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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

净化系统，包括组合使用的行道树种植池与植被

种植池，所述行道树种植池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

置的覆盖物层、行道树种植土层、行道树排水层

及素土层，所述植被种植池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

置的指定种植物、植被种植土层、滤料层、植被排

水层、砂土层及素土层，贯穿植被种植土层、滤料

层垂直设置有溢水管，所述行道树排水层与植被

排水层内均设置有穿孔管，所述溢水管的下端连

通所述植被排水层内的穿孔管。本发明通过对园

路绿化隔离带下垫面的改良，形成雨水净化系

统，能有效处理路面初期雨水，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同时延缓洪峰径流形成时间，削减洪峰流量，

减小雨水管道系统的防洪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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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组合使用的行道树种植池

与植被种植池，所述行道树种植池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覆盖物层、行道树种植土层、行

道树排水层及素土层，所述植被种植池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指定种植物、植被种植土

层、滤料层、植被排水层、砂土层及素土层，贯穿所述植被种植土层、所述滤料层垂直设置有

溢水管，所述行道树排水层与植被排水层内均设置有穿孔管，所述溢水管的下端连通所述

植被排水层内的穿孔管，所述植被排水层内的穿孔管连接雨水排水管道或行道树排水层内

的穿孔管，所述行道树排水层内的穿孔管连接雨水排水管道;

所述植被种植土层的pH值为5.5-6.5,所述植被种植土层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各组分：沙

子85%-90%，泥沙1%-15%，粘土2%-5%、有机物3%-7%，所述沙子中细沙的质量分数小于25%;

所述行道树种植土层包括碎石、粘壤土和土壤改良剂，所述碎石、粘壤土、土壤改良剂

的重量比为100:20-25:0.03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种

植池设置于行道树种植池与行道树种植池之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砂土层

的渗透率为100-200mm/h，有机质含量大于等于3%，细木屑掺杂质量比为1%。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砂土层

中原土：粗砂：中砂的重量比为1:1.5:6.95，所述粗砂的平均粒径为1-2mm，所述中砂的平均

粒径为0.25-1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覆盖物

层为碎石或植物再生材料，所述碎石粒径为5-15mm，所述植物再生材料为撕碎树材或再生

木质经磨碎、筛选而成。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行道树

排水层与植被排水层的组分相同，为直径20-30mm的砾石，孔隙率为35%-40%，有效孔径大于

80%。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穿孔管的直

径为100-150mm，穿孔管的外部包覆有透水土工布，所述透水土工布采用无纺针刺土工布，

由聚烯烃或聚酯制成，拉伸率不小于50%且撕裂强度不小于4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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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园路绿化设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由于在狭小的地理空间内承载太多的功能，不能给予城市道路绿化太多空

间，因此城市行道树种植方式多局限于两种方式:一种是树池式(点式)，主要是在人行道上

按照一定的株距(5-8m)独立种植，行道树树池之间为硬质铺装；另一种是树带式种植(条

式)，通常为人行道上沿车行道路路牙侧宽1.5m左右的绿化带，种植行道树及草坪、灌木等

组成综合景观。

[0003] 行道树一般在道路修建完后即时种植，根植于道路、管线等各种基础中，下垫面构

造单一，种植土下往往会有建筑垃圾的存在，一方面，由于初期雨水直接排入，将会对收纳

水体造成污染，另一方面，易影响土壤理化性状，不利于树木的生长。

[0004] 现状单一下垫面构造存在以下问题：

[0005] (1)路面径流未经过滤直接排入树穴；降雨初期，雨水溶解了空气中的大量污染性

气体，降落地面后，又由于冲刷沥青混凝土道路、建筑工地等，使得前期雨水中含有大量的

有机物、病原体、重金属、油脂、悬浮固体等污染物质。初期雨水的污染程度较高，有一些污

染物的含量接近甚至超过了普通城市污水。如果将初期雨水直接排入自然受纳水体，将会

对水体造成较大的污染。

[0006] (2)行道树局促的根部发展空间与不良的土质环境会制约其健康生长。近些年，随

着城市美化需要，城市道路新建、改造过程中各种管线入地，给城市行道树提供了无限的上

层伸展空间，但给予根系的生长空间却有限，行道树根植于道路基础中，根系吸收水分、营

养等生长必需的营养物质的范围有限。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或生存空间不贯通，苗木

生长势表现弱，几年甚至数年保持栽种时的状态而不展冠，形似“小老树”。

[0007] 一般挖出的坑土理化性质很差，行道树下往往会有回填的建筑垃圾,如地梁,地

板,大石头等。新栽行道树乔木根球土质环境优化改善的主要目的，是让根系切口尽快形成

愈伤组织，并有利于萌孽新根的快速生长。新根的穿透力较弱，在积水及闷堵不透气的土壤

环境中易遭坏死萎缩，贫瘤的土质缺乏客种养料，满足不了新根的生长，而使用不当的人造

肥料也可能因为肥力过高或施用未彻底腐熟的生肥，而直接损伤新根或引起土壤发热间接

“烧”死新根。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

本发明能够对园路径流排水的收集、渗透、过滤及排放进行调控，减轻雨水径流带来的污染

及内涝压力，改善植物根区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各树种的成活率和保存率，促进植物生长。

本发明通过利用人行道上建设点状行道树树穴和绿色生物带的组合，构建“绿色生态”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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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系统，合理组织地表竖向排水，有效地处理路面初期雨水，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同时延

缓洪峰径流形成的时间，削减洪峰流量，从而减小雨水管道系统的防洪压力,恢复自然水循

环，实现雨水资源的“渗、滞、净、排”。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0] 本发明提供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包括组合使用的行道树种植池

与植被种植池，所述行道树种植池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覆盖物层、行道树种植土层、行

道树排水层及素土层，所述植被种植池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指定种植物、植被种植土

层、滤料层、植被排水层、砂土层及素土层，贯穿所述植被种植土层、所述滤料层垂直设置有

溢水管，所述行道树排水层与植被排水层内均设置有穿孔管，所述溢水管的下端连通所述

植被排水层内的穿孔管，所述植被排水层内的穿孔管连接雨水排水管道或行道树排水层内

的穿孔管，所述行道树排水层内的穿孔管连接雨水排水管道。

[0011]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植被种植池设置于行道树种植池与行道树种植池之

间。

[0012]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植被种植土层的pH值为5.5-6.5,所述植被种植土层包

括以下质量份的各组分：沙子85％-90％，泥沙1％-15％，粘土2％-5％、有机物3％-7％，所

述沙子中细沙的质量分数小于25％。

[0013]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砂土层的渗透率为100-200mm/h，有机质含量大于等于

3％，细木屑掺杂质量比为1％。

[0014]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砂土层中原土：粗砂：中砂的重量比为1:1.5:6.95，所

述粗砂的平均粒径为1-2mm，所述中砂的平均粒径为0.25-1mm。

[0015]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覆盖物层为碎石及植物再生材料的混合物，所述碎石

粒径为5-15mm，所述植物再生材料为撕碎树材或再生木质经磨碎、筛选而成。

[0016]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行道树种植土层包括碎石、粘壤土和土壤改良剂，所述

碎石、粘壤土、土壤改良剂的重量比为100:20-25:0.035。

[0017]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行道树排水层与植被排水层的组分相同，为直径20-

30mm的砾石，孔隙率为35％-40％，有效孔径大于80％。

[0018]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穿孔管的直径为100-150mm，穿孔管的外部包覆有透水土工

布，所述透水土工布采用无纺针刺土工布，由聚烯烃或聚酯制成，拉伸率不小于50％且撕裂

强度不小于400N。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0] (1)本发明通过对园路绿化隔离带下垫面的改良，形成雨水净化系统，能有效地处

理路面初期雨水，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同时延缓洪峰径流形成的时间，削减洪峰流量，从而

减小雨水管道系统的防洪压力。

[0021] (2)本发明能够有效改善植物根区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各树种的成活率和保存率，

明显促进植物生长。

[0022] (3)本发明雨水净化系统原则上每年检查2次，对土壤层、排水层以及地下水和出

水水质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措施来保证系统的合理功能。本发明与其他复杂生物滞

留设施作比对，包括前期成本、施工成本和运营维护成本的考量，本系统的成本费用和经济

效益是可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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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4)本发明的雨水净化系统占地面积较小，应用灵活性强，可分散设置，适用于无

绿化带道路及用地较紧张的场地建设。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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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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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图1为本发明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的俯视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的纵向剖视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中植被种植池的横向剖视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中行道树种植池的横向剖视图。

[0029] 其中，附图标记具体说明如下：行道树种植池1、植被种植池2、行道树11、覆盖物层

12、行道树种植土层13、行道树排水层14、素土层15、围坎16、指定种植物21、植被种植土层

22、滤料层23、植被排水层24、砂土层25、溢水管3、穿孔管4。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设置于车行道与人行道之

间，包括行道树11、指定种植物21、行道树种植池1及植被种植池2，植被种植池2按需设置于

行道树种植池1与行道树种植池1之间。流入行道树种植池1的雨水会先后经过表土覆盖物、

行道树种植土进行过滤，雨水中的污染物经过滤后，经由排水层及穿孔管4就近接入市政管

网。实现了雨水资源的渗、净、排，能够保持土壤良好结构，避免灌水或降雨等作用下的土壤

结构破坏，导致土壤板结或行道树11烂根，有利于行道树11的生长。流入植被种植池2的雨

水，经由指定种植物21、改良种植土层的短暂滞留，再经滤料层23、排水层及穿孔管4就近接

入市政管网或与行道树种植池1的穿孔管4相接后一起排入市政管网。实现了雨水资源的

渗、滞、净、排，设计计算园路雨水净化系统面积时，综合考虑设施的渗透能力、蓄水层植物

的影响、土壤填料空隙储水能力等因素，将行道树种植池1和植被种植池2灵活组合应用。

[0032] 本实施例的方案着重考虑人行道侧的雨水的控制及利用，植被种植池2与车行道

连接的一侧按需进行防渗处理防止雨水直接入渗可能会对车行道的道路结构造成损害。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施例的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作详细的说明，如图1所示，

本实施例中，植被种植池2设置于行道树种植池1与行道树种植池1之间。

[0034] 如图2及图3所示，植被种植池2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指定种植物21、植被种植

土层22、滤料层23、植被排水层24、砂土层25及素土层15，其中，植被种植土层22与滤料层23

之间设置有透水土工布，透水土工布采用无纺针刺土工布，由聚烯烃或聚酯制成，隔离专

用，拉伸率不小于50％且撕裂强度不小于400N，并且具有UV稳定性。贯穿植被种植池2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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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种植土层22、滤料层23设置有溢水管3，垂直布置的溢水管3顶部与雨水设施的设计滞水

深度顶部齐平切低于周边绿地或铺装20mm-100mm，溢水管3的下端置于植被排水层24内，并

连通植被排水层24内排设的穿孔管4，穿孔管4的外部包覆有透水土工布。

[0035] 植被种植土层22用于为植被的生长提供养分，PH值在5.5-6.5范围内。由以下重量

份的物质组成：沙子85％-90％，泥沙1％-15％，粘土2％-5％、有机物3％-7％。其中沙子中

细沙不超过25％(《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52)对细沙的粒径范围有

明确的规定)。植被种植土提为植被生长提供水和养分，植被种植土中的微粒通过化学正离

子交换而吸收多余的污染物，带有微粒的土壤存在空隙，能够储存一定比例的径流量。

[0036] 滤料层23可选用沸石、砂石等材料。沸石能显著降低土壤中各离子含量，并使其在

土层中重新分布。此外，该层能有效改善植物根区土壤物理性质，提高各树种的成活率和保

存率，并且明显促进植物生长。

[0037] 本实施例中砂土层25采用级配砂石，渗透率100-200mm/h，有机质含量不小于3％，

砂石配比如下：原土：粗砂：中砂的比例为1:1.5:6.95，其中，粗砂的平均粒径为1-2mm，中砂

的平均粒径为0.25-1mm，砂土层25中细木屑掺杂质量比为1％。

[0038] 植被排水层24选用直径20-30mm的砾石。

[0039] 指定种植物21的种植的最低密度应达到85％，植被的种类根据环境可以进行不同

的选择。

[0040] 如图2及图4所示，行道树种植池1设置为中间高四周低的凸面结构，行道树种植池

1的上表面与人行道连接处的高度与人行道齐平，行道树种植池1的上表面与车行道连接处

的高度与道路侧石齐平。当行道树种植池1距离建筑水平距离小于1.5m时，宜在靠树池侧的

建筑外墙面(或地下室侧壁)增加防水措施。行道树种植池1靠车行路基一侧按需进行防渗

处理，以避免雨水直接入渗可能会对车行道的道路结构造成影响。行道树种植池1包括由上

至下依次设置的覆盖物层12、行道树种植土层13、行道树排水层14及素土层15。

[0041] 覆盖物层12选用碎石及植物再生材料的混合物，碎石粒径为5-15mm，植物再生材

料为撕碎树材或再生木质经磨碎、筛选而成。在种植床内，覆盖物层12中植物再生材料应长

于75mm，且过筛孔径不大于15mm。在斜坡及坡台内，覆盖物层12中植物再生材料应长于

100mm，且过筛孔径不大于15mm。对覆盖物层12施用氮进行稳定，覆盖物层12不含杂草、除草

剂、真菌及其他有害物质。在行道树种植土层13表面设置覆盖物层12可以防止雨水径流对

表面土层的直接冲刷，减少水土流失，滤污染物，有效保持土壤湿润，避免表土板结造成设

施渗透性能降低。

[0042] 行道树种植土层13是使用碎石、粘壤土和土壤改良剂按100:(20-25):0.035比例

均匀地搅拌而成的混合物。碎石是经过仔细筛分与清洗的棱角花岗岩碎石，其颗粒直径在

40-75mm的范围内。粘壤土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物质：沙砾低于5％、沙子20-45％、粉沙20-

50％、粘土20-40％(上述组分的选用参照《园林栽植土质量标准》)。粒径小于2μm的颗粒含

量不大于27％，PH值在5.5至7之间，有机物干重含量比例在2％至6％之间；粘壤土饱和液中

的可溶性盐含量低于3.0Ω/cm，硼含量低于百万分之一，钠吸收率低于4，阳离子交换能力

超过10，炭氮比率低于33:1。粘壤土通过土壤粘合剂粘附于碎石的表面，土壤粘合剂为丙烯

酰胺-丙烯酸钾水凝胶共聚体，pH值为6.5至7.0。不含有毒物质，可溶于水。土壤改良剂：根

据土壤测试的结果和植物特性进行选择。本实施例中，土壤改良剂包括：缓释型肥料、级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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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硫磺及碳酸钙，其中，级粒状硫磺的纯度为96％，碳酸钙为含镁石灰石，其中碳酸钙含量

最低为50％，碳酸镁含量最低为25％，无机碳含量最低为11％，且可100％通过10号网筛。上

述的行道树种植土能够满足行道树11生长营养需求，土壤间有足够的间隙供植物根系向外

生长，解决了目前行道树11只能局限生长的问题。行道树种植土层13在在人行道路侧及车

行道路侧的敷设坡比为2：1，结合成分中的碎石对两旁的硬质道路有一定的结构支撑作用。

对于带土球池植苗木，由于原土球相对于周边新填土，结构致密，吸水困难，需要多次补充

水分把水浇透，在保证苗木出土线与路面平齐情况下，栽植过程中可对土球落肩，即围坎

16，以增加水圈容量。本发明还通过铺设盲管解决排水与透气问题，通过盲管可少量多次把

水浇透，同时还可改善根部通透性，刺激根系发育。

[0043] 行道树种植池1中的行道树排水层14与植被种植池2中的植被排水层24采用相同

的组分，排水层的孔隙率为35％-40％，有效孔径大于80％。行道树种植土层13与行道树排

水层14之间设有透水土工布，行道树排水层14内设有穿孔管4，穿孔管4的管径为100-

150mm，穿孔管4的外部包覆有透水土工布，行道树种植池1内的穿孔管4连通植被种植池2内

的穿孔管4，行道树种植池1内的穿孔管4接入就近的雨水排水管道，将路面下的积水及时排

除。

[0044] 请继续参照图2，行道树种植土层13的厚度需达到1.5m满足行道树11生长需要。

[0045] 本实施例的园路绿化隔离带的雨水净化系统原则上每年检查2次，对系统的行道

树种植土层13、植被种植土层22、行道树排水层14、植被排水层24以及地下水和出水水质情

况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措施来保证系统的合理功能。

[0046] 尽管上述实施例已对本发明作出具体描述，但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应该理解为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以及范围之内基于本发明公开的内容进行修改

或改进，这些修改和改进都在本发明的精神以及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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