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821407.1

(22)申请日 2020.05.16

(73)专利权人 北京真水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101500 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松树

峪检查站西防火队院内101室

(72)发明人 胡宗奇　

(51)Int.Cl.

E01C 7/32(2006.01)

E01C 11/22(2006.01)

E01C 7/35(2006.01)

E03F 1/00(2006.01)

E03F 3/04(2006.01)

E03F 5/14(2006.01)

E03F 5/10(2006.01)

A01G 25/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

道路系统，涉及生态园林道路领域，从上层到下

层依次包括透水混凝土路面，透水混凝土路面包

括透水面层、透水结构层、基配碎石层、素土夯实

层，在素土夯实层下设有排水管道，排水管道上

端设有槽口，在槽口处固定安装有滤孔片，滤孔

片上设有滤孔，排水管道连通着蓄水池，蓄水池

连接着灌溉系统。该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具

有防止路面积水、回收雨水用于园林灌溉的功

能，且该透水混凝土的原材料为环保型材料，对

土壤无破坏性，因此实现了生态＋绿色的产品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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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包括透水混凝土路面（1），透水混凝土路面（1）

从上层到下层依次包括透水面层（11）、透水结构层（12）、基配碎石层（13）、素土夯实层

（14），其特征在于：在素土夯实层（14）下设有排水管道（2），排水管道（2）上端设有槽口（9），

在槽口（9）处固定安装有滤孔片（7），滤孔片（7）上设有滤孔（71），排水管道（2）连通着蓄水

池（3），蓄水池（3）连接着灌溉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

面层（11）的表面涂有石墨烯保温层（16）。

3.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

面层（11）为采用环保型橡胶材料制成透水面层（11）。

4.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

管道（2）的上半圆部为采用能够透水的透水混凝土材料制成的排水管道（2）。

5.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

管道（2）多管并排设置、并设在基配碎石层（13）与素土夯实层（14）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

管道（2）底部开设有一排孔（8）。

7.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

池（3）采用两个并排设立的方式进行设置，两个蓄水池（3）通过连通管进行连接，所述排水

管道（2）连接其中之一的蓄水池（3），另外一蓄水池（3）连接着灌溉系统。

8.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溉

系统包括喷水喷头（4）和滴灌管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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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态园林道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绿色城市政策的施行，我国各省市开始了修建生态园林的项目工程，生态园

林的建造不仅给城市增添了绿色，也为市民提供了绿色的休闲娱乐场所。但生态园林内的

道路传统上大多数采用混凝土为原料铺设而成，透水性差，在遇到暴雨天气极容易造成道

路积水甚至引发生态园林内的洪涝，因此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应运而生。在现阶段透

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发展方兴未艾的阶段下，专利号为CN201620305023.8的中国专利里

的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该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通过设立梯形排水渠达到防止路

面积水，增强排水能力的目的，但这仅仅满足了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具有良好排水能

力的要求，而没有有效的对雨水资源进行收集利用，将雨水资源作为灌溉园林花草的储存

水源来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

路系统，其能够回收雨水用于作为灌溉系统水源。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透水混凝

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从上层到下层依次包括透水混凝土路面，透水混凝土路面包括透水

面层、透水结构层、基配碎石层、素土夯实层，在素土夯实层下设有排水管道，排水管道上端

设有槽口，在槽口处固定安装有滤孔片，滤孔片上设有滤孔，排水管道连通着蓄水池，蓄水

池连接着灌溉系统。

[000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阴雨天降雨的时候，雨水落到该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

道路上会透过该生态园林道路进入到设置在素土夯实层下的排水管道，排水管道上设置的

滤孔片起到防止细小碎石进入排水管道内部的作用，雨水进入排水管道之后会流入到与之

相连通的蓄水池内，作为浇灌园林花草储备水源进行储存，蓄水池连接着灌溉系统，在需要

浇灌园林花草的时候即可取水浇灌。

[0006]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透水面层的表面涂有石墨烯保

温层。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石墨烯保温层的设立保证了该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

的温度恒定性，避免因为温差较大而使该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而发生损坏。

[0008]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进一步配置为：所述透水面层为采用环保型橡胶材

料制成透水面层。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环保型的橡胶材料实现了绿色生态的理念。

[0010]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排水管道的上半圆部分采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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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透水的透水混凝土材料制成的排水管道。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排水管道的上半圆部分使用能够透水的透水混凝土，可

以使得由路面渗透下的水充分的进入到排水管道之内，以此增加回收雨水的效率。

[0012]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排水管道多管并排设置，并设

在基配碎石层与素土夯实层之间。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排水管道多管并排设置，相比较使用单一排水管道而言

加强了回收雨水的效率，将排水管道设置在基配碎石层与素土夯实层之间，可以使得雨水

先经过前三层、尤其是基配碎石层的过滤之后回收至蓄水池内，以便供浇灌园林使用。

[0014]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排水管道底部开设有一排孔。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排水管道底端设置孔可以防止泥土堆积在排水管道底

部，降低了泥土堵塞排水管道的风险。

[0016]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蓄水池采用两个并排设立的方

式进行设置，两个蓄水池通过连通管进行连接，所述排水管道连接其中之一的蓄水池，另外

一蓄水池连接着灌溉系统。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相比较使用单一的蓄水池，使用双蓄水池可以提高蓄水

容量。

[0018]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灌溉系统与蓄水池相连通，灌

溉系统包括喷水喷头和滴灌管道。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滴灌使得园林植物浇灌时水资源的使用更加节约合理，

最大程度的节省了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

[0020]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1、具有回收利用雨水资

源的功能，实现了水资源的回收利用。

[0021] 2、透水性能较为良好，能防止路面积水。

[0022] 3、所用原材料对环境无污染，属于绿色环保材料。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实施例1透水混凝土路面的剖面图；

[0024] 图2是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实施例1排水管道的示意图；

[0026] 图4是实施例1展示排水管道的孔的示意图。

[0027] 图中，1、透水混凝土路面；11、透水面层；12、透水结构层；13、基配碎石层；14、素土

夯实层；2、排水管道；3、蓄水池；4、喷水喷头；5、滴灌管道；6、抽水机；7、滤孔片；71、滤孔；8、

孔；9、槽口；10、绿化带；16、石墨烯保温层；17、支撑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具体实施例1：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系统，

包括透水混凝土路面1，透水混凝土路面1包括最上层的透水面层11，由于透水面层11需要

直接与外界相接触，要受到来自于外界的垂直压力，因此透水面层11需要由具有高强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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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变形能力、高耐温稳定性的橡胶材料制成，透水层面1的表面涂有石墨烯保温层16，石墨

烯保温层16的设立保证了该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的温度恒定性，避免因为温差较大而

使该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发生损坏。在透水面层11下侧的是透水结构层12，透水结构

层12由能够透水的透水混凝土为原材料制成，具有良好的透水能力。在透水结构层2的下侧

为基配碎石层13，基配碎石层13为小碎石填充层，小碎石填充层具有细小的间隙，能够在起

到支撑上层透水结构层12和透水面层11作用的同时保证水流能够充分地下渗到在基配碎

石层13下端的排水管道2内。在排水管道2的下端为素土夯实层14，起到为整个透水混凝土

路面充当地基的作用。将排水管道2设在基配碎石层13与素土夯实层14之间，能够使得水流

在充分经过基配碎石层13的过滤之后流入到排水管道2内，起到最大限度的过滤雨水的功

能。

[0030] 如图2和图3所示，排水管道2为多管并排的方式进行设置，排水管道2上侧开有槽

口9，在排水管道2上侧的槽口9处固定安装有滤孔片7，滤孔片7上设有滤孔71，滤孔71的孔

径很小，以防止基配碎石层13的小石子滑落到排水管道2内。渗透下来的水经过基配碎石层

13、透水结构层12、透水面层11的过滤后由滤空片7的孔流入到排水管道2内。在排水管道2

的下端还开设有一排孔8，孔8的直径较小，在排水管道2的下方固定有支撑柱17，可以将排

水管道2抬起，因此可以使得排水管道2与素土夯实层14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隙，由于流入排

水管道2内的水已经经过过滤，因此其内含沙量也较少，孔8可以使得掺杂在水中的少量泥

土流出排水管道2至排水管道2与素土夯实层14之间的间隙处，降低了水中泥土的长期沉积

而引发堵塞排水管道2的风险，由于孔8的直径不大，因此即使会由孔8流失一部分水，但是

流出的水也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排水管道2的上半圆部分采用能够透水的透水混凝土材

料制成，可以使得由路面渗透下的水充分的进入到排水管道2之内，以此增加回收雨水的效

率。

[0031] 排水管道2连接着设置在素土夯实层14下的蓄水池3内。蓄水池3采用两个并排设

立的方式进行设置，两个蓄水池3通过连通管进行连接，排水管道2连接其中之一的蓄水池

3，另外一蓄水池3连接着灌溉系统。灌溉系统包括喷水喷头4和滴灌管道5，喷水喷头4通过

伸入到蓄水池3内的管道进行取水喷洒，在取水管道上设置有抽水机6，抽水机6可将蓄水池

3内的水抽取上来用于喷洒。在喷水喷头4的下侧导出有一根管道，该管道连接着滴灌管道

5，作为滴管管道5的进水管为滴灌管道5提供水资源。在滴管管道5下为道路两侧的绿化带

10，喷水喷头4和滴管管道5的水喷灌到绿化带10上。

[0032]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雨水在落到该透水混凝土生态园林道路1上时，会由该生

态园林道路1下渗到排水管道2内，之后顺着排水管道2进入到蓄水池3内，之后由抽水机6将

蓄水池3内的水抽出在喷水喷头4和滴灌管道5排出用于对绿化带10进行浇灌。

[0033]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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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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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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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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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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