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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行车道内腔式单向排水路缘石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行车道内腔式单向排水
路缘石，
包括立方体混凝土主体(1 ),混凝土主体
( 1 )上有一个贯穿其两个相对端面的排水孔，
排
水孔内壁表面为钢板( 2 )，
平行于排水孔贯穿方
向的混凝土主体(1 )端面上设置有与排水孔连通
的排水管(3)。
本发明在混凝土主体(1 )内开设了
排水孔，
多块路缘石组合后形成排水通道。排水
管(3)的设计隐蔽，
施工时排水管(3)的自由端置
于路面中，
作为引水排水通道，
遇到排水堵塞时，
可以逐一拆开路缘石进行疏通，
钢板( 2 )和钢管
(4)相连的结构既强化了整体连接性能又提高了
路缘石的抗压强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2页

附图3页

CN 106758667 B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行车道内腔式单向排水路缘石，
包括立方体混凝土主体（1）,其特征在于：
混凝
土主体（1）上有一个贯穿其两个相对端面的排水孔，
排水孔内壁表面为钢板（2），
平行于排
水孔贯穿方向的混凝土主体（1）端面上设置有与排水孔连通的排水管（3）；
所述排水孔截面为矩形、
圆形或多边形；
所述钢板（2）外表面连接有钢管（4）；
所述钢管（4）的截面形状为圆形，
矩形或正多边形；
所述钢管（4）的轴线垂直于钢板（2）的外表面，
且钢管（4）的周向面为非封闭面，
缺口
（5）面积占周向总面积的百分比小于等于1/2。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行车道内腔式单向排水路缘石，
其特征在于：
所述缺口
（5）的长度与钢管（4）相等，
且钢管（4）的缺口（5）的指向不同。

2

CN 106758667 B

说

明

书

1/2 页

一种行车道内腔式单向排水路缘石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路缘石，
特别路缘石内部的强化结构和排水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随着城市道路建设的大规模开展，
道路积水排水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和重
视，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道路的后期维护不到位，
例如无人管理，
另一方面是由于结构
设计不合理，
其中路缘石的设计就存在问题，
由于车辆停车位日趋紧张，
很多汽车直接压过
路缘石停在道路两边，
长此以往，
强度较低的路缘石很容易发生破损，
导致不少具有排水功
能的路缘石排水管道堵塞破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提供一种行车道内腔式单向排水路缘石，
强度高，
能
承受较大冲击，
引排水结构宽敞，
且容易清理和疏通。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行车道内腔式单向排水路缘石，
包括立方体混凝土主体 ,其混凝土主体上有
一个贯穿其两个相对端面的排水孔，
排水孔内壁表面为钢板，
平行于排水孔贯穿方向的混
凝土主体端面上设置有与排水孔连通的排水管。钢板作为排水孔和混凝土主体的强化稳定
结构位于排水孔内表面。
由于排水孔贯穿混凝土主体的两个端面，
因此，
多块路缘石组合排
列后排水孔可以构成一条排水通道。排水管一端平齐于路面，
另一端与排水孔连通，
路面的
积水可以通过排水管进入排水孔。
[0006] 所述排水孔截面为矩形、
圆形或多边形，
排水孔的截面形状可以根据制作成本和
排水流量等因素选择。
[0007] 所述钢板外表面连接有钢管，
为了进一步强化钢板与混凝土主体的连接性能，
提
高混凝土主体的强度，
可以在钢板的外表面连接钢管。钢管连接在钢板的外表面，
作为钢板
与混凝土连接的中间结构，
由于钢管中空，
混凝土可以填充至其内部，
增大了接触附着面，
强化了二者连接性能，
而钢管本身可以承受较大载荷，
作为路缘石的另一个强化结构。
[0008] 所述钢管的截面形状为圆形，
矩形或正多边形，
钢管的截面选择可根据成本来选
择。
[0009] 所述钢管的轴线垂直于钢板的外表面，
且钢管的周向面为非封闭面，
缺口面积占
周向总面积的百分比小于等于1/2，
缺口的设计一方面可以缓解钢管与混凝土在膨胀性能
上差异导致的应力，
通过带缺口的钢管变形降低影响，
另一方面可以便于混凝土浇注时的
流动，
方便进入钢管内部。
[0010] 所述缺口的长度与钢管相等，
且钢管的缺口的指向不同。缺口的开口指向不同，
在
浇注混凝土时利于从不同方向进入钢管内部，
减少空隙产生的几率。
[0011] 本发明在混凝土主体内开设了排水孔，
多块路缘石组合后形成排水通道。排水管
的设计隐蔽，
施工时排水管的自由端置于路面中，
作为引水排水通道，
遇到排水堵塞时，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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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逐一拆开路缘石进行疏通。钢板和钢管相连的结构既强化了整体连接性能又提高了路缘
石的抗压强度。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路缘石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图1的平面示意图；
[0014] 图3是本发明的路缘石安装在路面两侧时的示意图；
[0015] 图4是本发明中钢板外表面带有圆形截面钢管的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发明中带有缺口的圆形截面钢管示意图；
[0017] 图6是本发明中带有缺口的矩形截面钢管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和4所示，
一种行车道内腔式单向排水路缘石，
铺设于路面两侧，
单块路缘石
包括立方体混凝土主体1，
混凝土主体1上有一个贯穿其两个相对端面的矩形截面排水孔，
排水孔内壁表面为钢板2，
平行于排水孔贯穿方向的混凝土主体1端面上设置有与排水孔连
通的排水管3。钢板2由4块钢板连接而成，
其中3块的外表面连接有圆形截面钢管4。钢管4的
轴线垂直于钢板2的外表面，
且钢管4的周向面为非封闭面，
缺口5面积占 周向总面积的百分
比等于1/4。
缺口5的长度与钢管4相等，
且钢管4的缺口5的指向不同。
[0019] 如图3所示，
铺设时，
同侧的多块路缘石沿直线贴合，
排水管3的上端出口平齐路面
(或者与路面的凹槽底部连通)，
路面积水通过排水管3进入排水孔，
然后汇聚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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