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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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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 介绍 

 产品说明 

      DRAINBELT是 表面全部排满均匀的长沟槽，以此功能吸收周遍的
水分，接着派水的软质 PVC 材质的有效排水产品。 

 设计 

      DRAINBELT 排水系统，设计成经过数亿年的自然规律一样，相同
的原理和技能．虽然土壤颗粒根据重力会分离，水是根据毛细管
现象及压力中集聚．然而此水在重力与(Siphon)的作用下排除的
原理．因此，利用了这种原理的同时，不但有效，还半永久性的
履行自然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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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仅有的 新技术 

土壤与水的分离 
 DRAINBELT 是 与自然环境相同的方式分离土壤与水! 

     水是在非常狭窄的空间和重力里与土壤颗粒被分离, 这时不受水
压及细毛管现象的土壤颗粒是留在原处,水会流动. 结果土壤颗粒
与水的分离自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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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仅有的 新技术 

强吸水力与 排水 
 水进入凹槽后, 由于水的吸力添满狭小的空间,凹槽随着重量稳定的支

撑,维持水流迅速.这时 出现Siphon 现象 增加排水效率.即,细毛管现
象, 表面张力 及 Siphon 现象 等的 形成造化,形成了高吸收率的排水
系统,土壤是无法进入,仅助排水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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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 制作背景 

水循环的妨碍要素 
 建设, 伐木及 矿山开发等 由于人工行为,自然环境变形,妨碍了水的自

然循环.这将会对人类构成大规模的灾难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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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原理-理解自然规律 

地下水 
 地下水的主来源于雨水.落下的雨水顺着土壤与岩逢渗入到地下,在底

下产生流向.渗透很深土层的水,饱和部分与空气层接触部分,分成两类. 

 饱和部分的地下空间全部有水的压力填充,在此上层部分通常叫地下
水. 

 地下水的流存并不固定在一定的形态中,根据表土的丘陵顺流或雨, 大
气压, 温度 及 海水的涨潮, 落潮的影响,或高或低的变化. 

 空气层指地下水与地表面的中间根据细毛管的现象,从地下水的层中
不断的供到水蒸发及对地表植物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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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原理-理解自然规律 

表面张力 
 水分子是产生相互引力, 形成内部均匀状态. 但表面的水分子是相里吸引, 

因此形成小表面的倾向.水珠是圆形的就是这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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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原理-理解自然规律 

细毛管现象 
     所谓细毛管现象是指表面张力与有关联,在细毛管内部的水流或掉落

的现象.再有根据水压和细毛管现象移动到土壤表面,在阴压环境里也
会上到地下水标尺以上.水位取决于物质,一般间隙越小,水位越高. 

透过性 
   透过比率是指通过多空物质的液体或气体的流过比率.象沙子一样

的颗粒的土壤,由于空间大,相比粘泥土空间小的水好流.水流根据
水压和土壤的种类各有不同, 大部分颗粒大的土壤比颗粒少的排水
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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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原理-理解自然规律 

土壤 
 土壤是指固体物质落在空旷空间里的物体. 此颗粒构成要素与大小决

定土质. 

 土壤内的空间是水或空气,有时两者一起填充着的.如果土壤里水和空
气共存的话叫部分图画状态.这空间相互连接,提供水流动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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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排水中存在的问题 

为流水的变相管道 
 以下的管子中流入部分的水和细土, 渗入的水和少量的细土跟着

流水流出,由于流水量小时,部分的细土会沉侵在管道内,结果管道
全部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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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排水中存在的问题 

带孔管 
 带小孔的软质管也得不到帮助. 小孔会多少防止细土流入管道内,但

小孔本身容易堵塞对排水无帮助. 虽然管道内部无细土堵塞,相对小
孔完全堵塞的情况下反而影响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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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排水中存在的问题 

石子,沙子过滤网 
 使用过滤网的方法通常是防止土壤颗粒进入排水系统的设施. 一般使用的过

滤材质是排水蛭石, 沙子, 无纺布等而已. 

 为了防止土壤颗粒设置的杂石,很容易被土壤颗粒包囊,草或管子被堵是无法
解决. 用无纺布包着的软质管子也会被细土堵塞.而且堵塞现象更快出现. 



现实排水中存在的问题 

드레인보드 
 드레인보드는 필터와 배수를 겸한 구조로 되어있으며,종류가 

다양하나   결국은 필터가 막히게 되고 더의상 효고가 없다. 

 결국 입자에 의해 필터가 막히지 않을 때 까지만 배수가 된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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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仅有的 特性 

1. 不可挑剔的设计 
 DRAINBELT是以无限的缝隙和重力将水和土分开。 

2. 保持 100%的 效率性 
 因为不会堵塞，排水效能持续永久。 

3. 不易碎 
 DRAINBELT 是不受重型机械移动时的压破。 

4. 受Siphon现象的助力排水 
 毛细管现象,表面张力, Siphon现象相协调，得到最大效率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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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仅有的 特性 

5. 无挑剔的设计 
 表面长度的20% 以上吸收,召集面大. 

6. 不同的形状和大小中都适合使用 
 薄而柔软的 DRAINBELT是 因为在地表的不平中也容易适用,所以

任何的排水地都易适用. 

7. 轻而操作简便 
 50m-100m 长度的 DRAINBELT  1人可以搬动, 施工时无须特殊工

具. 

8. 经济性 
 挖掘费用低,石子,沙子,无纺布等不需要, 不需要管理费,无需更

换的最经济实惠的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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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的 适用 

农业 

湿地, 排水地 
灌溉水路 
清除盐类 

建设 

基础墙, 地下室 
暗室, 屋顶庭院 
各种隧道 

奠基 

土坝, 湿地 
高速道路及 铁路 
在生利用土地 

陡坡或墙壁 

坝台排水, 墙壁排水 
海岸浸食, 高速公路 
防止山体塌方 

有机物垃圾 
矿井，供地下水 

危险物储藏及 浸湿路 

环境 

高尔夫球场, 
运动场,游乐场 
及景观场所 

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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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 安装方式 

构造 
 DRAINBELT是 为了召集水的构造, 设计成排水用途.特别是在任何环

境下都适用的设施. 现目前的材质中最有效的水管理系统. 

水平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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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 安装方式 

Drain pipe Drain belt Socket 

50 cm 50 cm 

50 cm 50 cm 

20 cm 

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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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 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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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的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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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的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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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的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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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的 施工 



26 

DRAINBELT的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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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的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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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的 施工 



30 

DRAINBELT的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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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的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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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的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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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BELT的 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