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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

排水路面结构及其施工方法，该结构自底层向上

依次为沥青稳定碎石基层(6)、下封隔水层(5)、

蓄水碎石层(4)、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透水

应力吸收层(2)和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

排水路缘结构(7)设置在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

层(1)的靠近路缘的一侧，且其靠路面的侧面设

置排水过滤网(8)、其下方安装有排水管道(9)；

其制备步骤为自底层向上依次铺筑，且将排水管

道(9)预埋于路缘带处，并在其上安装带有排水

过滤网(8)的排水路缘结构(7)。本发明一方面确

保了雨季路面无积水、提高行车安全，另一方面

收集的水分可逐渐吸热蒸发，降低路表温度并且

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页

CN 109235179 A

2019.01.18

CN
 1
09
23
51
79
 A



1.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该保排水路面的路中央高

于路边缘，由路中央向路边缘方向存在1°～2°的横向坡度，其结构自底层向上依次为沥青

稳定碎石基层(6)、下封隔水层(5)、蓄水碎石层(4)、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透水应力吸

收层(2)和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在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的靠近路缘的一

侧设置有排水路缘结构(7)，排水路缘结构(7)靠路面的侧面设置排水过滤网(8)，排水路缘

结构(7)的下方安装有排水管道(9)。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的厚度为4cm～5cm，采用透水沥青混凝土材料建造，孔隙率为

20％～25％，且透水沥青混凝土中采用的沥青的60℃动力粘度≥20000Pa.s。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透水应力吸收层(2)设置于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1)的下层，其由橡胶沥青混凝土制成，

孔隙率为12％～15％、厚度为2cm～3c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设置于透水应力吸收层(2)的下层，该层厚度为10cm～15cm，采用

孔隙率为20％～25％的多孔水泥混凝土作为基体，内部灌注保水性材料制成。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作为基体的多孔水泥混凝土由水泥、粉煤灰、粗集料、减水剂、硅灰与水混合而成，其中粗集

料的颗粒粒径＞4.75mm；所述的保水性材料的保水性达到25％以上，流动度为10s～14s，由

水泥、高炉矿渣、矿粉、保水剂与水混合而成，通过人工与机械平板振捣的方式压入基体，从

而形成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蓄水碎石层(4)设置于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的下方，其厚度为15cm～20cm，由级配碎石

结构组成。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封隔水层(5)设置于蓄水碎石层(4)的下方，其厚度为0.5cm～1cm，封隔水层(5)由乳化沥

青、级配集料、水和外加剂混合而成的稀浆封层构成。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沥青稳定碎石基层(6)由沥青稳定碎石构成，其厚度为8cm～9cm。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排水过滤网(8)的上端高出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的上底面，排水过滤网(8)的下端

与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的下底面平齐；所述的排水路缘结构(7)内部设置排水口，

与排水管道(9)相连。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

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以沥青稳定碎石作为路面结构基层，铺筑过程中由路中央向路边缘方向设置一定的

横向坡度，且路中央高于路边缘，采用压路机进行压实，成型后得到沥青稳定碎石基层(6)；

2)在沥青稳定碎石基层(6)上撒布乳化沥青透层油，并铺筑稀浆封层，其厚度为0.5cm

～1cm且完全密水，作为下封隔水层(5)；

3)在下封隔水层(5)上以级配碎石为材料、采用压实设备压实成型，确保强度复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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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得到蓄水碎石层(4)；

4)在蓄水碎石层(4)上架模施工多孔水泥混凝土基体结构，养生7天～10天后，将保水

性材料撒布于多孔水泥混凝土基体结构上，采用人工与机器振捣相结合的方法将保水材料

灌入多孔水泥混凝土基体结构孔隙中，形成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

5)将排水管道(9)预埋于路缘带处，并在其上安装排水路缘结构(7)；排水路缘结构(7)

靠路面一侧设置有排水过滤网(8)；所述的排水路缘结构(7)内部设置排水口，与排水管道

(9)相连；

6)在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表面喷洒乳化沥青粘层油，之后在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

(3)上方铺筑透水应力吸收层(2)；

7)在铺筑透水应力吸收层(2)上方铺筑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且大孔隙透水沥

青混凝土层(1)的上底面低于排水过滤网(8)的上端，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的下底

面与排水过滤网(8)的下端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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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属于功能性

道路材料与结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市政道路是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广泛且占地面积巨大，因

此有效地利用市政道路结构对构建绿色生态城市至关重要。近年来，海绵城市概念的提出

为城市市政道路的改进提供了方向。通常而言，通过设置排水路面结构迅速排除路面积水，

减缓夜间路面反光，并提高路面抗滑性能以确保行车安全。然而，作为重要资源的水分通过

排水渠汇集后，大部分被排除于道路结构；此外，城市道路主要以沥青混凝土为主，夏季高

温多雨季节容易出现高温变形类病害，若能及时地为道路结构“降温”，也是避免高温病害

发生的有效方法。

[0003] 现阶段对城市道路保、排水功能的研究较少，但同样显现出了较多问题：1)排水路

面主要由多孔沥青混凝土建造而成，由于孔隙率较大，在高温与渠化交通作用下路面结构

逐渐压实变形，孔隙逐渐减小，排水性能显著下降；2)在保水路面结构方面，一方面以多孔

沥青混凝土为基体，在孔隙结构中灌注保水材料以实现保水功能，但该方式不论对保水或

排水功能均有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专利文献CN103952959B公开了一种面层半保水式透水

沥青路面，在面层中设置保水结构，但该结构并不能为上面层沥青路面的温度条件提供帮

助。由此可见，设计一种新型保、排水路面结构以利用市政道路结构，实现促进功能型城市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的目的，该新型保排水路面结构需要具备以下优势：优异的排

水性能，能快速排除路表积水，确保行车安全；有效的保水性能，通过设置的保水结构存储

水分，能够在高温季节吸收热量蒸发，降低路面温度以减少高温车辙病害发生概率，并缓解

城市热岛效应。

发明内容

[0004] 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及其施

工方法，该路面结构包含了保水与排水功能，路用性能优良且耐久性较高，解决了现阶段城

市道路透水性道路缺乏、渠化交通段沥青路面高温病害严重的难题。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该保排水路

面结构自底层向上依次为沥青稳定碎石基层、下封隔水层、蓄水碎石层、大孔隙保水混凝土

层、透水应力吸收层、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在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的靠近路缘的

一侧设置有排水路缘结构，排水路缘结构靠路面的侧面设置排水过滤网，排水路缘结构的

下方安装有排水管道。

[0006] 其中：

[0007] 所述的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的厚度为4cm～5cm，采用透水沥青混凝土材料建

造，孔隙率为20％～25％，且透水沥青混凝土采用的沥青为添加高粘度改性剂的沥青，高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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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性剂需确保沥青的60℃动力粘度≥20000Pa.s。

[0008] 所述的透水应力吸收层设置于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的下层，其由橡胶沥青混凝

土制成，孔隙率为12％～15％，厚度为2cm～3cm。

[0009] 所述的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设置于透水应力吸收层的下层，该层厚度为10cm～

15cm，采用孔隙率为20％～25％的多孔水泥混凝土作为基体，内部灌注保水性材料制成；所

述的作为基体的多孔水泥混凝土无砂或少砂水泥混凝土，该无砂水泥混凝土由水泥、粉煤

灰、粗集料、减水剂、硅灰与水混合而成，其中粗集料颗粒粒径＞4.75mm；所述的保水性材料

的保水性达到25％以上，流动度为10s～14s，由水泥、高炉矿渣、矿粉、保水剂与水混合而

成，通过人工与机械平板振捣的方式压入基体，从而形成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

[0010] 所述的蓄水碎石层设置于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的下方，其厚度为15cm～20cm，由

级配碎石材料组成，该级配碎石中粒径大于4.75mm的粗集料占级配碎石整体质量比70％以

上。

[0011] 所述的封隔水层设置于蓄水碎石层的下方，其厚度为0.5cm～1cm，封隔水层由乳

化沥青、符合“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要求的级配集料、水和外加剂混

合而成的稀浆封层构成，以防止水分继续下渗进入沥青稳定碎石基层。

[0012] 所述的沥青稳定碎石基层由沥青稳定碎石构成，其厚度为8cm～9cm。

[0013] 所述的排水过滤网的上端高出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的上底面，排水过滤网的

下端与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的下底面平齐；所述的排水路缘结构内部设置排水口，与

排水管道相连，用于排除聚集于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中的积水。

[0014] 所述排水路缘结构为高20cm～25cm，上、下部宽分别为10cm～15cm、15cm～20cm的

混凝土结构。

[0015] 排水过滤网采用钢制材料制作，长、高分别为50cm～70cm与8cm～10cm。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的施工方法，该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17] 1)以沥青稳定碎石作为路面结构基层，铺筑过程中由路中央向路边缘方向设置一

定的横向坡度，且路中央高于路边缘，采用压路机进行压实，成型后得到沥青稳定碎石基

层；

[0018] 2)在沥青稳定碎石基层上撒布乳化沥青透层油，并铺筑稀浆封层，其厚度为0.5cm

～1cm且完全密水，作为下封隔水层；

[0019] 3)在下封隔水层上以级配碎石为材料、采用压实设备压实成型，确保强度复合规

范要求，得到蓄水碎石层；

[0020] 4)在蓄水碎石层上架模施工多孔水泥混凝土基体结构，养生7天～10天后，将保水

性材料撒布于多孔水泥混凝土基体结构上，采用人工与机器振捣相结合的方法将保水材料

灌入多孔水泥混凝土基体结构孔隙中，形成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

[0021] 5)将排水管道预埋于路缘带处，并在其上安装排水路缘结构；排水路缘结构靠路

面一侧设置有排水过滤网；所述的排水路缘结构内部设置排水口，与排水管道相连；

[0022] 6)在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表面喷洒乳化沥青粘层油，之后在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

上方铺筑透水应力吸收层；

[0023] 7)在铺筑透水应力吸收层上方铺筑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且大孔隙透水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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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层的上底面低于排水过滤网的上端，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的下底面与排水过滤

网的下端平齐。

[0024] 有益效果：与现有城市道路结构和施工方法相比，本发明的优点体现在：

[0025] 1、本发明提供的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集保水与排水功能为一体，

通过特别设计的路缘排水构造，可在保水层(包括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与蓄水碎石层)吸水

饱和后通过排水层(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排除路面积水，保证行车安全性能；

[0026] 2、在高温下，本发明提供的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中的保水层内水

分吸热蒸发，降低路面结构问题，可有效提高路面结构抗高温变形性能，并缓解城市热岛效

应；

[0027] 3、本发明提供的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路用性能优良且耐久性较

高，解决了现阶段城市道路透水性道路缺乏、渠化交通段沥青路面高温病害严重的难题。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排水路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有：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透水应力吸收层2、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蓄

水碎石层4、下封隔水层5、沥青稳定碎石基层6、排水路缘结构7、排水过滤网8和排水管道9。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及其施工方法，该结构由

排水层与保水层组成，实现了保、排水功能的集成，有利于道路交通安全，并缓解城市热岛

效应，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

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2] 实施例1：

[0033] 如图1、图2所示，该保排水路面结构自底层向上依次为沥青稳定碎石基层6、下封

隔水层5、蓄水碎石层4、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透水应力吸收层2和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

层1，在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的靠近路缘的一侧设置有排水路缘结构7，排水路缘结构

7靠路面的侧面设置排水过滤网8，所述的排水过滤网8的上端高出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

层1的上底面，排水过滤网8的下端与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的下底面平齐；所述的排水

路缘结构7内部设置排水口，与排水管道9相连。

[0034] 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可迅速排除路表积水，水分下渗后进入由大孔隙保水

混凝土层3与蓄水碎石层4所组成的保水结构，并由下封隔水层5与沥青稳定碎石基层6隔

绝，确保水分不再下渗；若保水层达到饱和状况，多余水分经过排水路缘结构7的排水过滤

网8后，汇集于排水管道9排出路面结构。

[0035] 所述的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的厚度为4cm～5cm，采用透水沥青混凝土材料

建造，孔隙率为20％～25％，且透水沥青混凝土采用的沥青为添加高粘度改性剂的沥青，高

粘度改性剂需确保沥青的60℃动力粘度≥20000Pa.s。

[0036] 所述的透水应力吸收层2设置于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1的下层，其由橡胶沥青混

凝土制成，孔隙率为12％～15％，厚度为2cm～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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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所述的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设置于透水应力吸收层2的下层，该层厚度为10cm～

15cm，采用孔隙率为20％～25％的多孔水泥混凝土作为基体，内部灌注保水性材料制成；所

述的作为基体的多孔水泥混凝土由水泥、粉煤灰、粗集料、减水剂、硅灰与水混合而成，其中

粗集料颗粒粒径＞4.75mm；所述的保水性材料的保水性达到25％以上，流动度为10s～14s，

由水泥、高炉矿渣、矿粉、保水剂与水混合而成，通过人工与机械平板振捣的方式压入基体，

从而形成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

[0038] 所述的蓄水碎石层4设置于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的下方，其厚度为15cm～20cm，

由级配碎石材料组成，该级配碎石中粒径大于4.75mm的粗集料占级配碎石整体质量比70％

以上。

[0039] 所述的封隔水层5设置于蓄水碎石层4的下方，其厚度为0.5cm～1cm，封隔水层5采

用由乳化沥青、符合“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要求的级配集料、水与外

加剂混合而成的稀浆封层构成。

[0040] 所述的沥青稳定碎石基层6由沥青稳定碎石基层构成，其厚度为8cm～9cm。

[0041] 所述排水路缘结构为高20cm～25cm，上、下部宽分别为10cm～15cm、15cm～20cm的

混凝土结构。

[0042] 排水过滤网采用钢制材料制作，长、高分别为50cm～70cm与8cm～10cm。

[0043] 一种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保排水路面结构的施工方法，该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44] 1)首先以ATB-25沥青稳定碎石作为保排水路面结构基层的修筑材料，其级配如表

1所示；混合料拌合温度控制为145℃～165℃间，沥青采用70#重交沥青；采用钢轮压路机与

胶轮压路机进行碾压，确保压实度达到要求，成型后得到沥青稳定碎石基层6，铺筑过程中

由路中央向路边缘方向设置1°～2°的横向坡度，使得路中央高于路边缘；

[0045] 表1  ATB-25沥青混凝土级配

[0046]

[0047] 2)在沥青稳定碎石基层6表面洒布乳化沥青透层油，洒布量以透层油深入基层结

构10mm为宜，待洒布结束后，养护1天继续施工下封隔水层5；下封隔水层5采用ES-2稀浆封

层材料，其组份形式列于表2所示，确保下封隔水层5的厚度不小于6mm且完全密水；

[0048] 表2  ES-2稀浆封层组份形式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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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3)待下封隔水层5养生完成后，即可施工蓄水碎石层4，该结构层的级配如表3所

示。采用钢轮压路机压实，确保强度复合规范要求；

[0051] 表3蓄水碎石层结构级配

[0052]

[0053] 4)在蓄水碎石层4上面直接施工多孔水泥混凝土基体结构，其级配状况如表4所

示；多孔水泥混凝土需要混合一定质量比的级配集料、水泥、水、减水剂与硅灰形成，具体比

例列于表5所示，施工结束后养生7天～10天，待强度达到要求后再灌注保水材料，保水材料

采用水泥、水、高炉矿渣、粉煤灰与保水剂混合而成，其具体组份列于表6，各组份混合后确

保保水材料流动度在10s～14s范围，按照多孔水泥混凝土孔隙率与厚度，预估所需保水材

料质量，撒布于多孔水泥混凝土基体结构表面，采用人工与机器振捣相结合的方法使保水

材料灌入集料结构孔隙中，形成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

[0054] 表4多孔水泥混凝土基体结构级配

[0055]

[0056] 表5多孔水泥混凝土各组分配比

[0057]

[0058] 表6保水材料组份

[0059]

[0060] 5)在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养生期间可进行排水管道9等设施的安装工作：将排水

管道9安装于路缘带部位，并在其上安装排水路缘结构7(如图2所示)在排水路缘结构7靠近

路面一侧安装排水过滤网8；

[0061] 6)在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养生结束后的大孔隙保水混凝土层3表面喷洒0.2kg/

m3的乳化沥青粘层油，并采用OGFC-10沥青混凝土作为透水应力吸收层2的铺筑材料，其级

配列于表7所示，OGFC-10沥青混凝土采用高弹改性沥青作为结合料，厚度控制为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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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表7  OGFC-10沥青混凝土级配

[0063]

[0064] 7)在透水应力吸收层2上方铺装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

土层1的上底面低于排水过滤网8的上端，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的下底面与排水过滤

网8的下端平齐；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层1采用PAC-13多孔沥青混凝土为材料，其具体级

配列于表8所示，PAC-13多孔沥青混凝土所用沥青结合料按照SBS改性沥青：TPS改性剂＝

92:88的比例混合而成，避免集料剥落等病害出现；

[0065] 表8  PAC-13大孔隙透水沥青混凝土级配

[0066]

[0067]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专利较佳的实施例，但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专利所公开的范围内，根据本发明专利的技

术方案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属于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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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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