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渗透网管地下灌溉排水绿化系统 

连锁植草格停车场灌溉排水工程 

壹、施工要领： 

一、目的 

說明有关停车场渗透网管地下灌溉排水绿化系统工程施工要领及流程，并汇整施工前、施工

中及施工后三阶段施工质量查验内容及要点。 

二、施工机具 

施工机具一览表 

项次 设备名称 单位 规格 用途 

1 挖土机(山猫) 部  表土挖掘整平 

2 压路机 部  地坪压实，密实度大于 90% 

3 夯实机 部  草皮压入连锁植草格 

4 水平仪 组  测量用 

5 
一般使用工具：墨斗、钢卷尺、锤球、连通

管器、水平尺、镘刀、钉锤 
组  放样及施工用 

三、使用材料 

(一)本工项所使用之材料性质叙述如下 

灌溉排水材料包括渗透网管、PVC 管、接头、阴井。承重层材料包括连锁植草格、碎石级配、

不织布等项，有关前项之材料性质详各工项主要材料质量及自主检查要点统一说明。 

(二) 产品 

1.制造方法： 

(1)渗透网管系以高密度聚乙烯(HDPE)为材料，立体螺纹及子母牙山环绕成网状结构，连

续一体押出成型。管体立体螺纹网状构造，抗压性高，质轻、坚韧、耐酸碱、不易腐

蚀、不易破裂等之优越特性，是一种低成本、易施工、高效率、高经济价值的透排水

资材。 

(2)连锁植草格以高密度聚乙烯（HDPE）原料制成，材质坚韧不易断裂，足以曾承受将

来车辆户负重，连锁植草格卡榫搭接成为一体，搭接后上下不易脱离，连锁植草格内

客土植生可以绿化景观。 

(3)工程用不织布为聚乙烯纤维(polyethylene fiber)、聚丙烯纤维(polypropylene fiber)或聚

酯纤维(polyester fiber)等织造而成之不织布，主要功能为过滤排水、防止土料流失及

稳固构造物挡土之目的。 

2.质量要求： 

(1)渗透网管其抗压强度平均值在 180kgf/m(10%变形量)以上。 

(2)塑料连锁植草格其抗压强度平均值在 150ton/m2 以上。 

(3)不织布厚度 1.7mm 以上，透水系数(0.01cm/sec 以上) 

 



3.检验方法： 

(1)渗透网管物理性质 

检验项目 单位 试验方法 规定标准 

密度 g/cm3 CNS13333 ﹥0.940 

延伸率 % CNS2459 ﹥350 

抗拉强度 Kgf/cm2 CNS2459 ﹥200 

抗压强度(10%变形量) Kgf/m CNS14899 ﹥180 

 

(2)组合式连锁植草格物理性质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ASTM) 试验方法(CNS) 结果 

高度 量尺量测 量尺量测 50mm±3% 

抗压强度 ASTM1621 CNS7408 >150ton/m2 

组合 卡榫搭接 卡榫搭接 上下不脱离 

密度 ASTMD792 CNS13333 >0.938 g/cm3 

 

(3)工程用织布为聚乙烯纤维(polyethylene fiber)、聚丙烯纤维(polypropylene fiber) 

或聚酯纤维(polyester fiber)等织造而成之织布，除契约另有规定外， 

其物理性质须符合表一之规定。 

       不织布物理性质 

项目 单位 结果 试验方法 

厚度 mm >1.7 CNS-5610 L3080 

伸长率 ％ >30 CNS-5610 L3080 

单位重量 g/m2 >500 CNS-5610 L3080 

透水系数 cm/sec >0.01 CNS-10460 

 

四、施工方法、步骤与作业流程说明 

(一)施工前准备工作 

1.施工计划书及施工制造图 

承包商应根据设计图说，配合现场丈量之实际尺度绘制施工制造图，显示塑料连锁植

草格之尺度，按地坪之控制缝、分割缝、接缝、嵌缝与边缝等之处理及与其他工作相连接

处之细节，并显示出不同材料之铺贴原则，经监造单位核可后，方得进行后续之施工。 

2.厂商提送所采用材料及产品材质、强度符合规定之试验证明文件。 

3.样品送审： 

(1)所有本工程中使用之塑料连锁植草格、渗透网管由乙方依据设计图说要求，提出样品，

经业主、监造单位选定确认后，双方于样品上签名以示确认，并存放于工务所，作为

施工之准则。 

  由乙方依据设计图说要求，提出样品，经业主、监造单位选定确认后，双方于样品上

签名以示确认，并存放于工务所，作为施工之准则。 

(2)所有塑料连锁植草格、渗透网管样品之选定确认，应依施工计划书要求时程前完成，

以便进行制造，并避免延误工期。 

4.质量保证:提送供料或制造厂商之出厂证明文件及保证书正本。 



(二)施工步骤  

1.地基土应分层夯实，密实度应达到 90%以上；属于松软地质，建议抛填块石并碾压至密实。 

2.结构挖沟：深度以渗透网管高度为高度，宽度以渗透网管直径加 5cm 为挖沟宽度。 

3.原土层铺装不织布。 

4.埋设渗透网管，以细碎石级配填平结构挖沟。 

5.铺设 15cm 碎石级配层。具体做法为：中粗砂 10%、20－40 粒径碎石 60%、粘性土 30% 

  混合拌匀，碾压至密实度达到 90%以上。 

6.碎石级配层铺装不织布。 

7.设置厚 5cm 细碎石级配沃土层。沃土养植层做法为：25%粒径为 10－30 的碎石、15%中 

  等粗细河砂、60%耕作土并掺入适量有机肥，三者翻拌均匀，摊铺在不织布层上，碾压 

  密实，即可作为连锁植草格的基层。 

8.在基层上撒少许有机肥，人工铺装连锁植草格。连锁植草格的外形尺寸是根据停车位的 

      尺寸模数设计的，一般在铺装时不用裁剪；当停车位有特殊形状要求或停车位上有污水井 

      盖时，连锁植草格可作裁剪以适合停车位不同形状的要求。 

9.在连锁植草格的凹植槽内填入细碎石级配沃土，土层高度以低于连锁植草格平面 5-10mm 

  为基准。 

10.在连锁植草格种植土层上铺草皮或播草子。铺草皮时需将草皮压实于种植土上。浇水 

   养护待草成活后即可停车。 

(三)施工方法 

1.放样、整平、滚压、挖沟、铺设不织布、配管、铺设级配压实底基。 

2.配管 : 埋设透水网管地下灌溉排水绿化系统与阴井施工 

(1)先将干管埋设于沟内,以碎石级配铺设固定。施工时将透水网管平放，半月型向上，平

面部份向下。 

            (2)干管与支管交会处,分别以两通、三通、四通接头连接。 

            (3)阴井施工时请先做预留孔,使干管可插入阴井,再将四周空隙,以水泥沙浆封实。 

3.回 填 : 干管和支管整体配置完成,以机具开始将回填土分层铺设,分层压实。 

4.基地依设计图说，经放样、整平、配管、填级配料、滚压、订基线等程序施工。级配压实

密度需达 90%以上，经检验合格后方得铺设不织布。 

 5.铺设衬垫料： 

            (1)检视路面是否滚压平坦，不得有凹凸不平之现象。 

(2)衬垫细碎石级配料应为坚硬、洁净、干燥，不含植物、石子或其他杂质。 

(3)衬垫细碎石级配料层厚为 5~10cm。 

(4)设置水平基线后整平夯实，整平后不得践踏。 

         6.铺设塑料连锁植草格： 

(1)订边缘基线，缘石与边缘基线间之缝隙以砂或水泥砂浆填缝。 

(2)符合设计图说依序向前铺设。 

(3)铺设完成之连锁植草格，卡榫搭接组合上下不脱离，使整个铺设面连成一个平整的整

体。 

 (4)检查铺面是否平坦。 



 

施工流程 施 工 要 领  

 

1.施工计划书、施工制造图审查符合设计或监造单位之标准 
2.材料规格审查符合设计图说规定 
3.厂商数据符合规定之试验证明文件 
4.提出样品，经业主、监造单位选定确认后，双方于样品上签名，并存放于
工务所，作为施工之准则 

5.所有样品及色泽之选定确认，应依施工计划书要求时程前完成 
6.出厂证明文件及保证书正本标准 

  

渗透网管、塑料连锁植草格及不织布材料符合设计图说规定之标准 

  

放样、整平、压实、挖沟、铺设不织布、渗透网管灌溉排水系统配管、铺
设级配、底基会同现场承办人员设计图说检核 

  

底基级配压实密度需达 90%以上，方得铺设不织布及塑料连锁植草格 

  

1.检视路面是否滚压平坦，不得有凹凸不平之现象 
2.衬垫细碎石级配料应为坚硬、洁净、干燥，不含植物、石子或其他杂质 
3.衬垫细碎石级配料层为 5~10cm 
4.设置水平基线后整平夯实，整平后不得践踏 

  

1.订基线，缘石与基线间之缝以砂或水泥砂浆填缝 
2.符合设计图说正确依次向前铺设 
3.铺设完成之连锁植草格，卡榫搭接组合上下不脱离，使整个铺设面连成一
个平整的整体，惟不得移动衬垫料 

4.检查铺面是否平坦 

  

铺设完成后，将其间隔缝隙或植草孔回填沃土，植草，草皮以夯实机打入
连锁植草格内或撒草种后，即完成铺设工作 

  
  

 
 
 
 

图 11-1 贰、渗透网管地下灌溉排水绿化系统停车场工程施工要领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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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渗透网管地下灌溉排水绿化系统停车场工程分项施工流程图及管理要点 

管理项目 施工方法及程序 管理标准 

 

1.施工计划书、施工制造图审
查 

2.材料规格审查 
3.厂商资料 
4.样品 
5.质量保证 

  1.符合设计或监造单位之标准 
2.符合设计图说规定及劳安相关规定 
3.符合规定之试验证明文件 
4.符合劳安相关规定 
5.提出样品，经业主、监造单位选定确认后，
双方于样品上签名，并存放于工务所，作为
施工之准则 

6.所有样品及色泽之选定确认，应依施工计划
书要求时程前完成出厂证明文件及保证书正
本标准 

      

渗透网管、塑料连锁植草格、
不织布材料 

  
符合设计图说规定之标准 

      

放样、整平、压实、挖沟、铺
设不织布、配管、铺设级配、
底基 

  1.符合劳安相关规定 
2.会同现场承办人员设计图说检核 

      

底基级配压实 
  级配压实密度需达 90%以上，经检验合格后，

方得铺设不织布及塑料连锁植草格 

      

1.检视路面滚压平坦 
2.衬垫细碎石级配料无杂质 
3.衬垫细碎石级配料层 
4.夯实后平整 

  1.检视路面是否滚压平坦，不得有凹凸不平之
现象 

2.衬垫细碎石级配料应为坚硬、洁净、干燥，
不含植物、石子或其他杂质 

3.衬垫砂料层厚为 5~10cm 
4.设置水平基线后整平夯实，整平后不得践踏 

      

1.缘石与基线间处置 
2.铺设范围 
3.铺设完成密实 
4.铺面平坦度 

  1.订边缘基线，缘石与边缘基线间之缝隙以砂
或水泥砂浆填缝 

2.符合设计图说依序向前铺设 
3.铺设完成之连锁植草格，卡榫搭接组合上下
不脱离，使整个铺设面连成一个平整的整体，
惟不得移动衬垫料 

4.检查铺面是否平坦 

      

连锁植草格回填植草 
  铺设完成后，将其间隔缝隙或植草孔回填沃

土，予植草或布洒草种后，即完成铺设工作 

  
  
  
  
  
  
  
  

    

 

图 11-2 塑料连锁植草格停车场工程施工流程图及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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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程质量管理标准 

渗透网管地下灌溉排水绿化系统停车场工程施工质量管理标准表 

作业流程 

管理要领 
管理 

纪录 
备注 

管理项目 管理标准 
检查 

时机 

检查 

方法 

检查 

频率 

不合标准之

处理方法 

计

划

阶 

段 

施工前准备 

施工计划书审查施工

制造图 

符合劳安相关规定，符合

设计或监造单位之标准 

施工要领

决定前※ 

依契约图

说规定 
一次 检讨修订 

审查 

纪录 
 

厂商资料 符合契约规范 施工前※ 抽样送验 一次 检讨修订 
审查 

纪录 
 

样品送审 符合契约规范 施工前※ 抽样送验 一次 退换货料 
审查 

纪录 
 

质量保证 符合契约规范 施工前※ 目视 一次 检讨修订 
审查 

纪录 
 

施

工

前 

产品 材料规格审查 符合契约规范 施工前※ 送公信单位 每批 退换货料 
检验 

报告 
 

施

工

中 

放样整平 

基底铺设 

放样、整平、压实、挖

沟、铺设不织布、配管、

铺设级配、底基 

会同现场办依设计图说检

验 
施工中※ 目视及标尺 随时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底基级配

压实 
底基级配压实度 压实密度>90% 

施工中 

※☆ 

现场抽样

检验 
每区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铺设衬垫料 

检视路面滚压平坦 不得有凹凸不平之现象 施工中※ 目视 随时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衬垫细碎石级配料无

杂质 
无杂质 施工中※ 目视 随时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衬垫细碎石级配料层 
衬垫细碎石级配料层为

5~10cm 
施工中※ 目视及标尺 随时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夯实平整后 不得践踏 施工中※ 目视 随时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铺设塑料连

锁植草格 

缘石与基线间处置 以砂或水泥砂浆填缝 施工中 

※☆ 
目视 随时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铺设范围 符合设计图说 
施工中 

※☆ 
目视及标尺 随时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铺设完成密实 不得移动衬垫料 
施工中 

※☆ 
目视 随时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铺面平坦度 检查是否平坦 
施工中 

※☆ 
目视及标尺 随时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施

工

后 

回填植草 植草孔回填 
回填后植草，草皮以夯实

机打入连锁植草格内 
施工后※ 目视 随时 立即改正 自主检查表  

Remark：※自主检查表；☆检验停留点 

  



肆、施工自主检查表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表 -渗透网管地下灌溉排水绿化系统工程自主检查表  

工程名称  

承揽厂商  表格编号  

检查位置  检查日期  

检查时机 □查验停留点       □施工中检查       □施工完成检查 

检查结果 ○检查合格        ╳有缺失需改正      ／无此检查项目 

检查项目 
依据契约图说、规范之检查标准 

定量定性填写 
实际检查情形 

（量化检查数据） 
检查 
结果 

1. 放样整平基底铺设 

放样、整平、压实、挖沟、

铺设不织布、配管、铺设

级配、底基 

桩位(  ),是否整平 

铺设碎石级配 

 

 

2. 底基碎石级配压实 底基碎石级配压实度 压实密度>90% 

 

 

3. 铺设衬垫料 

检视路面滚压平坦 无凹凸不平之现象   

衬垫细碎石级配料无杂质 无杂质   

衬垫细碎石级配料层 衬垫细碎石级配料层为 5~10cm   

夯实平整后 无践踏   

4. 铺设塑料连锁植草

格 

缘石与基线间处置 以砂或水泥砂浆填缝   

铺设范围 符合设计图说   

铺设完成密实 无移动衬垫料   

铺面平坦度 平坦   

5. 回填植草 

植草孔回填 

草皮以夯实机打入连锁植

草格内 

回填材料(  ) 

已植草 

 

 

缺失复查结果：               
  □ 已完成改善（检附改善前中后结果） 
  □ 未完成改善，填具「异常矫正、预防措施报告单」进行追踪改善 
    复查日期：  年  月  日              

复查人员职称：                 签名： 

备注： 

1.检查标准及实际检查情形应具体明确（例：连锁植草格卡榫搭接上下不脱离）。 

2.检查结果合格者注明「○」，不合格者注明「╳」，如无需检查之项目则打「／」。 

3.严重缺失、缺失复查未完成改善，应填具「缺失改善追踪表」进行追踪改善。 

4.本表由工地现场施工人员实地检查后核实记载签认。 

5.符合营造业法规定应设置工地主任之工程，则下列签名处应勾选工地主任栏并由该法规定之工地主任核章。 

 

□工地负责人 
签名： 

现场施工人员(检查人员)签名： 

□工 地 主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