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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透水砖路面结构及其施
工方法，
该路面结构包括由下而上设置的卵石基
层、
固结层、粘结层以及由透水砖铺装构成的透
水砖层；
所述透水砖为预制砖，
透水砖的下侧为
下凸且由四周向中间倾斜的坡状结构；
透水砖的
下侧中间位置设有定位凸台，
定位凸台的端部设
有深度小于定位凸台长度的定位卡槽；
所述卵石
基层中安装有固定架，
固定架上固定有向上延伸
的排水管，
排水管与定位卡槽插接；
所述粘结层
为水泥砂浆，
水泥砂浆粘结透水砖和固结层。本
发明具有兼顾结构强度以及排水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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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透水砖路面结构，
其特征在于：
包括由下而上设置的卵石基层（1）、
固结层（3）、
粘结层（4）以及由透水砖（5）铺装构成的透水砖层；
所述透水砖（5）为预制砖，
透水砖（5）的
下侧为下凸且由四周向中间倾斜的坡状结构；
透水砖（5）的下侧中间位置设有定位凸台
（8），
定位凸台（8）的端部设有深度小于定位凸台（8）长度的定位卡槽（9）；
所述卵石基层（1）
中安装有固定架（6），
固定架（6）上固定有向上延伸的排水管（7），
排水管（7）与定位卡槽（9）
插接；
所述粘结层（4）为水泥砂浆，
水泥砂浆粘结透水砖（5）和固结层（3）；
所述固结层（3）为
碎石铺设构成；
所述固结层（3）内通过灌注水泥砂浆进行固结；
所述固结层（3）与卵石基层
（1）之间设有阻隔层（2）；
所述阻隔层（2）为土工布。
2 .一种透水砖路面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
开挖路基并夯实底部素土；
步骤二，
填充卵石基层（1），
卵石基层（1）分两次填充，
每次填充二分之一的高度，
在第
一次填充完毕后在卵石基层（1）上安装固定架（6）以及排水管（7），
排水管（7）与固定架（6）
为焊接固定，
排水管（7）上下两端均为开口；
固定架（6）及排水管（7）铺设完成后；
继续第二
次填充卵石基层（1）至设计标高；
步骤三，
在卵石基层（1）上铺放一层或多层土工布；
步骤四，
在土工布上填充碎石层；
步骤五 ，在碎石层上浇注水泥砂浆 ，水泥砂浆渗入碎石层将碎石层固结形成固结层
（3）；
步骤六，
铺装透水砖（5），
在固结层（3）上灌注低于排水管（7）管口高度的水泥砂浆，
并
将透水砖（5）的定位卡槽（9）卡于排水管（7）的管口上，
透水砖（5）铺好后，
进一步用水泥砂
浆填充相邻透水砖（5）间的缝隙，
并用橡胶锤将透水砖（5）敲平整。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透水砖路面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二中，
第二次
填充卵石基层（1）时，
先对排水管（7）周围进行填充，
然后填充其余部分卵石。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透水砖路面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二中所用排水
管（7）及固定架（6）为一体焊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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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水砖路面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道路施工领域，
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基于透水砖铺装的路面结
构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透水道路作为一种新的环保型、
生态型的道路种类，
日益受到人们特别是业界的
关注。透水道路能够使雨水迅速渗入地表，
有效地补充地下水，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可以平
衡城市生态系统。透水地面还能通透“地气”，
使地面冬暖夏凉，
雨季透水，
冬季化雪，
可以增
加城市居住的舒适度。另外，
由于透水地面孔隙多，
地表面积大，
对粉尘有较强的吸附力，
可
减少扬尘污染，
也可降低噪音。
[0003] 透水砖是作为透水道路铺设十分重要的环保材料，
并可以人为铺设为各种形状，
以及烧制成多种颜色，
在城市道路建设中兼具观赏性。
[0004] 但透水路面的施工不同于普通道路，
为了保持路面的渗水性，
透水砖的粘结层不
能采用混凝土，
否则会阻挡雨水的下渗；
现有的透水砖主要是铺装在砂垫层上，
铺砖时用橡
胶锤轻轻敲平。相比混凝土路面结构，
透水砖路面结构普遍存在整体性较差，
砂垫层稳定性
不高，
易引起透水砖沉降、
断裂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透水砖路面结构，
具
有兼顾结构强度以及排水性的特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透水砖路面结构，
包括由下而
上设置的卵石基层、
固结层、
粘结层以及由透水砖铺装构成的透水砖层；
所述透水砖为预制
砖，
透水砖的下侧为下凸且由四周向中间倾斜的坡状结构；
透水砖的下侧中间位置设有定
位凸台，
定位凸台的端部设有深度小于定位凸台长度的定位卡槽；
所述卵石基层中安装有
固定架，
固定架上固定有向上延伸的排水管，
排水管与定位卡槽插接；
所述粘结层为水泥砂
浆，
水泥砂浆粘结透水砖和固结层。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透水砖与固结层之间通过水泥砂浆进行粘结，
相比传统
铺装于砂垫层上的做法，
结构的整体性较高，
相邻透水砖之间相互粘结，
结构强度高。
同时，
透水砖的下侧中间部分通过排水管连接至卵石基层中，
透水砖的下侧具有坡度，
当雨水渗
入透水砖被水泥砂浆层阻隔时，
会顺着坡度排至中间位置，
透水砖下侧中间位置与排水管
连接，
且由于定位卡槽的深度小于定位凸台的长度，
使得排水管卡接于定位卡槽时，
排水管
的管口始终低于透水砖下侧坡面的最低点，
雨水可以自然的流入排水管，
通过排水管排放
至卵石基层中，
从而对地下水进行补充。采用该方案，
不仅增加了透水砖路面结构的强度，
同时兼顾了透水砖路面的排水作用。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固结层为碎石铺设构成。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固结层采用碎石铺设在灌注水泥砂浆时，
可通过水泥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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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部分渗入固结层使之形成整体结构，
用于对透水砖进行支撑，
便于施工。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固结层与卵石基层之间设有阻隔层。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阻隔层可用于阻隔水泥砂浆，
减少水泥砂浆对卵石基层
的影响，
可用于更好保障施工质量。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阻隔层为土工布。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土工布广泛用于土木工程领域中，
工程造价低，
节约施工
成本。
[001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透水砖路面结构的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一，
开挖路基并夯实底部素土；
[0016] 步骤二，
填充卵石基层，
卵石基层分两次填充，
每次填充二分之一的高度，
在第一
次填充完毕后在卵石基层上安装固定架以及排水管，
排水管与固定架为焊接固定，
排水管
上下两端均为开口；
固定架及排水管铺设完成后；
继续第二次填充卵石基层至设计标高；
[0017] 步骤三，
在卵石基层上铺放一层或多层土工布；
[0018] 步骤四，
在土工布上填充碎石层；
[0019] 步骤五，
在碎石层上浇注水泥砂浆，
水泥砂浆渗入碎石层将碎石层固结形成固结
层；
[0020] 步骤六，
铺装透水砖，
在固结层上灌注低于排水管管口高度的水泥砂浆，
并将透水
砖的定位卡槽卡于排水管的管口上，
透水砖铺好后，
进一步用水泥砂浆填充相邻透水砖间
的缝隙，
并用橡胶锤将透水砖敲平整。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从而快速便捷地完成该透水砖路面的施工。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步骤二中，
第二次填充卵石基层时，
先对排水管周围进行填
充，
然后填充其余部分卵石。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先对排水管周围进行卵石填充，
可以用于对排水管以及
固定架进行预固定，
使得整体填充卵石时，
固定架及排水管不易偏移。
[002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步骤二中所用排水管及固定架为一体焊接而成。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排水管及固定架为一体焊接构成，
结构强度高，
安装时相
邻排水管间距固定，
便于确定透水砖的铺装位置。
[0026] 综上所述，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以兼顾结构强度以及排水性的透水砖路面结构及
其施工方法。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图1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
1、卵石基层；
2、
阻隔层；
3、
固结层；
4、
粘结层；
5、
透水砖；
6、
固定架；
7、
排水管；
8、
定位凸台；
9、
定位卡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透水砖路面结构，
如图1所示，
该路面结构由下至上分别为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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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基层1、
阻隔层2、
固结层3、
粘结层4、
透水砖层；
卵石基层1中部埋设有固定架6，
固定架6上
一体固定有排水管7，
排水管7与透水砖层连接；
粘结层4为水泥砂浆。
[0032] 详细的施工方法如下：
在开挖路基时夯实底部素土，
在路基中填充50cm厚度的卵
石，
然后在卵石上放置预制的固定架6及排水管7，
固定架6及排水管7为金属材质并焊接固
定；
调整固定架6处于水平状态，
且排水管7处于竖直状态；
调整过程可以通过在排水管7与
固定架6连接的节点处填充卵石进行预固定；
然后再填充50cm厚度的卵石至预定标高，
将固
定架6及排水管7进行固定。
[0033] 下一步在卵石基层1上铺装两层土工布构成阻隔层2，
然后在阻隔层2上填充50cm
厚度的碎石构成固结层3；
进一步在固结层3上灌注一定量的水泥砂浆，
使得水泥砂浆下渗
至固结层3内将碎石固结；
继续灌注水泥砂浆，
灌注的高度低于排水管7的管口1cm为宜。
[0034] 然后在排水管7的管口上卡接预制的透水砖5构成透水砖层；
如图2所示，
透水砖5
的下侧为下凸且由四周向中间倾斜的坡状结构；
透水砖5的下侧中间位置设有定位凸台8，
定位凸台8的端部设有深度小于定位凸台8长度的定位卡槽9；
排水管7的管口插入定位卡槽
9中进行固定；
透水砖5铺好后，
进一步用水泥砂浆填充相邻透水砖5间的缝隙，
并用橡胶锤
将透水砖5敲平整。
[0035] 透水砖5与固结层3之间通过水泥砂浆进行粘结，
相比传统铺装于砂垫层上的做
法，
结构的整体性较高，
相邻透水砖5之间相互粘结，
结构强度高。
同时，
透水砖5的下侧中间
部分通过排水管7连接至卵石基层1中，
透水砖5的下侧具有坡度，
当雨水渗入透水砖5被水
泥砂浆层阻隔时，
会顺着坡度排至中间位置，
透水砖5下侧中间位置与排水管7连接，
且由于
定位卡槽9的深度小于定位凸台8的长度，
使得排水管7卡接于定位卡槽9时，
排水管7的管口
始终低于透水砖5下侧坡面的最低点，
雨水可以自然的流入排水管7，
通过排水管7排放至卵
石基层1中，
从而对地下水进行补充。采用该方案，
不仅增加了透水砖5路面结构的强度，
同
时兼顾了透水砖5路面的排水作用。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设计构
思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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