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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

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隧道防排水技术领域，更具

体地，涉及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

水系统。用于解决现有隧道排水系统在排水过程

中易淤堵、易渗水，难以找到淤堵点的问题。此种

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包括路

面排水系统、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和边墙可视化排

水系统；路面排水系统包括曲型排水盲管、横向

排水盲沟、纵向排水盲管、纵向排水盲沟、可视井

和可视盖板；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包括边沟和降水

井，降水井打设在边沟内；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

包括边墙盲沟、边墙泄水管、组合型透水管和可

视化接水盒，边墙盲沟设置在隧道边墙的内部。

通过该方案以达到易排水且能快速找到淤堵点，

并进行针对性维护疏通，减少隧道渗漏水的技术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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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路面排水系统、边沟

井点降水系统和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所述路面排水系统包括曲型排水盲管(120)、横向排

水盲沟(1201)、纵向排水盲管(110)、纵向排水盲沟(1101)、可视井和可视盖板；所述纵向排

水盲管(110)铺设在隧道路基两侧的纵向排水盲沟(1101)内，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铺设

在横向排水盲沟(1201)内，所述纵向排水盲管(110)通过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连接，形

成从纵向排水盲管(110)到曲型排水盲管(120)再到纵向排水盲管(110)的三者互通的连接

方式；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的滤板上方铺设有可视盖板，所述纵向排水盲管(110)和曲

型排水盲管(120)的连接处设置有可视井；所述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包括边沟(210)和降水井

(220)，所述边沟(210)设置在隧道路基两侧，所述降水井(220)打设在所述边沟(210)内；所

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包括边墙盲沟(360)、边墙纵向排水盲管(361)、边墙泄水管(340)、

组合型透水管(310)和可视化接水盒(330)；所述边墙盲沟(360)设置在隧道边墙的内部，所

述边墙盲沟(360)两侧的底部均连接有边墙纵向排水盲管(361)，所述边墙盲沟(360)内设

置有透水管；所述边墙泄水管(340)连接所述边墙纵向排水盲管(361)和所述边沟(210)；所

述可视化接水盒(330)设置在所述隧道边墙外表面的底部，并在所述隧道边墙上打设边墙

泄水孔(3101)，所述边墙泄水孔(3101)连接所述可视化接水盒(330)，所述组合型透水管

(310)铺设在所述边墙泄水孔(3101)内；

所述路面排水系统、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和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之间的连接关系为：所

述路面排水系统的纵向排水盲管(110)通过侧沟壁泄水孔(130)连接所述边沟井点降水系

统中的所述边沟(210)；所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的边墙纵向排水盲管(361)通过边墙泄水

管连接所述边沟井点降水系统中的所述边沟(210)，所述可视化接水盒(330)的底部通过排

水管连接所述边沟(2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降水井(220)间距为3～5m，降水井(220)深度为3～5m；所述边墙泄水孔(3101)纵向间距

为3～5m，深度为3～5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降水井(220)顶部高出所述边沟(210)底部15cm～25cm；所述降水井(220)包括全透型硬

式透水管(2203)和全透型韧性透水管(2204)，所述全透型韧性透水管(2204)嵌套在所述全

透型硬式透水管(2203)的内部；所述全透型硬式透水管(2203)顶部覆盖有透水顶盖

(2201)，底部包裹有带孔椭圆锥体底盖(2205)；所述全透型韧性透水管(2204)底部放置有

海绵填充物，所述全透型韧性透水管(2204)和所述全透型硬式透水管(2203)之间放置有海

绵填充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

括多个曲型排水盲管(120)，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包括与一侧纵向排水盲管(110)连接

的第一端和与另一侧纵向排水盲管(110)连接的第二端；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整体铺设

时，所述第一端的排列密度大于第二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曲型排水盲管(120)和纵向排水盲管(110)采用透水管，所述透水管上部透水，下部不透

水；所述透水管外表面包裹有过滤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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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侧沟壁泄水孔(130)间隔设置在纵向排水盲管(110)靠近隧道边墙的一侧，所述侧沟壁泄

水孔(130)间距为2m～5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可视化接水盒(330)包括底座(3301)、面板(3302)、面板上固定板(3305)、面板下固定板

(3304)，所述面板(3302)设置在所述面板上固定板(3305)和所述面板下固定板(3304)之

间；所述底座(3301)固定在隧道边墙上，与所述隧道边墙形成一定的蓄水空间，并采用透明

材料；所述面板上固定板(3305)和面板下固定板(3304)均固定在所述底座(3301)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组合型透水管(310)具体为全透型曲纹网状PE韧性组合透水管，包括Φ75mm的全透型外

管(3107)和Φ50mm的全透型内管(3106)。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边墙盲沟(360)内的所述透水管的外表面设置有复合防水板，所述复合防水板

为1.5mm厚的PVC复合防水板(380)。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复合防水板(380)和所述边墙盲沟(360)透水管之间设置有缓冲层，所述缓冲层为

400g/㎡的土工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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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隧道防排水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

道防淤堵排水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穿越山区的高速公路隧道围岩地质条件复杂，隧道在运营多年后，会出现衬

砌渗漏水、路面积水等较常见的病害，对隧道运营安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严重时会导致隧

道排水系统堵塞，衬砌背后大量积水无法排出，衬砌背后水压力增大，威胁到衬砌结构的安

全稳定性。

[0003] 大量工程调研与试验研究表明，导致隧道排水系统堵塞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隧道衬砌背后地下水中含有大量钙、镁、铁等离子，游离中的钙、镁、铁等离子与排

水系统中原有残留的各种盐酸跟离子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各种难溶于水的固体物质，导致排

水系统堵塞。另一方面是衬砌背后地下水在流动的时候携带了大量泥沙及岩石碎屑，进入

排水系统后不能有效排出，导致排水系统堵塞。

[0004] 为了防止公路隧道受水侵害，对隧道衬砌及路基设置的拦截引排地表水及地下水

的系统成为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排水系统对隧道衬砌质量、路基强度和道路路面质量有

直接关系。目前公路隧道运营多年后会出现衬砌渗漏水、路基排水系统淤堵等情况，维护具

有一定困难。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旨在克服所述现有技术的至少一种缺陷(不足)，提供一种公路隧道排

水系统及疏通方法，用于解决现有隧道排水系统在排水过程中易淤堵、易渗水，难以找到淤

堵点的问题，以达到易排水且能快速找到淤堵点，并进行针对性维护疏通，减少隧道渗漏水

的技术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包括路

面排水系统、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和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所述路面排水系统包括曲型排水

盲管、横向排水盲沟、纵向排水盲管、纵向排水盲沟、可视井和可视盖板；所述纵向排水盲管

铺设在隧道路基两侧的纵向排水盲沟内，所述曲型排水盲管铺设在横向排水盲沟内，所述

纵向排水盲管通过所述曲型排水盲管连接，形成从纵向排水盲管到曲型排水盲管再到纵向

排水盲管的三者互通的连接方式；所述纵向排水盲管和曲型排水盲管顶部均覆盖有滤板，

所述曲型排水盲管的滤板上方铺设有可视盖板；所述纵向排水盲管和曲型排水盲管的连接

处设置有可视井；所述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包括边沟和降水井，所述边沟设置在隧道路基两

侧，所述降水井打设在所述边沟内，所述降水井的数量为多个；所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包

括边墙盲沟、边墙纵向排水盲管、边墙泄水管、组合型透水管和可视化接水盒；所述边墙盲

沟设置在隧道边墙的内部，所述边墙盲沟两侧的底部均连接有边墙纵向排水盲管，所述边

墙纵向排水盲管沿隧道两端纵向延伸至隧道外部，所述边墙盲沟内设置有透水管；所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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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盲沟的弯曲弧度与所述隧道边墙的弯曲弧度一致；所述边墙泄水管连接边墙纵向排水盲

管和所述边沟；所述可视化接水盒设置在所述隧道边墙外表面的底部，并在所述隧道边墙

上打设水平方向上的边墙泄水孔，所述边墙泄水孔连接所述可视化接水盒，所述组合型透

水管铺设在所述边墙泄水孔内；所述路面排水系统、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和边墙可视化排水

系统之间的连接关系为：所述路面排水系统的纵向排水盲管通过侧沟壁泄水孔连接所述边

沟井点降水系统中的所述边沟；所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的边墙纵向排水盲管通过边墙泄

水管连接所述边沟井点降水系统中的所述边沟，所述可视化接水盒的底部通过排水管连接

所述边沟。

[0007] 本技术方案采用从纵向排水盲管到曲型排水盲管再到纵向排水盲管的三者互通

的连接方式，同时结合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和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使得隧道衬砌渗漏水及

路面积水快速引排；所述边沟井点降水系统通过打设降水井将边沟中的水深入土层中，所

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通过边墙盲沟、边墙泄水孔和可视化接水盒将水流进行引排；同时

在曲型排水盲管上覆盖有可视盖板，可以及时解决曲型排水盲管堵塞，引起隧道路面积水

的问题，并配合专业管道疏通机进行有效疏通；所述边墙纵向排水盲管沿隧道两端纵向延

伸至隧道外部，便于使用专业管道疏通机对其进行疏通。

[0008] 所述路面排水系统用于收集隧道路面的积水，并将路面中间的积水通过曲型排水

盲管导流至路面两侧的纵向排水盲管，并最终通过侧沟壁泄水孔导流至边沟井点降水系

统，通过边沟和降水井排出积水。所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用于收集渗入隧道边墙的积水

并将隧道边墙的积水导流至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具体地所述边墙盲沟收集沿隧道壁渗入的

积水并通过边墙纵向排水盲管导流至边沟排出，所述组合型透水管水平设置在隧道边墙的

底部并在水平方向延伸至隧道衬砌外一段距离，从而可以收集到积累在隧道边墙底部及边

墙衬砌外的积水，并将收集到的积水导流至可视化接水盒，再通过可视化接水盒底部的排

水管引流至边沟排出。所述边沟井点降水系统用于收集道路两侧的积水，以及路面排水系

统和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导流过来的积水，并通过边沟从地面排出积水，同时也通过降水

井从地下排出积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降水井间距为3～5m，降水井深度为3～5m；所述边墙泄水孔纵向间

距为3～5m，深度为3～5m。所述降水井的间距和深度需满足排水量和排水速度的要求，经多

次测试和计算确定所述降水井的适宜间距为3～5m，适宜深度为3～5m。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降水井顶部高出所述边沟底部15cm～25cm；所述降水井包括全透

型硬式透水管和全透型韧性透水管，所述全透型韧性透水管嵌套在所述全透型硬式透水管

的内部；所述全透型硬式透水管顶部覆盖有透水井盖，底部包裹有带孔椭圆锥体底盖；所述

全透型韧性透水管底部放置有海绵填充物，所述全透型韧性透水管和所述全透型硬式透水

管之间放置有海绵填充物。所述降水井内置全透型硬式透水管和全透型韧性透水管以便快

速将水渗入土层中，在透水管顶部覆盖有透水井盖以过滤杂质，防止堵塞降水井；所述海绵

填充物帮助快速吸水，加速降水井中的水渗入土层中。

[0011] 进一步地，包括多个曲型排水盲管，所述曲型排水盲管包括与一侧纵向排水盲管

连接的第一端和与另一侧纵向排水盲管连接的第二端，所述曲型排水盲管整体铺设时，所

述第一端的排列密度大于第二端。由于隧道内部存在多处弯道，因而所述曲型排水盲管在

铺设时设计成第一端排列密度大于第二端以适应隧道内的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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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所述曲型排水盲管和纵向排水盲管采用透水管，所述透水管上部透水，

下部不透水。采用透水管可以保护管道内的环境，减少淤堵；透水管上部需保证透水，以便

排水，下部需保持不透水，以便引导水流。所述透水管外表面包裹有过滤层。在透水管的外

表面设置过滤层，进一步减少杂质淤泥进入排水盲管，以保证排水管道内部的清洁和畅通。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侧沟壁泄水孔间隔设置在纵向排水盲管靠近隧道边墙的一侧，所

述侧沟壁泄水孔间距为2m～5m。隧道两侧的纵向排水盲管在靠近隧道边墙的一侧间隔设置

有侧沟壁泄水，可以帮助减轻排水量大时的排水压力。侧沟壁泄水孔间距不宜过大，也不宜

过小，侧沟壁泄水孔间距过大则浪费空间资源，侧沟壁泄水孔间距过大则起不到减轻排水

压力的效果，因而采用最佳间距2m～5m。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可视化接水盒包括底座、面板、面板上固定板、面板下固定板，所述

面板设置在所述面板上固定板和所述面板下固定板之间；所述底座固定在隧道边墙上，与

所述隧道边墙形成一定的蓄水空间，并采用透明材料；所述面板上固定板和面板下固定板

均固定在所述底座上。所述可视化接水盒采用透明材料，可直接观测盒内排水及淤堵情况；

当盒内观测到淤堵情况，可打开面板，对所述可视化接水盒及与其连接的水管进行清理。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组合型透水管具体为全透型曲纹网状PE韧性组合透水管，包括Φ

75mm的全透型外管和Φ50mm的全透型内管。采用组合型透水管，对隧道渗水进行2次过滤，

同时对排水速度和排水量进行调整。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边墙盲沟透水管的外表面设置有复合防水板，所述复合防水板为

1.5mm厚的PVC复合防水板；所述复合防水板和所述边墙盲沟透水管之间设置有缓冲层，所

述缓冲层为400g/㎡的土工布。通过设置防水板和缓冲层，减少所述边墙盲沟透水管的排水

压力。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设计了一种从纵向排水

盲管到曲型排水盲管再到纵向排水盲管的三者互通的连接方式，在曲型排水盲管上覆盖有

可视盖板，在纵向排水盲管和曲型排水盲管的连接处设置有可视井；同时结合边沟井点降

水系统和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使得隧道衬砌渗漏水及路面积水快速引排；所述边沟井点

降水系统通过打设降水井将边沟中的水深入土层中，所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通过边墙盲

沟、边墙泄水孔和可视化接水盒将水流进行引排，是一种以往所没有采用的全新的技术方

案，可以及时解决曲型排水盲管堵塞，引起隧道路面积水的问题，并配合专业管道疏通机进

行有效疏通，以达到易排水且能快速找到淤堵点，并进行针对性维护疏通，减少隧道渗漏水

的技术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排水盲管平面布置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排水盲管横截面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可视井和可视盖板平面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降水井平面布置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降水井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边沟底部降水井立面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降水井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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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8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边墙排水系统断面示意图。

[0026] 图9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可视化接水盒及隧道边墙的断面示意图。

[0027] 图10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可视化接水盒及隧道边墙立面示意图。

[0028] 图1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可视化接水盒底座结构图。

[0029] 图1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可视化接水盒面板结构图。

[0030] 图1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组合型透水管断面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纵向排水盲管110，曲型排水盲管120，侧沟壁泄水孔130，纵向排水

盲沟1101，横向排水盲沟1201，边沟210，降水井220，透水顶盖2201，海绵填充物2202，全透

型硬式透水管2203，全透型韧性透水管2204，带孔椭圆锥体底盖2205，组合型透水管310，排

水软管320，可视化接水盒330，边墙泄水管340，泄水孔350，边墙盲沟360，边墙纵向排水盲

管361，喷混凝土370，防水板380，二次衬砌390，边墙泄水孔3101，M8膨胀螺栓3102，镀锌垫

圈3104，内管全透型3106，外管全透型3107，底座3301，面板3302，聚硫建筑密封胶3303，面

板下固定板3304，面板上固定板3305，底面挡板3306。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实用新型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为了更好

说明以下实施例，附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于本

领域技术人员来说，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

[0033] 实施例1

[0034] 如图1‑3所示，本实施例一种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包括路面排

水系统、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和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如图1所示，所述路面排水系统包括曲

型排水盲管120、横向排水盲沟1201、纵向排水盲管110、纵向排水盲沟1101、可视井和可视

盖板；前述纵向排水盲管110铺设在隧道路基两侧的纵向排水盲沟1101内，前述曲型排水盲

管120铺设在横向排水盲沟1201内；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与横向排水盲沟1201之间的缝

隙，以及所述纵向排水盲管110与纵向排水盲沟1101之间的缝隙均采用级配碎石填实；所述

纵向排水盲管110通过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连接，形成从纵向排水盲管110到曲型排水盲

管120再到纵向排水盲管110的三者互通的连接方式；采用从纵向排水盲管110到曲型排水

盲管120再到纵向排水盲管110的三者互通的连接方式，同时结合边沟井点降水和设置边墙

可视化排水系统，使得隧道衬砌渗漏水及路面积水快速引排，是一种以往所没有采用的全

新的技术方案。

[0035] 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包括第一端和第二端，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整体铺设时，

所述第一端排列密度大于第二端；由于隧道内部存在多处弯道，因而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

在铺设时设计成第一端排列密度大于第二端以适应隧道内的弯道。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

和纵向排水盲管110采用规格为Φ110mm曲纹网状PE硬式透水管，2/3透水，1/3不透水。采用

透水管可以保护管道内的环境，减少淤堵；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和纵向排水盲管110在安

装时，不透水层需朝下放置，透水管上部需保证透水，以便排水，下部需保持不透水，以便引

导水流，也可防止二次渗透。所述透水管外表面包裹有过滤层，如土工布。在透水管的外表

面设置过滤层，进一步减少淤泥及杂质进入排水盲管，以保证排水管道内部的清洁和畅通。

[0036] 如图2所示，所述纵向排水盲管110靠近隧道边墙的一侧间隔设置有侧沟壁泄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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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隧道两侧的纵向排水盲管110在靠近隧道边墙的一侧间隔设置有侧沟壁泄水孔130，可

以帮助减轻排水量大时的排水压力。侧沟壁泄水孔130间距为2m～5m。侧沟壁泄水孔130间

距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侧沟壁泄水孔130间距过大则浪费空间资源，侧沟壁泄水孔130间

距过大则起不到减轻排水压力的效果，因而采用最佳间距2m～5m。

[0037] 所述纵向排水盲管110和曲型排水盲管120顶部均覆盖有滤板，所述纵向排水盲管

110顶部的滤板宽30cm～70cm，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顶部的滤板宽度为70cm～130cm；所述

纵向排水盲管110和曲型排水盲管120顶部设置滤板，阻止大部分淤泥杂质进入排水盲管，

以保证排水管道内部的清洁和畅通。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的滤板上方铺设有可视盖板，所

述纵向排水盲管110和曲型排水盲管120的连接处设置有可视井；前述可视盖板的宽度为

40cm～60cm，可视盖板的宽度需大于排水盲沟的宽度，以便覆盖排水盲沟。前述可视盖板采

用轻质材料，且具有承受车辆荷载的较高强度，中部镂空，可揭开或通过盖板镂空部位直接

查看盲沟内排水情况。在曲型排水盲管120上覆盖有可视盖板，可以及时查看淤堵情况，解

决曲型排水盲管120堵塞，引起隧道路面积水的问题。如图3所示，所述可视井的形状为梯

形，所述梯形可视井用于检查与疏通堵塞的排水系统，检查与疏通工作可采用人工或者专

业管道疏通机进行。所述可视井和可视盖板采用透明或镂空材料。透明或镂空材料帮助实

现排水系统的可视化，帮助及时检查淤堵，及时疏通引流。

[0038] 如图4、图5和图6所示，所述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包括边沟210和降水井220，所述边

沟210设置在隧道路基两侧，所述降水井220打设在所述边沟210内，所述降水井220的数量

为多个；所述降水井220间距为3m～5m，降水井220深度为3m～5m；如图5所示，所述降水井

220顶部高出所述边沟210底部15cm～25cm，所述降水井220顶部设置有透水顶盖2201，所述

降水井220底部设置有带孔椭圆锥体底盖2205；如图7所示，所述降水井220包括全透型硬式

透水管2203和全透型韧性透水管2204，所述全透型韧性透水管2204嵌套在所述全透型硬式

透水管2203的内部，所述全透型韧性透水管2204具体为Φ60mm全透型曲纹网状PE韧性透水

管，所述全透型硬式透水管2203具体为Φ110mm全透型曲纹网状PE硬性透水管；所述全透型

曲纹网状PE硬性透水管顶部覆盖有透水顶盖2201，底部包裹有带孔椭圆锥体底盖2205；所

述全透型曲纹网状PE韧性透水管底部放置有海绵填充物2202，所述全透型曲纹网状PE韧性

透水管和所述全透型曲纹网状PE硬性透水管之间放置有海绵填充物2202。所述降水井内置

全透型硬式透水管和全透型韧性透水管以便快速将水渗入土层中，在透水管顶部覆盖有透

水井盖以过滤杂质，防止堵塞降水井；所述海绵填充物帮助快速吸水，加速降水井中的水渗

入土层中。

[0039] 如图8所示，所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包括边墙盲沟360、边墙泄水管340、组合型

透水管310和可视化接水盒330；所述边墙盲沟360设置在隧道边墙的内部，所述边墙盲沟

360内设置有PS‑50透水管，所述边墙盲沟360的弯曲弧度与所述隧道边墙的弯曲弧度一致；

所述边墙泄水管340连接所述边墙盲沟360的底部，并连接所述边墙盲沟360和所述边沟

210；所述可视化接水盒330设置在所述隧道边墙外表面的底部，并在所述隧道边墙上打设

水平方向上的边墙泄水孔350，所述边墙泄水孔350连接所述可视化接水盒330，所述组合型

透水管310铺设在边墙泄水孔350内；所述可视化接水盒330通过50PE排水软管将水引流至

所述边沟210。所述边墙盲沟360的上方喷有混凝土，所述边墙盲沟360的下方为二次衬砌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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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更为具体地，所述PS‑50透水管外部间隔设置有防水板380，所述防水板380采用

1.5mm的PVC复合防水板，同时在所述PVC复合防水板的外表面覆盖400g/㎡的土工布作为缓

冲层。

[0041] 更为具体地，如图9、图10、图11和图12所示，所述可视化接水盒330包括底座3301、

面板3302、面板上固定板3305、面板下固定板3304，所述面板3302设置在所述面板上固定板

3305和所述面板下固定板3304之间；所述底座3301固定在隧道边墙上，与所述隧道边墙形

成一定的蓄水空间，并采用透明材料；所述面板上固定板3305和面板下固定板3304均固定

在所述底座3301上；所述底座3301厚0.5mm，所述面板3302厚0.5cm，所述底座3301通过M8膨

胀螺栓和厚3mm的镀锌垫圈固定在隧道边墙上，所述底座3301与隧道边墙的交界处采用聚

硫建筑密封胶。所述可视化接水盒采用透明材料，可直接观测盒内排水及淤堵情况；当盒内

观测到淤堵情况，可打开面板，对所述可视化接水盒及与其连接的水管进行清理。

[0042] 如图13所示，所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边墙泄水孔350纵向间距为3m～5m，所述边

墙泄水孔350深度为3m～5m，泄水管采用全透型曲纹网状PE韧性组合透水管(Φ75mm外管，

Φ50mm内管)，所述边墙泄水孔350连接可视化接水盒330，可观测泄水孔排水及淤堵情况。

[0043] 本实施例设计了一种从纵向排水盲管到曲型排水盲管再到纵向排水盲管的三者

互通的连接方式，在曲型排水盲管上覆盖有可视盖板，在纵向排水盲管和曲型排水盲管的

连接处设置有可视井；同时结合边沟井点降水系统和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使得隧道衬砌

渗漏水及路面积水快速引排；所述边沟井点降水系统通过打设降水井将边沟中的水深入土

层中，所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通过边墙盲沟、边墙泄水孔和可视化接水盒将水流进行引

排，是一种以往所没有采用的全新的技术方案，可以及时解决曲型排水盲管堵塞，引起隧道

路面积水的问题，并配合专业管道疏通机进行有效疏通，以达到易排水且能快速找到淤堵

点，并进行针对性维护疏通，减少隧道渗漏水的技术效果。

[0044] 针对所述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进行疏通时，采用专业管道疏通

机进行对所述曲型排水盲管120、纵向排水盲管110、可视井、降水井220、边墙泄水管340和

组合型透水管310进行疏通；所述管道疏通机配置有软轴、刷子和钻头，适合垂直或窄小空

间作业。

[0045] 疏通时可通过所述可视井、可视盖板和可视化接水盒330观测淤堵情况，并打开所

述可视井、可视盖板和可视化接水盒330采用所述专业管道疏通机进行清理。同时所述边墙

纵向排水盲管沿隧道两端纵向延伸至隧道外部，便于使用专业管道疏通机对其进行疏通。

[0046] 更为具体地，针对所述路面排水系统进行疏通时，打开可视井通过管道疏通机对

与之连接的纵向排水盲管110和曲型排水盲管120进行清理；打开可视盖板，通过管道疏通

机对横向排水盲沟1201和曲型排水盲管120进行清理。

[0047] 更为具体地，针对所述边沟井点降水系统的疏通步骤包括，打开所述降水井220的

透水顶盖2201，通过管道疏通机对降水井220进行清理。

[0048] 更为具体地，针对所述边墙可视化排水系统进行疏通时，打开所述可视化接水盒

330的面板3302，通过管道疏通机对所述组合型透水管310、排水软管320、边墙泄水孔350和

可视化接水盒330进行清理。

[0049] 上述针对所述可视可维护型公路隧道防淤堵排水系统的疏通方法，通过配合专业

管道疏通机进行有效疏通，以达到易排水且能快速找到淤堵点，并进行针对性维护疏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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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隧道渗漏水的技术效果。

[0050] 显然，本实用新型的所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所作的

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定。凡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的精神

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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