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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包

括地基结构，所述地基结构的上方依次设置有第

一透水混凝土结构和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所述

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的厚度大于所述第二透水

混凝土结构的厚度，所述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的

骨料粒径大于所述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的骨料

粒径，所述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的上方设置有双

丙聚氨酯密封层，通过上述方式，本实用新型提

供的透水混凝土结构，不仅施工简单方便，施工

成本低，而且透水性优异，耐磨性能和强度性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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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地基结构，所述地基结构的上方依次设置有

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和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所述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的厚度大于所述第

二透水混凝土结构的厚度，所述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的骨料粒径大于所述第二透水混凝土

结构的骨料粒径，所述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的上方设置有双丙聚氨酯密封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地基结构包括夯实素

土，所述夯实素土的上方铺设级配碎石结构，所述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设置在所述级配碎

石结构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夯实素土的压实系数

大于等于0.93，所述级配碎石结构的厚度为200～25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地基结构包括原始混

凝土平板砖地基，所述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设置在所述原始混凝土平板砖地基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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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地面建筑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路面大多采用沥青、混凝土、石板材及水泥砖铺设，通常称之为硬质路面，它

的优点是整齐耐用；但是不透水，降雨时雨水是直接靠地下污水管道作为污水被处理，不利

于地下水的生成，水在路面淤积溶入城市污染物影响城市卫生。普通的混凝土路面缺乏呼

吸性和渗透雨水的能力，随之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例如排水不畅通的地面形成路面积

水，积水使交通不便并且容易发生事故；又因硬质路面吸、储及反射太阳的热量，使地面平

均温度升高容易形成城市热岛效应，引起环境和生态负效应等。

[0003] 透水混凝土是针对传统城市道路的路面缺陷，开发使用的一种能让雨水流入地

下，补充地下水的道路结构；不仅能够消除地面上的油类化合物等对环境污染的危害；同时

能够维护生态平衡、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但现有透水混凝土道路多数透水能力有限，且施工

周期和施工成本较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不仅施工简单方

便，施工成本低，而且透水性能优异，耐磨性能和强度性能好，实用性较强。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透水混凝土

结构，包括地基结构，所述地基结构的上方依次设置有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和第二透水混

凝土结构，所述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的厚度大于所述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的厚度，所述第

一透水混凝土结构的骨料粒径大于所述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的骨料粒径，所述第二透水混

凝土结构的上方设置有双丙聚氨酯密封层；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地基结构包括夯实素土，所述夯实素土的上方铺设级配碎石结构，

所述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设置在所述级配碎石结构上方。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夯实素土的压实系数大于等于0.93，所述级配碎石结构的厚度为

200～250mm。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地基结构包括原始混凝土平板砖地基，所述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

设置在所述原始混凝土平板砖地基上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不仅施工简

单方便，施工成本较低，材料易选，而且制备出的透水混凝土结构透水性能优异，耐磨性能

佳，抗压强度和弯拉强度较好；通过不同结构的第一透水混凝土和第二透水混凝土组合搭

配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基础，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和良好的实用性，丰富和优化了现有技术中

的透水混凝土结构。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211688840 U

3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实施例1中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的平面图；

[0011] 图2是图1中A部切面图，用于体现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

[0012] 图3是实施例2中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的平面图；

[0013] 图4是图2中B部切面图，用于体现另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

[0014] 附图中各部件的标记如下：

[0015] 1、地基结构；1-1、夯实素土；1-2、级配碎石结构；1-3、原始混凝土平板砖地基；2、

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3、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4、双丙聚氨酯密封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和特征能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

的界定。

[0017] 实施例1：

[0018]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包括地基结构1，地基结构1包括夯实素土

1-1，夯实素土1-1的压实系数大于等于0.93，确保牢固的地基；夯实素土1-1的上方铺设级

配碎石结构1-2，级配碎石结构的厚度为200～250mm，起到在夯实素土1-1上方进行找平和

支撑上方结构的过渡作用，同时增强路面结构强度，且具有良好的透水和扩散应力。

[0019] 如图1和图2所示，级配碎石结构1-2的上方依次设置有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和第

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的骨料粒径大于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的骨料

粒径；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由第一水泥、粗骨料、第一拌合用水、第一增强料和第一减水剂

组成，其组成配比为375:1540:112:7.3:0.55，其中粗骨料的粒径为5～15mm；第二透水混凝

土结构3由第二水泥、细骨料、第二拌合用水、第二增强料、第二减水剂和无机颜料组成，其

组成配比为375:1540:112:7.3:0.55:0.75，其中细骨料的粒径为3～4mm。

[0020] 如图1和图2所示，从承载强度和经济成本角度而言，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中的粗

骨料颗粒大于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中的细骨料颗粒，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的厚度设置为

大于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的厚度，设置在下层的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承载能力较强，同

时设置在上层的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相对较光滑耐磨，美观；另外，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

中含有无机颜料，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比如氧化铁类无机颜料层，从而获得彩色的

混凝土路面，增加美观和灵活性。

[0021] 如图1和图2所示，粗骨料和细骨料均选用玄武岩材质，且粗骨料和细骨料采用的

石子应均为球形度高、针片状含量少的特点，具有优良的耐磨性和抗压能力；为了确保透水

混凝土施工质量和路面强度，第一水泥和第二水泥的初凝时间不得少于45min，终凝时间不

得大于6.5h，第一减水剂和第二减水剂均采用减水率不低于25％的聚羟酸减水剂，性能优

异，绿色环保；在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的上方设置有双丙聚氨酯密封层4，润湿性较好，可

深层渗透基材至2-5mm，同时形成一层坚韧的透明高光泽度薄膜，大大提高路面耐磨性并减

少骨料在使用中脱落现象的发生，对路面提供持久保护作用。

[0022] 上述透水混凝土结构的制备工艺步骤如下：

[0023] (a)依次将粗骨料、第一水泥、第一增强料、第一拌合用水和第一减水剂投料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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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搅拌机中进行搅拌，其组成配比为375:1540:112:7.3:0.55，搅拌时间不少于180s，且

不超过300s，从而获得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

[0024] (b)收取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同时对强制式搅拌机进行清理；

[0025] (c)依次将细骨料、第二水泥、第二增强料、第二拌合用水和第二减水剂和无机颜

料投料至强制式搅拌机中进行搅拌，其组成配比为375:1540:112:7.3:0.55:0.75，搅拌时

间不少于180s，且不超过300s，从而获得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然后进行收取；

[0026] (d)在地基结构上依次摊铺由上述第(a)步和第(c)步获得的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

和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通过平整压实机进行压实，通常分2～3次压实，透水混凝土压实

后，宜使用抹平机对透水混凝土面层进行收面，若摊铺过程存在临时中断施工，需设置施工

缝；

[0027] (e)对由第(d)步获得的透水混凝土道路两侧进行立模板，立模板的高度不低于制

备获得的透水混凝土道路的高度；

[0028] (f)对由第(e)步获得的透水混凝土道路表面覆膜结合浇水养护，选用一层塑料薄

膜加一层彩条布作为养护材料，每天至少洒水一次，连续七天，每次洒水后覆膜密封。

[0029] 对上述制备出来的透水混凝土结构进行耐磨性、透水系数、连续孔隙率、抗冻性和

强度等级的性能测试，结果如下，性能均符合行业要求。

[0030]

[0031] 实施例2：

[0032] 如图3和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结构还包括另一种结构形

式，和实施例1相比区别在于：地基结构1包括的是原始混凝土平板砖地基1-3，第一透水混

凝土结构2设置在原始混凝土平板砖地基1-3的上方，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设置在第一透

水混凝土结构2的上方，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的骨料粒径大于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的骨

料粒径。

[0033] 如图3和图4所示，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由第一水泥、粗骨料、第一拌合用水、第一

增强料和第一减水剂组成，其组成配比为375:1540:112:7.3:0.55，其中粗骨料的粒径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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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m；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由第二水泥、细骨料、第二拌合用水、第二增强料、第二减水

剂和无机颜料组成，其组成配比为375:1540:112:7.3:0.55:0.75，其中细骨料的粒径为3～

4mm。

[0034] 如图3和图4所示，从承载强度和经济成本而言，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中的粗骨料

颗粒大于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中的细骨料颗粒，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的厚度设置为大于

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的厚度，设置在下层的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2承载能力较强，同时设

置在上层的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相对较光滑耐磨，美观；另外，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中含

有无机颜料，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比如氧化铁类无机颜料层，从而获得彩色的混凝

土路面，增加美观和灵活性。

[0035] 如图3和图4所示，粗骨料和细骨料均选用玄武岩材质，且粗骨料和细骨料采用的

石子应均为球形度高、针片状含量少的特点，具有优良的耐磨性和抗压能力；为了确保透水

混凝土施工质量和路面强度，第一水泥和第二水泥的初凝时间不得少于45min，终凝时间不

得大于6.5h，第一减水剂和第二减水剂均采用减水率不低于25％的聚羟酸减水剂，性能优

异，绿色环保；在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3的上方设置有双丙聚氨酯密封层4，润湿性较好，可

深层渗透基材至2-5mm，同时形成一层坚韧的透明高光泽度薄膜，大大提高路面耐磨性并减

少骨料在使用中脱落现象的发生，对路面提供持久保护作用。

[0036] 上述透水混凝土结构的制备工艺步骤如下：

[0037] (a)依次将粗骨料、第一水泥、第一增强料、第一拌合用水和第一减水剂投料至强

制式搅拌机中进行搅拌，其组成配比为375:1540:112:7.3:0.55，搅拌时间不少于180s，且

不超过300s，从而获得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

[0038] (b)收取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同时对强制式搅拌机进行清理；

[0039] (c)依次将细骨料、第二水泥、第二增强料、第二拌合用水和第二减水剂和无机颜

料投料至强制式搅拌机中进行搅拌，其组成配比为375:1540:112:7.3:0.55:0.75，搅拌时

间不少于180s，且不超过300s，从而获得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然后进行收取；

[0040] (d)在地基结构上依次摊铺由上述第(a)步和第(c)步获得的第一透水混凝土结构

和第二透水混凝土结构，通过平整压实机进行压实，通常分2～3次压实，透水混凝土压实

后，宜使用抹平机对透水混凝土面层进行收面，若摊铺过程存在临时中断施工，需设置施工

缝；

[0041] (e)对由第(d)步获得的透水混凝土道路两侧进行立模板，立模板的高度不低于制

备获得的透水混凝土道路的高度；

[0042] (f)对由第(e)步获得的透水混凝土道路表面覆膜结合浇水养护，选用一层塑料薄

膜加一层彩条布作为养护材料，每天至少洒水一次，连续七天，每次洒水后覆膜密封。

[0043] 对上述制备出来的透水混凝土结构进行耐磨性、透水系数、连续孔隙率、抗冻性和

强度等级的性能测试，结果如下，性能均符合行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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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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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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