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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及其安

装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

洁系统及其安装方法，包括沿路宽方向排布有数

个窨井盖板、排水装置、自清洁装置、收集净化再

利用装置、积水深度预警装置；排水装置位于窨

井盖板下方，包括导流池、竖向排水管、过滤网

层，过滤网层包括基座和交替间隔排布的过滤网

板、伸缩板，自清洁装置包括除尘主管、除尘竖

管、喷头，收集净化再利用装置包括沉淀池、蓄水

池、连通管、雨水喷头、大功率水泵、海绵体，积水

深度预警装置包括雨量检测仪、水深显示器以及

PLC芯片机；排水装置的泄水能力和布设数量根

据设计排水量计算确定，具有三种工作模式；本

发明该系统具备排水功能、路面积水预警功能、

蓄水功能等，同时具备自清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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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沿路宽方向排布的数个窨井

盖板(1)、排水装置(2)、自清洁装置(3)以及收集净化再利用装置(4)、积水深度预警装置

(5)；所述窨井盖板(1)作为行车道路面，排水装置(2)位于窨井盖板(1)下方；

所述排水装置(2)包括导流池(13)、连通于导流池(13)底部的竖向排水管(14)，导流池

(13)上部设有过滤网层(7)，所述过滤网层(7)包括有固定设于导流池(13)上部内壁的基座

(12)、以及交替排布于基座(12)上的过滤网板(8)和伸缩板(9)，伸缩板(9)可横向移动至相

邻的过滤网板(8)的内部、上方或下方，沿路宽方向排布的竖向排水管(14)底端汇集于导流

管(15)；

所述自清洁装置(3)用于对排水装置(2)的过滤网层(7)进行清洁，自清洁装置(3)包括

除尘主管(19)以及贯穿于竖向排水管(14)的除尘竖管(20)；除尘竖管(20)顶端安装有朝向

过滤网层(7)的喷头(21)，沿路宽方向排布的除尘竖管(20)底端汇集于除尘主管(19)，除尘

主管(19)另一端与蓄水池(28)相连接；

所述收集净化再利用装置(4)包括沉淀池(27)、蓄水池(28)，沉淀池(27)与导流管(15)

相连接，沉淀池(27)与蓄水池(28)之间通过连通管(26)相连接，蓄水池(28)可连接地面上

的雨水喷头(29)、除尘主管(19)或城市自来水预处理系统；

所述积水深度预警装置(5)包括有设置在道路入口方向路缘带上的雨量检测仪(16)、

水深显示器(18)以及PLC芯片机(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窨井盖板

(1)上分布有多个圆孔(6)，窨井盖板(1)为矩形状，窨井盖板(1)厚度根据路面交通流量确

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竖向排水管

(1 4 )的最小半径根据排水装置 (2)的最大泄水量Q 2 确定 ，为 m ；且

m2；式中，c为孔口系数；g为重力加速度；h为允许存储水头；k为孔口

阻塞系数；导流管(15)的最小半径根据交叉口一个道路入口方向的最大泄水量N·Q2确定，

为 m；且 m2；排水装置(2)沿一个道路入口的路宽方向布

设的个数为N， 其中，q为一个道路入口方向所有排水装置(2)的设计排水量，L/s；

排水装置(2)之间的间距为 m，其中，B为该道路入口方向道路路幅宽度，m；f为

窨井盖板宽度，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网板(8)

固定设置于基座(12)上，伸缩板(9)横向滑动设置于基座(12)上，直线驱动机构(11)带动各

个伸缩板(9)沿基座(12)横向滑动至过滤网板(8)的内部、上方或下方，所述过滤网板(8)为

多孔状结构，伸缩板(9)为实心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流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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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槽形，且导流池(13)的横截面为半圆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主管(19)

底端连接有喷气支路或喷水支路，喷水支路通过外接水源端口(24)连接到蓄水池(28)，喷

气支路通过外接气源端口(25)连接到压缩气源(2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管(15)通

过大功率水泵(30)将雨水抽送至沉淀池(27)中沉淀后，再抽送至蓄水池(28)，所述蓄水池

(28)中设有具有净化功能的海绵体(31)，所述沉淀池(27)留有开口用于清理池底杂物，所

述蓄水池(28)连接地面上的雨水喷头(29)，所述雨水喷头(29)采用360°旋转喷洒路面灌溉

绿化。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雨量检测仪

(16)、水深显示器(18)分别与PLC芯片机(17)电性连接，所述雨量检测仪(16)测定的降雨强

度数据实时传到PLC芯片机(17)，在路面最低洼中心处设置压力传感器(10)，压力传感器

(10)为水压传感器，且压力传感器(10)的位置与路面平齐，压力传感器(10)与PLC芯片机

(17)电性连接，压力传感器(10)测定的水压信号实时传到PLC芯片机(17)，PLC芯片机(17)

电性连接到远程控制终端，在凹形、谷形、马鞍形地形的交叉口内部或路段凹型竖曲线最低

洼处还设置2～4个排水装置(2)，而其它地形交叉口内部不设。

9.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有

以下施工步骤：

1)、首先将除尘主管(19)分段穿插于导流管(15)，然后分段安装固定导流管(15)，再分

段连接安装除尘主管(19)、除尘竖管(20)和喷头(21)，最后将竖向排水管(14)与导流管

(15)相连接；

2)、安装完成固定竖向排水管(14)、导流管(15)、除尘主管(19)、除尘竖管(20)后，自导

流管(15)底面开始填筑级配碎石(22)至竖向排水管(14)顶面以下10cm，依次在竖向排水管

(14)上安装导流池(13)，安装好之后用级配碎石(22)填充导流池(13)之间的空隙，并人工

捣实；

3)、将窨井盖板(1)覆盖于半圆柱形的导流池(13)上方，各段接口均为刚性接口，采用

钢丝网水泥砂浆抹带接口，抹带前将管口的外壁凿毛、洗净，钢丝网端接头应在浇筑混凝土

管座时插入混凝土内，在混凝土初凝前，分层抹压钢丝网水泥砂浆抹带，抹带完成后应立即

用吸水性强的材料覆盖，3h～4h后洒水养护；

4)、在相邻排水装置(2)空隙处的级配碎石(22)表面开设直径为60mm的圆孔用于灌浆，

灌浆采用高强度防水水泥砂浆，水泥砂浆的水灰比为0.8，在砂浆中掺入适量细砂，水泥：细

砂＝1:0.5，施工时采用水泥压浆泵，多点同时进行灌浆操作，灌浆完后，拔出灌浆管，留孔

用水泥砂浆填塞密实，待浆液凝结后对灌浆处表面采用原浆液人工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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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及其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道路排水及应用技术领域，尤其是低洼路段或者海绵城市的雨水快速

排除及收集净化再利用的一种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及其安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当今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工业急速发展，市政排

水系统建设滞后于城市建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有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不注意地形

地势的影响，使城市道路建设完成后出现许多低洼处，在大雨过后积水难以及时排出，尤其

是在暴雨之后，城市某些低洼地段形成一片汪洋，积水迟迟难以排除，给行人以及车辆出行

造成极大的困难。交叉口是城市道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车辆与行人汇集、转向

和疏散的必经之地，是道路交通咽喉，现有的交叉口低洼处普遍采用设置雨水口的方式排

水，在设置雨水口时大多未经计算按照当地习惯等距布设，当城市大面积出现排水拥堵现

象时，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积水方能排完，给交通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0003] 同时，大量含悬浮物、有害金属离子的雨水直接通过雨水口进入城市管网排入附

近水域中，造成水域水体污染。另一方面，随着当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工业急速发

展，城市耗水量不断增加，多数城市在夏季雨水充沛时内涝灾害时有发生，径流污染严重，

而在暴雨过后又陷入干燥缺水的窘境，工业及居民生活用水匮乏问题日益凸显。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及其安装方法，该系统具

备排水功能、路面积水预警功能、蓄水功能等，同时具备自清洁功能。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包括沿路宽方向排布的数个窨井盖板1、排水

装置2、自清洁装置3以及收集净化再利用装置4、积水深度预警装置5；所述窨井盖板1作为

行车道路面，排水装置2位于窨井盖板1下方；

[0007] 所述排水装置2包括导流池13、连通于导流池13底部的竖向排水管14，导流池13上

部设有过滤网层7，所述过滤网层7包括有固定设于导流池13上部内壁的基座12、以及交替

间隔排布于基座12上的过滤网板8、伸缩板9，伸缩板9可横向移动至相邻的过滤网板8的内

部、上方或下方，沿路宽方向排布的竖向排水管14底端汇集于导流管15；

[0008] 所述自清洁装置3用于对排水装置2的过滤网层7进行清洁，自清洁装置3包括除尘

主管19以及贯穿于竖向排水管14的除尘竖管20；除尘竖管20顶端安装有朝向过滤网层7的

喷头21，沿路宽方向排布的除尘竖管20底端汇集于除尘主管19，除尘主管19另一端与蓄水

池28相连接；

[0009] 所述收集净化再利用装置4包括沉淀池27、蓄水池28，沉淀池27与导流管15相连

接，沉淀池27与蓄水池28之间通过连通管26相连接，蓄水池28可连接地面上的雨水喷头29、

除尘主管19或城市自来水预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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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积水深度预警装置5包括有设置在道路入口方向路缘带上的雨量检测仪16、

水深显示器18以及PLC芯片机17。

[0011] 所述的窨井盖板1上分布有多个圆孔6，窨井盖板1为矩形状，窨井盖板1厚度根据

路面交通流量确定。

[0012] 所述竖向排水管14的最小半径根据排水装置2的最大泄水量Q2确定，为

m；且 m2；导流管15的最小半径根据交叉口一个道路入口方向的最大

泄水量N·Q2确定，为 m；且 m2；排水装置2沿一个道路入口

的路宽方向布设的个数为N， 其中，q为该路段一个道路入口方向排水装置2的设计

排水量，L/s；排水装置2之间的间距为 m，其中，B为该路段该道路入口方向道路

路幅宽度，m；f为窨井盖板宽度，m。

[0013] 所述各个间隔排布的过滤网板8固定设置于基座12上，各个间隔排布的伸缩板9横

向滑动设置于基座12上，直线驱动机构11带动各个伸缩板9沿基座12横向滑动至过滤网板8

的内部、上方或下方，所述过滤网板8为多孔状结构，伸缩板9为实心结构。

[0014] 所述的导流池13为长槽形，且导流池13的横截面为半圆形。

[0015] 所述除尘主管19底端可连接有喷气支路或喷水支路，喷水支路通过外接水源端口

24连接到蓄水池28，喷气支路通过外接气源端口25连接到压缩气源23。

[0016] 所述导流管15通过大功率水泵30将雨水抽送至沉淀池27中沉淀后，再抽送至蓄水

池28，所述蓄水池28中设有具有净化功能的海绵体31，所述沉淀池27留有开口用于清理池

底杂物，所述蓄水池28连接地面上的雨水喷头29可360°旋转喷洒路面灌溉绿化。

[0017] 所述雨量检测仪16、水深显示器18分别与PLC芯片机17电性连接，所述雨量检测仪

16测定的降雨强度数据实时传到PLC芯片机17，在路面最低洼中心处设置压力传感器10，压

力传感器10为水压传感器，且压力传感器10的位置与路面平齐，压力传感器10与PLC芯片机

17电性连接，压力传感器10测定的水压信号实时传到PLC芯片机17，PLC芯片机17电性连接

到远程控制终端，在凹形、谷形、马鞍形地形的交叉口内部或路段凹型竖曲线最低洼处还设

置2～4个排水装置2，而其它地形交叉口内部不设。

[0018] 一种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的安装方法，包括有以下施工步骤：

[0019] 1)、首先将除尘主管19分段穿插于导流管15，然后分段安装固定导流管15，再分段

连接安装除尘主管19、除尘竖管20和喷头21，最后将竖向排水管14与导流管15相连接；

[0020] 2)、安装完成固定竖向排水管14、导流管15、除尘主管19、除尘竖管20后，自导流管

15底面开始填筑级配碎石22至竖向排水管14顶面以下10cm，依次在竖向排水管14上安装导

流池13，安装好之后用级配碎石22填充导流池13之间的空隙，并人工捣实；

[0021] 3)、将窨井盖板1覆盖于半圆柱形的导流池13上方，上述各段接口均为刚性接口，

刚丝网水泥砂浆抹带接口，抹带前将管口的外壁凿毛、洗净，钢丝网端接头应在浇筑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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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座时插入混凝土内，在混凝土初凝前，分层抹压刚丝网水泥砂浆抹带，抹带完成后应立即

用吸水性强的材料覆盖，3h～4h后洒水养护；

[0022] 4)、相邻排水装置2间距处开设直径为60mm的圆孔用于灌浆，灌浆采用高强度防水

水泥砂浆，水泥砂浆的水灰比为0.8，在砂浆中掺入适量细砂，水泥：细砂＝1:0.5，施工时采

用水泥压浆泵，多点同时进行灌浆操作，灌浆完后，拔出灌浆管，留孔用水泥砂浆填塞密实，

待浆液凝结后对灌浆处表面采用原浆液人工抹平。

[0023] 与已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4] 1、本发明通过泄水能力公式计算合理布设排水装置，排水装置的数量根据设计排

水量确定，窨井盖板的厚度根据路段的实际交通流量确定，采用最少用量的排水装置，达到

了最大量、快速排水的目的，满足道路通行能力要求，有效降低了项目资金投入。

[0025] 2、本发明的过滤网层在无降水时处于封闭状态，防止杂物堵塞排水装置，保证整

个排水装置的正常工作，除尘主管的外接口端可喷射高压水与高压气对过滤网层进行反复

的清洗，外接水源端口连接蓄水池，利用净化后的雨水清洗过滤网层，形成循环利用系统。

[0026] 3、本发明根据对曼宁公式的修正和水深压力基本理论，提出了积水深度公式，当

实际降雨量大于设计排水量时，PLC芯片机算出积水深度值，水深显示器实时显示低洼处的

积水深度值，能有效给过往车辆以警示和提醒作用，明显提升城市低洼处在大暴雨条件下

的行程安全，保护了人民财产。

[0027] 4、本发明在有效快速排除低洼路段、交叉口处积水的同时通过收集净化装置收集

净化再利用，提高车辆行人通行能力、行驶安全性和城市蓄水能力，符合我国当前所提倡的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0028] 5、填筑的级配碎石能够有效的填充排水装置间的空隙，而灌入的高强度防水水泥

砂浆能将级配碎石粘结为一个板体结构，提高强度，为行车荷载提供足够的支撑作用。表面

抹平的防水水泥砂浆使水仅能流入排水装置，防止水浸入排水装置之间的间隔，减少路基

路面水损害发生。

[0029] 6、雨水经过沉淀池沉淀、蓄水池净化处理可灌溉、绿化、美化城市环境；或通过雨

水喷头喷洒路面，减少道路扬尘污染，夏季高温时还可降低路面温度，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将满足自清洁、灌溉绿化、喷洒路面以外的多余雨水抽送到自来水厂进一步处理后作为工

业或居民用水可提高城市蓄水能力，减少水资源浪费。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整体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自清洁装置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窨井盖板平面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过滤网层平面示意图；

[0034] 图5为本发明过滤网层工作模式示意图；

[0035] 图6为本发明导流池立体示意图；

[0036] 图7为本发明排水装置剖面示意图；

[0037] 图8为本发明收集净化再利用装置示意图；

[0038] 图9为本发明的排水装置在交叉口平面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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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图中标号：1窨井盖板，2排水装置，3自清洁装置，4收集净化再利用装置，5积水深

度预警装置，6圆孔，7过滤网层，8过滤网板，9伸缩板，10压力传感器，11直线驱动机构，12基

座，13导流池，14竖向排水管，15导流管，16雨量检测仪，17PLC芯片机，18水深显示器，19除

尘主管，20除尘竖管，21喷头，22级配碎石，23压缩气源，24水源端口，25气源端口，26连通

管，27沉淀池，28蓄水池，29雨水喷头，30大功率水泵，31海绵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参见附图，一种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包括沿路宽方向排布的数个窨井

盖板1、排水装置2、自清洁装置3以及收集净化再利用装置4、积水深度预警装置5；所述窨井

盖板1作为行车道路面，排水装置2位于窨井盖板1下方，窨井盖板1上分布有多个圆孔6，窨

井盖板1为矩形状，窨井盖板1厚度根据路面交通流量确定；

[0041] 排水装置2包括导流池13、连通于导流池13底部的竖向排水管14，导流池13为长槽

形，且导流池13的横截面为半圆形；导流池13上部设有过滤网层7，过滤网层7包括有固定设

于导流池13上部内壁的基座12、以及交替间隔排布于基座12上的过滤网板8、伸缩板9，伸缩

板9可横向移动至相邻的过滤网板8的内部、上方或下方，沿路宽方向排布的竖向排水管14

底端汇集于导流管15；各个间隔排布的过滤网板8固定设置于基座12上，各个间隔排布的伸

缩板9横向滑动设置于基座12上，直线驱动机构11带动各个伸缩板9沿基座12横向滑动至过

滤网板8的内部、上方或下方，过滤网板8为多孔状结构，伸缩板9为实心结构；过滤网层7通

过基座12安装于窨井盖板1下方导流池13内，而无需在施工时进行组装，降低施工技术难

度；

[0042] 自清洁装置3用于对排水装置2的过滤网层7进行清洁，自清洁装置3包括除尘主管

19以及贯穿于竖向排水管14的除尘竖管20；除尘竖管20顶端安装有朝向过滤网层7的喷头

21，沿路宽方向排布的除尘竖管20底端汇集于除尘主管19，除尘主管19另一端与蓄水池28

相连接；除尘主管19底端可连接有喷气支路或喷水支路，喷水支路通过外接水源端口24连

接到蓄水池28，喷气支路通过外接气源端口25连接到压缩气源23；

[0043] 收集净化再利用装置4包括沉淀池27、蓄水池28，沉淀池27与导流管15相连接，沉

淀池27与蓄水池28之间通过连通管26相连接，蓄水池28可连接地面上的雨水喷头29、除尘

主管19或城市自来水预处理系统；导流管15通过大功率水泵30将雨水抽送至沉淀池27中沉

淀后，再抽送至蓄水池28，蓄水池28中设有具有净化功能的海绵体31，沉淀池27留有开口用

于清理池底杂物，蓄水池28连接地面上的雨水喷头29可360°旋转喷洒路面灌溉绿化；

[0044] 积水深度预警装置5包括有设置在道路入口方向路缘带上的雨量检测仪16、水深

显示器18以及PLC芯片机17；雨量检测仪16、水深显示器18分别与PLC芯片机17电性连接，雨

量检测仪16测定的降雨强度数据实时传到PLC芯片机17，在路面最低洼中心处设置压力传

感器10，压力传感器10为水压传感器，且压力传感器10的位置与路面平齐，压力传感器10与

PLC芯片机17电性连接，压力传感器10测定的水压信号实时传到PLC芯片机17，PLC芯片机17

电性连接到远程控制终端，在凹形、谷形、马鞍形地形的交叉口内部或路段凹型竖曲线最低

洼处还设置2～4个排水装置2，而其它地形交叉口内部不设。

[0045] 导流池13的纵向高度为0.3m～0.8m，壁厚为0.1m～0.2m，导流池13下方连接有竖

向排水管14，竖向排水管14是壁厚为0.06m～0.1m的钢筋混凝土管，竖向排水管14的长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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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工要求预制，同一横截面上的竖向排水管14全部统一连接到导流管15，导流管15是壁

厚为0.1m～0.2m的钢筋混凝土管。竖向排水管14与导流管15的半径通过计算确定，并预制。

竖向排水管14的最小半径根据排水装置2的最大泄水量Q 2确定，为 m；且

m2；导流管15的最小半径根据交叉口一个道路入口方向的最大泄水

量N·Q2确定，为 m；且 m2；排水装置2沿一个道路入口的路

宽方向布设的个数为N， 其中，q为该路段一个道路入口方向排水装置2的设计排水

量，L/s；排水装置2之间的间距为 m，其中，B为该路段该道路入口方向道路路幅

宽度，m；f为窨井盖板宽度，m。

[0046] 根据坡面计算径流量Q′大小将排水装置2分为以下三种工作模式：

[0047] 工作模式一：当Q′<Q1时，采用工作模式一，即伸缩板不缩进过滤网板中，仅通过过

滤网板的孔泄水。

[0048] 工作模式二：当Q1≤Q′<NQ2时，采用工作模式二，即伸缩板缩进过滤网板中进行泄

水。

[0049] 工作模式三：当Q′≥NQ2时，采用工作模式三，即伸缩板缩进过滤网板中进行泄水，

且启动大功率水泵30提高排水能力。

[0050] 一个道路入口方向排水装置2的总泄水能力通过 计

算，其中，Q为泄水量，L/s；a为消减系数；W为过水的面积，m2；c为孔口系数，取0.6～0.8；N为

一个道路入口方向布设排水装置2的个数；g为重力加速度；h为允许存储水头，取0.02m～

0.06m；k为孔口阻塞系数，取0.6～0.9。工作模式一时，a取0.2～0.4，c取0.6，W为过滤网板8

的面积，一个道路入口方向的最大泄水量为Q1。工作模式二时，a取0.6～0.8，c取0.8，W为伸

缩板9的面积，N取1，一个排水装置2的最大泄水量为Q2，一个道路入口方向的最大泄水量为

NQ2。

[0051] 连通管26至蓄水池27的出水口为下斜喇叭状，可减缓水流冲击力，出水口下方设

置具有净化功能的海绵体31，具有净化功能的海绵体31为实验室特制材料一年内更换。沉

淀池27留有开口，用于清理池底杂物。蓄水池28可根据各地区实际降水情况建设800m3～

1000m3为宜，以满足自清洁、灌溉绿化、喷洒路面用水，两者之间相距100m～200m。蓄水池28

连接到城市自来水预处理系统，将多余雨水抽送到自来水厂进一步处理后作为工业及居民

用水。蓄水池28连接地面上雨水喷头29，通电后可喷洒路面灌溉绿化，雨水喷头29为360°旋

转喷头，有效增大喷洒适用范围，还可连接除尘主管19的外接水源端口用于对过滤网层7的

清洁。

[0052] 窨井盖板1作为行车道面为矩形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中长度为0.8m～1.2m；宽度为

0.6m～1 .0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40，其厚度为0.05m～0 .1m，当交通等级为轻时取

0.05m～0.06m，交通等级为中时取0.06m～0.07m，交通等级为重时取0.07m～0.09m，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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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特重时取0.09m～0.1m。窨井盖板1上分布有多个半径为0.05m～0.08m的圆孔6。待窨井

盖板1厚度和圆孔6的个数确定后，在加工厂预制完成窨井盖板1，预制完成后的窨井盖板1

运往施工现场，覆盖于排水装置2表面作为行车道路面，节约施工工期。

[0053] PLC芯片机计算的水深值由水深显示器18显示，每个道路入口方向的积水深度显

示为H，若降雨停止则仅显示最低洼处的积水深度Hd。H由公式

计算，其中，H为积水深度值，m；Q′为坡面计算径流量，

m3/s；ih为路面横坡度；s为路面粗糙系数；iz为路面纵坡度；η为大功率水泵排水能力提升系

数。坡面计算径流量由公式Q′＝16.67Ψqp,tF计算，其中，qp,t为降雨强度，mm/min；Ψ为径流

系数；F为汇水面积，km2，由公式F＝B·L′计算，其中，B为路幅宽度，m；L′为沿路段长度，取

100m～300m；ih，iz，s，Ψ根据排水装置所在城市和路面几何参数选取。Hd由公式 计

算，m，其中，M为压力传感器所测值，pa；ρ为水的密度，kg/m3；g为重力加速度。

[0054] 由PLC芯片机17计算的水深由水深显示器18显示为H或Hd，当min(H,Hd)<0.12m时小

汽车、鞍式列车、载重汽车均可通过；当0.12m<min(H,Hd)<0.24m时鞍式列车、载重汽车可安

全通过而小汽车不能通过；当0.24m<min(H ,Hd)<0 .9m时仅载重汽车能够安全通过；当min

(H,Hd)>0.9m时小汽车、鞍式列车、载重汽车均无法安全通过。

[0055] 排水装置2为预制钢筋混凝土中空杆件结构，沿道路路宽方向布设。排水装置2的

间隔空间范围内填充空隙率不小于18％的级配碎石22，其余部分按照原路面结构施工。收

集净化再利用装置4沿交叉口的对角线方向设置共有2个。积水预警装置5在每个道路入口

方向路缘带上各设置一个。

[0056] 一种路面雨水排除净化自清洁系统的安装方法，包括有以下施工步骤：

[0057] 1)、首先将除尘主管19分段穿插于导流管15，然后分段安装固定导流管15，再分段

连接安装除尘主管19、除尘竖管20和喷头21，最后将竖向排水管14与导流管15相连接；

[0058] 2)、安装完成固定竖向排水管14、导流管15、除尘主管19、除尘竖管20后，自导流管

15底面开始填筑级配碎石22至竖向排水管14顶面以下10cm，依次在竖向排水管14上安装导

流池13，安装好之后用级配碎石22填充导流池13之间的空隙，并人工捣实；

[0059] 3)、将窨井盖板1覆盖于半圆柱形的导流池13上方，上述各段接口均为刚性接口，

刚丝网水泥砂浆抹带接口，抹带前将管口的外壁凿毛、洗净，钢丝网端接头应在浇筑混凝土

管座时插入混凝土内，在混凝土初凝前，分层抹压刚丝网水泥砂浆抹带，抹带完成后应立即

用吸水性强的材料覆盖，3h～4h后洒水养护；

[0060] 4)、相邻排水装置2间距处开设直径为60mm的圆孔用于灌浆，灌浆采用高强度防水

水泥砂浆，水泥砂浆的水灰比为0.8，在砂浆中掺入适量细砂，水泥：细砂＝1:0.5，施工时采

用水泥压浆泵，多点同时进行灌浆操作，灌浆完后，拔出灌浆管，留孔用水泥砂浆填塞密实，

待浆液凝结后对灌浆处表面采用原浆液人工抹平。

[0061] 本发明的工程实例为：

[0062] 某城市某重要交叉口路段交通等级为重，路幅宽度B为40m，已知设计排水量q为

780L/s，收集净化再利用装置4沿交叉口的对角线方向设置共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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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针对该工程实例，分别取矩形窨井盖板为1m×0.7m，厚度为0.08m；圆孔呈5列3行

矩阵状排布，圆孔半径r取0.06m；导流池纵向高度为0.4m，壁厚为0.1m；过滤网层包括5块尺

寸为0.1m×0.5m的过滤网板、5块尺寸为0.06m×0.5m的伸缩板，竖向排水管壁厚为0.08m。

排水装置的最大泄水量为 式中a取0.7，c取0.8，W为

伸缩板面积，N取1，h取0.04，k取0.67。交叉口一个道路入口方向应布设排水装置的个数为

交叉口一个道路入口方向过滤网板的最大泄水量为

式中a取0 .2，c取0 .6，W为过滤网板面积，h取0 .04，k取

0 .67。竖向排水管的最小进水面积为 最小半径为

导流管的最小进水面积为 最小半径为

相邻排水装置之间间隔为

[0064] 取L′＝200m，则F＝B·L′＝0.008km2，沥青路面径流系数Ψ＝0.95，路面横坡度ih

＝2％，路面纵坡度iz＝4％，路面粗糙系数s＝0.013，大功率水泵排水能力提升系数η＝

1.2。

[0065] 若降雨强度qp,t＝0.2mm/min，Q′＝16.67Ψqp,tF＝25.3384L/s，此时Q′<Q1，采用工

作模式一

[0066] 若降雨强度qp,t＝5mm/min，Q′＝16.67Ψqp,tF＝633.46L/s，此时Q1≤Q′<NQ2，采用

工作模式二。

[0067] 若降雨强度qp,t＝10mm/min，Q′＝16.67Ψqp,tF＝1266.92L/s，此时Q′≥NQ2时，采

用工作模式三。该路口显示的积水深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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