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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市政道路技术领域，更具体

地说，它涉及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其技术方

案要点是：包括人行道和路沿，所述人行道沿长

度方向开设有排水沟，所述排水沟设置有排水

座，所述排水座盖有排水隔网，所述路沿自顶部

向下开设有种植层、透水层和暗沟，所述种植层

与所述透水层由上至下相邻，所述透水层与所述

暗沟由上至下间隔，所述透水层与暗沟之间竖直

连通有透水管，所述种植层为泥土层，所述透水

层为碎石层。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

构具有提高市政道路的透水性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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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人行道(1)和路沿(3)，所述人行道(1)沿

长度方向开设有排水沟(11)，所述排水沟(11)设置有排水座(21)，所述排水座(21)盖有排

水隔网(22)，所述路沿(3)自顶部向下开设有种植层(4)、透水层(5)和暗沟(6)，所述种植层

(4)与所述透水层(5)由上至下相邻，所述透水层(5)与所述暗沟(6)由上至下间隔，所述透

水层(5)与暗沟(6)之间竖直连通有透水管(61)，所述种植层(4)为泥土层，所述透水层(5)

为碎石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座(21)的内侧

与所述种植层(4)连通有连接通道(71)，所述连接通道(71)靠近所述种植层(4)的一端呈渐

缩的阶梯状，所述连接通道(71)内由排水座(21)往种植层(4)的方向插入有连接管(7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路沿(3)内可取出

地设置有填充座(51)，所述填充座(51)的底部可与所述透水管(61)连通，所述透水层(5)填

充在所述填充座(51)内，所述透水层(5)的顶部找平并找平至与所述填充座(51)的顶部平

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层(5)的顶部

铺设有土工布(8)。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座(21)内设有

导水座(73)，所述导水座(73)具有斜面，所述导水座(73)的斜面由所述排水座(21)的内侧

往所述连接管(72)倾斜。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水座(73)呈直角

梯形状，所述导水座(73)的两侧梯形直角面分别与所述排水座(21)的内侧壁和排水座(21)

的内底面贴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座(21)的内底

面铺设有底板(74)，所述底板(74)的宽度等于所述连接管(72)与所述导水座(73)之间的距

离，所述底板(74)挤紧于所述连接管(72)和所述导水座(73)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隔网(22)的水

平两端连接有凸缘(221)，所述排水座(21)沿自身长度方向在两侧长边顶部开设有凹槽

(211)，两侧所述凹槽(211)分别贯穿所述排水座(21)的两侧内壁，两条所述凹槽(211)分别

对应两条所述凸缘(221)，两条所述凸缘(221)可分别一一对应地嵌入两条所述凹槽(211)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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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市政道路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市政工程是指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在我国，市政设施是指在城市区、镇乡规划建设

范围内设置、基于政府责任和义务为居民提供有偿或无偿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建筑物、

构筑物、设备等，城市生活配套的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属于市政工程范畴，比如常见的

需要排污、防护、绿化的市政道路。

[0003] 目前，市政道路的非机动车道由于其透水性能不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干燥，且在

雨天时容易积水，不方便行人通行，造成该非机动车道出现沉降的现象以及路面凹陷的现

象。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对现有的结构及缺陷予以研究改良，提供一种市

政道路透水结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提高市政道路的透水性能，本申请提供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包括人行道和路沿，所述人行道沿长度方向开设有排水

沟，所述排水沟设置有排水座，所述排水座盖有排水隔网，所述路沿自顶部向下开设有种植

层、透水层和暗沟，所述种植层与所述透水层由上至下相邻，所述透水层与所述暗沟由上至

下间隔，所述透水层与暗沟之间竖直连通有透水管，所述种植层为泥土层，所述透水层为碎

石层。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人行道的积水通过排水隔网透入排水沟的排水座内，并

最终将人行道的积水排出，路沿的积水先是渗透至种植层供种植层的植物吸收，若路沿仍

有较多的积水，积水便进一步渗透至透水层内，随后透水层的积水再通过透水管流入暗沟

内，并最终将路沿的积水排水，通过人行道的渗透排水和路沿的渗透排水，使得该市政道路

透水结构提高了市政道路的透水性能。

[0009] 优选的，所述排水座的内侧与所述种植层连通有连接通道，所述连接通道靠近所

述种植层的一端呈渐缩的阶梯状，所述连接通道内由排水座往种植层的方向插入有连接

管。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排水座内的积水能够通过连接管流入到路沿的种植层

内，使得人行道的部分积水也能够被种植层的植物循环利用。

[0011] 优选的，所述路沿内可取出地设置有填充座，所述填充座的底部可与所述透水管

连通，所述透水层填充在所述填充座内，所述透水层的顶部找平并找平至与所述填充座的

顶部平齐。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透水层通过填充在填充座内从而填充在路沿内，并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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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填充座可取出，因此工人能够在路沿外将透水层填充在填充座，然后在路沿外对透水层

的顶部找平，再最终将填充座和透水层同时放入到路沿内，达到便于填充透水层和便于找

平透水层顶部的效果。

[0013] 优选的，所述透水层的顶部铺设有土工布。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土工布能够对种植层的泥土和透水层的碎石进行隔离，

放置种植层和透水层之间的材料相互流失、相互混杂，从而保持种植层与透水层之间的整

体结构，保证种植层和透水层之间的结构稳定。

[0015] 优选的，所述排水座内设有导水座，所述导水座具有斜面，所述导水座的斜面由所

述排水座的内侧往所述连接管倾斜。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导水座的斜面对排水座内的积水往靠近连接管的一侧聚

集，从而便于排水座内的积水通过连接管流入到种植层内。

[0017] 优选的，所述导水座呈直角梯形状，所述导水座的两侧梯形直角面分别与所述排

水座的内侧壁和排水座的内底面贴合。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得导水座的侧壁与排水座的内壁紧密贴合，使排水座

与导水座之间的结构紧凑。

[0019] 优选的，所述排水座的内底面铺设有底板，所述底板的宽度等于所述连接管与所

述导水座之间的距离，所述底板挤紧于所述连接管和所述导水座之间。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连接管、底板和导水座之间沿水平方向相互抵紧，从而使

得连接管、底板和导水座之间结构稳定。

[0021] 优选的，所述排水隔网的水平两端连接有凸缘，所述排水座沿自身长度方向在两

侧长边顶部开设有凹槽，两侧所述凹槽分别贯穿所述排水座的两侧内壁，两条所述凹槽分

别对应两条所述凸缘，两条所述凸缘可分别一一对应地嵌入两条所述凹槽内。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排水隔网通过凸缘嵌入凹槽从而稳定放置在排水座的顶

部。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通过人行道的渗透排水和路沿的渗透排水，使得该市政道路透水结构提高了市

政道路的透水性能；

[0025] 2.排水座内的积水能够通过连接管流入到路沿的种植层内，使得人行道的部分积

水也能够被种植层的植物循环利用；

[0026] 3.透水层通过填充在填充座内从而填充在路沿内，并且，由于填充座可取出，因此

工人能够在路沿外将透水层填充在填充座，然后在路沿外对透水层的顶部找平，再最终将

填充座和透水层同时放入到路沿内，达到便于填充透水层和便于找平透水层顶部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中市政道路透水结构的结构剖视图；

[0028] 图2是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1、人行道；11、排水沟；21、排水座；211、凹槽；22、排水隔网；221、凸

缘；3、路沿；4、种植层；5、透水层；51、填充座；6、暗沟；61、透水管；71、连接通道；72、连接管；

73、导水座；74、底板；8、土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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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1‑2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参照图1和图2，市政道路透水结构包

括人行道1和路沿3，其中，路沿3位于人行道1的一侧，路沿3沿人行道1的长度方向开设。

[0032] 人行道1沿长度方向开设有排水沟11，排水沟11为矩形沟，排水沟11的长边一侧与

路沿3的侧壁连通。排水沟11设有排水座21，排水座21位水泥座，排水座21可通过支模和浇

筑构造形成，从而保证排水座21的强度。排水座21的顶部与人行道1的路面保持平齐，从而

保持人性道的平整，排水座21沿排水沟11的长度方向呈凹形，排水座21一侧长边外壁与排

水沟11的内壁贴合，排水座21的另一侧长边外壁与路沿3贴合，并且，排水座21盖有排水隔

网22，排水隔网22的顶部有排水座21的顶部平齐，从而保持人行道1的平整。

[0033] 路沿3自顶部向下开设有种植层4、透水层5和暗沟6，种植层4与透水层5由上至下

相邻，种植层4为泥土层，透水层5为碎石层。透水层5与暗沟6由上至下间隔，透水层5与暗沟

6之间竖直连通有透水管61，使得透入到透水层5内的积水能够通过透水管61透入到暗沟6

内，暗沟6与城市的下水管路连通，使得透过透水层5渗透的积水能够最终汇集到城市的下

水管路系统中。

[0034] 人行道1的积水通过排水隔网22透入排水沟11的排水座21内，并最终将人行道1的

积水排出，路沿3的积水先是渗透至种植层4供种植层4的植物吸收，若路沿3仍有较多的积

水，积水便进一步渗透至透水层5内，随后透水层5的积水再通过透水管61流入暗沟6内，并

最终将路沿3的积水排水，通过人行道1的渗透排水和路沿3的渗透排水，使得该市政道路透

水结构提高了市政道路的透水性能。

[0035] 排水座21的内侧与种植层4连通有连接通道71，在本实施例中，连接通道71呈圆

形。连接通道71靠近种植层4的一端呈渐缩的阶梯状，即连接通道71靠近种植层4的一端的

直径变小，连接通道71内由排水座21往种植层4的方向插入有连接管72，连接管72对应连接

通道71的形状呈圆管状，此时，排水座21内的积水能够通过连接管72流入到路沿3的种植层

4内，使得人行道1的部分积水也能够被种植层4的植物循环利用。

[0036] 路沿3内可取出地设置有填充座51，填充座51的底部可与透水管61连通，填充座51

大体呈矩形座状，填充座51自顶部向下开设有呈矩形的填充腔，透水层5填充在填充座51内

的填充腔，透水层5通过填充在填充座51内从而填充在路沿3内，具体的，透水层5的碎石粒

径大于透水层5厚度的三份之二。填充后，透水层5的顶部需找平并找平至与填充座51的顶

部平齐，由于填充座51可取出，因此工人能够在路沿3外将透水层5填充在填充座51，然后在

路沿3外对透水层5的顶部找平，再最终将填充座51和透水层5同时放入到路沿3内，达到便

于填充透水层5和便于找平透水层5顶部的效果。另外，透水层5的顶部铺设有土工布8，并且

土工布8铺满透水层5的顶部，土工布8能够对种植层4的泥土和透水层5的碎石进行隔离，放

置种植层4和透水层5之间的材料相互流失、相互混杂，从而保持种植层4与透水层5之间的

整体结构，保证种植层4和透水层5之间的结构稳定。

[0037] 排水座21内设有导水座73，导水座73具有斜面，导水座73的斜面由排水座21的内

侧往连接管72倾斜，导水座73的斜面对排水座21内的积水往靠近连接管72的一侧聚集，从

而便于排水座21内的积水通过连接管72流入到种植层4内。导水座73呈直角梯形状，导水座

73的两侧梯形直角面分别与排水座21的内侧壁和排水座21的内底面贴合，使得导水座7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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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壁与排水座21的内壁紧密贴合，使排水座21与导水座73之间的结构紧凑。

[0038] 排水座21的内底面铺设有底板74，底板74呈矩形薄板状，底板74的宽度等于连接

管72与导水座73之间的距离，底板74的一端抵紧于连接管72的端部，另一端抵紧于导水座

73的端面，使得底板74挤紧于连接管72和导水座73之间，此时，连接管72、底板74和导水座

73之间沿水平方向相互抵紧，从而使得连接管72、底板74和导水座73之间结构稳定。

[0039] 排水隔网22的水平两端连接有凸缘221，凸缘221沿排水隔网22的长度方向开设，

凸缘221呈矩形条状，凸缘221的顶部与排水隔网22的顶部平齐。对应的排水座21沿自身长

度方向在两侧长边顶部开设有凹槽211，两侧凹槽211分别贯穿排水座21的两侧内壁，两条

凹槽211分别对应两条凸缘221的形状尺寸为矩形槽，两条凸缘221可分别一一对应地嵌入

两条凹槽211内，排水隔网22通过凸缘221嵌入凹槽211从而稳定放置在排水座21的顶部。

[0040] 本申请实施例的一种市政道路透水结构的实施原理为：人行道1的积水通过排水

隔网22透入排水沟11的排水座21内，并最终将人行道1的积水排出，路沿3的积水先是渗透

至种植层4供种植层4的植物吸收，若路沿3仍有较多的积水，积水便进一步渗透至透水层5

内，随后透水层5的积水再通过透水管61流入暗沟6内，并最终将路沿3的积水排水，通过人

行道1的渗透排水和路沿3的渗透排水，使得该市政道路透水结构提高了市政道路的透水性

能。

[0041]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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