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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包括：由

下至上依次贴合的填料层和结构透水砖；填料层

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贴合的透水混凝土、透水土工

布和找平层，结构透水砖与找平层贴合；透水混

凝土中嵌设有导流管架，导流管架包括多个导流

立管构件；导流立管构件包括导流立管，导流立

管垂直贯穿透水混凝土；结构透水砖包括：由下

至上依次设置的蓄水空腔和多个变径导流体；变

径导流体的上端与结构透水砖的上表面平齐并

连通，下端与蓄水空腔连通；蓄水空腔下端与结

构透水砖的下表面平齐，并与导流立管连通。本

发明可有效降低透水铺装结构的堵塞频率，提高

抗压强度，防止冬季冻融问题，提高雨水径流渗

透量和渗透效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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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贴合的填料层和结构透水砖；

所述填料层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贴合的透水混凝土、透水土工布和找平层，所述结构透水砖

与所述找平层贴合；所述透水混凝土中嵌设有导流管架，所述导流管架包括多个导流立管

构件；所述导流立管构件包括导流立管，所述导流立管垂直贯穿所述透水混凝土；

所述结构透水砖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设置的蓄水空腔和多个变径导流体；所述变径导

流体的上端与所述结构透水砖的上表面平齐并连通，下端与所述蓄水空腔连通；所述蓄水

空腔下端与所述结构透水砖的下表面平齐，并与所述导流立管连通；

所述导流立管构件还包括：连接柱、榫和卯；所述导流立管包括导流外管和导流内管；

所述连接柱一端和所述导流外管的侧壁固定连接，另一端和所述导流内管的侧壁固定连

接；所述连接柱分别与所述榫和所述卯垂直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透水砖为不透水材

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透水砖还包括：竖

向肋，所述竖向肋为所述结构透水砖侧面上，垂直于所述结构透水砖的底面，且向所述结构

透水砖外部凸起的条状；所述结构透水砖的每个侧面上设有至少一条所述竖向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层还包括：由下至

上依次贴合的素土夯实层和砾石层，所述砾石层与所述透水混凝土的下表面贴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导流立管构件的导

流外管套设于水平相邻的所述导流立管构件的导流内管的外壁外部，每个所述导流立管构

件的榫插入垂直相邻的所述导流立管构件的卯内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径导流体为穿孔管，

所述变径导流体的截面由上至下逐步变大，所述变径导流体的上端开口直径为6-10mm、下

端开口直径为8-12mm，所述变径导流体的高度为4-6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空腔为穿孔管，所

述蓄水空腔的截面由上至下逐步变大，所述蓄水空腔上表面直径为65-75mm、下表面直径为

85-95mm，所述蓄水空腔上端的截面积大于与其上表面连通的多个所述变径导流体的下端

截面积之和；所述蓄水空腔高度为6-8cm，所述蓄水空腔的下表面直径大于所述导流立管的

横截面直径。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砾石层高度为

300-400mm，所述砾石层中的砾石粒径为10-20mm；所述透水土工布高度为100-150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立管的上端面贴合

有过滤网；所述导流内管的高度为100-150mm，所述导流内管的直径为45-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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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透水铺装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透水铺装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城市下垫面不断被建筑物及各种不

透水垫面所覆盖，使降水无法渗入土地并隔绝水汽热能交换，导致城市内涝加剧、水资源匮

乏及热岛效应显著发生。针对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上述突出问题，透水铺装技术得到了快

速发展和大规模工程应用，透水铺装材料目前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按照面层透水铺装的

材料类型分为：透水砖、透水混凝土和透水沥青，按照构造分为:半透水和全透水。

[0003] 其中，利用砖体材料本身的空隙结构透水的透水砖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透水铺装

技术之一，但目前在实际工程应中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容易堵塞，大气沉降和地面交通

带来的沉积物、路面污染形成的有机物、油污等极易堵塞透水空隙，使得透水砖的透水性能

下降，甚至丧失透水功能。二、抗冻融性能差，无论挤压成型还是烧结成型的透水砖，在北方

城市冬季受融雪径流的冻融影响，使得透水砖砖体强度下降，导致砖体表面破裂，从而影响

其使用寿命。三、抗压强度偏低，由于传统透水砖体本身的空隙结构，使得透水砖的抗压强

度远远低于不透水砖的抗压强度，在工程应用方面受到限制。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目前利用砖体材料本身的空隙结构透水的透水砖具有容易堵塞、抗冻融

性能差以及抗压强度偏低的缺点，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贴

合的填料层和结构透水砖；填料层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贴合的透水混凝土、透水土工布和找

平层，结构透水砖与找平层贴合；透水混凝土中嵌设有导流管架，导流管架包括多个导流立

管构件；导流立管构件包括导流立管，导流立管垂直贯穿透水混凝土；结构透水砖包括：由

下至上依次设置的蓄水空腔和多个变径导流体；变径导流体的上端与结构透水砖的上表面

平齐并连通，下端与蓄水空腔连通；蓄水空腔下端与结构透水砖的下表面平齐，并与导流立

管连通。

[0005] 优选地，结构透水砖为不透水材质。

[0006] 优选地，结构透水砖还包括：竖向肋，竖向肋为结构透水砖侧面上，垂直于结构透

水砖的底面，且向结构透水砖外部凸起的条状；结构透水砖的每个侧面设有至少一条竖向

肋。

[0007] 优选地，填料层还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贴合的素土夯实层和砾石层，砾石层与透水

混凝土的下表面贴合。

[0008] 优选地，导流立管构件还包括：连接柱、榫和卯；导流立管包括导流外管和导流内

管；连接柱一端和导流外管的侧壁固定连接，另一端和导流内管的侧壁固定连接；连接柱分

别与榫和卯垂直固定连接。

[0009] 优选地，每个导流立管构件的导流外管套设于水平相邻的导流立管构件的导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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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外壁外部，每个导流立管构件的榫插入垂直相邻的导流立管构件的卯内部。

[0010] 优选地，变径导流体为穿孔管，变径导流体的截面由上至下逐步变大，变径导流体

上端开口直径为6-10mm、下端开口直径为8-12mm，变径导流体高度为4-6cm。

[0011] 优选地，蓄水空腔为穿孔管，蓄水空腔的截面由上至下逐步变大，蓄水空腔上表面

直径为65-75mm、下表面直径为85-95mm，所述蓄水空腔上端的截面积大于与其上表面连通

的多个所述变径导流体的下端截面积之和，蓄水空腔高度为6-8cm，蓄水空腔的下表面直径

大于导流立管的横截面直径。

[0012] 优选地，砾石层高度为300-400mm，砾石层中的砾石粒径为10-20mm；透水土工布高

度为100-150mm。

[0013] 优选地，导流立管上端面贴合有过滤网；导流内管的高度为100-150mm，导流内管

的直径为45-55mm。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透水铺装结构，该结构中采用的结构透水砖为不透水材质，利

用结构透水砖的变径导流体和蓄水空腔，将地表径流导入透水混凝土层，然后渗透进入下

层砾石层、土壤中；同时，在透水混凝土层中贯穿设置导流立管，将导流立管与蓄水空腔连

通，在超过土壤或砾石层渗透能力时，蓄水空腔和导流立管还可蓄存部分雨水径流，在降雨

结束后又可将储存的雨水渗透释放，本发明可有效降低透水铺装结构的堵塞频率，提高抗

压强度，防止冬季冻融问题，提高雨水径流渗透量和渗透效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等。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根据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的结构侧视图；

[0016] 图2为根据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的结构透水砖示意图；

[0017] 图3为根据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的导流管架单体示意图；

[0018] 图4为根据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的导流管架组装示意图；

[0019] 其中：

[0020] 1.素土夯实层       2.砾石层          3.透水混凝土

[0021] 4.透水土工布       5.找平层          6.结构透水砖

[0022] 7.导流立管         8.蓄水空腔        9.变径导流体

[0023] 10.竖向肋          11.榫             12.卯

[0024] 13.导流内管        14.导流外管       15.连接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6] 利用砖体材料本身的空隙结构透水的透水砖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透水铺装技术

之一，但目前在实际工程应中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容易堵塞，大气沉降和地面交通带来

的沉积物、路面污染形成的有机物、油污等极易堵塞透水空隙，使得透水砖的透水性能下

降，甚至丧失透水功能。二、抗冻融性能差，无论挤压成型还是烧结成型的透水砖，在北方城

市冬季受融雪径流的冻融影响，使得透水砖砖体强度下降，导致砖体表面破裂，从而影响其

使用寿命。三、抗压强度偏低，由于传统透水砖体本身的空隙结构，使得透水砖的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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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低于不透水砖的抗压强度，在工程应用方面受到限制。

[0027] 图1为根据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的结构侧视图，如图1所

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透水铺装结构，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贴合的填料层和结构透水砖6；填

料层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贴合的透水混凝土3、透水土工布4和找平层5，结构透水砖6与找平

层5贴合；透水混凝土3中嵌设有导流管架，导流管架包括多个导流立管构件；导流立管构件

包括导流立管7，导流立管7垂直贯穿透水混凝土3；结构透水砖6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设置的

蓄水空腔8和多个变径导流体9；变径导流体9的上端与结构透水砖6的上表面平齐并连通，

下端与蓄水空腔8连通；蓄水空腔8下端与结构透水砖6的下表面平齐，并与导流立管7连通。

[0028] 其中，透水混凝土又称多孔混凝土，无砂混凝土或透水地坪。透水混凝土是由骨

料、水泥、增强剂和水拌制而成的一种多孔轻质混凝土，它不含细骨料。透水混凝土由粗骨

料表面包覆一薄层水泥浆相互粘结而形成孔。透水混凝土是一种能让雨水流入地下，有效

补充地下水，缓解城市的地下水位急剧下降等的一些城市环境问题，并能有效消除地面上

的油类化合物等对环境污染的危害；同时，是保护地下水，维护生态平衡，能缓解城市热导

效应的优良的辅助材料。

[0029] 具体地，本透水铺装结构包括：填料层、导流管架和结构透水砖6；其中，填料层作

为本透水铺装结构与地面接触的基底，设于结构透水砖6的下方；填料层包括透水混凝土3，

结构透水砖6的下表面压在透水混凝土3的上表面上；在透水混凝土3中垂直贯穿多个导流

立管7；结构透水砖6的砖体中，下部设有蓄水空腔8，上部设有多个变径导流体9，蓄水空腔8

和变径导流体9为穿孔管，变径导流体9上端与结构透水砖6的上表面平齐，下端与蓄水空腔

8连通，蓄水下端与结构透水砖6的下表面平齐，并与导流立管7连通。

[0030] 由此，雨水落到结构透水砖6表面时，通过多个变径导流孔9流入蓄水空腔8，再从

蓄水空腔8流入导流立管7或通过找平层5渗入透水混凝土3，导水速率远远大于普通透水砖

的透水速率，蓄水空腔8增加了雨水与找平层5的接触面积，可以提高渗水速率；当雨量增

大，雨水下渗不及时，雨水进入导流立管7中，即可临时储存雨水，又可在雨停后向砾石层2

中渗水。

[0031] 进一步地，结构透水砖6可利用建筑垃圾、尾矿料、石材加工尾料和废料以及石粉、

垃圾焚烧料加工而成，能够实现建筑弃土的有效利用，减少土地的占用，节省天然资源，又

可以制造可用材料。

[0032] 本发明透水性能好，渗透速率高；可临时存储雨水，增大排水容量，可有效降低透

水铺装结构的堵塞频率，防止冬季冻融问题，提高雨水径流渗透量和渗透效率、缓解城市热

岛效应。

[0033] 基于上述实施例，图2为根据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的结构

透水砖6示意图，如图2所示，结构透水砖6还包括：竖向肋，结构透水砖6的每个侧面设有2条

竖向凸起的直径为20mm的肋；竖向肋垂直于结构透水砖6的底面；竖向肋为结构透水砖6侧

面上，向结构透水砖6外部方向的条状凸起。竖向肋使得本透水铺装结构铺设时，相邻两块

结构透水砖6之间保持相同的距离，使得本透水铺装结构铺设整齐；且部分雨水从竖向肋的

间隙中流入找平层5并渗入透水混凝土3，加快雨水渗透效率。

[0034] 本实施例中，结构透水砖6可选用基本尺寸为250mm×250mm×120mm的砖体。

[0035] 基于上述实施例，如图1所示，填料层还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贴合的素土夯实层1和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8301280 B

5



砾石层2，砾石层2与透水混凝土3的下表面贴合。

[0036] 其中，透水土工布又称透水土工织物，它是由合成纤维通过针刺或编织而成的透

水性土工合成材料。透水土工布具有透水性好、强力高、耐腐蚀、抗微生物性好等优点。

[0037] 具体地，填料层的找平层5下方，由上至下还依次设有透水土工布4、透水混凝土3、

砾石层2和素土夯实层1；将透水土工布4设于找平层5和透水混凝土3之间，并分别与找平层

5和透水混凝土3贴合；透水混凝土3中的雨水渗透入砾石层2中，再从砾石层2中向下渗透进

入素土夯实层1。素土夯实层1将基地的土壤进行夯实加固，在素土夯实层1上面铺设砾石层

2，通过砾石层2加固本透水铺装结构。

[0038] 由上至下采用结构透水砖6、找平层5、导流立管7、透水混凝土3和砾石层2的结构

顺序，可保证整个铺装的透水性能优良，保证面层砖铺设的平整，IE保证结构的稳固性，以

及增强结构的抗压能力。

[0039] 基于上述实施例，图3为根据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的导流

管架单体示意图，如图3所示，导流立管构件还包括：连接柱15、榫11和卯12；导流立管7包括

导流外管14和导流内管13，连接柱15一端和导流外管14连接，另一端和导流内管13连接；连

接柱15分别与榫11和卯12垂直固定连接。

[0040] 具体地，每组导流立管构件还包括导流外管14和导流内管13，导流外管14和导流

内管13之间通过连接柱15固定连接，连接柱15一端和导流外管14连接，另一端和导流内管

13连接。垂直于连接柱15方向上，和连接柱15垂直固定练级有榫11和卯12。

[0041] 进一步地，图4为根据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的一种透水铺装结构的导流管架组

装示意图，如图4所示，每个导流立管构件的导流外管14套设于水平相邻的导流立管构件的

导流内管13的外壁外部，每个导流立管构件的榫11插入垂直相邻的导流立管构件的卯12内

部，每个导流立管构件的卯12套于垂直相邻的导流立管构件的榫11外部。

[0042] 其中，榫11和卯12的尺寸需要互相配合，使得卯12能插入榫11；导流外管14直径应

略大于导流内管13，使得导流外管14能套设于导流内管13的外壁外部。

[0043] 由此，将多组导流立管构件形成稳固的导流管架，再将导流管架嵌设于透水混凝

体中。

[0044] 基于上述实施例，如图2所示，结构透水砖6为不透水材质；变径导流体9的截面由

上至下逐步变大，变径导流体9的截面为圆形、椭圆形或方形；变径导流体9上端开口直径为

6-10mm，下端开口直径为8-12mm；变径导流体9高度为4-6cm。

[0045] 具体地，本透水铺装结构中，采用的结构透水砖6为不透水材料；使得本透水铺装

结构利用其结构特点进行透水。其中，多个变径导流体9均匀分部与蓄水空腔8的上表面，每

个变径导流体9的截面由上至下逐步变大，上端开口直径为6-10mm，下端开口直径为8-

12mm，变径导流体9高度为4-6cm。

[0046] 进一步地，为了各区域导流效果均衡，多个变径导流体9可均匀地分布于蓄水空腔

8的上表面上。

[0047] 进一步的，变径导流体9的截面形状并不局限，可为圆形、椭圆形或方形，可依据实

际情况进行设计和制造。

[0048] 基于上述实施例，如图2所示，蓄水空腔8的截面由上至下逐步变大，蓄水空腔8的

截面为圆形、椭圆形或方形，蓄水空腔8上表面直径为65-75mm，下表面直径为85-95mm；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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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空腔8上端的截面积大于与其上表面连通的多个所述变径导流体9的下端截面积之和；

蓄水空腔8高度为6-8cm；蓄水空腔8直径大于导流立管7。

[0049] 具体地，蓄水空腔8的截面也由上至下逐步变大，蓄水空腔8的上表面直径为65-

75mm，下表面直径为85-95mm，多个变径导流体9的下端截面积之和小于蓄水空腔8上端的截

面积，蓄水空腔8高度为6-8cm。蓄水空腔8直径大于导流立管7，方便雨水从蓄水空腔8或导

流立管7渗入透水混凝土3中。

[0050] 进一步地，如图1所示，砾石层2高度为300-400mm，砾石层2中的砾石粒径为10-

20mm；透水土工布高度为100-150mm。

[0051] 基于上述实施例，如图3所示，导流立管7上端面设有过滤网，过滤网和导流立管7

上端面贴合；导流内管13的高度为100-150mm，导流内管13的直径为45-55m。

[0052] 具体地，在导流立管7上端面贴合过滤网，例如圆锥形过滤网，将过滤网和导流立

管7上端面使用黏胶贴合，可防止导流立管7上端的蓄水空腔8中有细小杂物掉入导流立管

7，堵塞导流立管7。

[005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透水铺装结构，该结构中采用的结构透水砖6为不透水材质，利

用结构透水砖6的变径导流孔9和蓄水空腔8，将地表径流导入找平层5并渗入透水混凝土3

层，然后渗透进入下层砾石层2、土壤中；同时，在透水混凝土3层中贯穿设置导流立管7，将

导流立管7与蓄水空腔8连通，在超过土壤或砾石层2渗透能力时，蓄水空腔8和导流立管7还

可蓄存部分雨水径流，在降雨结束后又可将储存的雨水渗透释放。本发明可有效降低透水

铺装结构的堵塞频率，防止冬季冻融问题，提高雨水径流渗透量和渗透效率、缓解城市热岛

效应，且本发明结构透水砖6为不透水材质，抗折强度更高、利用率更高、节能环保成本较

低，有利于大面积铺装于承重较大的区域。

[0054] 最后，本发明的方法仅为较佳的实施方案，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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