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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

渗滤系统，雨水渗滤系统包括：雨水通道，横向埋

设于人行道内，人行道的两侧对应雨水通道设有

路缘石，路缘石对应雨水通道开设有开口；消能

沉砂池，对应远离车行道一侧的开口设置，消能

沉砂池对雨水进行初步的消能和沉砂；卵石沟，

对应消能沉砂池远离开口一侧设置，卵石沟对雨

水进行进一步的消能和沉砂；下沉式绿地，对应

卵石沟远离消能沉砂池一侧设置，下沉式绿地种

植有植被，通过植被对雨水进行吸收净化；以及

第一石笼挡墙，沿着下沉式绿地的边缘设置。本

实用新型对雨水进行渗水、消能、缓冲、蓄水、吸

收、净化，削减洪峰流量，减少车行道路面积水，

缓解交通压力，从而避免产生城市内涝和径流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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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设于人行道处，所述人行道位于车行道的一侧，

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渗滤系统包括：

雨水通道，横向埋设于所述人行道内，所述人行道的两侧对应所述雨水通道设有路缘

石，所述路缘石对应所述雨水通道开设有开口；所述车行道上的雨水通过靠近所述车行道

一侧的所述开口流进所述雨水通道；

消能沉砂池，对应远离所述车行道一侧的所述开口设置，所述雨水通道内的雨水从远

离所述车行道一侧的所述开口流进所述消能沉砂池，所述消能沉砂池对雨水进行初步的消

能和沉砂；

卵石沟，对应所述消能沉砂池远离所述开口一侧设置，所述消能沉砂池内的雨水流进

所述卵石沟，所述卵石沟对雨水进行进一步的消能和沉砂；

下沉式绿地，对应所述卵石沟远离所述消能沉砂池一侧设置，所述下沉式绿地的表面

凹陷形成有一凹坑，所述凹坑内种植有植被，所述卵石沟内的雨水流入存蓄于所述凹坑内，

通过所述植被对雨水进行吸收净化；以及

第一石笼挡墙，沿着所述下沉式绿地的边缘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呈L型状

的混凝土靠背，所述混凝土靠背具有相互垂直的纵向部和横向部；

所述纵向部设于远离所述车行道一侧的所述路缘石与所述消能沉砂池之间，所述纵向

部的顶面低于与其相连的所述路缘石的开口的下缘；

所述横向部埋固于所述人行道内，所述横向部的顶面与所述路缘石的底面相贴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于所述

人行道与所述消能沉砂池之间的呈弯折状的复合土工膜层，所述复合土工膜层包括横向铺

设于所述混凝土靠背与所述人行道之间的第一部分、纵向铺设于所述消能沉砂池靠近所述

人行道的侧面的第二部分，以及横向铺设于所述消能沉砂池内的第三部分，所述第一部分、

所述第二部分以及所述第三部分依次连接且相互垂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部分的

高度与所述消能沉砂池的高度相等。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于所述

人行道靠近所述车行道一侧的混凝土护角；

所述混凝土护角包裹靠近所述车行道一侧的所述路缘石的下部且所述混凝土护角的

顶部部分位于所述开口内，所述混凝土护角的顶部形成有一倾斜面，所述倾斜面与所述开

口形成一呈倾斜状的导流空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于所述

车行道远离所述人行道一侧以及所述下沉式绿地内的若干个溢流井；

所述溢流井包括呈筒状的溢流井本体、盖设于所述溢流井本体顶部的井盖、设于所述

溢流井本体底部的C20细石混凝土层以及部分埋固于所述C20细石混凝土层的排水管，所述

溢流井本体、所述井盖以及所述C20细石混凝土层围合形成有一容置空间，所述容置空间与

所述排水管连通；

所述溢流井本体的内壁设有水泥砂浆找平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沉式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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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至上包括：原状土层以及种植土层，所述种植土层凹陷形成所述凹坑，所述植被种植于

所述种植土层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石笼挡

墙由下至上依次包括：第一级配碎石层和第一石笼网箱，所述第一石笼网箱内填充有第一

石块，所述第一石笼挡墙远离所述下沉式绿地的一侧设有第一聚酯过滤无纺布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沉式绿地

为若干个，相邻的两个所述下沉式绿地之间设有生态缓冲带，所述生态缓冲带与两侧对应

的所述下沉式绿地连通，所述生态缓冲带的设置方向与所述人行道的设置方向一致，所述

生态缓冲带的两侧设置有第二石笼挡墙，所述第二石笼挡墙包括第二级配碎石层和第二石

笼网箱，所述第二石笼网箱内填充有第二石块，所述第二石笼挡墙远离所述生态缓冲带的

一侧设有第二聚酯过滤无纺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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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绵城市环境治理技术领域，特指一种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城市，未考虑雨水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重点强调了“排”的概念。传统城市

只是利用雨水口、雨水管道和管渠、雨水泵站等设施对雨水进行收集和快速排出。随着城市

化的不断发展，道路不透水路面的增多，盲目的开发过多的雨水口、雨水管道和管渠、雨水

泵站等将导致雨水无法及时的下渗和利用，导致了城市内涝频繁发生，而雨水径流中夹杂

的杂质造成了径流的污染。

[0003] 因此，亟待需要提供一种能够实现雨水排出同时避免城市内涝和径流污染的用于

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

系统，以解决现有城市雨水系统容易发生城市内涝和径流污染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设于人

行道处，所述人行道位于车行道的一侧，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水渗滤系统包括：

[0006] 雨水通道，横向埋设于所述人行道内，所述人行道的两侧对应所述雨水通道设有

路缘石，所述路缘石对应所述雨水通道开设有开口；所述车行道上的雨水通过靠近所述车

行道一侧的所述开口流进所述雨水通道；

[0007] 消能沉砂池，对应远离所述车行道一侧的所述开口设置，所述雨水通道内的雨水

从远离所述车行道一侧的所述开口流进所述消能沉砂池，所述消能沉砂池对雨水进行初步

的消能和沉砂；

[0008] 卵石沟，对应所述消能沉砂池远离所述开口一侧设置，所述消能沉砂池内的雨水

流进所述卵石沟，所述卵石沟对雨水进行进一步的消能和沉砂；

[0009] 下沉式绿地，对应所述卵石沟远离所述消能沉砂池一侧设置，所述下沉式绿地的

表面凹陷形成有一凹坑，所述凹坑内种植有植被，所述卵石沟内的雨水流入存蓄于所述凹

坑内，通过所述植被对雨水进行吸收净化；以及

[0010] 第一石笼挡墙，沿着所述下沉式绿地的边缘设置。

[0011] 本实用新型通过车行道上的雨水通过靠近车行道一侧的开口流进雨水通道，雨水

流经雨水通道并从远离车行道一侧的开口流进消能沉砂池，消能沉砂池能够过滤雨水中的

杂质，消耗、分散水流的能量，起到初步的消能和沉砂的作用，雨水再流进卵石沟进行过滤、

缓冲，卵石沟起到更深层的消能、沉砂、防冲刷的作用，雨水最后流入存蓄于下沉式绿地，通

过植被对雨水进行吸收净化。下沉式绿地用于收集、吸收、净化、调蓄雨水。第一石笼挡墙用

于过滤下沉式绿地内的雨水，使得雨水中污染物不致大面积扩散，并且提升了景观效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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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雨水渗滤系统能够对雨水进行，渗水、消能、缓冲、蓄水、吸收、净化，进而削减洪峰流量，

减少车行道路面积水，缓解交通压力，从而避免产生城市内涝和径流污染。

[0012] 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还包括呈L型状的

混凝土靠背，所述混凝土靠背具有相互垂直的纵向部和横向部；

[0013] 所述纵向部设于远离所述车行道一侧的所述路缘石与所述消能沉砂池之间，所述

纵向部的顶面低于与其相连的所述路缘石的开口的下缘；

[0014] 所述横向部埋固于所述人行道内，所述横向部的顶面与所述路缘石的底面相贴

合。

[0015] 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还包括设于所述人

行道与所述消能沉砂池之间的呈弯折状的复合土工膜层，所述复合土工膜层包括横向铺设

于所述混凝土靠背与所述人行道之间的第一部分、纵向铺设于所述消能沉砂池靠近所述人

行道的侧面的第二部分，以及横向铺设于所述消能沉砂池内的第三部分，所述第一部分、所

述第二部分以及所述第三部分依次连接且相互垂直。

[0016] 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第二部分的高

度与所述消能沉砂池的高度相等。

[0017] 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还包括设于所述人

行道靠近所述车行道一侧的混凝土护角；

[0018] 所述混凝土护角包裹靠近所述车行道一侧的所述路缘石的下部且所述混凝土护

角的顶部部分位于所述开口内，所述混凝土护角的顶部形成有一倾斜面，所述倾斜面与所

述开口形成一呈倾斜状的导流空间。

[0019] 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还包括设于所述车

行道远离所述人行道一侧以及所述下沉式绿地内的若干个溢流井；

[0020] 所述溢流井包括呈筒状的溢流井本体、盖设于所述溢流井本体顶部的井盖、设于

所述溢流井本体底部的C20细石混凝土层以及部分埋固于所述C20细石混凝土层的排水管，

所述溢流井本体、所述井盖以及所述C20细石混凝土层围合形成有一容置空间，所述容置空

间与所述排水管连通；

[0021] 所述溢流井本体的内壁设有水泥砂浆找平层。

[0022] 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下沉式绿地从

下至上包括：原状土层以及种植土层，所述种植土层凹陷形成所述凹坑，所述植被种植于所

述种植土层上。

[0023] 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第一石笼挡墙

由下至上依次包括：第一级配碎石层和第一石笼网箱，所述第一石笼网箱内填充有第一石

块，所述第一石笼挡墙远离所述下沉式绿地的一侧设有第一聚酯过滤无纺布层。

[0024] 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下沉式绿地为

若干个，相邻的两个所述下沉式绿地之间设有生态缓冲带，所述生态缓冲带与两侧对应的

所述下沉式绿地连通，所述生态缓冲带的设置方向与所述人行道的设置方向一致，所述生

态缓冲带的两侧设置有第二石笼挡墙，所述第二石笼挡墙包括第二级配碎石层和第二石笼

网箱，所述第二石笼网箱内填充有第二石块，所述第二石笼挡墙远离所述生态缓冲带的一

侧设有第二聚酯过滤无纺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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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图1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人行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下沉式绿地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溢流井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为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的第一石笼挡墙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

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2]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设于人行道处，人行道位

于车行道的一侧，雨水渗滤系统包括：雨水通道、消能沉砂池、卵石沟、下沉式绿地以及第一

石笼挡墙。本实用新型通过车行道上的雨水通过靠近车行道一侧的开口流进雨水通道，雨

水流经雨水通道并从远离车行道一侧的开口流进消能沉砂池，消能沉砂池能够过滤雨水中

的杂质，消耗、分散水流的能量，起到初步的消能和沉砂的作用，雨水再流进卵石沟进行过

滤、缓冲，卵石沟起到更深层的消能、沉砂、防冲刷的作用，雨水最后流入存蓄于下沉式绿

地，通过植被对雨水进行吸收净化。下沉式绿地用于收集、吸收、净化、调蓄雨水。第一石笼

挡墙用于过滤下沉式绿地内的雨水，使得雨水中污染物不致大面积扩散，并且提升了景观

效果。整个雨水渗滤系统能够对雨水进行，渗水、消能、缓冲、蓄水、吸收、净化，进而削减洪

峰流量，减少车行道路面积水，缓解交通压力，从而避免产生城市内涝和径流污染。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进行说明。

[0034] 参阅图1至图3，在本实施例中，一种用于海绵城市的雨水渗滤系统，设于人行道

处，人行道位于车行道的一侧，雨水渗滤系统包括：雨水通道18、消能沉砂池2、卵石沟3、下

沉式绿地4以及第一石笼挡墙5。雨水通道18横向埋设于人行道1内，人行道1的两侧对应雨

水通道18设有路缘石19，路缘石19对应雨水通道18开设有开口，开口连通雨水通道18。车行

道8上的雨水通过靠近车行道8一侧的开口流进雨水通道18。消能沉砂池2对应远离车行道8

一侧的开口设置，雨水通道18内的雨水从远离车行道8一侧的开口流进消能沉砂池2，消能

沉砂池2对雨水进行初步的消能和沉砂。卵石沟3对应消能沉砂池2远离开口一侧设置，消能

沉砂池2内的雨水流进卵石沟3，卵石沟3对雨水进行进一步的消能和沉砂。下沉式绿地4对

应卵石沟3远离消能沉砂池2一侧设置，下沉式绿地4的表面凹陷形成有一凹坑，凹坑内种植

有植被，卵石沟内的雨水流入存蓄于凹坑内，通过植被对雨水进行吸收净化。第一石笼挡墙

5沿着下沉式绿地4的边缘设置。较佳地，在卵石沟3与下沉式绿地4之间还设置有呈扇型状

的卵石缓冲带，对雨水进行更深层的过滤，消能，防冲刷，并起到扩流的作用。卵石缓冲带中

的水通过第一石笼挡墙5的过滤后流进下沉式绿地4。

[0035] 参见图3，具体的，靠近车行道8一侧的开口与车行道8的路面相连，使得车行道8上

的雨水能够通过靠近车行道8一侧的开口流进雨水通道18，进而减少车行道8路面积水，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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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交通压力的困难。路缘石19的开口的尺寸800mm*250mm，雨水通道18的截面尺寸为600mm*

80mm。

[0036] 参见图1和图3，本实施例中的雨水渗滤系统通过雨水通道18与两侧的开口连通，

使得车行道8上的雨水通过靠近车行道8一侧的开口流进雨水通道18，雨水流经雨水通道18

并从远离车行道8一侧的开口流进消能沉砂池2，消能沉砂池2能够过滤雨水中的杂质，消

耗、分散水流的能量，起到初步的消能和沉砂的作用，雨水再流进卵石沟3进行过滤、缓冲，

卵石沟3起到更深层的消能、沉砂、防冲刷的作用，雨水再流进卵石缓冲带，对雨水进行更深

层的过滤，消能，防冲刷，并起到扩流的作用，雨水最后流入存蓄于下沉式绿地4，通过植被

对雨水进行吸收净化。下沉式绿地4用于收集、吸收、净化、调蓄雨水。第一石笼挡墙5用于过

滤下沉式绿地4，使得雨水中污染物不致大面积扩散，并且提升了景观效果。整个雨水渗滤

系统能够对雨水进行，渗水、消能、缓冲、蓄水、吸收、净化，进而削减洪峰流量，减少车行道8

路面积水，缓解交通压力，从而避免产生城市内涝和径流污染。

[0037] 参见图3，在一种实施方式中，人行道1从下至上依次包括：素土夯实层11、级配砂

砾层12、C20混凝土层13、防水水泥砂浆层14、预制钢筋混凝土盖板15、干硬性水泥砂浆层16

以及砌块砖层17。具体的，C20混凝土层13的两侧等间距对称的设置有伸缩缝，并采用沥青

砂子嵌缝，防止由于气候温度变化而产生的结构的热胀冷缩，以避免人行道1产生裂缝或破

坏。

[0038] 参见图3，进一步的，雨水通道18埋设于防水水泥砂浆层14与预制钢筋混凝土盖板

15之间。干硬性水泥砂浆层16掺入5％的防水粉，提高了防水水泥砂浆层14的防水、防渗、抗

老化、抗冻融等性能，进而能够有效的防止雨水通道18内的雨水通过防水水泥砂浆层14下

渗，使得雨水能够通过雨水通道18流进消能沉砂池2。

[0039] 参见图3，本实施例中的雨水渗滤系统还包括呈L型状的混凝土靠背7，混凝土靠背

7具有相互垂直的纵向部和横向部。纵向部设于位于远离车行道8一侧的路缘石19与消能沉

砂池2之间，纵向部的顶面低于与其相连的路缘石19的开口的下缘。横向部埋固于人行道1

内，横向部的顶面与路缘石19的底面相贴合。混凝土靠背7一方面对位于人行道1第二侧的

路缘石19起到承托固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人行道1与消能沉砂池2的连接处起到稳固的作

用。

[0040] 参见图3，本实施例中的雨水渗滤系统还包括设于人行道1与消能沉砂池2之间的

呈弯折状的复合土工膜层21，复合土工膜层21具有防水、防渗的作用，避免消能沉砂池2内

的雨水渗透进入人行道1，损坏人行道1。复合土工膜层21包括横向铺设于混凝土靠背7与人

行道1之间的第一部分、纵向铺设于消能沉砂池2靠近人行道的侧面的第二部分，以及横向

铺设于消能沉砂池2内的第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以及第三部分依次连接且相互垂

直。第二部分的高度与消能沉砂池2的高度相等。具体的，第一部分铺设于混凝土靠背7与级

配砂砾层12之间，通过混凝土靠背7与级配砂砾层12将第一部分压住固定。第三部分根据消

能沉砂池2的设置深度的位置铺设于消能沉砂池2的底部，被消能沉砂池2内的土壤压住固

定。较佳地，消能沉砂池2的内壁铺设有复合土工膜。具体的，复合土工膜层采用两布一膜制

成。

[0041] 参见图3，本实施例中的雨水渗滤系统还包括设于人行道靠近车行道8一侧的混凝

土护角81，该混凝土护角81设于车行道8内，用于将路缘石19固定连接于人行道1。混凝土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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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81包裹位于人行道靠近车行道8一侧的路缘石19的下部且混凝土护角81的顶部部分位于

开口内，混凝土护角81的顶部形成有一倾斜面，倾斜面与开口形成一呈倾斜状的导流空间，

该导流空间的倾斜状有助于车行道8的雨水顺利导流入雨水通道18。具体的，混凝土护角81

埋设于车行道8内。

[0042] 参见图1、图2以及图5，本实施例中的雨水渗滤系统还包括设于设于车行道8远离

人行道1一侧以及下沉式绿地4内的若干个溢流井9，溢流井9包括呈筒状的溢流井本体91、

盖设于溢流井本体91顶部的井盖92、设于溢流井本体91底部的C20细石混凝土层93以及部

分埋固于C20细石混凝土层93的排水管94，溢流井本体91、井盖92以及C20细石混凝土层93

围合形成有一容置空间，容置空间与排水管94连通。

[0043] 参见图5，较佳地，溢流井本体91的内壁设有水泥砂浆找平层95，该水泥砂浆找平

层95掺有5％防水粉，防止容置空间的雨水渗透入溢流井本体91。

[0044] 具体的，车行道8自远离人行道1一侧向靠近人行道一侧呈倾斜状，且远离人行道1

一侧的高度高于靠近人行道1一侧的高度，使得车行道8的雨水会先流向人行道1一侧，并流

进靠近车行道8一侧的开口。但是当车行道上的雨水水量过多时，车行道8一侧的雨水将汇

聚于车行道8远离人行道1的一侧，进而能够流进位于车行道8远离人行道1一侧的溢流井9，

并在该溢流井9的过滤后排入城市雨水管网，从而达到削减洪峰流量，减少路面积水，缓解

交通压力，避免产生城市内涝和径流污染。

[0045] 下沉式绿地4内的若干个溢流井9用于排出下沉式绿地4内的雨水，控制下沉式绿

地4雨水的蓄水量，避免下沉式绿地4内存蓄的雨水过多而滋生细菌，害虫。

[0046] 参见图4，下沉式绿地4从下至上包括：原状土层以及种植土层41，种植土层41凹陷

形成凹坑，植被种植于种植土层41上。种植土渗透系数高，能够及时下渗过滤雨水。具体的，

1000平方米的下沉绿地拥有300立方米的蓄水量，其调蓄能力足以应付削减洪峰流量，减少

路面积水，缓解交通压力。植被采用耐淹、耐旱、耐盐、耐污的乡土植被，由于乡土植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和耐受性，且对气候、环境具有的良好适应性，大大节约了后期运营维护成本。

[0047] 参见图6，第一石笼挡墙5由下至上依次包括：第一级配碎石层51和第一石笼网箱

52，第一石笼网箱52内填充有第一石块，第一石笼挡墙5远离下沉式绿地4的一侧设有第一

聚酯过滤无纺布层53。第一石笼挡墙5上的第一聚酯过滤无纺布层53起到过滤的作用，对下

沉式绿地4内的雨水进行过滤，避免了雨水中污染物的扩散，并且具有提升了景观效果。第

一石笼挡墙5结构稳固，抗冲刷能力较强。

[0048] 参见图1和图2，下沉式绿地4为若干个，相邻的两个下沉式绿地4之间设有生态缓

冲带6，生态缓冲带6与两侧对应的下沉式绿地4连通，生态缓冲带6的设置方向与人行道1的

设置方向一致，生态缓冲带6的两侧设置有第二石笼挡墙61，第二石笼挡墙61包括第二级配

碎石层和第二石笼网箱，第二石笼网箱内填充有第二石块，第二石笼挡墙61远离生态缓冲

带6的一侧设有第二聚酯过滤无纺布层。生态缓冲带6对通过降雨进入生态缓冲带6内的雨

水起到过滤、吸收、净化的作用，同时，过滤、吸收、净化的后的雨水将流入下沉式绿地4。第

二石笼挡墙61上的第二聚酯过滤无纺布层起到过滤的作用，对生态缓冲带6内的雨水起到

过滤的作用，避免了雨水中污染物的扩散，并且具有提升了景观效果。第二石笼挡墙61结构

稳固，抗冲刷能力较强。

[0049] 具体的，第一石笼网箱52和第二石笼网箱采用镀锌网片点焊而成，直径4-5mm，拉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212388714 U

8



力强度为450N/㎡，网眼开口为10*10cm。第一聚酯过滤无纺布层53和第二聚酯过滤无纺布

层采用聚酯过滤无纺布制成，且200g/㎡。

[005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51] 本实用新型通过车行道上的雨水通过靠近车行道一侧的开口流进雨水通道，雨水

流经雨水通道并从远离车行道一侧的开口流进消能沉砂池，消能沉砂池能够过滤雨水中的

杂质，消耗、分散水流的能量，起到初步的消能和沉砂的作用，雨水再流进卵石沟进行过滤、

缓冲，卵石沟起到更深层的消能、沉砂、防冲刷的作用，雨水最后流入存蓄于下沉式绿地，通

过植被对雨水进行吸收净化。下沉式绿地用于收集、吸收、净化、调蓄雨水。第一石笼挡墙用

于过滤下沉式绿地内的雨水，使得雨水中污染物不致大面积扩散，并且提升了景观效果。整

个雨水渗滤系统能够对雨水进行，渗水、消能、缓冲、蓄水、吸收、净化，进而削减洪峰流量，

减少车行道路面积水，缓解交通压力，从而避免产生城市内涝和径流污染。

[0052] 需要说明的是，本说明书所附图式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

明书所揭示的内容，以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可实施

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

在不影响本实用新型所能产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实用新型所揭示

的技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围内。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

间”及“一”等的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范围，其

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范畴。

[0053] 以上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可根

据上述说明对本实用新型做出种种变化例。因而，实施例中的某些细节不应构成对本实用

新型的限定，本实用新型将以所附权利要求书界定的范围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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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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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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