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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式环保型雨水口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箱体式环保型雨水口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结构要求、材料、安全、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箱体式环保型雨水口（以下简称“雨水口”或“产品”）。本标准适用于该产品生产

企业原材料选用及相关技术要求，相关雨水口生产企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1901—1989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23858—2009 检查井盖

GB/T 50081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CJ/T 327—2010 球墨铸铁复合树脂检查井盖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06MS201-8 市政排水管道工程及附属设施 雨水口

3 术语和定义

3.1

雨水口 gully

收集道路路面雨水的构筑物。

3.2

无机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 High performance fiber reinforced inorganic composite mixtures

以硅酸盐类水泥、活性掺合料、填充掺合料、钢纤维、有机合成纤维、外加剂等材料组成，与水拌

合后经蒸养可获得高强、高韧等性能硬化体的干粉料。

3.3

箱体式环保型雨水口 Box-type environment friendly gully

一种具有箱体结构，箱体由无机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用于处理面源污染的海绵设施，在小雨

时能净化初期雨水，大雨时不影响雨水顺畅排放，实现截污环保功能的雨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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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截污挂篮 Sewage hanging basket

在水处理过程中，将体积较大的垃圾阻截下来同时可以储存垃圾的容器所采用的一套设备。

3.5

溢流件 overflow members

大雨时不影响雨水顺畅排放，可打开过水闸片，让雨水顺利排出的装置。

3.6

过水面积 flow area

井箅的进水面积总和。

3.7

试验荷载 testing load

在测试雨水口井箅承载能力及箱体承载能力时规定施加的竖向荷载。

4 产品结构与分类

4.1 产品结构

产品为装配式预制雨水口，将预制的箱体外框和预制的井箅在施工现场直接安装，箱体中依次放置

溢流件（带防蚊闸）、专用滤料、截污挂篮。结构三视图见图1。

图 1 箱体式环保型雨水口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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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品分类

产品按尺寸规格分为两个型号，具体见表1。安置于其它区域的尺寸可结合实际环境及使用功能需

求进行设计。

表 1 产品分类表

型号
箱体外框规格

mm（W1×B1×H1）

井箅规格

mm（W2×B2×H2）
适用范围

A型 810×510×850 750×450×（30～50） 产品适用于城市主路、公路、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等市

政道路区域，及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小车停车场及地下

停车场等区域。
B型 675×475×640 600×400×（30～50）

注 1：箱体壁厚度 2.5 mm。

注 2：井箅应符合 06MS201-8 中砖砌偏沟式单箅雨水口（铸铁井圈）的规定。

5 结构要求

5.1 公称尺寸偏差

箱体和井箅的公称尺寸偏差不应超过±1 mm。

注：公称尺寸即名义尺寸，是对构件设计时指定的尺寸。

5.2 几何尺寸

5.2.1 井箅的嵌入深度(A)、井座支承面宽度（B）和井箅斜度（e）见图 2。

图 2 井箅嵌入深度（A）、井座支承面宽度（B）和井箅斜度（e）示意图

5.2.2 井箅的嵌入深度（A）应与井箅高度一致。井箅置于井座后，入座深度（b1）≤2 mm。见图 3。

图 3 入座深度（b1）示意图

5.2.3 井座的支承面宽度（B）≥25 mm。



T/GBMA XXXXX—XXXX

4

5.2.4 井箅斜度（e）宜为 1:10。

5.3 井座开口尺寸

5.3.1 井座开口示意见图 4。

图 4 井座开口示意图

5.3.2 井座开口尺寸见表 2，偏差不应超过±10 mm。

表 2 井座开口尺寸

型号
井座开口尺寸

mm

A型 759×459

B型 609×409

5.4 总间隙

5.4.1 总间隙:a=al+ar，见图 5。

图 5 总间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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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井箅与井座总间隙（a）≤5 mm。

5.5 井箅格栅条间距净尺寸

井箅格栅条应均匀分布，过水面积不小于井箅面积的40%，井箅格栅条间距尺寸见表3。

表 3 井箅格栅条间距

型号
长

mm

间距

mm

A型 ≤190 28～35

B型 ≤190 20～28

5.6 截污挂篮

5.6.1 截污挂篮结构示意见图 6。

图 6 截污挂篮结构示意图

5.6.2 截污挂篮尺寸：A 型：680 mm ×375 mm×120 mm；B 型：558 mm ×355 mm×75 mm，偏差不应

超过±1 mm。

5.7 溢流件（带防蚊闸）

5.7.1 溢流件尺寸：A型：665 mm ×360 mm×300 mm；B 型：550 mm ×345 mm×250 mm，偏差不应超

过±1 mm。

5.7.2 雨水口设置防蚊闸，实现防蚊功能。

5.7.3 防蚊闸挡板圆片（直径 260 mm）材质为不锈钢，其与溢流件为自动开合模式。

5.7.4 防蚊闸结构示意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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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防蚊闸结构示意图

6 材料

6.1 无机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

6.1.1 箱体材料为无机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其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应符合本标准 7.3 规定。

6.1.2 无机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拌和用水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

6.2 专用滤料

雨水口填充专用滤料，初期雨水经过滤后，可过滤部分污染物。

7 安全、性能要求

7.1 井箅承载能力及性能要求

井箅承载能力及性能要求应符合06MS201-8的规定。

7.2 箱体承载能力

箱体承载能力≥60吨。

7.3 箱体材料抗压强度及抗折强度

箱体材料抗压强度≥130 MPa，抗折强度≥15 MPa。

7.4 泄水能力

在箅前1.2 m处，水深6 cm时，产品泄水能力应：≥40 L/s。

7.5 初雨水质

小雨时，经滤料过滤后的初雨，水中悬浮物（SS）去除率大于70%。

7.6 外观要求

7.6.1 井箅外观表面应保持光洁、平整，材质均匀；表面不应有裂纹、凹凸等现象。同时应符合 GB/T

23858—2009 中 6.1.2 的规定。

7.6.2 箱体表面应平整，材质均匀，有清晰的标志。

8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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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井箅的性能要求

承载能力按GB/T 23858—2009中7.2.3.3规定的方法进行，性能要求按GB/T 23858—2009附录A表A.3

的规定进行。

8.2 箱体承载能力

按CJ/T 327—2010中7.1.1的方法进行。试验装置示意见图8。

说明：1——加载能力； 4——箱体；

2——刚性垫块； 5——井座；

3——橡胶垫片； 6——台面。

图 8 箱体材料承载能力试验示意图

8.3 箱体材料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试验

8.3.1 抗压强度试验：按照 GB/T 50081 规定的方法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抗压强度试验应采用

100 mm×100 mm×100 mm 立方体试件，加载速率（0.8～1.2）MPa／s。抗压强度试验值不乘以折算系

数。

8.3.2 抗折强度试验：按照 GB/T 50081 规定的方法进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抗压强度试验应采用

100 mm×100 mm×400 mm 棱柱体试件，加载速率（0.08～0.10）MPa／s。抗折强度试验值不乘以折算

系数。

8.4 泄水能力试验

见附录A。

8.5 初雨水质试验

按 GB/T 11901—1989 规定的方法进行。称得初雨水质水中悬浮物质量 C1,再称得经过滤后的初雨

水质水中悬浮物质量 C2，水中悬浮物（SS）去除率 A 的计算方法如式（1）：

(C1-C2)

A= ……………………………………………..（1）

C1

8.6 外观检查

目测及手感进行检查，应符合7.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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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验规则

9.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9.2 组批

产品按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原料、同一班次生产的为同一批次。

9.3 出厂检验

9.3.1 抽样：从同一批次产品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5件产品，逐件进行外观质量和尺寸的检验。

检验合格后，再抽取其中 2件，进行井箅承载能力、箱体承载能力、箱体材料抗压抗折强度和初雨水质

的检验。

9.3.2 产品经本单位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附出厂检验合格证。出厂检验项目见表 4。

9.3.3 出厂检验项目中若有不合格项目，允许自同一批产品中重新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

复检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复检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9.4 型式检验

9.4.1 抽样：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3 件产品进行检验。

9.4.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鉴定定型时；

b) 正常生产每年时；

c) 停产三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 原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9.4.3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4。

9.4.4 全部项目检验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检验结果中若有不合格项目允许重新加倍抽样，对不合

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合格，复检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9.5 检验项目

产品的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见表4。

表 4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条款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7.6 外观要求 √ √

2 5.1 公称尺寸及偏差 √ √

3 5.5 井箅格栅条间距净尺寸 √ √

4 5.6.2 截污挂篮尺寸 √ √

5 5.7.1 溢流件尺寸 √ √

6 5.7.3 防蚊闸尺寸 √ √

7 7.1 井箅承载能力 √

8 7.2 箱体承载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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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序号 条款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9 7.3 箱体材料抗压强度及抗折强度 √

10 7.4 泄水能力 √

11 7.5 初雨水质 √ √

10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标志

箱体表面应有标志，标志内容清晰且具有永久性。标志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箱体承载能力；

c) 生产单位名称或商标；生产单位地址、电话；

d) 产品执行标准号；

e) 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

10.2 包装

10.2.1 产品用瓦楞纸箱包装，箱内应附有检验合格证和产品使用说明书。

10.2.2 包装标志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生产单位名称或商标；生产单位地址、电话；

c) 产品执行标准号；

d) 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

10.2.3 包装箱上“小心轻放”、“严禁抛掷”等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10.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装卸时应小心轻放，严禁抛掷。

10.4 贮存

包装好的产品应贮存在仓库中，分类码放。仓库应远离火源和热源，环境温度不应高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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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泄水能力试验

A.1 泄水能力试验

A.1.1 试验模型基本要求

试验模型最小尺寸应符合图 A.1要求，试验场地的路面粗糙度应为0.013—0.014，如有特殊需求，

应按照实际使用环境确定。

图 A.1 泄水试验示意图

A.1.2 试验雨水进口型式

最少应选用单箅、双箅两种。

A.1.3 进水形式

试验应从试验模型上游集中进水。

A.1.4 水深测量

水深测量应采用滑轨上滑动测针进行。

A.1.5 泄水量测量

雨水井箅泄水量测定采用实验室标准量水堰，测量误差≤3%。

A.1.6 规定水深

应在图A.1中S-S 断面处测量，测量平均水深为6 cm。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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