水或路面积水经清水渗流孔进入雨水储存腔。

[0047] 在如下两种情况下，优先进行灌溉：

[0048] 1、当湿度传感器测试得到的种植土壤层中的湿度低于设定值时，灌溉水泵开启，

灌溉水泵将雨水储存腔中的雨水或路面积水进行抽取，进入灌溉管，对景观植物进行灌溉、

喷洒，使雨水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0049] 2、花坛本体上方优先设置与灌溉水泵相连接的雾霾传感器，当雾霾传感器测得当

地空气环境中雾霾量超标时，灌溉水泵开启，灌溉水泵将雨水储存腔中的雨水或路面积水

进行抽取，进入灌溉管，通过灌溉管上的喷嘴向上喷射，喷射后的水雾将与空气中的雾霾相

结合并沉降，从而能自动优化室外空气环境，保障人体健康。

[0050] 路面墙朝向城市道路，广告灯箱安装在路面墙外侧，包括LED节能灯带41和广告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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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抽排水装置位于广告灯箱的箱体内，抽排水装置包括溢流排水管12、防涝抽水管

和防涝抽水泵132。

[0052] 溢流排水管的顶端安装在位于碎石层及以上高度的路面墙上，溢流排水管的底端

从广告灯箱底部穿出，并伸入城市道路中路面以下的地下水道中。溢流排水管上有效设置

有与湿度传感器相连接的电磁阀121。当湿度传感器测试得到的种植土壤层中的湿度大于

最大设定值时，此时，为防止土壤种植层中的土体流失，将电磁阀打开，位于碎石层及以上

高度的蓄水池及雨水收集沉淀池中的水体将会通过溢流排水管，直接排出目前建设在城市

道路路面以下的地下水道中。

[0053] 防涝抽水管的顶端伸入雨水收集沉淀池的顶部，防涝抽水管的底端接近路面，防

涝抽水泵安装在防涝抽水管上。

[0054] 具体设置方法如图4所示，防涝抽水管包括防涝抽水总管132和若干根防涝抽水支

管13。防涝抽水总管优选呈U型，且水平设置，防涝抽水总管的一端伸入雨水收集沉淀池的

顶部（如雨水收集格栅，但也可以为石英砂过滤层下方的部位），另一端安装在路面墙上，防

涝抽水泵安装在防涝抽水总管上。若干根防涝抽水支管均竖向设置，且沿路面墙的长度方

向间隔布设。每根防涝抽水支管的顶端均与防涝抽水总管相连通，每根防涝抽水支管的底

端均接近路面布设，每根防涝抽水支管的底端均设置有滤网，防止杂质或异物进入。

[0055] 路面墙或广告灯箱底部设置有路面水位传感器14，该路面水位传感器与防涝抽水

泵相连接。

[0056] 当路面水位传感器检测到路面有积水或积水超过设定深度时，防涝抽水泵开启，

路面积水将经过若干根防涝抽水支管，抽取进入雨水收集沉淀池，进行沉淀收集。从而能辅

助路面透水砖或透水井，进行路面的快速排水，防止雨水积压、内涝，便于行人出行。

[0057] 上述LED节能灯带绕设在溢流排水管和/或防涝抽水管上，不需单独布设固定装

置。在炎热季节，溢流排水管和/或防涝抽水管以及花坛本体内的水体将能对LED节能灯带

进行降温，延长LED节能灯带的使用寿命。在寒冷季节，LED节能灯带散发的热量能对溢流排

水管和/或防涝抽水管进行保温，防止其内部冻结。

[0058] 进一步，广告画布设在溢流排水管和防涝抽水管的外侧，便于广告或公益宣传，提

供多种用途。

[0059] 发电装置包括太阳能板51、风扇52和蓄电桩53。太阳能板布设在广告灯箱顶部和/

或花坛本体上未安装广告灯箱的其他墙体面上，太阳能板、风扇和蓄电桩相连接。风扇优选

设置在花坛本体的顶部。灌溉水泵、湿度传感器、LED节能灯带和防涝抽水管分别与蓄电桩

相连接。 蓄电桩为本申请中的所有用电装置进行供电，蓄电桩型号优选为100AH。

[0060]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上述实

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

行多种等同变换，这些等同变换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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