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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

路面结构，包括依次设于土基上的隔水封层、基

层和面层；所述面层包括透水骨架、及位于透水

骨架孔隙之间的混凝土；所述透水骨架包括相互

连通的横向透气管、及垂直设置于横向透气管的

竖向透水管；所述基层包括上层的碎石层和下层

的砂垫层；所述隔水封层包括隔水薄膜。面层中

的致密混凝土具有高强度和高耐久性的优点，混

凝土之间的透水骨架可以将降水导入基层，防止

降水在路面集聚。碎石层中的碎石相互堆叠，形

成了降水的流动通道，起到输水和提高基层强度

的作用。砂垫层中的碎石可减缓降水下渗的速

度，起到贮水、排水和提高基层强度的作用；隔水

薄膜可以防止降水渗入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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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设于土基(1)上的隔

水封层(2)、基层和面层(5)；

所述面层(5)包括透水骨架、及位于透水骨架孔隙之间的混凝土；所述透水骨架包括相

互连通的横向透气管(51)、及垂直设置于横向透气管(51)的竖向透水管(52)；

所述基层包括上层的碎石层(4)和下层的砂垫层(3)；

所述隔水封层(2)包括隔水薄膜；

所述竖向透水管(52)的上部尺寸＜下部尺寸；

所述横向设置的横向透气管(51)用于排除面层中的空气，防止竖向透水管内发生堵

塞，并吸收汽车尾气，净化空气；

所述透水骨架与混凝土协同作用，在保证渗透性的同时提升透水路面结构的强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碎石

层(4)包括土工格室(41)及位于土工格室(41)空腔(410)中的碎石；所述砂垫层(3)包括排

水管(31)、及位于相邻排水管(31)间隙中的贮水球。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

管(31)管壁上设有排水孔；所述排水孔的排水通道上设有过滤结构。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贮水

球为中空的粉煤灰陶粒，其粒径≤50mm，洛杉矶磨耗率≤60％；所述碎石为级配碎石，其渗

透系数≥150mm/min。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水

薄膜为土工薄膜；同一层上相邻的隔水薄膜搭接的接缝长度为300-600mm；上下层相邻接缝

的错开长度≥500mm。

6.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的铺设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铺设隔水薄膜；

2)铺设砂垫层(3)：铺设排水管(31)，在相邻排水管(31)之间的间隙中填充贮水球；

3)铺设碎石层(4)：在砂垫层(3)的表面铺设土工格室(41)，然后在土工格室(41)的空

腔(410)中填充碎石；

4)铺设面层(5)：在碎石层(4)的表面铺设透水骨架，所述透水骨架包括相互连通的横

向透气管(51)、及垂直设置于横向透气管(51)的竖向透水管(52)，然后往透水骨架孔隙中

浇筑混凝土；

所述竖向透水管(52)的上部尺寸＜下部尺寸；所述排水管(31)管壁上设有排水孔；所

述排水孔的排水通道上设有过滤结构；所述贮水球为中空的粉煤灰陶粒，其粒径≤50mm，洛

杉矶磨耗率≤60％；所述碎石为级配碎石，其渗透系数≥150mm/min；

所述横向设置的横向透气管(51)用于排除面层中的空气，防止竖向透水管内发生堵

塞，并吸收汽车尾气，净化空气；

所述透水骨架与混凝土协同作用，在保证渗透性的同时提升透水路面结构的强度。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的铺设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4)中，在浇筑混凝土之前，先在透水骨架底部铺设碎石封层，所述碎石封层的

厚度为10-20mm；所述步骤4)中，浇筑混凝土之后，采用振捣棒搅拌，振捣棒的插入位置距离

碎石层(4)顶部30-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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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的铺设方法，其特征在

于：同一层上相邻的隔水薄膜搭接的接缝长度为300-600mm；上下层相邻接缝的错开长度≥

500mm。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6351103 B

3



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及其铺设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属于城市路面结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

结构及该透水路面结构的铺设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城市路面基本都为阻水结构层，且占很大比例的城市总面积。便捷的交通基

础设施、平整的道路虽然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极大方便，但这些非透水路面给城市的生态环

境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0003] 首先，路面铺装的不透水性将宝贵的自然降水完全与下层土壤及地下水阻断，降

水大部分通过城市排水系统管网排入江河湖海等地表水源中，加之城市地下水的过量抽

取，导致城市地下水位越来越低,形成了地质学上的“漏斗型”地下水位，引发地面下降，沿

海地区还会导致海水倒灌。降水一般是先通过地面的排水坡度或地表明沟排入下水道，在

进入下水道前需经过较长距离的地表径流才能进入城市地下排水系统，此间在强降雨的情

况下就会产生较大的地表径流量，增加了城一市排水管网的负担，甚至引起城市型雨洪的

发生。地表径流过程使最初相对清洁的雨水溶入大量的城市地表污染物，这种径流过程中

产生的二次污染，通过城市排水系统进入周围地表自然水体，加重了自然水体的污染程度。

其次，这种表面致密的地面铺装不利于缓解城市的噪音污染，主要是来自路面交通产生的

噪音；在雨天由于硬化地面不能及时排水，造成路面积水，使雨天行车产生“漂滑、飞溅、夜

间眩光”等现象，给行人出行和车辆行驶带来不便和安全隐患。再者，这种不透水的铺装与

周围城市建筑共同作用，会增加城市的“热岛效应”。还有由于它的色彩灰暗，缺乏生气，现

代的城市也被称为“灰色的热岛”。

[0004] 透水路面与之前密实型路面结构截然不同。透水路面利用多孔混凝土较强的渗透

能力，将降雨下渗到土基或将降雨存储在路面结构层的孔隙中，形成地下水库。传统透水路

面存在以下缺点，一是由于受到强度低的多孔混凝土的限制，只能应用于停车场、人行道、

展会的会展区步行道、城市休闲广场等地方，二是由于大量的降水长期在路面结构内部集

聚，导致路面结构长期浸水而损坏。因此，需要一种既能应用于主、次干线等各等级城市行

车路面，同时又能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为人类构造舒适生活环境的透水路面结构。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施工方便、透水性好、强度高、

可与自然协调共生的路面结构。本申请还要提供该路面结构的铺设方法。

[0006] 本申请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包括依次设于土基上的隔水封层、基层和

面层；所述面层包括透水骨架、及位于透水骨架孔隙之间的混凝土；所述透水骨架包括相互

连通的横向透气管、及垂直设置于横向透气管的竖向透水管；所述基层包括上层的碎石层

和下层的砂垫层；所述隔水封层包括隔水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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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首先，面层中的致密混凝土具有高强度和高耐久性的优点，而位于混凝土之间的

透水骨架可以将降水导入基层，防止降水在路面集聚。竖向设置的竖向透水管可以解决传

统路面不透水的缺陷，可有效减小行车荷载作用时造成的孔隙水压力，确保将降水导入基

层，横向设置的横向透气管可以排除面层中的空气，防止竖向透水管内发生堵塞，而且可以

吸收汽车尾气，净化空气，因此，透水骨架与混凝土协同作用，在保证渗透性的同时显著提

升透水路面结构的强度。透水骨架的材质可选用废弃塑料，通过废物回收的合理利用与环

境协调发展。其次，基层起到贮水和承受一定载荷的作用，碎石层中的碎石粒径相对较大并

相互堆叠，形成了降水的流动通道，起到输水和提高基层强度的作用，砂垫层中的碎石粒径

相对较小，可减缓降水下渗的速度，起到贮水、排水和提高基层强度的作用；再者，土基表面

的隔水薄膜可以防止降水渗入土基，避免土基因蓄水而改变其形貌结构稳定性。

[0009] 进一步，所述竖向透水管的上部尺寸＜下部尺寸。这样设置的竖向透水管具有防

堵塞和易清洁的优点。

[0010] 进一步，所述碎石层包括土工格室及位于土工格室空腔中的碎石；土工格室是由

强化的HDPE片经高强力焊接而形成的一种三维网状格室结构，构成具有强大侧向限制和大

刚度的结构体，具有伸缩自如，运输可缩叠，施工时可张拉成网状的特性。为了进一步提升

碎石层的导流作用，可以在HDPE片上进行打孔。土工格室的强度高，与碎石协同作用，可以

显著提升碎石层的强度和输水性。所述HDPE为高密度聚乙烯。

[0011] 进一步，所述砂垫层包括排水管、及位于相邻排水管间隙中的贮水球。排水管可以

将相对较多的降水排出，而贮水球不仅可以收集降水，而且可以在干旱时使收集的较少降

水再次挥发至大气，从而使降水循环利用，起到调节温度、加湿空气的作用。

[0012] 进一步，所述排水管管壁上设有排水孔；所述排水孔的排水通道上设有过滤结构；

首先，排水管通过排水孔将下渗的降水收集后排出，防止降水在路面结构内部集聚，导致路

面结构长期浸水而损坏，其次，过滤结构可以防止砂垫层中的固体颗粒堵塞排水孔，从而保

证排水管长期正常稳定地工作；进一步，所述排水管的材质为PVC。所述PVC为聚氯乙烯。

[0013] 进一步，所述贮水球为中空的粉煤灰陶粒，其粒径≤50mm，洛杉矶磨耗率≤60％，

具有上述参数的贮水球不仅强度高，而且贮水性能好；其中，洛杉矶磨耗率是一种常用的表

征碎石强度的参数，是以洛杉矶磨耗机的磨耗指标表示碎石道碴抵抗冲击、磨耗和边缘剪

切等联合作用能力的参数。

[0014] 进一步，所述碎石为级配碎石，其渗透系数≥150mm/min，以上述碎石构成的碎石

层兼具降水流通通道多且碎石层的强度高的优点，可显著提升路面结构的强度和渗透性。

[0015] 进一步，所述隔水薄膜为土工薄膜；同一层上相邻的隔水薄膜搭接的接缝长度为

300-600mm；上下层相邻接缝的错开长度≥500mm。这样可以有效防止未被收集的降水从接

缝处渗入土基。

[0016] 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的铺设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铺设隔水薄

膜；2)铺设砂垫层：铺设排水管，在相邻排水管之间的间隙中填充贮水球；3)铺设碎石层：在

砂垫层的表面铺设土工格室，然后在土工格室的空腔中填充碎石；4)铺设面层：在碎石层的

表面铺设透水骨架，所述透水骨架包括相互连通的横向透气管、及垂直设置于横向透气管

的竖向透水管，然后往透水骨架孔隙中浇筑混凝土。

[0017] 进一步，所述步骤4)中，在浇筑混凝土之前，先在透水骨架底部铺设碎石封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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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碎石封层的厚度为10-20mm，其作用是防止混凝土堵塞竖向透水管的出水口；所述步骤4)

中，浇筑混凝土之后，采用振捣棒搅拌，振捣棒的插入位置距离碎石层顶部30-50mm。为了提

升混凝土浇筑时透水骨架的结构稳定性，确保混凝土浇筑前后的透水骨架的渗透性保持稳

定，可以在透水骨架的表面增设盖板，待浇筑的混凝土凝固之后，将盖板撤除即可。

[0018] 进一步，同一层上相邻的隔水薄膜搭接的接缝长度为300-600mm；上下层相邻接缝

的错开长度≥500mm；所述竖向透水管的上部尺寸＜下部尺寸；所述排水管管壁上设有排水

孔；所述排水孔的排水通道上设有过滤结构；所述贮水球为中空的粉煤灰陶粒，其粒径≤

50mm；所述碎石为级配碎石，其渗透系数≥150mm/min。

[0019] 本申请的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具有以下优点：1)强度高：由混

凝土形成的面层和由碎石层和砂垫层形成的基层的强度高，服役周期长，可应用于主、次干

线等各等级城市道路行车道面，解决了传统透水路面只可应用于停车场、人行道、展会的会

展区步行道、城市休闲广场等承受荷载较小地方的缺陷。2)渗透性好：竖向透水管不易堵

塞，能够有效减小行车荷载作用时造成的孔隙水压力，确保将降水导入基层，从而有效防止

降水在路面集聚；基层中碎石层的透水率≥150mm/min，具有高效的输水效率；砂垫层中的

排水管可以有效地将降水排出，水处理效率高，可保持土壤中的生态多样性。3)具有调节环

境温度的功能：砂垫层中的贮水球不仅可以贮水，而且所贮的水可以再次挥发到大气中，从

而形成地下湿地系统，起到减缓都市热岛效应的作用。4)空气净化：横向透气管可以排除面

层中的空气，防止竖向透水管内发生堵塞，而且可以吸收汽车尾气，净化空气。上述透水路

面的结构简单，其铺设方法工艺简单，可大规模应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土工格室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透水骨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所示的一种高强度、高渗透性的透水路面结构，包括依次设置于土基1表面

的隔水封层2、砂垫层3、碎石层4和面层5。所述隔水封层2由上下两层土工薄膜构成，同一层

上相邻的土工薄膜搭接的接缝长度为500mm，上下层相邻接缝的错开长度为600mm。所述砂

垫层3包括排水管31、及位于相邻排水管31间隙中的贮水球，所述排水管31为PVC管，管壁上

设有排水孔，排水孔的排水通道上设有过滤结构，所述贮水球为中空的粉煤灰陶粒，其粒径

≤50mm，洛杉矶磨耗率≤60％。如图2所示，所述碎石层4包括土工格室41及位于土工格室41

空腔410中的碎石，所述碎石为级配碎石，其渗透系数≥150mm/min。所述面层5包括透水骨

架、及位于透水骨架孔隙之间的混凝土，如图3所示，所述透水骨架包括相互连通的横向透

气管51、及垂直设置于横向透气管51的竖向透水管52，所述竖向透水管52的上部尺寸＜下

部尺寸。

[0024] 该透水路面结构的降水流通路径如下：首先，降水通过竖向透水管52的导流进入

碎石层4；然后，由竖向透水管52导流而下的降水经过碎石层4中相邻碎石之间的流动通道

并下渗至砂垫层3；随后，砂垫层3中的降水一部分通过砂垫层3中排水管31表面的排水孔进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6351103 B

6



入排水管31并被排出，一部分被贮水球收集，干旱时，被贮水球收集的降水重新挥发至大气

中；最后，未被砂垫层3收集和排出的少量降水被土工薄膜隔离，不再继续下渗至土基1。

[0025] 上述透水路面结构的铺设方法如下：1)对土基1表面的腐殖土、表土和草皮等进行

清理并整平压实，然后铺两层土工薄膜；2)铺设砂垫层3：铺设排水管31，在相邻排水管31之

间的间隙中填充贮水球；3)铺设碎石层4：在砂垫层3的表面放置土工格室41，将土工格室41

拉开并使其具有一定的应力值，从而达到使用的强度要求，然后在土工格室41的空腔410中

填充碎石并压实；4)铺设面层5：在碎石层4的表面铺设透水骨架，所述透水骨架包括相互连

通的横向透气管51、及垂直设置于横向透气管51的竖向透水管52，然后在透水骨架的表面

设置封盖53并在透水骨架底部铺设厚度为15mm的碎石封层，最后往透水骨架孔隙中浇筑混

凝土，浇筑混凝土之后，采用振捣棒搅拌，振捣棒的插入位置距离碎石层4顶部40mm，每一处

持续搅拌至使混凝土中的空气全部溢出即可，待混凝土凝固后撤除封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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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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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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