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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及其

施工方法，涉及路基施工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

包括市政道路施工结构，该道路包括由上至下设

置的透水层、过水基层、第一防水层、以及路基，

过水基层内设置有集水管，在道路两侧竖直设置

有滤水管道，在路基内设置有集水区；在道路两

侧设置有排水井，在排水井与滤水管道之间连接

排水通道。还包括市政道路施工方法，包括以下

施工步骤：S1、挖设道路基坑；S2、将集水池埋设

在基坑内，立设滤水管道，回填土，形成路基；S3、

铺设第一防水层；S4、铺设过水基层，同时埋设集

水管；S5、在道路两侧铺设排水井，并铺设排水通

道；S6、铺设透水层。以上施工办法能够对渗入的

水流进行引流，避免其对路基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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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其特征在于：该道路（1）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透水层

（11）、过水基层（12）、第一防水层（13）、以及路基（15），

在所述过水基层（12）内设置有集水管（2），在道路（1）两侧竖直设置有滤水管道（4），在

所述路基（15）内设置有集水区（6）；所述集水管（2）上开设有若干集水孔（21），在所述集水

管（2）与滤水管道（4）之间连接有排水管（41）；所述滤水管道（4）与集水区（6）之间连接有进

水管（5）；

在所述道路（1）两侧设置有排水井（3），在所述排水井（3）与滤水管道（4）之间连接排水

通道（3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过水基层（12）由道路（1）

中间向道路（1）两侧倾斜，且位于道路（1）两侧的位置较低；在所述过水基层（12）两侧竖直

设置有第二防水层（14），所述集水管（2）位于所述过水基层（12）内，且位于道路（1）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集水区（6）包括设置在所

述路基（15）内的集水池（61）、以及填充在所述集水池（61）内的支撑构件（62）。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支撑构件（62）包括若干水

平设置的第一孔板（621）、以及竖直设置的若干第二孔板（622），所述第一孔板（621）和第二

孔板（622）将集水池（61）分割呈若干腔室；所述第一孔板（621）和第二孔板（622）上均匀开

设有通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进水管（5）一端固定在所

述滤水管道（4）的侧壁上，且在侧壁上形成进水口（43），在所述滤水管道（4）内且位于所述

进水口（43）下侧形成有第二沉淀槽（4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滤水管道（4）内水平固定

设置有第一过滤板（42）；所述进水管（5）内固定设置有第二过滤板（51），所述第二过滤板

（51）垂直所述进水管（5）的轴线方向；所述第二过滤板（51）的孔隙小于所述第一过滤板

（42）的孔隙。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其特征是：道路（1）一侧设置有积水井

（7），所述积水井（7）底部与集水池（61）之间连接有放水管（7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排水通道（32）内靠近排水

井（3）的一段且位于上侧壁上固定设置有竖直的挡水板（322）,在所述排水通道（32）内且位

于其下侧壁上固定设置有竖直的堰板（323）,所述挡水板（322）位于所述堰板（323）和排水

井（3）之间；所述挡水板（322）的下端低于所述堰板（323）的上端面。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其特征是：所述排水通道（32）在靠近排水

井（3）的一端形成排水口（321），所述排水口（321）高于所述排水井（3）的底部，在所述排水

井（3）的底部形成第一沉淀槽（33）。

10.一种市政道路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S1、根据市政道路（1）设计，挖设道路（1）基坑；

S2、将集水池（61）埋设在基坑内，将滤水管道（4）立设在道路（1）两侧，并将集水池（61）

与滤水管道（4）连通，回填土，形成路基（15）；

S3、在路基（15）上侧铺设第一防水层（13）；

S4、在第一防水层（13）上侧铺设过水基层（12），同时，将集水管（2）埋设在过水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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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在道路（1）两侧边铺设第二防水层（14）；

S5、在道路（1）两侧铺设排水井（3），并铺设排水通道（32）；

S6、铺设透水层（11）。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208426 A

3



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路基结构，更具体的，涉及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石材、水泥、混凝土等不透水材料建造的大面积的广

场、道路等城市市政设施，而这些面积广大的不透水路面对原有自然透水下垫面的覆盖，导

致降雨时城市下垫面产生的降雨径流难以下渗，且提前了形成洪峰的时间，容易引发城市

积水内涝灾害。路面在城市区域不透水下垫面中所占的比例较高，其表面产生的降雨径流

量也较大，路面产生的积水不但影响交通，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同时也增大了城市内涝

的风险。

[0003] 近年来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不少地区开始逐步将道路的不透水面层以

透水铺装进行更换，但目前更换了透水铺装的道路普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由于之前

的路面下埋设的管线设备等设施大多都是按照非浸水环境进行设计施工的，因此，更换透

水铺装后透过铺装下渗的雨水在道路下部结构层及土基中渗透或存储，对道路下方埋设的

管线设备等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损坏地下设备；二是，更换透水铺装后由透水路面渗透下

来的雨水量较多，容易浸泡损坏道路下方土基的薄弱部分，进而对道路造成不良影响，现提

供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能够

对渗入的水流进行引流，避免其对路基造成影响。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该道路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透水层、过水基层、第一防水

层、以及路基，在所述过水基层内设置有集水管，在道路两侧竖直设置有滤水管道，在所述

路基内设置有集水区；所述集水管上开设有若干集水孔，在所述集水管与滤水管道之间连

接有排水管；所述滤水管道与集水区之间连接有进水管；在所述道路两侧设置有排水井，在

所述排水井与滤水管道之间连接排水通道。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透水层，使得水流可以有路面向下渗透，在过

水基层内水流进行流动，且可以由集水管排出，最后有滤水管道排入集水区内，通过以上设

置，可以对水流进行引流，避免了水流对路基的影响，同时，可以对回流进行回收利用。同

时，当水流过大时，通过排水井可以对水流进行排水，避免了路面积水现象。

[0007] 较佳的，所述过水基层由道路中间向道路两侧倾斜，且位于道路两侧的位置较低；

在所述过水基层两侧竖直设置有第二防水层，所述集水管位于所述过水基层内，且位于道

路两侧。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将过水基层倾斜设置，可以使得水流想道路两侧流

动，从而，使得水流更佳方便由集水管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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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较佳的，所述集水区包括设置在所述路基内的集水池、以及填充在所述集水池内

的支撑构件。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集水池，用于对水流进行收集，通过设置的支

撑构建，用于对集水池进行支撑，从而使得集水池可以承载较大的压力，较佳的避免了道路

下沉的风险。

[0011] 较佳的，所述支撑构件包括若干水平设置的第一孔板、以及竖直设置的若干第二

孔板，所述第一孔板和第二孔板将集水池分割呈若干腔室；所述第一孔板和第二孔板上均

匀开设有通孔。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第一孔板和第二孔板对集水池的竖直侧壁和

水平侧壁进行支撑，与此同时，通过在第一孔板和第二孔板上开设通孔，同时，二者间隔形

成的腔室，方便对水流进行收集。

[0013] 较佳的，所述进水管一端固定在所述滤水管道的侧壁上，且在侧壁上形成进水口，

在所述滤水管道内且位于所述进水口下侧形成有第二沉淀槽。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沉淀槽，使得水流漫过沉淀槽后才能够流入

集水池，从而，可以对水流中的沙粒进行过滤。

[0015] 较佳的，所述滤水管道内水平固定设置有第一过滤板；所述进水管内固定设置有

第二过滤板，所述第二过滤板垂直所述进水管的轴线方向；所述第二过滤板的孔隙小于所

述第一过滤板的孔隙。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第一过滤板，可以对水流中的杂质进行过滤，

通过设置的第二过滤板可以对水流进行二次过滤。

[0017] 较佳的，道路一侧设置有积水井，所述积水井底部与集水池之间连接有放水管。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积水井，可以对集水池中的水进行排出。

[0019] 较佳的，所述排水通道内靠近排水井的一段且位于上侧壁上固定设置有竖直的挡

水板,在所述排水通道内且位于其下侧壁上固定设置有竖直的堰板,所述挡水板位于所述

堰板和排水井之间；所述挡水板的下端低于所述堰板的上端面。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排水井，用于城市道路排水，通过设置的挡水

板和堰板，在水流进入到排水井中时，首先向上漫起，由堰板的顶部翻过，在向上漫起的过

程中，水流内部的沙粒沉淀在排水井底，水流在翻过堰板时，水流上表面被前方的挡水板截

断，使得上水流上侧的漂浮物被当水板拦截，从而，实现对水流中的沙粒和漂浮物进行过

滤。避免了排水通道堵塞的现象。

[0021] 较佳的，所述排水通道在靠近排水井的一端形成排水口，所述排水口高于所述排

水井的底部，在所述排水井的底部形成第一沉淀槽。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沉淀槽，使得水流在进入排水井之后，首先水

流漫过沉淀槽之后才能够经过排水通道，然后水流再次上涨，通过该方式，使得水流中的沉

淀物大多位于沉淀槽内，从而方便对其进行清理，与此同时，不影响排水通道的排水效率。

[002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市政道路施工方法，能够对渗

入的水流进行引流，避免其对路基造成影响。

[0024] 一种市政道路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S1、根据市政道路设计，挖设道路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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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将集水池埋设在基坑内，将滤水管道立设在道路两侧，并将集水池与滤水管道连

通，回填土，形成路基；

S3、在路基上侧铺设第一防水层；

S4、在第一防水层上侧铺设过水基层，同时，将集水管埋设在过水基层中；在道路两侧

边铺设第二防水层；

S5、在道路两侧铺设排水井，并铺设排水通道；

S6、铺设透水层。

[0025]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通过该施工方法铺设道路成型海绵城市生态道路，使得

道路表面不容易产生积水，同时，积水渗入地下后被收集，可以再一次回收利用。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设置的透水层，使得水流可以有路面向下渗透，在过水基层内水流进行流动，且

可以由集水管排出，最后有滤水管道排入集水区内，通过以上设置，可以对水流进行引流，

避免了水流对路基的影响，同时，可以对回流进行回收利用。同时，当水流过大时，通过排水

井可以对水流进行排水，避免了路面积水现象；

2、通过设置的集水池，用于对水流进行收集，通过设置的支撑构建，用于对集水池进行

支撑，从而使得集水池可以承载较大的压力，较佳的避免了道路下沉的风险；

3、通过设置的排水井，用于城市道路排水，通过设置的挡水板和堰板，在水流进入到排

水井中时，首先向上漫起，由堰板的顶部翻过，在向上漫起的过程中，水流内部的沙粒沉淀

在排水井底，水流在翻过堰板时，水流上表面被前方的挡水板截断，使得上水流上侧的漂浮

物被当水板拦截，从而，实现对水流中的沙粒和漂浮物进行过滤。避免了排水通道堵塞的现

象。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中突出集水管的示意图；

图3为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中突出滤水管道和排水井连接的示意图；

图4为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中突出排水井的示意图；

图5为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中突出排水井中第三过滤板的示意图；

图6为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中突出支撑构件的示意图；

图7为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中突出积水井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1、道路；11、透水层；12、过水基层；13、第一防水层；14、第二防水层；15、

路基；2、集水管；21、集水孔；3、排水井；31、井盖；32、排水通道；321、排水口；322、挡水板；

323、堰板；324、第三过滤板；3241、固定环；3242、固定杆；33、第一沉淀槽；4、滤水管道；41、

排水管；42、第一过滤板；43、进水口；44、第二沉淀槽；5、进水管；51、第二过滤板；6、集水区；

61、集水池；62、支撑构件；621、第一孔板；622、第二孔板；7、积水井；71、放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相同的零部件用相同的附图标记

表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后”、“左”、“右”、“上”和“下”、“底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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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面”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

方向。

[0030] 实施例一

一种市政道路施工结构，结合图1和图2所示,道路1包括由路面向下依次设置的透水层

11、过水基层12、第一防水层13、以及下方的路基15，与此同时，在过水基层12内设置有集水

管2，在道路1的两侧竖直设置有若干滤水管道4，滤水管道4和集水管2通过排水管41连接，

在下大雨时，雨水通过透水层11流入过水基层12内，雨水在过水基层12内流动，通过排水管

41排入集水管2中。

[0031] 透水层11铺设在地表，可以为透水砖、透水沥青或透水混凝土等透水面层。其下方

的过水基层12通常包括刚性基层、半刚性基层、柔性基层三类，根据地区资源差异可选择透

水粒料、透水水泥混凝土、稳定碎石等材料构建，要求该层具有足够的强度、透水性、水稳定

性，连续孔隙率不低于10%。其下方的第一防水层13可以由聚乙烯防水涂料制成，第一防水

层13的厚度为设置为6-10cm。

[0032] 为了方便过水基层12中的水流能够快速流出，将第一防水层13倾斜设置，且中间

较高，道路1两侧较低，从而使得过水基层12的下表面呈倾斜设置，使得水流能够通过过水

基层12流向道路1两侧。

[0033] 集水管2设置在过水基层12内且位于道路1两侧的位置，在过水基层12的两侧竖直

设置有第二防水层14，在集水管2上均匀开设有若干集水孔21，过水基层12中的水通过集水

孔21流入集水管2中，集水管2中空间较大，能够使得雨水快速流动。排水管41在滤水管道4

和集水管2之间可以水平设置，也可以倾斜设置。

[0034] 结合图3和图4所示，进一步的，为了防止道路1积水，在道路1的两侧设置有排水井

3，排水井3与滤水管道4之间连接排水通道32。

[0035] 排水井3可以设置为矩形，也可以设置为圆形，现以矩形为例做进一步说明。在排

水井3开口处盖设有井盖31，在进行排水过程中，水透过井盖31进入排水井3中，之后由排水

井3经过排水通道32后进入滤水管道4将水流排走。

[0036] 排水通道32和排水井3连通的端口为排水口321，在设计排水通道32时，将排水通

道32设置的高度高于排水井3的底部，即排水口321的开设位置高于排水井3的底部，在排水

井3的底部形成有第一沉淀槽33。进行排水时，水流进入排水井3中时，首先水需要将第一沉

淀槽33灌满，然后才可以漫入排水通道32。由于水流在进入到排水井3中时，会携带砂土，通

过设置的第一沉淀槽33，可以对水流中的砂土进行沉淀，使得污水流入排水通道32内的水

流砂石较少，从而较为有效的防止了排水通道32的堵塞。

[0037] 结合图4和图5所示，水流在进入排水井3中，还会携带有漂浮物，例如，木屑、塑料

等杂质而这些物质更容易造成管道堵塞。故在排水通道32内且位于上侧壁上固定设置有呈

竖直的挡水板322，在排水通道32内且位于其下侧壁固定设置有堰板323，其中，挡水板322

位于靠近排水口321的一侧，堰板323位于远离排水口321的一侧，同时，挡水板322的下端面

低于堰板323的上端面，从而，在水平进入排水通道32时，需要漫过堰板323从而继续排水。

但是当水漫过堰板323时，水面的上侧已经超过挡水板322下端面，从而挡水板322对水面中

的漂浮物进行阻挡，从而较为有效的防止了漂浮物进入排水通道32，进而防止排水通道32

堵塞，从源头对漂浮物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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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在排水口321的位置设置有第三过滤板324，且第三过滤板324的上端面高于挡水

板322的下端面，且第三过滤板324设置呈网状结构。从而在进行排水的过程中，水面在上升

的过程中,漂浮物并不能够由第三过滤板324透过,当污水液面高于第三过滤板324时,此

时,污水液面已经高于挡水板322的下端面,因此,污水中的漂浮物并不能够有堰板323上端

翻过，因此，通过设置的第三过滤板324，可以进一步对漂浮物进行拦截，使得污水中的漂浮

物被阻隔在源头。

[0039] 当水面下降时，漂浮物会被拦截在堰板323内侧，为了方便对漂浮物进行清理，第

三过滤板324通过可拆卸方式固定在排水井3的侧壁上。其中，在排水井3的侧壁上且位于排

水口321的下侧水平间隔固定有若干固定环3241，所述固定环3241在竖直方向间隔设置有

若干，在第三过滤板324的下端固定设置有可插接有固定环3241的固定杆3242。在使用时，

通过将固定杆3242插接在固定环3241内，从而对第三过滤板324进行固定板。

[0040] 为了方便对排水通道32内且位于挡水板322和堰板323之间的位置进行清理，故将

挡水板322和堰板323之间距离设置为30-70cm,与此同时，挡水板322距离排水口321的距离

为30-50cm,从而，在对排水通道32进行清理时，由于距离较短，清理时更佳方便。

[0041] 滤水管道4竖直设置，在滤水管道4上水平固定设置有第一过滤板42，通过第一过

滤板42对排入的水进行初步过滤。进一步的，为了对雨水进行充分进行利用，在道路1的路

基15内埋设有集水区6，通过集水区6对水流进行收集。在滤水管道4和集水区6之间通过进

水管5连接。

[0042] 其中，进水管5水平设置，在进水管5内竖直固定设置有第二过滤板51，第二过滤板

51垂直于进水管5的轴线方向。进一步的，为了使过滤板对水流过滤效果较佳，第二过滤板

51的孔隙小于第一过滤板42的孔隙，从而，分层次对水流进行过滤。

[0043] 进一步的，在滤水管道4上且位于进水口43的位置形成有进水口43，在滤水管道4

中且位于进水口43的下端形成有第二沉淀槽44，在水流落下后，水流中的颗粒在第二沉淀

槽44内进行沉淀，然后水流有进水口43排入集水区6。

[0044] 结合图6和图7所示，集水区6包括埋设在路基15内的集水池61、以及填充在集水池

61内的支撑构件62，通过支撑构件62对集水池61进行支撑，防止道路1下沉。

[0045] 其中，支撑构件62包括若干水平设置的第一孔板621、以及竖直设置的若干第二孔

板622，其中，第一孔板621和第二孔板622相互交叉将集水池61分割呈若干腔室，在第一孔

板621和第二孔板622上开设有若干通孔。第一孔板621和第二孔板622的边缘分别抵接在集

水池61的侧壁上，通过设置的第一孔板621和第二孔板622可以对积水池进行支撑，从而，使

得集水池61可以承受较大的压力，在使用过程中，道路1不会下沉。

[0046] 更好的，在道路1的一侧设置有积水井7，在积水井7与集水池61之间连接有放水管

71。

[0047] 实施例二

一种市政道路1施工结构的施工方法，结合图1和图2所示，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S1、根据市政道路1设计，挖设道路1基坑；

S2、将集水池61埋设在基坑内，将滤水管道4立设在道路1两侧，并将集水池61与滤水管

道4连通，回填土，形成路基15；

S3、在路基15上侧铺设第一防水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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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在第一防水层13上侧铺设过水基层12，同时，将集水管2埋设在过水基层12中；在道

路1两侧边铺设第二防水层14；

S5、在道路1两侧铺设排水井3，并铺设排水通道32；

S6、铺设透水层11。

[0048] 通过该施工方法铺设道路1成型海绵城市生态道路1，使得道路1表面不容易产生

积水，同时，积水渗入地下后被收集，可以再一次回收利用。

[0049]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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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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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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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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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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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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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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