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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

统，属于市政排水结构的技术领域，包括道路和

位于道路沿长度方向两侧的排水沟，排水沟包括

从上到下设置的植被层、净水层和蓄水层，蓄水

层与植被层之间连接有取水机构，所述道路包括

从上到下设置的路面层、渗水层、防水层和路基

层，取水机构一端与蓄水层连通，另一端与植被

层以及渗水层连通。本实用新型具有能在雨天将

多余的雨水储存起来，既能在干旱时灌溉路边的

植被层，又能一定程度调节路面的湿度和温度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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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包括道路（1）和位于道路（1）沿长度方向两侧的排水沟

（2），排水沟（2）包括从上到下设置的植被层（21）、净水层（22）和蓄水层（23），蓄水层（23）与

植被层（21）之间连接有取水机构（3），其特征在于：所述道路（1）包括从上到下设置的路面

层（11）、渗水层（12）、防水层（13）和路基层（14），取水机构（3）一端与蓄水层（23）连通，另一

端与植被层（21）以及渗水层（12）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层（22）包括与

植被层（21）底部相接的植物残体层（221），植物残体层（221）底部连接有砂石层（22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砂石层（222）包括

从上到下依次铺设的陶粒、河沙层及鹅卵石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层（23）包括位

于砂石层（222）下方的蓄水池（231），蓄水池（231）沿排水沟（2）长度方向设置，蓄水池（231）

顶端敞口并安装有漏水板（232），蓄水池（231）中安装有多块竖直的隔板（233），多块隔板

（233）将蓄水池分割为多个连续的分隔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233）顶端与

漏水板（232）底壁之间设有溢流口（234）。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漏水板（232）背离

蓄水池（231）一侧设有土工布（23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渗水层（12）为河沙

层。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漏水板（232）上开

设有通孔（236），取水机构（3）包括固定在蓄水池（231）底部的柔性吸水件（31），吸水件（31）

一端固定在蓄水池（231）底部，柔性吸水件（31）另一端穿出通孔（236）并延伸至植被层（21）

和渗水层（12）中。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层（22）中安装

有竖直的防水防护管（32），吸水件（31）位于净水层（22）的一段穿设在防护管（32）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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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市政排水结构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

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也可称之为“水弹性城市”。国际通用术语为“低影

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

用。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207484627U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

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植被层、用于种植植被的有机土壤层、作为施工基础的混凝土基础

层和与城市排水网相连的下水道，所述有机土壤层的下方设有吸水层，吸水层用于吸收有

机土壤层中多余的雨水，吸水层中设有若干吸水模块，吸水模块分布于吸水层中，吸水层的

下方设有沉淀层，沉淀层内设有沉淀过滤室，所述混凝土基础层内设有循环管道和抽水装

置，循环管道用于连通沉淀过滤室与吸水层。该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高效的循环利用水资

源，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上述技术方案储存的水只能用于灌溉植被

层，在干旱时不能调节路面的湿度和温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

统，在雨天将多余的雨水储存起来，既能在干旱时灌溉路边的植被层，又能一定程度调节路

面的湿度和温度。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包括道路和位于道路沿长度方向两侧的排水沟，排

水沟包括从上到下设置的植被层、净水层和蓄水层，蓄水层与植被层之间连接有取水机构，

所述道路包括从上到下设置的路面层、渗水层、防水层和路基层，取水机构一端与蓄水层连

通，另一端与植被层以及渗水层连通。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下雨时，道路上的雨水一部分流淌到排水沟中，另一部分

从路面层向下渗透到渗水层，部分水残留在渗水层中，在温度较高时从路面层挥发出，起到

调节路面层温度和湿度的作用，当渗水量超出渗水层的蓄水能力时，多余水的经渗水层渗

透到净水层中，进入排水沟的雨水依次通过植被层和净水层净化后，然后进入蓄水层进行

储存；在干旱时，取水机构将蓄水池中的水一部分抽取到植被层滋养植物，另一部分水输送

到渗水层中调节路面层温度和湿度。

[0009]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净水层包括与植被层底部相

接的植物残体层，植物残体层底部连接有砂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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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将平时绿化植物掉落的残枝枯叶填埋到植被层下方形

成植物残体层，既能在被分解后为植被层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又能对从植被层渗透

下来的水进行初步的过滤，对废物进行再次利用，既环保又节省资源；砂石层既能对植物残

体层起到支撑作用，又能进一步对从植物残体层渗透下来的水进行过滤。

[0011]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砂石层包括从上到下依次铺

设的陶粒、河沙层及鹅卵石层。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轻质的陶粒具有较高的强度且内部结构特征呈细密蜂窝

状微孔，既能起到支撑植物残体层的作用，又能过滤水中的较大杂质，河沙层填充更密实，

孔隙更小，能进一步将水中的较小杂质滤除，鹅卵石层起到支撑河沙层的作用，减小河沙层

塌落的可能性。

[0013]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蓄水层包括位于砂石层下方

的蓄水池，蓄水池沿排水沟长度方向设置，蓄水池顶端敞口并安装有漏水板，蓄水池中安装

有多块竖直的隔板，多块隔板将蓄水池分割为多个连续的分隔间。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净水层净化后的水从漏水板进入蓄水池中集中储

存，便于后续天气干旱时抽取到植被层和渗水层中使用，隔板能够阻挡蓄水池中的水向地

势低的一端流淌，使得蓄水池沿长度方向的分隔间都装有水，便于沿道路的长度方向都能

供水。

[0015]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隔板顶端与漏水板底壁之间

设有溢流口。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排水沟局部聚集较多水时，位于聚水较多的排水沟下

方的分隔间中积累的水较多，当分隔间的水积累到溢流口处，会从溢流口流入相邻的分隔

间中储存利用。

[0017]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漏水板背离蓄水池一侧设有

土工布。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土工布对净水层渗透下来的水进行再次过滤，减轻泥沙

等杂质进入蓄水池的可能性。

[0019]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渗水层为河沙层。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河沙层既能透水又具有一定的保水能力，下雨时，路面层

渗透下来的雨水一部分被河沙层保持，用于干燥时向路面层挥发，调节路面层的温度和湿

度；另一部分水从道路两侧渗透到净水层中，然后进入蓄水池中。

[0021]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漏水板上开设有通孔，取水

机构包括固定在蓄水池底部的柔性吸水件，吸水件一端固定在蓄水池底部，柔性吸水件另

一端穿出通孔并延伸至植被层和渗水层中。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干燥时，由于毛细现象吸水件可将蓄水池中的水导引到

植被层和渗水层中，自动调节植被层和渗水层的湿度，不需要人工判断是否需要向植被层

和渗水层中输水，使用更方便。

[0023]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净水层中安装有竖直的防水

的防护管，吸水件位于净水层的一段穿设在防护管内。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水的防护管能减小吸水件吸取的水在净水层中流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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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还能将吸水件保护起来，减小吸水件受损的可能性。

[0025]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6] 1.雨水经过净水层净化后，进入蓄水层进行储存，在干旱时，取水机构将蓄水池中

的水一部分抽取到植被层滋养植物，另一部分水输送到渗水层中调节路面层温度和湿度；

[0027] 2.隔板能够阻挡蓄水池中的水向地势低的一端流淌，使得蓄水池沿长度方向的分

隔间都装有水，便于沿道路的长度方向都能供水；

[0028] 3.渗水既能渗水又具有一定的保水能力，路面层渗透下来的雨水一部分被渗水层

保持，用于干燥时向路面层挥发，调节路面层的温度和湿度；另一部分水从道路两侧渗透到

净水层中，然后进入蓄水池中，干旱时被取水机构抽取到利用。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剖面示意图；

[0030] 图2是图1中A部分放大图；

[0031] 图3是图1中B-B方向剖视图。

[0032] 附图标记：1、道路；11、路面层；12、渗水层；13、防水层；14、路基层；2、排水沟；21、

植被层；22、净水层；221、植物残体层；222、砂石层；23、蓄水层；231、蓄水池；232、漏水板；

233、隔板；234、溢流口；235、土工布；236、通孔；3、取水机构；31、吸水件；32、防护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海绵城市雨水循环系统，包括道路1和位于道

路1沿长度方向两侧的排水沟2，道路1包括从上到下设置的路面层11、渗水层12、防水层13

和路基层14。排水沟2包括从上到下设置的植被层21、净水层22和蓄水层23，下雨时，雨水从

植被层21渗透到净水层22中进行净化处理后，进入蓄水层23中储存，蓄水层23与植被层21

之间连接有取水机构3，取水机构3一端与蓄水层23连通，另一端与植被层21以及渗水层12

连通，以便在植被层21或渗水层12中缺水时，将蓄水层23中的水补充到植被层21或渗水层

12中。

[0035] 路基层14可为夯实的泥土层，防水层13可为涂敷在路基层14顶壁的聚氨酯防水涂

料层，用于阻挡渗水层12中的水向路基层14渗透，减小路基层14受损的可能性。

[0036] 渗水层12铺设在防水层13上，渗水层12可为河沙层，河沙层既能透水又具有一定

的保水能力。下雨时，路面层11渗透下来的雨水一部分被渗水层12储存，用于在路面层11干

燥时向路面层11挥发水分，调节路面层11的温度和湿度；另一部分水从道路1两侧渗透到排

水沟2中，减小路面层11积水的可能性。路面层11可为浇筑在渗水层12上的混凝土层，供行

人行走或车辆行驶。

[0037] 排水沟2顶端向下凹陷且低于路面层11，以便下雨时路面层11的雨水能流淌到排

水沟2中，减少路面层11积水的可能性。植被层21为排水沟2顶端的泥土层，种植有绿色植

物，美化环境。

[0038] 参照图2，净水层22包括与植被层21底部相接的植物残体层221，植物残体层221是

将平时绿化植物掉落的残枝枯叶填埋到植被层21下方形成的，既能在被分解后为植被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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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植被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又能对从植被层21渗透下来的水进行初步过滤，对废物进

行再次利用，既环保又节省资源。

[0039] 植物残体层221底部连接有砂石层222，砂石层222包括从上到下依次铺设的陶粒、

河沙层及鹅卵石层。轻质的陶粒具有较高的强度且内部结构特征呈细密蜂窝状微孔，既能

起到支撑植物残体层221的作用，又能过滤水中的较大杂质。河沙层填充更密实，孔隙更小，

能进一步将水中的较小杂质滤除。鹅卵石层起到支撑河沙层的作用，减小河沙层塌落的可

能性。

[0040] 参照图2和图3，蓄水层23包括开设在砂石层222下方的蓄水池231，蓄水池231的修

建方式可为在排水沟2底端开挖凹槽后，在凹槽内壁浇筑一层混凝土而成。蓄水池231沿排

水沟2长度方向设置，蓄水池231顶端敞口并封盖有漏水板232，漏水板232可为不锈钢板或

混凝土板，漏水板232上开设有多个将蓄水池231和净水层22连通的漏水孔，以便净水层22

处理过的水能流进蓄水池231中，便于后续天气干旱时抽取到植被层21和渗水层12中使用。

漏水板232背离蓄水池231一侧铺设有土工布235，对净水层22渗透下来的水进行再次过滤，

减轻泥沙等杂质进入蓄水池231的可能性。

[0041] 蓄水池231中安装有多块竖直的隔板233，隔板233底端一体成型连接在蓄水池231

底壁上，多块隔板233将蓄水池分割为多个连续的分隔间，隔板233能够阻挡蓄水池231中的

水向地势低的一端流淌，使得蓄水池231沿长度方向的分隔间都装有水，便于沿道路1的长

度方向都能供水。

[0042] 隔板233顶端与漏水板232底壁之间设有溢流口234，当排水沟2局部聚集较多水

时，位于聚水较多的排水沟2下方的分隔间中积累的水较多，当分隔间的水积累到溢流口

234处时，会从溢流口234流入相邻的分隔间中储存，提供给邻近的缺水路段。

[0043] 取水机构3包括固定在蓄水池231底部的柔性吸水件31，吸水件31可为拧合成一股

的多股棉线或海绵条，吸水件31一端通过螺钉固定在蓄水池231的底部，漏水板232上开设

有通孔236，吸水件31的另一端穿出通孔236并分散成多股，每一股沿不同的方向延伸至植

被层21和渗水层12中，均匀铺设在植被层21和渗水层12中，以便在植被层21和渗水层12干

燥时，由于毛细现象吸水件31可将蓄水池231中的水导引到植被层21和渗水层12中，自动调

节植被层21和渗水层12的湿度，不需要人工判断是否需要向植被层21和渗水层12中输水，

使用更方便。

[0044] 为了减小吸水件31吸取的水在净水层22中流失的可能性，净水层22中安装有竖直

的防护管32，防护管32可为不锈钢管或塑料管，吸水件31位于净水层22的一段穿设在防护

管32内，防护管32还能将吸水件31保护起来，减小吸水件31受损的可能性。

[0045]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下雨时，道路1上的雨水一部分流淌到排水沟2中，另一部

分从路面层11向下渗透到渗水层12，部分水残留在渗水层12中，在温度较高时向路面层11

挥发出，起到调节路面层11温度和湿度的作用；当渗水量超出渗水层12的蓄水能力时，多余

水的经渗水层12渗透到净水层22中。

[0046] 进入排水沟2的雨水依次通过植被层21和净水层22净化后，然后进入蓄水层23进

行储存；在干旱时，吸水件31将蓄水池231中的水一部分抽取到植被层21滋养植物，另一部

分水输送到渗水层12中调节路面层11温度和湿度。

[0047]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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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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