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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采用绿色切割技术

的生态停车场，其包括由高至低依次设置的径流

进水口、消能沉沙区和下凹式蓄水区，下凹式蓄

水区设置在相邻停车场铺装及道路之间，下凹式

蓄水区的四周围设有过水路缘石，径流进水口设

置在下凹式蓄水区的面向道路一侧的过水路缘

石中，消能沉沙区连接于径流进水口和下凹式蓄

水区之间，下凹式蓄水区的面向停车场铺装一侧

的过水路缘石的背面依次设有路缘石靠背和卵

石护坡，蓄水区内还设置有溢流井，溢流井的底

部设置有连接至道路雨水管网的出水管。本实用

新型为基于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所设计，在满足停

车需求的同时，实现停车空间的生态功能和景观

功能最大化、最优化，以缓解传统停车场对城市

带来的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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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特征在于：包括由高至低依次设置的径流

进水口、消能沉沙区和下凹式蓄水区，所述下凹式蓄水区设置在相邻停车场铺装及道路之

间，所述下凹式蓄水区的四周围设有过水路缘石，所述径流进水口设置在所述下凹式蓄水

区的面向所述道路一侧的所述过水路缘石中，所述消能沉沙区连接于所述径流进水口和所

述下凹式蓄水区之间，所述下凹式蓄水区的面向所述停车场铺装一侧的所述过水路缘石的

背面依次设有路缘石靠背和卵石护坡，所述蓄水区内还设置有溢流井，所述溢流井的底部

设置有连接至道路雨水管网的出水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凹式蓄水

区从上至下依次设置为水生植被层、蓄水层、种植土层、隔离层和砾石蓄水层。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层采用

透水土工布铺设形成。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凹式蓄水

区的坡度为1:1.15至1:1.32。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流井包括

由浆砌石砌筑的井体，所述井体的底部由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混凝土基础、砂石垫层和夯实

素土，所述井体的井口标高高于所述下凹式蓄水区的底部，所述出水管设置在所述井体的

侧壁底部位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水路缘石

的标高低于所述停车场铺装。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特征在于：所述径流进水口

由相邻两块所述过水路缘石中间下卧开口构成，所述径流进水口连接所述道路和所述消能

沉沙区。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消能沉沙区

的顶部为自然石铺砌，铺砌缝隙用细石混凝土粘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特征在于：所述消能沉沙区

的底部为细石混凝土垫层。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卵石护坡

采用河卵石双层铺设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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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绵城市环境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

生态停车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仍在持续增高，停车空间的生态问题也是日趋严重。传统型

停车区域为追求最大停车容量，而忽视了对生态功能的构建。停车场已经成为城市不透水

面域的主要构成之一，场地内地表径流量大、路面积水严重、径流污染超负荷等问题现象严

重。雨天时，雨水冲刷场地内积累的污染物及有害物质排入市政管网，严重污染了城市水

体，浪费水资源，同时由于缺乏“绿色”，更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

[0003] 近几年“海绵型城市”理念在符合城市生态文明社会的背景下得到发展，海绵理念

及设施得到实践和应用，效果显著。停车空间作为城市必不可少的空间，也必将面临从传统

向生态可持续型停车场转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基于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所设计的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在满足停车需求的同时，实现停车空间的生

态功能和景观功能最大化、最优化，以缓解传统停车场对城市带来的生态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其包括

由高至低依次设置的径流进水口、消能沉沙区和下凹式蓄水区，所述下凹式蓄水区设置在

相邻停车场铺装及道路之间，所述下凹式蓄水区的四周围设有过水路缘石，所述径流进水

口设置在所述下凹式蓄水区的面向所述道路一侧的所述过水路缘石中，所述消能沉沙区连

接于所述径流进水口和所述下凹式蓄水区之间，所述下凹式蓄水区的面向所述停车场铺装

一侧的所述过水路缘石的背面依次设有路缘石靠背和卵石护坡，所述蓄水区内还设置有溢

流井，所述溢流井的底部设置有连接至道路雨水管网的出水管。

[0006] 本实用新型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下凹式蓄水

区从上至下依次设置为水生植被层、蓄水层、种植土层、隔离层和砾石蓄水层。

[0007] 本实用新型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隔离层采用

透水土工布铺设形成。

[0008] 本实用新型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下凹式蓄水

区的坡度为1:1.15至1:1.32。

[0009] 本实用新型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溢流井包括

由浆砌石砌筑的井体，所述井体的底部由上至下依次设置有混凝土基础、砂石垫层和夯实

素土，所述井体的井口标高高于所述下凹式蓄水区的底部，所述出水管设置在所述井体的

侧壁底部位置。

[0010] 本实用新型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过水路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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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高低于所述停车场铺装。

[0011] 本实用新型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径流进水口

由相邻两块所述过水路缘石中间下卧开口构成，所述径流进水口连接所述道路和所述消能

沉沙区。

[0012] 本实用新型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消能沉沙区

的顶部为自然石铺砌，铺砌缝隙用细石混凝土粘接。

[0013] 本实用新型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消能沉沙区

的底部为细石混凝土垫层。

[0014] 本实用新型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卵石护坡采

用河卵石双层铺设形成。

[0015] 本实用新型一种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通过渗透、径流贮存、过滤、生

物滞留等措施可以有效的消减径流量，降低径流流速，减少径流污染，使雨水迅速地收集、

入渗，有效的缓解停车场及周边内涝，采用“绿色切割”技术修建的停车场同原停车场进行

比较，其前者适合现在发展的需求，具有很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

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

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是按照本实用新型的一种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的一种优选实施例

的平面图。

[0018] 图2是图1的1-1剖面图。

[0019] 图3是图1的溢流井做法详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

明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本实用新型还可以通过另外

不同的具体实施方式加以实施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

用，在没有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2] 参阅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

场，其主要包括有：径流进水口1、消能沉沙区2、过水路缘石3、卵石护坡4、下凹式蓄水区5和

溢流井6。

[0023] 下凹式蓄水区5设置在相邻停车场铺装7及道路8之间，下凹式蓄水区5  的四周围

设有过水路缘石3，径流进水口1设置在下凹式蓄水区5的面向道路  8一侧的过水路缘石3

中，消能沉沙区2连接于径流进水口1和下凹式蓄水区5  之间，下凹式蓄水区5的面向停车场

铺装7一侧的过水路缘石3的背面依次设有路缘石靠背9和卵石护坡4。其中，下凹式蓄水区5

为人工挖掘的浅凹绿地，形状呈矩形，与停车场一停车位的形状、尺寸相同，在相邻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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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构成矩形雨水花园，具有一定体积的蓄水能力，其表面覆盖绿色水生植物。具体地，下

凹式蓄水区5从上到下结构依次为水生植被层51、蓄水层52、种植土层53、隔离层54和砾石

蓄水层55。其中，隔离层54选用透水土工布铺设而成。溢流井6坐落于下凹式蓄水区5中，井

口标高略高于下凹式蓄水区5  底部，用于调蓄下凹式蓄水区5中的雨水，溢流井6的底部设

置出水管60，接通城市雨水管网。

[0024] 因此，本实用新型一种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通过渗透、径流贮存、过

滤、生物滞留等措施可以有效的消减径流量，降低径流流速，减少径流污染，使雨水迅速地

收集、入渗，有效的缓解停车场及周边内涝，采用“绿色切割”技术修建的停车场同原停车场

进行比较，其前者适合现在发展的需求，具有很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0025] 具体来说，下凹式蓄水区5的面积为20平方米，最高蓄水深度为1m，常水位为0.8m。

蓄水区面层种植的水生植物为黄菖蒲，规格为≥6芽/丛，  5-7丛/m。下凹式蓄水区5的坡度

为1:1.15至1:1.32。砾石蓄水层厚度为  300mm。砾石蓄水层上方铺设透水土工布，下凹式蓄

水区5中种植土厚度为300mm。

[0026] 径流进水口11由靠近道路8一侧的相邻两块过水路缘石中间下卧开口构成，进水

截面为倒梯形结构，连接着道路8与消能沉沙区2。较佳地，构成径流进水口1的相邻两块过

水路缘石采用麻白色花岗岩缘石，花岗岩缘石尺寸为1000mm*150mm*350mm。

[0027] 消能沉沙区2底部垫层为C25细石混凝土垫层，顶部铺砌为当地河卵石，直径尺寸

为φ500mm～1500mm。河卵石间的缝隙用细石混凝土(加抗渗剂)粘接。

[0028] 过水路缘石3及路缘石靠背9设置在下凹式蓄水区5靠近停车场铺装7的两侧，过水

路缘石3的标高略低于停车场铺装7，用于加固矩形下凹式蓄水区5边缘停车场铺装，避免沉

降现象发生，同时可作为停车场内雨水流入下凹式蓄水区5的过水面，卵石护坡4采用当地

河卵石双层铺设，设置在下凹式蓄水区5边坡。

[0029] 配合图3所示，溢流井6包括浆砌石砌筑的井体61，优选采用M10水泥砂浆砌筑MU40

块石，M20水泥砂浆勾缝，井壁结构为240厚砖，表面用20  厚1:3水泥砂浆找平层内掺5％防

水粉。井体61的底部由上至下依次设置有  C20混凝土基础62、砂石垫层63和夯实素土64，井

体61的井口标高略高于下凹式蓄水区的底部，井口设有井盖65，井盖65为方形配套安装铸

铁防盗井盖，尺寸为750mm*450mm*180mm。溢流井底部设HEPE排水管(即出水管60)，尺寸为

DN400。

[0030] 本实用新型一种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在使用时：降雨天气时，道路

雨水通过径流进水口收集流入矩形雨水花园的消能沉沙区，在消能区的作用下去除大颗粒

污染物并减缓流速，过滤完的雨水进入雨水花园蓄水区。同时停车场内雨水可通过过水路

缘石流入矩形雨水花园，在卵石护坡的作用下也可达到去除雨水中的大颗粒污染物并减缓

流速，进入蓄水区。当降雨量较小时，进入蓄水区的水流平缓，增加雨水在前置塘水利停留

时间，加快小颗粒污染物的沉淀与吸附，雨水可通过土壤的渗透过滤及微生物的综合作用

可使雨水缓慢的入渗土壤，当降雨量较大时，过量雨水在雨水花园进行快速消纳过滤后可

以通过溢流井排除至周围雨水管网。

[0031] 因此，本实用新型一种采用“绿色切割”技术的生态停车场中，道路及停车内径流

雨水分别通过径流进水口和过水路缘石进入矩形雨水花园，在消能区沉沙区和卵石护坡作

用下，有助于大颗粒污染物沉淀及减缓水流流速，还能起到减少雨水冲击对护坡的影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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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后的雨水进入雨水花园蓄水区，蓄水区种植水生植物，植物根系能吸收雨水中溶解有机

物及吸附雨水中的小颗粒的污染物，同时土壤的渗透过滤及微生物的综合作用可使雨水缓

慢的入渗土壤、涵养地下水源，从而可以达到雨水净化的目的。矩形雨水花园四周修建路缘

石靠背，可对靠近雨水花园的停车场铺装起到加固作用。溢流井设置在雨水花园中，其目的

是使过量的雨水溢流及时排出至附近的雨水管网。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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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3]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做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虽然本实用新型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悉

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

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内

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

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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