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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及其施

工方法，属于市政建设的技术领域，其包括路基

层和路面层，所述路面层包括路表层和粗钢渣水

泥层，路表层包括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

层，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位于同一层且

间隔依次设置，粗钢渣水泥层内设置有导水管，

导水管伸入路基层内，本发明具有能够城市地表

以下的水分较好补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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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包括路基层(1)和路面层(2)，其特征在于：所述路面层(2)

从下到上包括粗钢渣水泥层(21)和路表层(22)，路表层(22)包括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

青混凝土层(222)，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位于同一层且间隔依次设置，

粗钢渣水泥层(21)内设置有导水管(3)，导水管(3)伸入路基层(1)内，导水管(3)的侧壁开

设有多个渗水孔(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钢渣水泥层

(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之间设置有分隔件(4)，分隔件(4)包括水平的底板(41)和竖直

的分隔板(42)，底板(41)与分隔板(42)固定连接，分隔板(42)的两个竖直侧面分别与细钢

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抵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41)螺纹连接

有垂直于自身的固定杆(41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板(42)上开设

有水平的通孔(421)，通孔(421)内设置有锚固筋(422)，锚固筋(422)的两端分别插入细钢

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内。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板(42)的两个

竖直侧面分布固定连接有橡胶层(42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路基层(1)从下到

上包括支撑一层(11)、砾石层(12)、土质层(13)和支撑二层(14)，支撑一层(11)和支撑二层

(14)为网格状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水管(3)外设置

有棉绳(32)。

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在压平的地表开挖网格状的槽，浇筑支撑一层(11)，分层垫砾石层(12)，然后垫土

质层(13)并夯实，最后在土质层(13)上开挖网格状的槽，浇筑支撑二层(14)，将导水管(3)

的底部插入砾石层(12)内；

S2：在支撑二层(14)上方浇筑粗钢渣水泥，使粗钢渣水泥将支撑二层(14)的网格空穴

填补捣实，再浇注上层粗钢渣水泥，形成粗钢渣水泥层(21)；

S3：在底板(41)上螺纹连接固定杆(411)，使分隔板(42)竖直，将固定杆(411)插入粗钢

渣水泥层(21)内，直到底板(41)与粗钢渣水泥层(21)的表面抵接，依次间隔放置分隔件

(4)；

S4：向通孔(421)内插设锚固筋(422)，然后间隔浇筑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

层(222)，且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均分层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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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市政建设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及其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大量锚固筋混凝土建筑和柏油等硬质不透水建筑材料的使

用，使不透水地面的逐年增多，水分难以下渗，降水时很快形成地表径流，径流进入河道或

者市政排水管道，大降雨的情况下容易超出河道和市政排水管道的负担，严重的情况下会

形成内涝；同时，雨水无法通过地表渗透到地表之下，使得地下水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补充，

造成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可应用的水资源枯竭，水生态环境恶化；现今城市路面的封闭地表

结构造成的不透水路面缺乏对城市地表温度、湿度的调节功能，雨水蒸发快，地表易干燥，

扬尘污染严重，产生气象学上的城市“热岛效应”。

[0003] 现有的可参考公告号为CN106192665B的中国专利，其公开了一种海绵城市道路雨

水入渗系统及其施工方法，包括雨水入渗层、净化层和地下水汇流管，净化层位于雨水入渗

层和地下水汇流管之间，雨水入渗层从上往下依次为透水砖层、海绵过滤层、第二汇流层、

混凝土基层和第一汇流层，净化层内设置有雨水净化装置，雨水净化装置通过导流管连接

雨水入渗层和地下水汇流管。其施工方法包括：施工准备、地下水汇流管铺设、净化层施工

和雨水入渗层施工。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落到道路上的雨水主要从雨水入渗层渗入

到地面，然后进入净化层净化，最后经过地下水汇流管统一排出，可以与市政自来水一起并

用，而较少的渗入到地表以下，使城市地表以下的水分难以得到较好的补充，使城市的气候

调节能力较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城市地表以下的水分较好补充的透水道路的市政

透水道路结构。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包括路基层和路面层，所述路面层从下到上包括粗钢渣

水泥层和路表层，路表层包括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

层位于同一层且间隔依次设置，粗钢渣水泥层内设置有导水管，导水管伸入路基层内，导水

管的侧壁开设有多个渗水孔。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沥青混凝土层有较好的耐磨和防滑性，细钢渣水泥层有

较好的透水性，所以路表层既能够有较好的耐磨和防滑功能，同时兼具透水功能，使得路面

的雨水能够通过渗透作用进入到粗钢渣水泥层，粗钢渣水泥层的间隙比细纲渣水泥层的间

隙大，雨水在粗钢渣水泥层内能够较为均匀的分散，在粗钢渣水泥层内，分散后的雨水一部

分直接向下渗透，一部分靠近导水管的雨水会通过渗水孔进入导水管内，然后快速沿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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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竖直向下，直到到达导水管的底部，然后进入路基层内再进一步向下渗透，达到了使雨

水在粗钢渣水泥层和路基层内几乎同时向下渗透，有利于加快雨水的渗透速度，使雨水能

够较多的渗入到地表以下，能够降低雨水在道路中形成径流和积水的可能性，使城市地表

以下的水分得到较好补充。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之间设置有分隔件，分

隔件包括水平的底板和竖直的分隔板，底板与分隔板固定连接，分隔板的两个竖直侧面分

别与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抵接。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底板放置到粗钢渣水泥层的上表面，底板对风A版起到支

撑作用，使分隔板不易产生倾倒，分隔板将相邻的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分各开，使

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的交界处能够保持竖直，施工到一定的工段时，可随时停止，

不需担心细钢渣水泥或者沥青混凝土凝结而不便于施工，直接在分隔板的另一侧浇注细钢

渣水泥或者沥青混凝土即可，使施工节奏便于控制；同时，设置完分隔件的位置，即可在分

隔件之间进行细钢渣水泥层或者沥青混凝土层的浇注，便于多段同时施工，有利于加快施

工速度。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底板螺纹连接有垂直于自身的固定杆。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底板与粗钢渣水泥层的表面抵接，所以固定杆插入粗钢

渣水泥层内，使底板与粗钢渣水泥层之间的连接加强，即连接件放置时，位置较为稳定，不

易产生移动，使施工较为便利。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分隔板上开设有水平的通孔，通孔内设置有锚固筋，锚

固筋的两端分别插入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内。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锚固筋的两端分别插入到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

内，使相邻的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之间的连接作用加强，从而使路表层的路面能

够较为平整，且一体性加强。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分隔板的两个竖直侧面分布固定连接有橡胶层。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与橡胶层抵接，路表层的

上表面没有缝隙，当气温较高，使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产生一定膨胀时，橡胶层被

挤压产生一定的形变，从而避免了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直接抵接膨胀而产生裂

痕。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路基层从下到上包括支撑一层、砾石层、土层和支撑二

层，支撑一层和支撑二层为网格状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支撑一层和支撑二层的设置，使路基层有较好的强度，能

够对路面层起到较好的支撑作用，同时采用网格状，使其在起到支撑作用的同时，不会影响

到路基层的渗水，水分能够从路基层较为快速的向下渗入。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导水管外设置有棉绳。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地面较为干燥时，棉绳通过毛细效应能够将地面以下

的水分向上运输一部分，从而保持道路一定的水分含量，使道路有一定的自养护功能。

[0021] 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S1：在压平的地表开挖网格状的槽，浇筑支撑一层，分层垫砾石层，然后垫土层并

夯实，最后在土层上开挖网格状的槽，浇筑支撑二层，将导水管的底部插入砾石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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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S2：在支撑二层上方浇筑粗钢渣水泥，使粗钢渣水泥将支撑二层的网格空穴填补

捣实，再浇注上层粗钢渣水泥，形成粗钢渣水泥层；

[0024] S3：在底板上螺纹连接固定杆，使分隔板竖直，将固定杆插入粗钢渣水泥层内，直

到底板与粗钢渣水泥层的表面抵接，依次间隔放置分隔件；

[0025] S4：向通孔内插设锚固筋，然后间隔浇筑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且细钢渣

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均分层浇注。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浇筑支撑一层、砾石层、土层、支撑二层施工完毕后，再

插入导水管，使导水管不会影响到砾石层、土层的铺垫和压平等，保证了路基层施工的便利

性；粗钢渣水泥层的浇注，使粗钢渣水泥层与支撑二层的一体性较好；设置分隔件和插设锚

固筋后，再进行浇注，使可在不同分隔件之间同时进行细钢渣水泥层或者沥青混凝土层的

浇注，便于多段同时施工，有利于加快施工速度，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的分层浇

注，保证了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的浇注质量，使之与锚固筋接触的位置不易产生

空穴等。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8] 1.通过设置路表层和导水管，使雨水在粗钢渣水泥层和路基层内几乎同时向下渗

透，有利于加快雨水的渗透速度，使城市地表以下的水分得到较好补充；

[0029] 2.通过设置分隔件，使施工节奏便于控制，便于多段同时施工，有利于加快施工速

度；

[0030] 3.通过设置橡胶层，避免了细钢渣水泥层和沥青混凝土层直接抵接膨胀而产生裂

痕。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的剖视图；

[0033] 图3是本发明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34] 图4是图3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5] 图5是分隔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1、路基层；11、支撑一层；12、砾石层；13、土质层；  14、支撑二层；

[0037] 2、路面层；21、粗钢渣水泥层；22、路表层；221、细钢渣水泥层；222、沥青混凝土层；

[0038] 3、导水管；31、渗水孔；32、棉绳；321、固定螺丝；33、过滤网；

[0039] 4、分隔件；41、底板；411、固定杆；42、分隔板；421、通孔；  422、锚固筋；423、橡胶

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实施例1

[004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2] 参照图1和图2，为本发明公开的名称，包括路基层1和路面层2，路面层2位于路基

层1的上方，路面层2为透水的路面层2，且路面层2内设置有导水管3，雨水落到透水的路面

层2上，从路面层  2向下渗入，渗入到路面层2的雨水一部分继续向下直接渗入，一部分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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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水管3，从导水管3内快速向下，有利于加快雨水的渗入速度。

[0043] 参照图3和图4，路面层2从下到上包括粗钢渣水泥层21和路表层22，路表层22包括

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位于同一层且

间隔依次设置，粗钢渣水泥层21内设置有竖直的导水管3，导水管3伸入路基层1内，导水管3

的侧壁开设有多个渗水孔31，导水管3外设置有棉绳32，导水管3的侧壁设置有竖直的凹槽，

棉绳32卡入凹槽内，且棉绳32 的顶部和底部与导水管3之间均连接有固定螺丝321；导水管

3的顶部固定连接有过滤网33，避免导水管3内进入粗钢渣水泥等被堵塞。

[0044] 参照图3和图4，沥青混凝土层222有较好的耐磨和防滑性，细钢渣水泥层221有较

好的透水性，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  222的间隔设置，使路表层22既能够有较好

的耐磨和防滑功能，同时兼具透水功能，使得路面的雨水能够通过渗透作用进入到粗钢渣

水泥层21，粗钢渣水泥层21的间隙比细纲渣水泥层的间隙大，雨水在粗钢渣水泥层21内能

够较为均匀的分散，在粗钢渣水泥层21内，分散后的雨水一部分直接向下渗透，一部分靠近

导水管3的雨水会通过过滤网33以及渗水孔31进入导水管3内，然后快速沿着导水管3竖直

向下，直到到达导水管3的底部，然后进入路基层1内再进一步向下渗透，达到了使雨水在粗

钢渣水泥层21和路基层1内几乎同时向下渗透，有利于加快雨水的渗透速度，使雨水能够较

多的渗入到地表以下，能够降低雨水在道路中形成径流和积水的可能性，使城市地表以下

的水分得到较好补充；同时当地面较为干燥时，棉绳32通过毛细效应能够将地面以下的水

分向上运输一部分，从而保持道路的水分含量，使道路有一定的自养护功能。

[0045] 参照图3和图5，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之间设置有分隔件4，分隔件

4包括水平的底板41和竖直的分隔板42，底板41与分隔板42固定连接，分隔板42的两个竖直

侧面分别与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抵接，底板41螺纹连接有垂直于自身的固

定杆411，固定杆411插入粗钢渣混凝土层内；分隔板42  上开设有水平的通孔421，通孔421

内设置有锚固筋422，锚固筋422 的两端分别插入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内。

分隔板  42的两个竖直侧面分布固定连接有橡胶层423。

[0046] 参照图3，路基层1从下到上包括支撑一层11、砾石层12、土质层13和支撑二层14，

支撑一层11和支撑二层14为网格状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支撑一层11和支撑二层14的设置，

使路基层1有较好的强度，能够对路面层2起到较好的支撑作用，同时采用网格状，使其在起

到支撑作用的同时，不会影响到路基层1的渗水，水分能够从路基层1较为快速的渗入；进入

导水管3的雨水进入砾石层12内，砾石层12有较大间隙，雨水能够在砾石层12较为均匀的分

布后，再进一步向下渗透，从而使雨水向下渗透的面积较大，有利于加快渗透速度，从而使

城市地表以下的水分较好补充。

[0047]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下雨时，雨水落到路表层22以后，雨水从细钢渣水泥层

221渗透进入粗钢渣水泥层21，粗钢渣水泥层21 的间隙比细纲渣水泥层的间隙大，雨水在

粗钢渣水泥层21内能够较为均匀的分散，分散后的雨水一部分直接向下渗透，一部分分散

流动达到导水管3附近的雨水会通过过滤网33以及渗水孔31进入导水管  3内，然后快速沿

着导水管3竖直向下，直到到达导水管3的底部，然后进入砾石层12内再进一步向下渗透，砾

石层12有较大间隙，雨水能够在砾石层12较为均匀的分布后，再进一步向下渗透，从而使雨

水向下渗透的面积较大，达到了使雨水在粗钢渣水泥层21和路基层1内几乎同时向下渗透，

加快雨水的渗透速度，使雨水能够较多的渗入到地表以下，能够降低雨水在道路中形成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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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积水的可能性，使城市地表以下的水分得到较好补充；同时当地面较为干燥时，棉绳 

32通过毛细效应能够将地面以下的水分向上运输一部分，从而保持道路的水分含量，使道

路有一定的自养护功能。

[0048] 实施例2

[0049] 一种市政透水道路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S1：在压平的地表开挖网格状的槽，浇筑支撑一层11，分层垫砾石层12，然后垫土

质层13并夯实，最后在土质层13上开挖网格状的槽，浇筑支撑二层14，将导水管3的底部插

入砾石层12内；

[0051] S2：在支撑二层14上方浇筑粗钢渣水泥，使粗钢渣水泥将支撑二层14的网格空穴

填补捣实，再浇注上层粗钢渣水泥，形成粗钢渣水泥层21；

[0052] S3：在底板41上螺纹连接固定杆411，使分隔板42竖直，将固定杆411插入粗钢渣水

泥层21内，直到底板41与粗钢渣水泥层21 的表面抵接，依次间隔放置分隔件4；

[0053] S4：向通孔421内插设锚固筋422，然后间隔浇筑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

222，且细钢渣水泥层221和沥青混凝土层222  均分层浇注。

[0054]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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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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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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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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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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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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