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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绿化带结构，包括位

于地面下方的蓄水池和浇筑在蓄水池上边沿的

花坛本体，花坛本体上表面的中部沿其周侧开设

有收集槽，花坛本体的上表面还安装有收集板，

收集板位于收集槽的上方，收集板均匀分布有收

集口，收集口与收集槽连通，收集槽的槽底设置

有与蓄水池连通的排水通道，蓄水池上边沿支撑

有透水层，透水层靠近花坛本体的一侧与花坛本

体的内壁抵接形成种植区，还包括安装于花坛本

体上的喷淋装置，喷淋装置包括用于供水的总

管，蓄水池内安装有与总管连接的水泵。本实用

新型可以对雨水进行回收利用，提高雨水利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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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位于地面下方的蓄水池（1）和浇筑在蓄水池（1）

上边沿的花坛本体（2），花坛本体（2）上表面的中部沿其周侧开设有收集槽（21），花坛本体

（2）的上表面还安装有收集板（4），收集板（4）位于收集槽（21）的上方，收集板（4）均匀分布

有收集口（41），收集口（41）与收集槽（21）连通，收集槽（21）的槽底设置有与蓄水池（1）连通

的排水通道，蓄水池（1）上边沿支撑有透水层，透水层靠近花坛本体（2）的一侧与花坛本体

（2）的内壁抵接形成种植区（3），还包括安装于花坛本体（2）上的喷淋装置，喷淋装置包括用

于供水的总管（6），蓄水池（1）内安装有与总管（6）连接的水泵（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收集槽（21）的槽底设置有台阶

面（23），台阶面（23）上安装有过滤网（2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收集槽（21）远离种植区（3）的

一侧开设有清理口（2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透水层包括抵接在蓄水池（1）

上边沿的承重板（32），承重板（32）均布有通孔（321），承重板（32）远离蓄水池（1）的一侧铺

设有土工布（3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喷淋装置还包括分管（7）和喷

水管（8），喷水管（8）固定在花坛本体（2）的内壁上侧，总管（6）的一端贯穿透水层与分管（7）

连接，分管（7）位于透水层的上方，分管（7）向上延伸与喷水管（8）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喷水管（8）分布于种植区（3）两

侧，喷水管（8）开设有喷水孔（81），喷水孔（81）均朝向种植区（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排水通道包括下水管（22）以及

安装在蓄水池（1）与花坛本体（2）连接处的出水管（11），下水管（22）位于收集槽（21）的槽

底，下水管（22）的一端向下延伸后插接在出水管（11）内，出水管（11）的一端与蓄水池（1）内

部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蓄水池（1）内壁靠近花坛本体

（2）处安装有排水管（9）和进水管（10），进水管（10）高于排水管（9），排水管（9）与市政排水

系统连接，进水管（10）与市政供水系统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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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化带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市政绿化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绿化带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城市市政绿化时常采用各种样式的绿化带，绿化带具有美化城市、消除司

机视觉疲劳、净化环境，减少交通事故等作用，在城市规划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0003] 现有的绿化带包括花坛和种植区，种植区位于花坛内。当降雨时，雨水进入种植区

内，一部分雨水被土壤吸收，但土壤的渗透能力有限，大部分的雨水主要经市政排水系统排

走，雨水利用率较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绿化带结构，可以对雨水进行回收利用，提高雨水

利用率。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绿化带结构，包括位于地面下方的蓄水池和浇筑在蓄水池上边沿的花坛本

体，花坛本体上表面的中部沿其周侧开设有收集槽，花坛本体的上表面还安装有收集板，收

集板位于收集槽的上方，收集板均匀分布有收集口，收集口与收集槽连通，收集槽的槽底设

置有与蓄水池连通的排水通道，蓄水池上边沿支撑有透水层，透水层靠近花坛本体的一侧

与花坛本体的内壁抵接形成种植区，还包括安装于花坛本体上的喷淋装置，喷淋装置包括

用于供水的总管，蓄水池内安装有与总管连接的水泵。

[0007] 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降雨时，雨水不仅能够能落入种植区内经过渗透，从而通

过透水层进入蓄水池内进行储存，还能通过收集口进入收集槽内，从而使雨水再通过排水

通道进入蓄水池内进行储存，从而对雨水进行回收。需要浇灌种植区时，蓄水池内的水通过

水泵抽水进入喷淋装置，从而使喷淋装置将蓄水池内的水浇灌到种植区内。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收集槽的槽底设置有台阶面，台阶面上安装有过滤网。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台阶面，方便过滤网安装在收集槽内，由于收集口与

收集槽连通，所以从收集口落入收集槽内的杂物会落入过滤网上，过滤网可避免杂物通过

排水通道进入蓄水池内。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收集槽远离种植区的一侧开设有清理口。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清理口方便将过滤网上的杂物清理干净。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透水层包括抵接在蓄水池上边沿的承重板，承重板均

布有通孔，承重板远离蓄水池的一侧铺设有土工布。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承重板用于支撑种植区内的土壤，土工布对种植区内的

土壤起阻隔作用并且对种植区内往下渗的水进行过滤，从而使过滤后的水通过通孔渗入到

蓄水池内。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喷淋装置还包括分管和喷水管，喷水管固定在花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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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内壁上侧，总管的一端贯穿透水层与分管连接，分管位于透水层的上方，分管向上延伸

与喷水管连接。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总管通过水泵将蓄水池内的水抽出到分管上，分管再将

水传输至喷水管，从而使喷水管对种植区进行浇灌，从而实现喷淋装置将蓄水池内的水浇

灌到种植区上。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喷水管分布于种植区的两侧，喷水管开设有喷水孔，喷

水孔均朝向种植区。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喷水管分布于种植区的两侧上，从而使喷水管对种植区

的浇灌比较全面，喷水管通过喷水孔且喷水孔均朝向种植区，从而使蓄水池内的水物尽其

用，避免浪费。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排水通道包括下水管以及安装在蓄水池与花坛本体连

接处的出水管，下水管位于收集槽的槽底，下水管的一端向下延伸后插接在出水管内，出水

管的一端与蓄水池内部连通。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收集槽内的雨水通过下水管和出水管进入蓄水池内，方

便蓄水池储存雨水，下水管插接在出水管内，从而使下水管内的水更好地流入出水管内。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蓄水池内壁靠近花坛本体处安装有排水管和进水管，

进水管高于排水管，排水管与市政排水系统连接，进水管与市政供水系统相连。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蓄水池内的水高过排水管时，可以通过排水管排出，从

而使蓄水池内的水不会过满，当蓄水池内的蓄水不足时，通过进水管将水注入蓄水池内，从

而使需要灌溉种植区时蓄水池内有水。进水管高于排水管，可避免加水时加水过多。

[002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3] 使雨水不仅可以从透水层渗入蓄水池内，雨水还可以从收集口进入蓄水池内，储

存在蓄水池内的雨水，通过喷淋装置对种植区进行灌溉，从而实现对雨水的回收利用。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施例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实施例的竖向剖示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实施例的局部结构剖视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实施例的透水层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实施例凸显收集口和过滤网的结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1、蓄水池；11、出水管；2、花坛本体；21、收集槽；22、下水管；23、台

阶面；24、过滤网；25、清理口；3、种植区；32、承重板；321、通孔；33、土工布；4、收集板；41、收

集口；5、水泵；6、总管；7、分管；8、喷水管；81、喷水孔；9、排水管；10、进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

[0031] 一种绿化带结构，如图1、2所示，包括位于地面下方呈矩形状的蓄水池1，蓄水池1

由混凝土浇筑成型。蓄水池1的上边沿浇筑连接有呈矩形状的花坛本体2，花坛本体2上表面

的中部沿其周侧开设有收集槽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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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如图2、3所示，收集槽21的槽底侧壁设置有台阶面23，台阶面23上安装有过滤网

24。收集槽21的槽底设置有与蓄水池1连通的排水通道，排水通道包括下水管22和出水管

11，下水管22安装于收集槽21的槽底，出水管11安装于蓄水池1的上边沿与花坛本体2的连

接处。下水管22向下延伸插接在出水管11内，出水管11的一端从蓄水池1的内壁伸出与蓄水

池1连通。下水管22预埋在花坛本体2内，出水管11预埋在蓄水池1内。

[0033] 如图2、4所示，蓄水池1的上边沿还支撑有透水层，透水层包括承重板32和用于过

滤雨水的土工布33。承重板32抵接在蓄水池1的上边沿上，并且承重板32靠近花坛本体2的

一侧抵接在花坛本体2的内壁上，从而使透水层与花坛本体2形成种植区3。承重板32用于承

担种植区3内土壤的重量，承重板32上均布有通孔321，土工布33铺设于承重板32远离蓄水

池1的一侧。

[0034] 如图3、5所示，花坛本体2的上表面安装有收集板4，收集板4与花坛本体2的边沿通

过水泥砂浆连接。收集板4位于收集槽21的上方，收集板4上均匀分布有收集口41，收集口41

与收集槽21互相连通。当下雨时，雨水通过收集口41落入收集槽21内，通过过滤网24流入下

水管22内，最终流入蓄水池1内。从收集口41落入收集槽21内的杂物，被过滤网24阻挡，从而

避免杂物通过排水通道进入蓄水池1内。收集槽21远离种植区3的一侧开设有清理口25，清

理口25贯穿出花坛本体2的一侧。通过清理口25，方便清理过滤网24上的杂物。

[0035] 如图1、2所示，还包括喷淋装置，喷淋装置包括总管6，蓄水池1内设置有与总管6连

接的水泵5，水泵5的电源与市政供电系统相连。蓄水池1侧壁上设有供电缆线连接的穿线孔

（图中未示出），且穿线孔处通过密封胶密封。总管6的一端贯穿透水层连接有分管7，分管7

位于土工布33上方，分管7向上延伸连接有喷水管8。喷水管8分布于种植区3的两侧且固定

于花坛本体2的内壁上侧，喷水管8开设有喷水孔81，喷水孔81均朝向种植区3内。

[0036] 如图2所示，蓄水池1连接有排水管9和进水管10，排水管9和进水管10位于蓄水池1

内壁靠近花坛本体2的一侧，进水管10高于排水管9。排水管9与市政排水系统连接，进水管

10与市政供水系统连接。当蓄水池1的水过多时，可以从排水管9中排出，当蓄水池1内缺水

时，市政供水系统通过进水管10对蓄水池1加水。

[0037] 本实施例的使用方法：

[0038] 下雨时，雨水通过收集口41进入收集槽21内，通过过滤网24排入排水通道，从而进

入蓄水池1被蓄水池1收集，种植区3内往下渗的水经过土工布33的过滤后，从通孔321渗入

到蓄水池1内被蓄水池1收集。当种植区需要浇灌时，开启水泵5，通过总管6将水传输至喷水

管8，通过喷水管8对种植区3进行灌溉。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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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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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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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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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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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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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