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水管理指导手册-雨水先期处理设施 

雨水先期处理-生物渗滤/生物滞留 

下载此雨水管理系统及其维护指南的摘要，并为客户和开发人员提供快速参考信息： 

Rain Garden-雨水花园简报-mp4  

水资源管理设施-集水树穴简介.pdf 

地下灌溉雨水花园设计、施工和维护手册.pdf 

 

什么是生物渗滤/生物滞留？ 

生物渗滤和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通常被称为雨水花园，是植被洼地或盆地，表面储存，植被，种植土

壤，出水口控制和其他组件来留住雨水径流。生物渗滤和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提供高性能绿色空间和具

有成本效益的雨水管理，代表了雨水管理系统最优先层次。两种类型的雨水管理系统都可以通过植物性土壤

介质过滤径流来减少雨水量和污染，从而促进蒸发蒸散。生物渗滤雨水管理系统，是雨水渗透到周围土壤

中，而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通过流量调节来减弱径流。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可与其他雨水管理系统串联使用，以符合雨水下渗规定。 

由于生物渗滤和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在雨水管理系统层次结构最优先，因此本节提供了特殊设计指导以促

进其使用。本设计指南，利用标准细节和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盆地尺寸表中规定的最低要求，确保生物渗滤/生

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可以完全设计和水质合规，了解渗透可行性。 

 

 

如何使用生物过滤/生物滞留？ 

生物渗滤雨水管理系统必须具有下层土壤，渗透测试程序进行测试时，确定其渗透是可行的。在渗透不可行

的情况下，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可以用渗透阴井系统转换为流量调节来实现，必须符合水质要求。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可用于管理小型和大型场地上的雨水。例如，生物渗滤/生物滞留可以使用联

接管整合到较小的地点，或在整个项目区域使用多个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盆地集成到较大的地点。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也适用于从单户住宅到高密度商业项目的多种类型和规模的开发，并且在场

地布局期间被视为开发景观设计的组成部分，同时兼顾景观设施和雨水管理功能。 

在商业，工业和机构场所，雨水管理和绿地的区域往往有限。在这些地点，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

来管理不透水的场地区域（如停车场，人行道和屋顶）的径流，为雨水管理和景观美化提供多种用途。 

停车场是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的理想位置。这些雨水管理系统可以作为安全岛或沿着停车区域周

边的结合。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可以增强停车场的美观性，同时管理现场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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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的主要优势 

➢ 布局灵活，易于融入景观区域 

➢ 去除污染物和减少径流量方面非常有效 

➢ 通常是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雨水管理方案 

➢ 维护成本相对较低 

➢ 可以促进更好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减少城市热岛影响 

➢ 有吸引力的景观改善物业价值和场地美学 

➢ 提供教育福利单位，特别是在公共场所使用，如学校，娱乐中心，图书馆等。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局限性 

➢ 需要与其他雨水管理系统结合使用以满足防洪要求 

➢ 根据站点可用的开放空间量，实施的机会有限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设计考虑因素 

⚫ 在设计地下渗透和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之前，应考虑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生物渗滤/生物滞

留雨水管理系统多种原因是优选的，包括安装和维护成本，易于维护，栖息地创建，养分循环和美学。 

⚫ 雨水先期处理应与场地特征相匹配。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依靠流过土壤介质来提供水质处

理。介质层可能会堵塞，特别是当径流有大量沉积物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雨水管理系统管理来自产

生高沉积物负荷的表面径流应该具有足够的雨水先期处理，在污垢和砂粒到达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

理系统之前去除污垢和砂砾。 

⚫ 雨水管理系统应被视为景观特征。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作为场地景观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助于确定关键的实施位置，在同一地点提供景观设施和雨水管理。 

⚫ 非盆地设计可用于小空间。将生物渗滤/生物滞留整合到连通管或树坑中可以是将生物渗滤/生物滞留功

能结合到空间受限的有效方式。 

⚫ 应仔细考虑与积水深度有关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对于小孩子将接近安装的场所。 

⚫ 位于缓坡的下坡侧的护堤可以帮助保留雨水并增加容量而无需额外的挖掘。 

⚫ 对于受限制的场地，应考虑使用额外的地下碎石来满足存储量需求。 

⚫ 应避免土壤污染;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不透水铺面可能适合于将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与这

些潜在条件分开。 

⚫ 使用多样化的种植调色板。建议使用多样化的本土植物群落，以尽量减少对昆虫和疾病侵扰的易感性，

并减少长期维持需求。通常建议采用地被，草，灌木和树木的混合物来创造微气候，这可以改善城市压

力，阻止杂草生长，并减少维护需求。 

⚫ 设计师应选择低维护，以尽量减少割草，修剪和灌溉的植物。 

⚫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的土壤特征可能与设施的位置，大小和处理量一样重要。土壤必须具有

足够的渗透性，以允许径流过滤介质，同时具有适于促进和维持强壮的植被覆盖作物的特征。此外，大

部分营养污染物吸收（氮和磷）是通过土壤的吸附和微生物活动来实现的。因此，土壤必须平衡土壤化

学和物理性质，以支持地上和地下的生物群落。 

⚫ 关注该站点的智能选择。植物材料适合土壤，水文，光照和其他场地条件至关重要。设计师参考附录中

的本地物种清单。在选择植物时，应考虑深度，排水时间，阳光，耐盐性和其他条件。草坪草通常不推

荐，但可以接受，前提是设计师可以证明它符合所有适用的要求。 

⚫ 种植箱种植须要为植物提供营养物质，由于它们与这些过程隔离，因此必须予以照顾。 

⚫ 用于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的根部覆盖物雨水管理系统应该具有 5cm的最小深度。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组成部分 

 

典型特征的生物渗滤/生物滞留洼地 

 

雨水先期处理组件 

雨水先期处理系统在输送到储存或渗透区域之前捕获来自雨水径流的垃圾，沉积物和/或其他污染物，在被输

送到雨水径流之前从雨水径流中去除沉积物，浮子和/或碳氢化合物。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雨水先期处理还包括过滤，前池和洼地。 

 

进水口控制组件 

入水口控制系统传递和控制从集水区到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的雨水径流。入水口控制根据雨水输

送系统的设计和场地布局而有所不同，入水口控制可包括分流器，无设计/路缘开口，能量消散器和入水口。 

 

存储区域组件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中的储存区域雨水管理系统暂时保存雨水径流，直到它可以渗入天然土壤，蒸发，通过植

物蒸散，或以受控速率向下释放，这取决于雨水管理系统设计。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可包括表面

和表面下的储存区域。 

通过挖掘区域以产生洼地来提供表面存储。用于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的表面储存雨水管理系统也可以使用混凝

土结构（例如种植箱）来创建。它提供雨水径流的临时存储，然后在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内发生

渗透，蒸发和吸收。使更多的杂物和沈积物从水中沉淀出来，可以提供水质优势。提供最大的表面积水深度

要求，以减少下层土壤的水力负荷，确保足够的排水时间，并防止积水。 

 
具有典型特征的流通式排水箱 

 

在表面储存区域下方，准备好的种植土壤介质提供地下储存能力。该储存容量是土壤深度，表面积和空隙空

间。种植土壤培养基作为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的主要水质处理机制，在天然土壤（用于生物渗滤

雨水管理系统）之前或在其到达下游排放点（用于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之前过滤径流。 

许多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包括另外的地下储存组件，通常由碎石填充的水平底床或沟槽构成。碎

石之间的空隙存储着雨水，它可以渗透到周围的土壤中或向下游释放。 

在种植土壤培养基顶上的覆盖物或有机层提供生物生长，有机物质分解和污染物如重金属吸附的介质。覆盖

层还可以在暴风雨期间吸收一些水，并帮助种植土壤保持水分，以便在干旱期间植物生长。 

 



植被组成部分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的植物材料，雨水管理系统通过植物吸收和微生物群落，去除养分和雨水污染物，通过蒸

发去除水分，通过根系发育和植物生长创造渗透途径（在生物渗滤雨水管理系统中），改善美学，提供栖息

地，并帮助稳定土壤。 

正确选择植物材料对于成功的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至关重要。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中

基本上有六个区域（如下图）。最低处应站立和流动水位的植物物种。中间的高度一组稍微干燥的植物，但仍

然容忍流动的水位。外缘是最高处，通常适应干燥条件的植物。但是，所有区域的植物都应该是耐旱的。如

果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从地面不透水表面接收径流，植物也应具有高耐盐性。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盆地的水文区 

 

在最低区域包含适用于站立和流动的洪水植物物种。使用的原生植物包括以下物种。 

设计师可参考附录 I  

 

常用于水文区域的原生植物 

经常用于水文区域的原生植物 

紫苑（Aster spp。） 冬莓（Ilex verticillata） 

一枝黄花（Solidago spp。） arrowwood（Viburnum dentatum） 

佛手柑（Monarda fistulosa） 甜椒（Clethra alnifolia） 

蓝旗虹膜（鸢尾花） 杨梅（Myrica pensylvanica） 

莎草（Carex spp。） buttonbush（Cephalanthus occidentalis） 

铁毛（Vernonia noveboracensis） 沼泽杜鹃花（Rhododendron viscosum） 

蓝色马鞭草（马鞭草 hastata） 接骨木（接骨木） 

joe-pye杂草（Eupatorium spp。） 绿灰（Fraxinus pennsylvanica） 

沼泽乳草（Asclepias incarnata） 河桦（Betula nigra） 

柳枝稷（Panicum virgatum） sweetgum（枫香 styraciflua） 

灌木山茱萸（山茱萸属） 北方白雪松（Juniperus virginiana） 

沼泽玫瑰（Rosa palustris） 红枫（Acer rubrum） 

 

在中间区域（水文区）比最低的区域略微干燥，但仍植物要容忍流动水位。一些常见的本地物种包括以下物

种。 

设计师可参考附录 I获取完整列表。 

 



常用于水文区域的原生植物 

经常使用的原生植物为水文区 

黑色 snakeroot（Cimicifuga racemosa） spicebush（Lindera benzoin） 

柳枝稷（Panicum virgatum） hackberry（Celtis occidentalis） 

斑点乔叶杂草（Eupatorium maculatum） 柳树橡木（Quercus phellos） 

cutleaf coneflower（Rudabeckia lacinata） 冬莓（Ilex verticillata） 

磨砂山楂（Crataegus pruinosa） 湿滑的榆树（榆树） 

边缘木蕨（Dryopteris marginalis） 荚 vib（Viburnum spp。） 

铁木（Carpinus caroliniana） 巫婆榛树（金缕梅 virginiana） 

serviceberry（Amelanchier canadensis） steeplebush（绣线菊） 

顺从植物（Physostegia virginiana） 蓝莓（越桔属） 

在外部区（水文区）通常支持适于干燥的条件的植物。常见种植的本地物种的实例包括以下物种。 

设计师可参考附录 I获取完整列表。 

 

常用于水文区域的原生植物 

经常使用的原生植物为水文区 

许多草和野花 杜松（杜松） 

椴木（美洲椴树） 甜蕨（Comptonia peregrina） 

白橡木（Quercus alba） 东部红雪松（Juniperus virginiana） 

猩红色橡木（Quercus coccinea） 光滑的服务（Amelanchier laevis） 

黑橡木（Quercus velutina）  美国冬青（Ilex opaca） 

美国山毛榉（Fagus grandifolia） sa（（Sassafras albidum） 

黑色苦莓（Aronia melanocarpa） 白松（Pinus strobus） 

 

出口控制组件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中的出水口控制可提供一系列功能，包括： 

⚫ 控制储存多少水以进行渗透（用于生物渗滤雨水管理系统）; 

⚫ 满足排水时间要求; 

⚫ 在各种风暴事件中控制雨水管理系统的排放率并限制水面高度; 和 

⚫ 大风暴事件的流量。 

出水口控制可包括孔口，堰，立管或暗渠。 

 

检查和维护组件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中所有主要组件的安全、简便检查和维护对于确保长期性能至关重要。清理是

维护任何已安装暗渠的方法。稳定和分级区域还可以进入重型设备的表面存储区域，是沉积物去除所必需的。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设计标准 

鼓励设计者设计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满足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盆地标准细节中的最低要求，并结

合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盆地分析表。这样的盆地在所有下水道中都提供了水质合规性，并且无论渗透的可行性如

何，在施工期间仅需要对加盖的暗渠进行微小的修改。因此，可以在不了解渗透可行性的情况下设计生物渗滤

/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 

假设直接连接的不透水铺面与雨水管理系统足迹负荷比小于或等于 16：1，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盆地尺寸表（下



表）提供了基于直接连接的不透水区域排水区域的孔口直径。盆地。对于直接连接的不透水区域的排水区域小

于 4000平方公尺，设计者可以使用该表来确定渗透水质合规所需的孔口直径。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尺寸表 

一级  直接连接的不透水区域范围 

（平方公尺） 

孔径 

（英寸） 

一个 0 - 17,00 1/2 

乙 17,00 - 24,00 5/8 

C 24,00 - 33,00 3/4 

d 33,00 - 43,46 7/8 

1. 直接连接的不透水区域至雨水管理系统装载率不得超过 16：1。 

2. 对于大于 4000平方公尺连接的不透水区域至排水区域，设计者

必须设计雨水管理系统以满足所有适用的雨水规定。 

满足设计用标准细节和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盆地尺寸表最低要求关键设计要求：水质量静态储存渗透是可行的，

最大积水深度，并在 72小时内排水。因此，根据这些设计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以满足水质要求时，

不需要提交这些设计的计算。当洪水控制，通道保护和/或公共健康和安全要求适用时，可能需要进行设计修改。 

 

一般设计标准 

1. 最大允许排水时间为 72小时。 

2. 允许的最大直接连接的不透水区域与雨水管理系统足迹负载率为 16：1。 

3. 必须为大型风暴事件提供正向溢流，并包括 100年风暴。溢流结构和管道必须设计成至少十年，24小时的

风暴。 

4. 渗透雨水管理系统与任何相邻私人物业线之间的最小距离为 3公尺。雨水管理系统可以直接位于公共通行

道路附近。 

5. 渗透雨水管理系统与任何建筑物基础之间的最小距离为 3公尺。 

6. 渗透要求： 

a. 有关渗透测试要求的信息，设计人员可参考地下灌溉雨水花园设计、施工和维护手册。 

b. 雨水管理系统必须位于任何渗透性差的土壤，季节性高地下水位，基岩或其他限制区域上方至少 60cm处。 

c. 对于水文仿真，必须对表面区域进行渗透，而不是湿润区域。如有必要，为了满足水质要求，可以通过湿

润区域的水平投影直至水面高度来假设渗透。 

d. 渗透测试程序进行测试时，渗透的土壤必须确定渗透是可行的。 

e. 速率超过每小时 30mm的土壤需要修正土层。在施工期间，在达到最终路基高程时，必须在渗透的雨水管

理系统的整个横截面上放置一个 60cm厚的修正土层，在雨水管理系统的底部高度以下，必须进行至少三

次渗透测试。如果安装土壤改良剂并且测试的渗透率确定在允许范围之外或与设计渗透率显著不同，则需

要额外的土壤改良和/或雨水管理系统重新设计。有关其他详细信息，设计人员可参阅地下灌溉雨水花园

设计、施工和维护手册。 

 

雨水先期处理设计标准 

7. 必须将可接受的雨水先期处理形式纳入设计中。需要预先处理所有入水口的径流。至少，这可以使用进水

口的集水槽和疏水阀，在沟槽排水管下游具有疏水阀的集水和用于陆上流动的过滤带来实现。 



   

雨水先期处理过滤设施 

 

进水口控制设计标准 

8. 为了防止侵蚀，必须在集中流入的所有位置放置能量消散器，例如抛石。根据侵蚀和沈积物污染控制计划

手册中的抛石设计程序，设计抛石，并确定石材尺寸。 

9. 有关入水口控制系统设计标准的更多信息，设计人员可参阅“进水口控制”。 

 

存储区设计标准 

10. 生物渗滤雨水管理系统的储存区域必须为底部的高度和最低出水口的高度之间提供静态储存，包括种植土

壤介质和碎石储存空隙空间。最低出水口装置下方的最小允许积水深度为 7.5cm。生物渗滤池的大小也可

根据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盆地分析表确定，以确保达到储存要求。 

11. 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的储存区域必须提供足够的储存以控制释放率，以满足所有适用的雨水规定。生物

滞留区域表面下方的土壤和/或碎石层中的空隙空间可以被认为是雨水管理系统的可用体积的一部分。生

物滞留盆地的尺寸也可根据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盆地规格表确定，以确保达到储存和水质释放率要求。 

12. 最大允许静态存储量是一年 24小时风暴的径流量。 

a. 地下水位的位置; 

b. 参考其他成功渗透超过一年 24小时风暴事件的项目; 和 

c. 严格的雨水先期处理，以促进长期的雨水管理系统渗透。 

13. 当雨水管理系统串联使用时，所有雨水管理系统的存储区域必须提供累积静态存储，但对于串联使用的每

个单独雨水管理系统，没有最低存储要求。 

14.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可以设计出水口控制超出的额外储存，是适用雨水规则的。 

15. 表面存储区域的最大侧坡如下： 

a. 全部 - 2（H）：1（V）（推荐的边坡为 3（H）：1（V）） 

b. 修剪 - 4（H）：1（V）以避免割草机刀片“损坏” 

16. 存储量计算的孔隙度值如下： 

a. 土壤介质：0.20 

b. 沙：0.30 

c. 碎石：0.40 

17. 土工织物或豌豆砾石过滤器将碎石与土壤介质分离，以防止沙子，淤泥和沈积物进入雨水管理系统。 

18. 用于生物渗滤的碎石储存系统如果沿斜坡安装，雨水管理系统必须具有水平底部或使用梯形系统。 

种植土壤介质的最小深度必须为 60cm。 

 

植被设计标准 

19. 必须注意确保积水区域深度适合所选植物的大小和种类。 

20. 必须选择适合场地条件的植物。 

 



出口控制设计标准 

21. 应避免使用不透水铺面，但在可能存在溢出和/或地下水污染威胁的区域可能需要使用它们。 

22.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a. 地下必须有沙土层或碎石层，以过滤沉积物并便于排水。 

b. 暗渠上方和下方的沙土或碎石过滤层的最小深度为 15cm。 

c. 使用沙土，必须用土工织物包围 

d. 生物渗滤池的阴井必须加盖使渗透到天然土壤中。 

e. 合并下水道区域的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渗透是不可行的，必须用适当大小的孔盖住井以控制释放率以

满足所有的雨水规定。对于标准细节最低要求的盆地，可以根据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盆地尺寸表确定流量

调节井下的孔口直径。 

f. 对于位于单独下水道区域的生物滞留雨水管理系统，其中渗透是不可行的，可以将暗渠的流动模拟为在盆

地上以每小时 5mm的速率渗出。这种渗出流必须通过生物滞留区的主要出水口，而不是从雨水模型中。 

23. 有关出水口控制系统设计标准的信息，设计人员可参阅“出水口控制”。 

 

检查和维护符合设计标准 

24. 必须提供清理，检修孔，检修面板和其他检修功能，以便无障碍地安全地进入雨水管理系统，以便对流入，

流出，排水和存储系统进行日常维护和检查。 

 

生物入渗/生物滞留盆地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施工指导 

土壤压实，渗透性能和沈积物控制等问题对于确保生物渗滤/生物滞留功能以及减少长期维护需求至关重要。

对施工的监督不力，可能导致需要进行大量重建以解决性能问题。 

1. 提供侵蚀和沈积控制保护，使施工径流远离建议的生物渗滤/生物滞留位置。设计师可参考侵蚀和沈积物

污染控制计划手册，了解侵蚀和沈积控制的设计标准。 

2. 生物渗滤区域必须在任何土地施工之前进行物理标记，以避免施工期间的土壤受到干扰和压实。在生物

渗滤区域周围安装施工围栏。 

3. 生物渗滤区域在施工期间不得用作沉积物收集区，除非至少有 60cm的土壤留在原位，而该区域作为沈积

物收集区，随后在施工期间，在排水区域稳定后将其移除。 

4. 稳定在干扰范围内受干扰的土壤。在排水区域完全稳定之前，不要完成生物渗滤/生物滞留挖掘和施工。 

5. 挖掘生物渗滤/生物滞留区域至建议的深度，并手动挖掘基部的原位土壤。不要压实原位土壤。不得在生

物渗滤区域内使用重型设备。所有设备必须尽可能远离挖掘区域。建议使用机械装置从盆地外部填充任

何建议的石材。碎石施工入水口不得位于渗透建议的区域之上。必须建立重型设备禁区，以避免在施工

期间压实渗透区域。 



6. 进行渗透测试。设计者参考地下灌溉雨水花园设计、施工和维护手册，获取有关渗透测试程序的指导。 

7. 对于渗透可行的生物渗滤雨水管理系统，确保在出水口控制结构的阴井装盖。 

8. 对于渗透不可行的生物滞留盆地，通过在出水口控制结构的防水暗渠盖中心的中心钻一个适当大小的

孔，将暗渠转换为流量调节暗渠。 

9. 渗透雨水管理系统中的任何石头必须保持无沉淀物并符合上述洗涤石规格。如果沉积物进入石头，承包

商可能需要移除沉积物并用干净洗过的石头替换。 

10. 放置滤布或豌豆砾石过滤器，然后放置石头，并根据计划设置暗渠。 

11. 在路基准备完成后立即回填挖掘区域，以避免积聚碎屑。将生物渗滤/生物滞留土壤放置在 30至 45cm的

地层中，并通过浇水用手轻轻夯实。确保回填过程不会中断管道放置和配置。需要轻轻的填充。在最后

景观美化之前至少一天预浸土壤以便沉降。 

12. 在沉降之后，留下 5cm设计高度，用于覆盖物/堆肥混合物的追肥的空间。 

13. 种子和植物植被如计划和规格所示。 

14. 将覆盖物放置到最终高度。 

15. 种植完成后，每天植被浇水持续两周。 

16. 第一年定期浇水，确保成功建立。 

雨水管理指导手册-雨水先期处理设施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花园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维护指南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维护活动主要侧重于保持渗透能力和植被健康。在长期干旱期间，生物渗滤/生物滞留雨水

管理系统可能需要大约每十天浇水一次。 

 

生物渗滤/生物滞留维护指南 

早期维护活动 频率 

种植完成后，植被每天浇水持续两周。 安装后每天两周 

定期浇水，确保成功建立。 
在四天或更多天没有下雨的情况下每

隔四天。 

植被检查是否有疾病或修剪的迹象。 安装后第一年每两周一次 

检查入水口控制，出水口结构和存储区域是

否有垃圾和沈积物积聚。 

安装后第一年每月一次，以确定持续的

维护频率 



 

正在进行的维护活动 频率 

覆根覆盖物损耗部分重新覆盖 如需要 

治疗生病的树木和灌木 如需要 

清理叶子，保持流水通畅 如需要 

检查土壤并修复受受损区域 每月一次 

去除垃圾和杂物 每月一次 

清除多余的叶子和树枝 每月一次 

检查树木和灌木评估健康状况，必要时进行更换 每季 

暗渠清理 每季 

添加额外的覆盖物 每季 

检查沉积物的积聚，侵蚀和植物生长条件。 每季 

在不超过 24小时的风暴至少 30mm之后评估雨水

管理系统的排水时间，确保雨水管理系统排水时间

少于 72小时。 

不断的 

保持所有检查和维护活动的记录  不断的 

有关雨水先期处理，进水口控制和出水口控制的维护指导资料，设计人员可参考“雨水先期处理”，“进水口控

制”和“出水口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