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水管理指導手冊-地下貯留滲透 
     

地下貯留滲透介紹 

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通常是碎石床或低窪地，景觀或鋪砌表面下方具有儲存管道。雨水流入地下貯

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在聚集的空隙空間內，並滲透到周圍的土壤中。滲透井，滲透溝和滲透床是該雨水管

理類型的一些例子 

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可以與其他雨水管理系統串聯組合，以滿足雨水管理規定。 

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的設計不限於本文中所示的實例。成功的雨水管理計劃將結合每個站點適當的材

料和設計。 

 

 

如何使用地下貯留滲透？ 

當表面生物滲濾/生物滯留雨水管理系統在現場不可行時，應考慮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 

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必須具有下層土壤，滲透測試程序進行測試時，確定滲透可行性。它們可用於管

理小型和大型場地的雨水。對於大型場地，可以整合多個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以管理更大的區域。 

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是適用於多種類型開發的多功能雨水管理系統，從單戶住宅到高密度商業項目。

如果建築物覆蓋層負荷和公用事業不能使用，可以位於草坪和休閒區域以及停車場和其他硬景觀表面下方。 

 

地下貯留滲透的主要優勢 

➢ 管理雨水徑流而不佔用地表或屋頂空間 

➢ 當存在空間限制時，通過靈活的設計選項，在草坪和休閒區域以及停車場和其他不透水區域進行選址 

➢ 可以滿足雨水管理站點的防洪要求 

 

地下貯留滲透的關鍵局限性 

➢ 生物滲濾雨水管理系統等表面施工相比，可能更昂貴且難以安裝和維護 

➢ 在沒有雨水先期處理的情況下，不適合具有高沉積物負荷的徑流 

➢ 要求嚴格遵守定期檢查，因為維護需求不易察覺 

➢ 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的要求，通常會導致額外的維護成本 

➢ 不會改善自然美學或雨水管理系統相關的輔助環境效益，例如棲息地創造和改善的空氣質量 

 

地下貯留滲透的關鍵設計考慮因素 

➢ 在排放到地下滲透系統之前，應提供適當的雨水先期處理以去除沉積物和雜物。根據預期的沉積物負荷

和沈積物去除難度製定雨水先期處理方法。 

➢ 地下室，儲水箱，管道或陰井可用於增加空隙空間並減少雨水管理系統佔地面積; 但是，必須完成適當

的分析，以確保不超過負載率要求。在評估此類系統時，還必須仔細考慮長期維護。 

➢ 系統和維護通道應位於可以進行維護和潛在維修的區域。 



➢ 在適用的情況下，應考慮結構適用於覆蓋層支撐和交通負荷。 

➢ 在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安裝之前，可能需要修復或穩定土壤污染區域或不穩定的土壤。 

 

地下貯留滲透類型 

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有各種形狀和大小，但通常適用於以下三類： 

地下碎石層儲存包括土工織物包裹的碎石，促進滲透到底土。碎石儲存床在地下滲透類型中，提供每單位面積最小的儲

存量。從地下碎石儲存中去除沉積物是困難的，這需要有效的雨水先期處理。 

地下管道和儲器空間包括穿孔的塑料或金屬管，或管狀線性儲器空間，其放置在碎石中以提供每單位體積更多的存儲並

促進滲透到底土中。可以使用各種管道尺寸和形狀來優化存儲容量以滿足特定的場地要求。 

地下塑料網格存儲由埋入的塑料結構組成，可以堆疊和相互連接以形成各種形狀和尺寸。網格系統可以提供多達 95％的

空隙空間用於存儲雨水。 

 

地下貯留滲透組件 

 

具有典型特徵的地下貯留滲透 

 

雨水先期處理組件 

雨水先期處理系統在輸送到滲透區域之前捕獲來自雨水徑流的垃圾，沉積物和/或污染物。雨水先期處理需求

將根據貢獻的排水區域組成和用途而顯著變化。雨水先期處理可以包括諸如沉積和捕集入水口，沉積物/沉砂

池或分離器，介質過濾器，入水口插入物或其他適當的預製或專有設計的結構，以在被輸送到雨水徑流之前

從雨水徑流中去除沉積物，浮子和/或碳氫化合物。地下滲透雨水管理系統。 

雨水先期處理包括過濾裝置，前池和窪地。有關雨水先期處理系統的更多信息，設計人員可參閱“雨水先期

處理”。 

 

進水口控制組件 

入水口控制系統傳遞和控制雨水從集水區流向地下滲透雨水管理系統。入水口控制需求將根據雨水輸送系統

的設計和場地佈局而有所不同。 

入水口控制可包括分流器，無設計/路緣開口，能量消散器和入水口。有關進樣口控制的更多信息，設計人員

可參閱“進水口控制”。 

 

存儲區域組件 

地下貯留滲透中的儲存區域雨水管理系統在滲入天然土壤時暫時保留雨水徑流。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

的存儲部件通常由碎石填充的水平底床或溝槽構成，可以包括或不包括管道，地下儲水室，混凝土拱頂，儲

水箱，塑料網格或其他專有結構。碎石和/或結構之間的空隙存儲著雨水，直到它可以滲透到周圍的土壤中。 

 

出口控制組件 

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中的出口控制可以提供一系列功能，包括： 

➢ 控制儲存多少水以進行滲透; 

➢ 滿足排水停止時間要求; 



➢ 在各種風暴事件中控制雨水管理系統的排放率並限制水面高度; 和/或 

➢ 繞過大風暴事件的流量。 

出水口控制可包括孔口，堰或水平分佈器。設計者更多信息參考，出水口控制。 

 

檢查和維護組件 

對地下貯留滲透中的所有主要組件進行安全，便捷的檢查和維護雨水管理系統對於確保長期性能至關重要。

接入點提供對地下系統檢查和日常維護，也可用於在發生故障或嚴重損壞的情況下從地下雨水管理系統中抽

水。人孔為維護人員和設備提供了進行維護和檢查的通道。清潔可為軟管和真空設備提供通道。觀測井可以

進入地下系統的底部進行性能檢查和監測。結構還可以提供附加功能，例如連接地下管道。 

 

地下貯留滲透設計標準 

一般設計標準 

1. 最大排水時間為 72小時。 

2. 直接連接不透水區域與雨水管理系裝載比最大為 8：1。 

3. 為大型風暴提供，包括 100年，24小時風暴。溢流結構和管道必須設計成至少十年，24小時的風暴。 

4. 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與任何相鄰私人物業之間的最小距離為 3公尺。雨水管理系統可以直接位於公共

建築物附近。 

5. 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與任何建築物基礎之間的最小距離為 3公尺。 

6. 貯留滲透要求： 

a. 雨水管理系統必須位於任何滲透性差的土壤，高地下水位，基岩或其他限制區域上方至少 60cm處。 

b. 對於水文模擬，必須對水平表面區域進行滲透，而不是濕潤區域。 

c. 滲透測試程序進行測試時，滲透的土壤必須確定滲透是可行的。 

d. 滲透速率超過每小時 30mm的土壤需要修土。在施工期間，在達到最終路基高程時，必須在貯留滲透的

雨水管理系統整個橫截面上放置一個 60cm厚的修正土層，在雨水管理系統的底部以下，並且必須進行至

少三次滲透測試在修正滲透的的土壤。如果安裝土壤改良劑並且測試的滲透率確定在允許範圍之外或與

設計滲透率顯著不同，則需要額外的土壤改良和/或雨水管理系統重新設計。 

7. 在適用的情況下，必須考慮結構適用於覆蓋層支撐和交通負荷。 

 

雨水先期處理設計標準 

8. 必須將可接受的雨水先期處理形式納入設計中。需要預先處理所有入水口的徑流。至少，這可以使用進

水口的集水槽和疏水閥，在溝槽排水管下游具有疏水閥的集水箱和用於陸上流動的過濾。 

9. 有關雨水先期處理系統設計標準的更多信息，設計人員可參考“雨水先期處理”。 

 

進口控制設計標準 

10. 有關入水口控制系統設計標準的信息，設計人員可參閱“進水口控制”。 

 

存儲區設計標準 

11. 存儲區域必須為雨水管理系統的底部和最低出口（包括存儲空隙）之間的水質量提供靜態存儲。 

12. 最大允許靜態存儲量是一年 24小時風暴的徑流量。 

A. 對鄰近地區的長期影響，包括沉降，地下室水分/水的變化以及結構破壞; 

B. 地下水位的位置; 

C. 參考其他成功滲透超過一年 24小時風暴事件的項目; 和 

D. 嚴格的雨水先期處理，以促進雨水管理系統滲透的壽命。 



13. 當雨水管理系統串聯使用時，所有雨水管理系統的存儲區域必須提供累積靜態存儲，但對於串聯使用的

每個單獨雨水管理系統，沒有最低存儲要求。 

14. 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可以設計為具有超出額外存儲，並具有滿足所有剩餘適用的雨水規則的出水

口控制。 

15. 由管材，塑料網格或其他相關結構提供的空隙空間必須按照製造商的規定並在支持文檔中註明。 

16. 存儲區域和基礎： 

a. 管道，網格和，地下儲水室，存儲區域必須用碎石填充，以防止沉降或下沉。 

b. 基礎厚度必須根據系統要求而變化，但不得小於 15cm。 

c. 如果需要過度挖掘和更換鬆散或不穩定的地下材料，遇到這種情況。應諮詢岩土工程師或其他適當的設

計專業人員以獲得額外指導。 

d. 必須根據系統負載，岩土工程條件和製造商的建議提供基礎/頁腳。基礎設計必須由合適的設計專業人員

執行。 

17. 存儲設計必須根據預期的最大有效負載（包括考慮緊急車輛），考慮車輛的潛在負載。 

18. 存儲量計算的孔隙度值如下： 

a. 土壤介質：0.20 

b. 沙：0.30 

c. 碎石：0.40 

19. 必須通過土工織物或細礫石過濾器將碎石與土壤介質分離，以防止沙子，淤泥和沈積物進入系統。 

20. 如果沿斜坡安裝，石材存儲系統必須具有水平底部或使用梯形系統。 

 

出水口控制設計標準 

21. 有關出水口控制系統設計標準的信息，設計人員可參閱“出水口控制”。 

 

檢查和維護設計標準 

22. 必須提供清理，檢修孔，檢修面板和其他檢修功能，以便無障礙地安全地進入雨水管理系統，以便對流

入，流出，排水和存儲系統進行日常維護和檢查。 

23. 必須為包含石材儲存的雨水管理系統提供觀察井，並且必須滿足以下要求： 

a. 觀察井必須放在石床處。 

b. 觀察井必須位於石床系統中心附近，以監測雨水管理系統中存儲的水的水位和持續時間（排水時間）。 

c. 必須提供對觀察井的充分檢查和維護。 

d. 如果人孔的安裝在雨水管理系統底部或底部以下，則可以使用人孔代替觀察井，並且人孔的配置使得雨

水可以在雨水管理系統和雨水管理系統的人孔之間自由流動。 

24. 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的功能： 

a. 必須為所有非石材儲存床的地下儲存雨水管理系統提供功能。 

b. 必須提供雨水管理系統中足夠數量的接入點，以有效地檢查和維護滲透區域。 

c. 對於現澆保險庫系統，通道功能必須包括檢修孔或磨碎的檢修板或門。磨碎的檢修面板優選用於保持氣

流。 

d. 對於網格存儲或其他製造系統，必須遵循製造商的建議。 

e. 高度超過 120cm的地下儲水室需要梯子。 

f. 必須提供至少 100cm直徑的集管，並連接到地下滲透雨水管理系統每個角落的檢修孔。或者，在每個分

配管的支管/集管連接處提供清洗，則可以使用較小的集管。清理必須在雨水管理系統的兩側。 

 



 

地下貯留滲透管材標準細節 

 

4地下貯留滲透施工指南 

正確的施工和仔細考慮土壤壓實，滲透性能和地下貯留滲透的沉降控制雨水管理系統對於確保長期功能和減

少長期維護需求和成本至關重要。根據定義，由於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是埋藏的，因此施工監督至關

重要。在回填之前，必須至少對體積，等級和高程進行驗證。   

 
 

1. 地下貯留滲透區域在土地施工之前，必須將雨水管理系統物理標記為重型設備禁區，以避免施工期間的

土壤擾動和壓實。在地下滲透區域周圍安裝施工圍欄。如果在施工期間壓實區域，可能需要進行額外的

滲透測試和重新設計。 

2. 在現場提供侵蝕和沈積控制保護，使施工逕流遠離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在施工期間沉積在地下

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中的沉積物，特別是碎石床。 

3. 在施工期間，滲透區域不得用作沉積物收集區，除非至少有 60cm的土壤留在原位，而該區域用作沉積物

收集區，隨後在施工期間，在排水區域穩定後將其移除。 

4. 完整的場地高程分級並穩定所有受干擾的土壤。最終確定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的挖掘和施工之

前，必須實施受干擾區域的穩定。 

5. 在鋪設土工織物和石床之前，不得對現有的路基進行壓實或使用過多的施工設備。建議使用機械裝置從

滲透床外部裝載石材。石頭應小心放置，而不是傾倒在滲透床中。如果必須在挖掘區域使用設備，則所

有設備必須是低地壓設備。使用窄軌道或輪胎的設備，不得使用帶有大凸耳的橡膠輪胎或高壓輪胎會導

致過度壓實。如果在施工期間壓實路基，可能需要對土壤滲透率進行額外測試並重新設計雨水管理系

統。碎石入水口不得位於滲透建議的區域之上。 

6. 在路基準備工作後立即放置土工織物和石料骨料，以防止碎屑或沉積物堆積。在放置土工織物和骨料床

期間防止徑流和沈積物進入滲透床。 

7. 根據製造商的標準和建議放置土工織物。在床外至少 120cm處固定土工織物。相鄰的濾布條必須重疊至

少 50cm。 

8. 構成滲透雨水管理系統的所有石頭必須保持無沉澱物。如果沉積物進入石頭，承包商可能需要移除沉積

物並用乾淨的洗過的石頭替換。 

9. 在回填之前，確認並記錄所有結構（如管和管道）的高度和尺寸。 

10. 回填到完成。確保根據規格正確壓實回填。確保回填過程不會中斷管道放置和配置。 



11. 進水箱，鋼筋混凝土箱，進水口控制裝置和出水口控制裝置等結構必須根據製造商的指導或設計專業人

員的指導進行構建。 

12. 在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以上完成表面分級，使用合適的設備以避免過度壓實。 

13. 一旦該地點永久穩定植被，就可以消除暫時的侵蝕和沈積物控制措施。 

 

地下貯留滲透維護指南 

維護地下貯留滲透雨水管理系統的重點是定期清除雨水先期處理和儲存區域的沉積物和雜物。通常使用真空

或沖洗系統進行從陰井蓋，過濾設施和管道中去除沉積物。關於真空或沖洗沉積物去除設備的使用和操作的

指導超出了本手冊的範圍; 應聯繫維護專業人員以獲取更多詳細信息。地下雨水管理系統維護程序必須符合職

業安全與健康管理要求。 

地下貯留滲透的一般維護活動表。 

 

地下貯留滲透維護指南 

早期維護活動 維護頻率 

檢查控制系統和流量裝置，直到土壤沉降和區域的穩定。 雙週 

檢查入水口控制，出水口結構和存儲區域是否有垃圾和沈

積物積聚。 

安裝後第一年每月一次，以確定持續的

維護頻率 

 

正在進行的維護活動 維護頻率 

定期清理排水溝，以減少沉積物負荷以利滲透雨水管理系統運作。清潔

油酯，更換過濾器，以及清潔直接連接系統中的雨水先期處理區域。 
如所須 

當沉積區域為 3/4滿時，從地下滲透雨水管理系統沉澱室中去除沉積物

和碎屑。 
如所須 

清除管道和系統中的沉積物和碎屑。沉積深度不得達到雨水管理系統出

水口高度，10cm以下的最大深度。從過濾系統中去除沉積物必須符合製

造商的建議或根據現場特定的維護計劃。 

如所須 

檢查地下滲透設施和控制結構。 每季 

清除漂浮的碎屑和積累的油酯。 每季 

在暴風雨至少 30mm/hr後評估雨水管理系統的排水時間，以確保雨水管

理系統排水時間少於 72小時。 
不斷的 

保持所有檢查和維護活動的記錄。 不斷的 

有關雨水先期處理，進水口控制和出水口控制的維護指導的信息，設計人員可參考“雨水先期處理”，“進

水口控制”和“出水口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