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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

行道，包括多块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

砖，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砖包括钢渣混

凝土基层，钢渣混凝土基层上嵌设有水泥砖单

元，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底部、侧部上包设有钢丝

网，水泥砖单元包括水平布置的多片水泥砖，上

述多片水泥砖中的相邻水泥砖间设有等宽的间

隔，上述间隔内的钢渣混凝土基层的表面高度低

于水泥砖的表面高度，钢渣混凝土基层设在钢结

构架上，钢结构架的底部设有网孔钢板，网孔钢

板的下方设有倾斜的水泥混凝土排水槽，水泥混

凝土排水槽的下端与排水支管连通，排水支管与

埋设的排水总管连通。本发明采用了可透水的钢

渣混凝土复合基层，具有能够快速排除地面积水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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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其特征是包括多块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

道砖，所述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砖包括钢渣混凝土基层，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上

嵌设有水泥砖单元，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底部、侧部上包设有钢丝网，所述水泥砖单元包

括水平布置的多片水泥砖，所述多片水泥砖中的相邻水泥砖间设有等宽的间隔，所述间隔

内的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的表面高度低于所述水泥砖的表面高度，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设

在钢结构架上，所述钢结构架的底部设有网孔钢板，所述网孔钢板的下方设有倾斜的水泥

混凝土排水槽，所述水泥混凝土排水槽的下端与排水支管连通，所述排水支管与埋设的排

水总管连通，所述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表面上的积水通过所述间隔内的钢渣混凝土基

层渗入地面后经所述水泥混凝土排水槽、排水支管、排水总管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砖单元

包括形状相同的正三棱柱水泥砖A、正三棱柱水泥砖B，所述正三棱柱水泥砖A、正三棱柱水

泥砖B的下部嵌入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所述正三棱柱水泥砖A的上表面A、正三棱柱水泥砖

B的上表面B呈水平布置，所述上表面A与所述上表面B的相邻边呈平行布置，所述上表面A与

所述上表面B的非相邻边外侧设有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表面A与

所述上表面B的相邻边间隔的宽度是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砖单元

包括形状相同的正四棱柱水泥砖A、正四棱柱水泥砖B、正四棱柱水泥砖C、正四棱柱水泥砖

D，所述正四棱柱水泥砖A、正四棱柱水泥砖B、正四棱柱水泥砖C、正四棱柱水泥砖D的下部嵌

入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所述正四棱柱水泥砖A的上表面A、正四棱柱水泥砖B的上表面B、正

四棱柱水泥砖C的上表面C、正四棱柱水泥砖D的上表面D呈水平布置，所述上表面A、上表面

B、上表面C、上表面D呈“田”字形布置，所述“田”字形布置的外侧设有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

的外沿包边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表面A、上

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间的相邻边间隔的宽度是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

的2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砖单元

包括形状相同的正五棱柱水泥砖A、正五棱柱水泥砖B、正五棱柱水泥砖C、正五棱柱水泥砖

D、正五棱柱水泥砖E、正五棱柱水泥砖F，所述正五棱柱水泥砖A、正五棱柱水泥砖B、正五棱

柱水泥砖C、正五棱柱水泥砖D、正五棱柱水泥砖E、正五棱柱水泥砖F的下部嵌入所述钢渣混

凝土基层，所述正五棱柱水泥砖A的上表面A、正五棱柱水泥砖B的上表面B、正五棱柱水泥砖

C的上表面C、正五棱柱水泥砖D的上表面D、正五棱柱水泥砖E的上表面E、正五棱柱水泥砖F

的上表面F呈水平布置，所述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沿所述上表面F

周向等距分布，所述上表面F与所述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的相邻边

呈平行布置，所述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间的非相邻边外侧设有所

述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表面A、上

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中的相邻两上表面间设有填缝三棱柱水泥砖，所述填缝

三棱柱水泥砖的下部嵌入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所述填缝三棱柱水泥砖的上表面G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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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所述上表面G与相邻的上表面间设有等宽的间隔。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表面F与

所述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的相邻边的间隔的宽度是所述钢渣混凝

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砖单元

包括形状相同的正六棱柱水泥砖A、正六棱柱水泥砖B、正六棱柱水泥砖C、正六棱柱水泥砖

D、正六棱柱水泥砖E、正六棱柱水泥砖F、正六棱柱水泥砖G，所述正六棱柱水泥砖A、正六棱

柱水泥砖B、正六棱柱水泥砖C、正六棱柱水泥砖D、正六棱柱水泥砖E、正六棱柱水泥砖F、正

六棱柱水泥砖G的下部嵌入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所述正六棱柱水泥砖A的上表面A、正六棱

柱水泥砖B的上表面B、正六棱柱水泥砖C的上表面C、正六棱柱水泥砖D的上表面D、正六棱柱

水泥砖E的上表面E、正六棱柱水泥砖F的上表面F、正六棱柱水泥砖G的上表面G呈水平布置，

所述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沿所述上表面G周向等距分布，

所述上表面G与所述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的相邻边呈平

行布置，所述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间的非相邻边外侧设

有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表面G与

所述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的相邻边的间隔的宽度是所述

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所述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

面E、上表面F间的相邻边的间隔的宽度是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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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复合式人行道，特别涉及一种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属

于建材领域。

[0003]

背景技术

[0004] 普通混凝土是建筑材料结构层主要原料，由水泥作为胶凝材料，砂、石作为骨料，

与水(可含外加剂和掺合料)按一定比例配合，经搅拌而成的水泥混凝土，也称普通混凝土，

它广泛应用于土木工程、市政工程。水泥砖广泛应用于院落、走道等场合的地面构筑，人行

道地面通常采用水泥砖铺成，现有的人行道地面采用普通水泥砖砌成，不透水，不利于排除

地面上的积水，采用下铺砂石结构的地面虽然排水性能得到改善，但是地面易变形损坏。

[0005]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公开了新的方案，采用了可透水的钢渣混凝

土复合基层，解决了现有方案无法有效排除地面积水的问题。

[0007] 本发明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包括多块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砖，

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砖包括钢渣混凝土基层，钢渣混凝土基层上嵌设有水泥砖单

元，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底部、侧部上包设有钢丝网，水泥砖单元包括水平布置的多片水泥

砖，上述多片水泥砖中的相邻水泥砖间设有等宽的间隔，上述间隔内的钢渣混凝土基层的

表面高度低于水泥砖的表面高度，钢渣混凝土基层设在钢结构架上，钢结构架的底部设有

网孔钢板，网孔钢板的下方设有倾斜的水泥混凝土排水槽，水泥混凝土排水槽的下端与排

水支管连通，排水支管与埋设的排水总管连通，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表面上的积水通

过上述间隔内的钢渣混凝土基层渗入地面后经水泥混凝土排水槽、排水支管、排水总管排

出。

[0008] 进一步，本方案的水泥砖单元包括形状相同的正三棱柱水泥砖A、正三棱柱水泥砖

B，正三棱柱水泥砖A、正三棱柱水泥砖B的下部嵌入钢渣混凝土基层，正三棱柱水泥砖A的上

表面A、正三棱柱水泥砖B的上表面B呈水平布置，上表面A与上表面B的相邻边呈平行布置，

上表面A与上表面B的非相邻边外侧设有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再进一步，上表面A

与上表面B的相邻边间隔的宽度是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0009] 进一步，本方案的水泥砖单元包括形状相同的正四棱柱水泥砖A、正四棱柱水泥砖

B、正四棱柱水泥砖C、正四棱柱水泥砖D，正四棱柱水泥砖A、正四棱柱水泥砖B、正四棱柱水

泥砖C、正四棱柱水泥砖D的下部嵌入钢渣混凝土基层，正四棱柱水泥砖A的上表面A、正四棱

柱水泥砖B的上表面B、正四棱柱水泥砖C的上表面C、正四棱柱水泥砖D的上表面D呈水平布

置，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呈“田”字形布置，上述“田”字形布置的外侧设有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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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再进一步，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间的相邻边间

隔的宽度是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0010] 进一步，本方案的水泥砖单元包括形状相同的正五棱柱水泥砖A、正五棱柱水泥砖

B、正五棱柱水泥砖C、正五棱柱水泥砖D、正五棱柱水泥砖E、正五棱柱水泥砖F，正五棱柱水

泥砖A、正五棱柱水泥砖B、正五棱柱水泥砖C、正五棱柱水泥砖D、正五棱柱水泥砖E、正五棱

柱水泥砖F的下部嵌入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正五棱柱水泥砖A的上表面A、正五棱柱水泥砖

B的上表面B、正五棱柱水泥砖C的上表面C、正五棱柱水泥砖D的上表面D、正五棱柱水泥砖E

的上表面E、正五棱柱水泥砖F的上表面F呈水平布置，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

上表面E沿上表面F周向等距分布，上表面F与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

的相邻边呈平行布置，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间的非相邻边外侧设

有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再进一步，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

中的相邻两上表面间设有填缝三棱柱水泥砖，填缝三棱柱水泥砖的下部嵌入钢渣混凝土基

层，填缝三棱柱水泥砖的上表面G呈水平布置，上表面G与相邻的上表面间设有等宽的间隔。

再进一步，上表面F与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的相邻边的间隔的宽度

是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0011] 进一步，本方案的水泥砖单元包括形状相同的正六棱柱水泥砖A、正六棱柱水泥砖

B、正六棱柱水泥砖C、正六棱柱水泥砖D、正六棱柱水泥砖E、正六棱柱水泥砖F、正六棱柱水

泥砖G，正六棱柱水泥砖A、正六棱柱水泥砖B、正六棱柱水泥砖C、正六棱柱水泥砖D、正六棱

柱水泥砖E、正六棱柱水泥砖F、正六棱柱水泥砖G的下部嵌入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正六棱

柱水泥砖A的上表面A、正六棱柱水泥砖B的上表面B、正六棱柱水泥砖C的上表面C、正六棱柱

水泥砖D的上表面D、正六棱柱水泥砖E的上表面E、正六棱柱水泥砖F的上表面F、正六棱柱水

泥砖G的上表面G呈水平布置，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沿上

表面G周向等距分布，上表面G与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的

相邻边呈平行布置，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间的非相邻边

外侧设有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再进一步，上表面G与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

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的相邻边的间隔的宽度是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

2倍，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间的相邻边的间隔的宽度是钢

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0012] 本发明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采用了可透水的钢渣混凝土复合基层，具有

能够快速排除地面积水的特点。

[0013]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的示意图。

[0015] 图2是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砖实施例一的示意图。

[0016] 图3是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砖实施例二的示意图。

[0017] 图4是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砖实施例三的示意图。

[0018] 图5是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砖实施例四的示意图。

[0019] 其中，100是钢渣混凝土基层，120是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210是水泥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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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是填缝三棱柱水泥砖，310是网孔钢板，320是水泥混凝土排水槽，330是排水支管，340是

排水总管。

[0020]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所示，本发明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的示意图。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

式人行道包括多块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砖，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砖包括

钢渣混凝土基层，钢渣混凝土基层上嵌设有水泥砖单元，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底部、侧部上包

设有钢丝网，水泥砖单元包括水平布置的多片水泥砖，上述多片水泥砖中的相邻水泥砖间

设有等宽的间隔，上述间隔内的钢渣混凝土基层的表面高度低于水泥砖的表面高度，钢渣

混凝土基层设在钢结构架上，钢结构架的底部设有网孔钢板，网孔钢板的下方设有倾斜的

水泥混凝土排水槽，水泥混凝土排水槽的下端与排水支管连通，排水支管与埋设的排水总

管连通，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表面上的积水通过上述间隔内的钢渣混凝土基层渗入地

面后经水泥混凝土排水槽、排水支管、排水总管排出。

[0022] 上述方案采用了可透水的钢渣混凝土复合基层，人行道表面的积水可以通过钢渣

混凝土基层快速渗入地下，从而使得地面保持干燥，不易打滑。为了具体说明本方案公开的

复合式人行道砖，以下公开了复合式人行道砖的具体结构，但是本方案的复合式人行道砖

并不限于以下结构。

[0023] 实施例一

如图2所示，本方案的水泥砖单元包括形状相同的正三棱柱水泥砖A、正三棱柱水泥砖

B，正三棱柱水泥砖A、正三棱柱水泥砖B的下部嵌入钢渣混凝土基层，正三棱柱水泥砖A的上

表面A、正三棱柱水泥砖B的上表面B呈水平布置，上表面A与上表面B的相邻边呈平行布置，

上表面A与上表面B的非相邻边外侧设有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再进一步，上表面A

与上表面B的相邻边间隔的宽度是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0024] 实施例二

如图3所示，本方案的水泥砖单元包括形状相同的正四棱柱水泥砖A、正四棱柱水泥砖

B、正四棱柱水泥砖C、正四棱柱水泥砖D，正四棱柱水泥砖A、正四棱柱水泥砖B、正四棱柱水

泥砖C、正四棱柱水泥砖D的下部嵌入钢渣混凝土基层，正四棱柱水泥砖A的上表面A、正四棱

柱水泥砖B的上表面B、正四棱柱水泥砖C的上表面C、正四棱柱水泥砖D的上表面D呈水平布

置，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呈“田”字形布置，上述“田”字形布置的外侧设有钢

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再进一步，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间的相邻边间

隔的宽度是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0025] 实施例三

如图4所示，本方案的水泥砖单元包括形状相同的正五棱柱水泥砖A、正五棱柱水泥砖

B、正五棱柱水泥砖C、正五棱柱水泥砖D、正五棱柱水泥砖E、正五棱柱水泥砖F，正五棱柱水

泥砖A、正五棱柱水泥砖B、正五棱柱水泥砖C、正五棱柱水泥砖D、正五棱柱水泥砖E、正五棱

柱水泥砖F的下部嵌入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正五棱柱水泥砖A的上表面A、正五棱柱水泥砖

B的上表面B、正五棱柱水泥砖C的上表面C、正五棱柱水泥砖D的上表面D、正五棱柱水泥砖E

的上表面E、正五棱柱水泥砖F的上表面F呈水平布置，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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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面E沿上表面F周向等距分布，上表面F与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

的相邻边呈平行布置，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间的非相邻边外侧设

有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再进一步，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

中的相邻两上表面间设有填缝三棱柱水泥砖，填缝三棱柱水泥砖的下部嵌入钢渣混凝土基

层，填缝三棱柱水泥砖的上表面G呈水平布置，上表面G与相邻的上表面间设有等宽的间隔。

再进一步，上表面F与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的相邻边的间隔的宽度

是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0026] 实施例四

如图5所示，本方案的水泥砖单元包括形状相同的正六棱柱水泥砖A、正六棱柱水泥砖

B、正六棱柱水泥砖C、正六棱柱水泥砖D、正六棱柱水泥砖E、正六棱柱水泥砖F、正六棱柱水

泥砖G，正六棱柱水泥砖A、正六棱柱水泥砖B、正六棱柱水泥砖C、正六棱柱水泥砖D、正六棱

柱水泥砖E、正六棱柱水泥砖F、正六棱柱水泥砖G的下部嵌入所述钢渣混凝土基层，正六棱

柱水泥砖A的上表面A、正六棱柱水泥砖B的上表面B、正六棱柱水泥砖C的上表面C、正六棱柱

水泥砖D的上表面D、正六棱柱水泥砖E的上表面E、正六棱柱水泥砖F的上表面F、正六棱柱水

泥砖G的上表面G呈水平布置，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沿上

表面G周向等距分布，上表面G与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的

相邻边呈平行布置，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间的非相邻边

外侧设有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外沿包边层。再进一步，上表面G与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

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的相邻边的间隔的宽度是钢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

2倍，上表面A、上表面B、上表面C、上表面D、上表面E、上表面F间的相邻边的间隔的宽度是钢

渣混凝土基层外沿包边层的宽度的2倍。

[0027] 本方案的钢渣混凝土基层的原料为：水泥作为胶凝材料，8～12mm的钢渣作为骨

料，与水(含外加剂和粘合剂)，颜料(按业主要求添加不同的颜色)搅拌而成的能够透水和

透气的混凝土，具有表面不积水，易于行走，抗高压及耐久性好且可与四周环境配合，自由

组合设计的特点。

[0028] 本方案透水钢渣混凝土复合式人行道并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中公开的内容，实施

例中出现的技术方案可以基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而延伸，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方案

结合公知常识作出的简单替换方案也属于本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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