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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

土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

板包括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以及位于钢筋混

凝土田字格框架上方的透水混凝土面层，所述装

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由工厂预制式模具施

工制作，采用预先制作的模具成型浇注而成，所

述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内设置有吊装孔。

本发明的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可制作成

较现有铺面砖更大的尺寸，可改善现行人行道面

砖铺装抗滑性和平整度不足，达到雨水及时渗

透、行走舒适和面板耐久性强的目的，且施工中

铺装过程迅速，基层面层均无需养生时间，施工

完成随即开放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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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包括

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以及位于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上方的透水混凝土面层，所述装

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由工厂预制式模具施工制作，采用预先制作的模具成型整体浇注

而成，所述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内设置有吊装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其特征在于：钢筋混凝土的

田字格框架部分的材料要求如下：饱和抗压强度≥40MPa，饱和抗折强度≥2.5MPa；钢筋达

HRB400级；钢筋抵抗吊装时的拉应力，钢筋埋至普通混凝土底面以上3-5cm处；透水混凝土

面层的厚度≥5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其特征在于：透水混凝土面

层与钢筋混凝土的材料有渐变过渡段，所述渐变过渡段浸润有聚苯基硫醚树脂乳液；以使

得透水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之间充分融合，再生集料和普通集料之间提前释放收缩应力。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其特征在于：聚苯基硫醚树

脂乳液由聚苯基硫醚树脂和乳化剂制作而成，聚苯基硫醚树脂中聚苯基硫醚的纯度在60%

以上，其杂质包含但不限于聚醚醚酮，聚砜，聚酰亚胺，聚苯基硫醚树脂的密度为1.0-1.4g/

cm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其特征在于：吊装孔采用预

埋在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内的M12螺纹套筒，螺纹套筒下部与受力钢筋连接，顶部低于透

水混凝土面层顶面8~12mm，先用胶塞封堵螺纹套筒，然后灌注沥青层，最后用透水混凝土填

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其特征在于：若干块装配式透

水人行道混凝土板依次拼合形成人行道，两块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之间设有纵向拼

缝，在纵向拼缝内灌砂、或热沥青或是贴灌柔性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其特征在于：在人行道的曲线

段，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在平面上设置成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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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及其制作方法，属于道路工程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镇化发展，大量道路建设项目位于人口密集、交通繁忙的区域，目前道路面

层、基层施工皆为现场摊铺施工，施工、养护周期较长，使施工期间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骤

增，并对周围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包括扬尘和噪声问题。同时，在庞大的公路和城市道路中，

每年大量的道路需要维修、加固或拓宽，这会给日常交通带来极大不便，断交、绕道不但会

造成交通混乱，而且还会造成用户延误时间和不必要的燃料消耗。因此，新建、改建和扩建

道路工程中，要求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缩短工期，最小限度的干扰交通。

[0003] 装配式技术具有构件标准化、现场施工时间短、环境影响小的特性，在建筑、桥梁、

隧道等工程中已推广应用。采用工厂预制、现场安装的大尺寸预制件人行道铺装技术受到

日益关注，其具有施工过程快捷，环境扰动小，工程质量易于控制，耐久性较小尺寸砖更优

等特点。预制装配式技术在车行道上面已有一些研究和应用，但在复杂的人行道的铺装研

究较少。由于需保证行走舒适性，人行道的预装配式技术需考虑抗滑和透水效果，因此采用

预制透水混凝土是权衡最佳的选择。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人行道铺装的快速化和海绵化，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装配式透

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可以使得在工期要求较紧张或是对环境扰动要求较小情况下，进行快

速化施工，在使用过程中，雨水透过可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下渗入砂碎石垫层汇集

到水管中，做到中、小雨量的情况下人行道道面无积水。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其特

征在于所述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包括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以及位于钢筋混凝土

田字格框架上方的透水混凝土面层，所述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由工厂预制式模具施

工制作，采用预先制作的模具成型浇注而成，所述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内设置有吊

装孔。

[0006] 进一步地，钢筋混凝土的田字格框架部分的材料要求如下：饱和抗压强度≥

40MPa，饱和抗折强度≥2.5MPa；钢筋达HRB400级；钢筋抵抗吊装时的拉应力，钢筋埋至普通

混凝土底面以上3-5cm处；透水混凝土面层的厚度≥5cm。

[0007] 进一步地，透水混凝土面层与钢筋混凝土的材料有渐变过渡段，所述渐变过渡段

浸润有聚苯基硫醚树脂乳液；以使得透水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之间充分融合，再生集料和

普通集料之间提前释放收缩应力。

[0008] 进一步的，渐变过渡段厚度为1-2cm，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不做硬性设置。

[0009] 进一步的，透水混凝土部分选用30-50％的再生集料，其再生集料的针片状颗粒含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0485238 A

3



量＜8％，压碎值＜25％，洛杉矶磨耗损失＜25％。除去再生集料之外的其他材料性能均应

满足《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2009)的要求。

[0010] 进一步地，聚苯基硫醚树脂的主要成分为聚苯基硫醚，其纯度在60％以上，其杂质

根据合成工艺的不同包含但不限于聚醚醚酮(PEEK)，聚砜(PSF)，聚酰亚胺(PI)，聚苯基硫

醚树脂的密度为1.0-1.4g/cm3。

[0011] 上述聚苯基硫醚树脂的主要成分为聚苯基硫醚，其分子结构式为：

[0012]

[0013] 进一步地，吊装孔采用预埋在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内的M12螺纹套筒，螺纹套筒

下部与受力钢筋连接，顶部低于透水混凝土面层顶面8～12mm，先用胶塞封堵螺纹套筒，然

后灌注沥青层，最后用透水混凝土填平。

[0014] 进一步地，若干块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依次拼合形成人行道，两块装配式

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之间设有纵向拼缝，在纵向拼缝内灌砂、或热沥青或是贴灌柔性材料。

[0015] 进一步地，在人行道的曲线段，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在平面上设置成梯形。

[0016] 进一步地，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的两侧预留空间，用侧石和用鹅卵石带填

补。

[0017] 进一步地，用鹅卵石带填补时，选用2-4cm直径的鹅卵石，并嵌入至砂浆中，鹅卵石

部分裸露。

[0018] 本发明的一种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

括：

[0019] A、制作模具，所述模具上部为板型空腔，底部设有田字格凹陷部；

[0020] B、在模具底部田字格凹陷部内受力钢筋，然后浇筑混凝土至田字格凹陷部的顶

部；

[0021] C、在浇注钢筋混凝土完成后的表面，喷洒0.1L/㎡的聚苯基硫醚树脂乳液；

[0022] D、在步骤C完成3-5min浇注透水混凝土0.5-1cm；

[0023] E、立即在0.5-1cm厚的浇注透水混凝土面上喷洒0.1L/㎡的聚苯基硫醚树脂乳液；

[0024] F、在模具内完成后续透水混凝土的浇筑。

[0025] 进一步，聚苯基硫醚树脂乳液的制作方法为：1、常温为固态的聚苯基硫醚树脂制

备成0.6mm以下的粉砂；2、选用常用的阳离子或阴离子表面活性类型乳化剂；3、将聚苯基硫

醚树脂粉砂与乳化剂共同置入胶体磨，胶体磨仓温度控制在70-80℃，研磨之后的乳液出料

温度60-80℃。

[0026] 进一步地，聚苯基硫醚树脂乳液的乳化剂掺量在1-5％(优选为阳离子乳化剂4％，

阴离子乳化剂5％)，聚苯基硫醚树脂含量为2-17％(优选为11％)，其余为水。

[0027] 进一步地，成型初凝后的整体的厚度偏差为±3mm之间，表面平整度≤5mm(3米直

尺法)。预制混凝土板的盲道采用压痕凸出和凹下处理，倒盲条凸起5mm；盲道在面板上的设

置位置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要求；在定制模具时，应定制专属的盖板实

现压痕的处理。预制混凝土板整体的透水系数为0.1-0.2mm/s，采用GB/T  25993-2010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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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测试方法。

[0028] 进一步地，所述模具上部为板型空腔顶部设有用作形成吊装孔的结构，步骤B中，

将螺纹套筒底部埋入模具底部田字格凹陷部内与吊装孔想对应的位置，螺纹套筒下部与受

力钢筋连接，顶部低于模具顶部10mm，步骤F中，后续透水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去除模具，用

胶塞封堵螺纹套筒，然后灌注沥青层，最后用预制的透水混凝土填平。

[0029] 后期更换时，将吊装孔处的封堵拔除，进行吊装更换。在吊装完成后，留出纵向拼

缝10mm，在纵向拼缝内灌砂、或热沥青或是贴灌封贴等柔性材料。

[0030] 进一步的，在人行道的曲线段，根据转弯半径计算出转弯的合计角度和板块的上

下边长度，板块的平面设置成梯形，以实现转向，铺装时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的两侧

预留足够空间，使得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能够平稳的放置至找平层，后续按照侧石

和用鹅卵石带填补空余。鹅卵石带选用2-4cm直径的鹅卵石，并嵌入至砂浆中，鹅卵石部分

裸露。

[0031]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此混凝土板可制作成较现有铺面砖更大的尺寸，可改善现行人

行道面砖铺装抗滑性和平整度不足，达到雨水及时渗透、行走舒适和面板耐久性强的目的，

且施工中铺装过程迅速，基层面层均无需养生时间，施工完成随即开放交通。本发明的装配

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提高了普通透水砖人行道面的力学性能、平整度，最大程度减少了

接缝，提高了行走舒适性；采用预制方法将大量需要养生的阶段转移至工厂完成，极大程度

的缩短了工期和保证了混凝土的质量。本发明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及其铺装结构另

具渗排性能显著，抗滑效果优、耐久性好的特征，可缓解中小雨情况下人行道湿滑的现状，

可用于所有等级道路的人行道及广场、公园道路。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设计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立体图；

[0033] 图2是本发明设计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平面图；

[0034] 图3是本发明设计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配筋；

[0035] 图4是本发明设计配筋立面图；

[0036] 图5是本发明设计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转向板(例，3×2米梯形板，实现2°转

向)；

[0037] 图6是本发明设计装配式透水混凝土人行道面结构图；

[0038] 图7是本发明设计装配式透水混凝土人行道缓冲鹅卵石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如图1所示的立体板体，包括三个部分：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1；透水混凝土面层

2；(3)吊装孔3；预制透水混凝土板的整体为工厂预制式模具施工制作的水泥混凝土，采用

预先制作的模具成型浇注。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1内预埋有纵向钢筋4和横向钢筋5，钢筋

混凝土田字格框架1的材料要求如下：饱和抗压强度≥40MPa，饱和抗折强度≥2.5MPa；钢筋

达HRB400级；钢筋抵抗吊装时的拉应力，钢筋埋至混凝土底面以上3-5cm处，钢筋一般采用

Φ14钢筋。其中透水混凝土面层的厚度≥5cm；透水混凝土面层与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之

间有过渡段；过渡段1-2cm均可，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不做硬性设置。所述过渡段设置在透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0485238 A

5



水混凝土面层底部，所述过渡段包括铺设在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上的第一聚苯基硫醚树

脂乳液层，铺设在第一聚苯基硫醚树脂乳液层上的透水混凝土过渡层，以及铺设在透水混

凝土过渡层上的第二聚苯基硫醚树脂乳液层，第二聚苯基硫醚树脂乳液层上铺设透水混凝

土面层主体。

[0040] 透水混凝土部分选用30-50％的再生集料，其再生集料的针片状颗粒含量＜8％，

压碎值＜25％，洛杉矶磨耗损失＜25％。除去再生集料之外的其他材料性能均应满足《透水

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2009)的要求。

[0041] 成型初凝后的整体的厚度偏差为±3mm之间，表面平整度≤5mm(3米直尺法)。预制

混凝土板的盲道采用压痕凸出和凹下处理，倒盲条凸起5mm；盲道在面板上的设置位置应满

足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要求；在定制模具时，应定制专属的盖板实现压痕的处

理。预制混凝土板整体的透水系数为0.1-0.2mm/s，采用GB/T  25993-2010透水系数测试方

法。

[0042] 吊装孔采用M12螺纹套筒，螺纹套筒下部与钢筋混凝土田字格框架1内部受力钢筋

连接，顶部低于普通混凝土面层10mm，吊装孔处先用胶塞封堵螺纹套筒，然后灌注约10mm厚

的沥青层，最后用预制的透水混凝土填平，后期更换时，将吊装孔处的封堵拔除，进行吊装

更换。如图6所示，在地基上铺设级配碎石垫层6(含细石找平层)，级配碎石垫层底部设软式

透水管8，然后将本发明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7吊装到级配碎石垫层上方，且在吊装

完成后，留出纵向拼缝10mm，在纵向拼缝内灌砂、或热沥青或是贴灌封贴等柔性材料。

[0043] 在人行道的曲线段，根据转弯半径计算出转弯的合计角度和板块的上下边长度，

板块的平面设置成梯形，如图5所示，案例中2米×3米的单块块可实现2°的转向。装配式透

水人行道混凝土板的两侧预留足够的空间，使得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能够平稳的放

置至找平层，后续按照侧石和用鹅卵石带填补空余不规则的单侧部分，如图7所示。选用2-

4cm直径的鹅卵石11，并嵌入至砂浆10中，鹅卵石部分裸露。图中9为地基土层。

[0044]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此混凝土板可制作成较现有铺面砖更大的尺寸，可改善现行人

行道面砖铺装抗滑性和平整度不足，达到雨水及时渗透、行走舒适和面板耐久性强的目的，

且施工中铺装过程迅速，基层面层均无需养生时间，施工完成随即开放交通。本发明通过采

用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及其铺装结构，提高了普通透水砖人行道面的力学性能、平

整度，最大程度减少了接缝，提高了行走舒适性；采用预制方法将大量需要养生的阶段转移

至工厂完成，极大程度的缩短了工期和保证了混凝土的质量。本发明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

凝土板及其铺装结构另具渗排性能显著，抗滑效果优、耐久性好的特征，可缓解中小雨情况

下人行道湿滑的现状。可用于所有等级道路的人行道及广场、公园道路。

[0045] 实施例1

[0046] 某条市政道路，双向人行道，原人行道需进行改造，其中净宽度为3.2米宽的人行

道采用2米宽和3米长的本发明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及其结构进行铺装。

[0047] 钢筋混凝土的饱和抗压强度为48MPa，饱和抗折强度为2.8MPa；钢筋为HRB400级；

钢筋抵抗吊装时的拉应力，钢筋埋至普通混凝土底面以上3cm处；其中透水混凝土部分的厚

度≥5cm；透水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的材料有渐变重叠过度区域2cm。预制混凝土板整体的

透水系数为0.2mm/s。吊点采用M12螺纹套筒，且在吊装完成后，留出纵向拼缝10mm，在纵向

拼缝内灌砂处理。其他步骤不做具体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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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实施例2

[0049] 某条市政道路，双向人行道，原人行道需进行改造，其中净宽度为2.1米宽的人行

道采用1.3米宽和2米长的本发明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及其结构进行铺装。

[0050] 钢筋混凝土的饱和抗压强度为48MPa，饱和抗折强度为2.8MPa；钢筋为HRB400级；

钢筋抵抗吊装时的拉应力，钢筋埋至普通混凝土底面以上3cm处；其中透水混凝土部分的厚

度≥5cm；透水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的材料有渐变重叠过度区域2cm。预制混凝土板整体的

透水系数为0.15mm/s。吊点采用M12螺纹套筒，且在吊装完成后，留出纵向拼缝10mm，在纵向

拼缝内灌砂处理。其他步骤不做具体限定。

[0051] 对比例

[0052] 某条市政道路，双向人行道，原人行道需进行改造，其中净宽度为2.1米宽的人行

道的部分路段采用6cm厚同质砖进行铺装。找平层采用3cm中粗砂，基层分别采用水泥稳定

碎石和级配碎石。

[0053] 依次对实施例1、2和对比例的平整度、抗折强度、抗压强度和施工速度检测和评

价。

[0054]

技术方案 平整度 抗折强度 抗压强度 施工速度

实施例1 2mm 2.8MPa 48MPa 2d/500m

实施例2 3mm 2.8MPa 48MPa 2d/500m

对比例 8mm 0.4MPa 15MPa 27d/500m

[0055]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本发明所展示的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及其铺装结构

具有平整度高、力学性能优和施工快速的优势。

[0056] 本发明通过采用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及其铺装结构，提高了普通透水砖人

行道面的力学性能、平整度，最大程度减少了接缝，提高了行走舒适性；采用预制方法将大

量需要养生的阶段转移至工厂完成，极大程度的缩短了工期和保证了混凝土的质量。本发

明装配式透水人行道混凝土板及其铺装结构另具渗排性能显著，抗滑效果优、耐久性好的

特征，可缓解中小雨情况下人行道湿滑的现状。可用于所有等级道路的人行道及广场、公园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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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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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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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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