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9 卷 第 8 期

2021 年 8 月

环 境 工 程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Vol． 39 No． 8
Aug． 2021

收稿日期: 2020－11－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建筑与小区绿地的径流削减效果影响因子及径流系数研究”( 3187070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

市生态资产的评估方法与管理机制研究”( 71734006) 。

第一作者: 解超( 1996－) ，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水环境科学与系统工程。598320896@ qq． com

* 通信作者: 王思思( 1983－) ，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雨水控制利用。wangsisi@ bucea． edu． cn

基于生命周期思想的透水铺装资源环境影响评价述评

解 超1，2 吕 彬3 王思思1，2，4* 王培军5

( 1． 北京建筑大学 城市雨水系统与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4; 2． 北京建筑大学

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北京 100044; 3．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4．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44; 5． 青岛华新园置业有限公司，山东 青岛 266024)

摘要: 透水铺装作为典型的海绵城市设施，具有城市雨水径流减排、水质净化等多种环境效益，但在材料制备、施工、维

护管理过程中相对于传统铺装资源能源消耗有所增加，亟须应用生命周期评价这一系统分析方法，开展透水铺装的资

源环境效益的综合评估。通过文献述评，总结了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应用于透水铺装评估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并提出

了相应对策: 将运行维护阶段纳入评价系统边界，有助于提升透水铺装资源环境评价的全面性; 针对生命周期评价结

果难以指导工程设计的问题，建议将生命周期评价与建筑信息模型相结合，优化透水铺装的绿色设计; 针对透水效应

动态变化等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方法问题，建议将水文模型引入整体评估方法。通过上述角度的提升，生命周期评

价方法有望为透水铺装的政策制定、规划设计、施工养护等全过程提供参考数据与优化方案，助力海绵城市建设乃至

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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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ypical sponge city infrastructure，permeable pavement has produced various environmental benefits such as

urban rainwater reduction and water quality purification． However，in the process of material preparation，construc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permeable pavement increased resourc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avement． It is urgent to apply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method of life cycle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permeable pavemen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LCA application to permeable pavement assessment，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corporating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tage into the boundary of the assessment system will help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of permeable pavemen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results of LCA are difficult to guide

the engineering design，it was suggested to combine LCA with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to optimize the green design of



环 境 工 程 第 39 卷

permeable pavemen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of life cycl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s such a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permeation effect，it was recommended to introduce hydrological models into the overall assessment method．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bove perspective，the LCA method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optimization scheme
for the whole process of policy-making，planning and design，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ermeable pavement，and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sponge city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system．
Keywords: sponge city; permeable pavement; life cycle assessment;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0 引 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降水引发

的洪涝灾害与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显现。海绵城市是

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

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
渗水、净 水，需 要 时 将 蓄 存 的 水“释 放”并 加 以 利

用［1］。透水铺装作为海绵城市建设中重要的低影响

开发设施之一［2］，在削减雨水径流、补充地下水、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等方面效果显著，在海绵城市试点中

得到了大规模使用，如济南市和萍乡市海绵城市试点

区域范围内分别已建成透水铺装 47. 10，77. 77 hm2，

占试点区域城市道路面积的 12. 75%和 16. 18%。
透水铺装从面层材料上可分为透水水泥混凝土

路面、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及透水砖路面［3］，目前主

要应用于停车场、人行步道、非机动车道等区域。透

水铺装在雨水渗透和净化、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缓解

热岛效应等方面具有多种资源环境效益。但与传统

铺装材料相比，透水铺装需要更加精细的材料制备、
施工管理和路面养护，这意味着透水铺装在制备、施
工、维护过程中可能需要消耗更多资源和能源，同时

可能造成更多环境污染物排放。
透水铺装在材料生产、路面施工、维护管理和回

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影响可通过生命周期评价

方法进行量化和评估［4］。本文系统分析透水铺装的

生命周期过程及资源环境影响，可为今后在海绵城市

建设中更加科学地制定透水铺装的相关政策、目标指

标、实施方案等，减少各环节资源环境影响，促进绿色

发展目标提供参考。
1 透水铺装的资源环境效益与面临的挑战

1. 1 透水铺装具有多种资源环境效益

透水铺装工程在铺装材料生产与使用阶段均可

产生良好的资源环境效益。
1. 1. 1 生产阶段资源效益

一般认为，由于透水铺装需要透水性良好的特制

材料和生产工艺，其生产阶段可能相对于普通铺装会

消耗更多特殊的资源，造成更大的环境影响。但在目

前的生产实际中，在透水铺装材料生产阶段可大量使

用再生骨料，有助于解决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出路问

题。利用建筑垃圾破碎加工后的再生骨料，制备再生

骨料透水性混凝土，既可以充分利用再生骨料，解决

部分建筑垃圾的处理问题，又可以减少天然骨料的开

采，节约资源，还可以有效发挥透水混凝土改善生态

环境的作用［5］，从而实现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1. 2 使用阶段环境效益

透水铺装最重要的环境效益和主要功能，是通过

提高雨水下渗速率［6］，实现地表径流削减及净化［7］。

石雷等［8］通过雨水管理模型( 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SWMM) 模拟结果发现，不同暴雨重现期下，

透水路面对峰值流量的削减率在 31. 0%左右，对径

流系数的削减率在 34. 3%左右。除了削减径流量和

涵养水源，透水铺装系统可通过拦截、过滤、吸附和降

解等作用削减雨水径流中携带的污染物，具有明显的

水质净化效益［9］。王俊岭等［10］试验研究了径流污染

物在透水混凝土路面各结构层的去除情况，结果表

明，透水混凝土路面对 SS、Zn、Pb、Cu、COD、TN 和 TP
的去除率分别可达到 76%、82%、80%、85%、65%、
57%和 76%。

透水铺装可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透水铺装

具有连通多孔构造，可以降低热能反射，同时利于铺

装下土壤中的水分蒸发，以此降低城市环境温度，从

而缓解城市热岛现象［11］。透水性铺装的路面可降低

路面温度为 3～5 ℃［7］。
透水铺装还可以起到吸收噪声、弱化噪声反射的

作用。一般透水铺装可比普通路面降低 6 dB 以上的

噪声［3］。透水性沥青路面与普通密级配沥青路面相

比，能够降低 3～6 dB 的路面噪声［12］。
1. 2 透水铺装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1. 2. 1 透水铺装材料耐久性较低

与传统铺装材料相比，透水铺装材料强度和整体

性相对较低，承载力普遍较小。透水铺装对土基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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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是轻度压实，对细集料的使用很少，使铺装结

构体系处于一种粗集料、大孔隙、低压实的状态，此时

铺装在较大的荷载作用下容易产生变形、沉陷等问

题［11］，所以主要应用于小荷载场所。
透水铺装材料抗压能力较低，使用寿命相对较

短。透水铺装结构层和土基长时间被水浸泡，整体强

度和稳定性急剧下降，造成结构薄弱并引发了多种病

害，降低了路面使用寿命［6］。
1. 2. 2 透水铺装设计施工相对繁琐

透水铺装最基本的构造是自上而下为透水面层、
找平层( 过滤层) 、基层、垫层和土基［6］。透水面层根据

具体透水指标、场地类型、场地承载度等场地具体要

求，可选择不同类型的透水材料，也因透水面层材料的

不同，决定了找平层、垫层以及基层的相关设计［3］。
在设计阶段，透水铺装需先进行承载能力设计，

然后进行渗透能力和滞蓄能力的设计，最后以排空时

间和防冻厚度作为校核指标，验证得到的各层孔隙率

和厚度是否满足要求［13］。
在施工阶段，透水铺装需要更加精细的施工管

理［3］。如透水水泥混凝土应使用强制性搅拌机进行

搅拌，且原材料须准确计量; 运输时应防止离析，并应

注意保持拌合物的湿度，必要时应采取遮盖等措施;

施工后必须进行保湿养护，使其强度逐渐提高，养护

期一般不低于 14d［14］。透水铺装具有更加复杂的设

计施工环节和更加严格的要求与标准，这是限制其推

广应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1. 2. 3 透水铺装维护管理相对复杂

透水铺装的表面入渗速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降低［15］。长期承受人、车辆的摩擦和荷载作用，遇到

暴雨天气时，雨水渗透透水铺装表面或缝隙时，夹杂

着泥沙、油污、植物杂草等沉积物，这样会大大降低透

水铺装的渗透效率［16］。王兴桦等［17］指出道路上使

用 2 年的透水砖下渗衰减率为 20%～68%。
透水铺装使用阶段应进行定期的维护管理工

作［15，18］，以保证其雨水控制效果［19］。不同维护方法

的恢复效果与使用年限、交通量、使用环境以及堵塞

物质类别密切相关，堵塞越严重，恢复难度越大，恢复

效果也越不理想［19］。Kumar 等［20］对芝加哥某停车

场 3 种透水铺装施工使用 4 年来的渗透性能和养护

恢复状况进行测试，认为抽吸清洗可以作为预防性保

养措施，高 压 冲 洗 后 再 抽 吸 可 以 作 为 补 救 性 保 养

措施。

2 基于生命周期思想的透水铺装资源环境影响评价

研究进展

为全面评估透水铺装的资源环境效益，为透水铺

装发展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本节总结生命周期评价

方法在该领域的应用进展。
2. 1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及其在透水铺装领域的应用

生命周期评价( life cycle assessment，LCA) 是针

对产品或工业行为开展全生命周期评价的一种系统

方法［21］，对产品系统全生命周期有关的输入、输出及

其潜在影响进行汇编和评估，也称作从“摇篮”到“坟

墓”的分析方法。生命周期评价包括目的与范围的

确定、清单分析、影响评价、结果分析 4 个步骤［22］。
目前 LCA 技术正在成为产品和工程绿色设计、绿色

制造、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政策制定和工艺改进的有

力工具［23］。
路面工程是生命周期评价应用的重要领域。路面

的生命周期评价可用于分析路面各阶段的环境影响结

果，并对路面节能减排提出针对性建议。例如，对广东

省某高速公路沥青路面开展了生命周期评价［24］，提出

了合理化的节能减排建议。路面生命周期评价也可以

用于比较不同路面结构的资源环境影响，如连续配筋

混凝土和热拌沥青混合料 2 种路面结构的对比分析，

有利于优选建立更为环境友好的路面［25］。
透水铺装材料作为新型路面材料之一，其与传统

铺装材料的比较研究是生命周期评价工具应用的热

点。由于对渗水性能的需求，透水砖的生产需要减水

剂等材料以及间断级配、水泥包裹和高频振动成型等

特定工艺［26］，导致其在原材料获取和生产阶段产生

的气候变化、陆地酸化和人类毒性等环境影响均大于

混凝土砖［27］。针对透水铺装材料强度较低、耐久性

差的弱点，有研究从生命周期角度出发［28］，分析了

20～40 年不同使用寿命情况下停车场透水铺装与传

统铺装的生命周期成本，量化评估了透水铺装材料强

度和耐久性提高的必要性，有助于改进透水铺装混凝

土的设计、混合、批量、放置、养护和测试。
与单一的透水铺装材料的生命周期评价不同，透

水性路面作为透水铺装在道路上的一种应用，其生命

周期评价研究一般均能覆盖材料开发到路面使用的

大部分生命周期阶段［29］。目前，对于相同面积的道

路，透水性路面建设阶段的经济成本和碳排放均高于

普通路面［29］，但在使用阶段，由于透水性路面能收集

蓄积更多雨水，实现了水资源节约，能实现更佳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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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效益。透水性沥青路面和密级配沥青路面的多项

对比研究表明，在标准化设计使用寿命内，透水性沥

青路面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均低于密级配沥青路

面［4，30］，而且其环境效益会随着公路等级和交通量的

增加而提升［4］。但是，透水性沥青路面的生命周期

经济成本却显著高于密级配沥青路面［30］。
停车场是透水铺装应用较为集中的交通基础设

施之一。多项研究应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停车场

透水铺装的资源环境效益开展了评估。结果显示，透

水铺装系统提供的雨水吸纳蓄渗功能，可产生正面的

环境效益。针对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停车场的

生命周期评价研究表明，透水铺装系统蓄积雨水可作

为非饮用水使用，从而节约 37%的水量及其成本［31］。
透水铺装还可与雨水花园和渗透管 /井等设施共

同组成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与传统雨水排水系统进

行对比研究。由于低影响开发系统的较少的建材用

料和较 低 的 施 工 能 耗，其 资 源 环 境 影 响 也 因 之 降

低［32］。其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可降低 20%，雨水

收蓄等环境效益则可提高 200%［33］。
总的来说，生命周期评价在普通路面工程领域的

应用相对于透水铺装工程更加普遍且系统边界覆盖

更加全面。就目前已有针对透水铺装的生命周期评

价研究来说，无论是在透水性路面、停车场还是作为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组成部分，多数研究的结果都

显示，透水铺装在材料生产和建设阶段的资源环境影

响与传统铺装相比并不占优势，而在使用阶段，透水

铺装所带来的环境效益可有效弥补建设阶段的劣势。
2. 2 生命周期成本分析及其在透水铺装领域的应用

生命周期成本( life cycle cost，LCC) 是指建设项

目从策划、设计、施工、装饰、使用、维护直到拆除的整

个过程期间所产生的全部费用［34］。生命周期成本分

析( life cycle cost analysis，LCCA) 是为了估价获得或

运行 1 个项目、资产或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内所有相关

成本的一系列技术，能够在任何水平的设计过程实

现，也是评价已存在的建筑物系统价值的有效工具，

能够用来估价整个项目范围内的成本［35］。
LCC 已被用以对透水铺装工程全生命周期内产

生的经济成本进行核算与分析。Mei 等［36］认为可以

运用雨水管理模型和生命周期成本分析的评价框架

对绿色基础设施进行综合评估，以支持关于海绵城市

在城市小流域建设的稳定决策。Xu 等［37］采用层次

分析法和生命周期成本法评估了各种类型的绿色和

灰色联合基础设施系统的环境和经济效益，结果表

明: 与传统的灰色基础设施方案相比，绿色和灰色基

础设施方案相结合可节省高达 94%的生命周期成

本。Wang 等［38］研究了低影响开发策略的生命周期

成本，认为生命周期成本方法在考虑预算有限的低影

响开发做法可用于辅助决策。对海绵城市所涉及的

一系列绿色基础设施进行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注重整

个生命周期的收益和风险，可以增强公私部门对海绵

城市的实施意愿［39］。
LCC 和 LCA 是在生命周期范围内进行经济和环

境决策的 2 种主要方法。LCC 是一种成本管理方法，

用于评估发生于一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所有经济后

果( 如成本、收入、现金流) 和货币交易，主要从经济

维度帮助企业进行成本导向的决策; LCA 则主要通

过系统识别并量化其环境影响来揭示产品系统在生

命周期 范 围 内 的 环 境 负 荷［40］。通 过 结 合 LCC 和

LCA 方法，综合考察透水铺装等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的经济和环境 2 个维度，可为决策者和利害关系方提

供决策数据基础，以建设更可持续的城市与区域［41］。
3 透水铺装生命周期评价的挑战与对策

3. 1 生命周期评价应用于透水铺装面临的挑战

透水铺装生命周期评价实践中仍存在诸多挑战，

难以真实地反映透水铺装的整体效益。
3. 1. 1 关键生命周期阶段缺失

由于透水铺装材料应用时间较短，使用年限受交通

流量、施工工艺、铺装条件的影响，针对透水铺装使用、维
护及废弃阶段的研究尚不充足。目前，多个透水铺装生

命周期评价研究的系统边界多是从原材料生产到施工

阶段或使用阶段，均未考虑养护措施。如 Yuan 等［27］对

透水砖生命周期评价的系统边界仅包含原材料获取阶

段和生产阶段，刘洪涛等［29］对透水性路面的研究系统边

界包括原材料开采、运输、加工、建设施工等过程。使用、
维护和废弃阶段等关键生命周期阶段的缺失，可能会导

致透水铺装生命周期评价结果的偏差。
3. 1. 2 生命周期评价结果难以指导工程设计

生命周期评价是一种数据密集型方法，需要高质

量多类型的信息。在建筑领域，常作为后评价内容，难

以像产品生态设计一样在设计过程中提供有效改进资

源环境效益的反馈和指导［42］。因此亟须将生命周期

评价方法集成到建设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43］。
3. 1. 3 透水、净水效益难以量化评估

透水铺装在使用阶段产生的透水、净水效益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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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间、环境、汇水面积等多种局地因素影响，呈现动

态变化的特点，难以准确预估或通过实际调研获取。
如受使用时间和环境条件的影响，透水铺装的透水效

率会下降，导致其在使用阶段所产生的环境效益产生

变化。传统的生命周期评价作为一种静态的评价方

法，难以处理多因素动态变化造成的环境影响。
3. 2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应用于透水铺装的对策

3. 2. 1 将运行维护阶段纳入系统边界

针对关键生命周期阶段缺失问题，应将运行维护

阶段纳入系统边界。可通过现场调研和现有研究获

取运行、维护阶段的清单数据，针对部分难以直接获

取的数据可通过模型进行模拟预估。相对完整的系

统边界，可以得到更加科学、准确的透水铺装生命周

期评价结果，使透水铺装的生命周期评价更具有参考

价值。
3. 2. 2 与建筑信息模型方法结合开展生态设计

将生 命 周 期 方 法 与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工具相结合，系统评价建

筑物及建设工程的环境和经济影响，已成为可持续建

设发展的重要趋势［44］。BIM 技术的核心在于三维可

视化模型，该三维模型不仅作为工程项目的最直观表

现形式，同时作为工程项目的信息载体，存储各个阶

段的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直观表达［45］。它能够在

整个建筑的设计和生命周期中实现信息的集成，并促

进各方的协作［46］。
BIM 可以作为 LCA 和 LCC 的信息库，并将这些

信息用于环境和经济分析［46］。BIM 技术与 LCA 的

结合有望实现 2 种方法的信息互补，能够更加及时、
高效地分析建设工程的生命环境影响和成本［47］，准

确的动态数据和可视化分析有助于实现建筑工程设

计阶段的方案优化，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因素决策评

价有积极作用，为高性能的建筑设计提供有价值决

策［47，48］。高学珑等［45］提出可以构建包括透水铺装在

内的海绵城市 BIM 管控平台，通过提取、关联、集成

海绵城市全生命周期数据，实现从源头－过程－末端

全过程三维立体可视化管理海绵设施的建设与运维。
3. 2. 3 与城市雨水管理模型结合开展资源环境评估

将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与雨水管理模型相结合，可

更为准确模拟雨水径流及水质情况，建设阶段、运营

阶段、报废阶段数据清单，量化排水系统各个阶段的

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49］。
SWMM 是一个城市水系统的综合模拟平台，已

成为目前在城市排水管网设计、城市雨洪模拟、城市

水污染模拟及城市低影响开发模拟等方面研究与应

用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模型之一［50，51］。SWMM 包括 4
个模型: 水文模型、水力模型、水质模型和低影响开发

模型［52］。其中，低影响开发模型可以对包括透水铺

装在内的低影响开发措施进行模拟，进而开展水文响

应及其滞洪减污效果模拟和生态效益，包括不同 LID
设施及其组合的优化布设、投资效益分析、流域径流

及水质的影响以及绿色基础设施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等各方面［50］。利用城市雨水管理模型，与生命周期

评价方法结合，可对传统排水方案和低影响开发措施

进行比较，开展峰流量、地表径流、积水深度、联合排涝

网输送变化、维修成本和效率的定量和定性评估［53］。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目前多数透水铺装的生命周期评价研究关

注了透水铺装技术所带来的环境效益，并对其在制备

和施工阶段所产生的成本投入和环境影响进行了评

价。多数研究未将工程使用阶段的维护过程纳入，透

水铺装的大量维护可造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以

及费用的增加，且差异化的维护方式对透水铺装的恢

复效果不同，将影响其使用寿命。
因此，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将透水铺

装的使用维护阶段和废弃回收阶段的研究纳入系统

边界，细化透水铺装的功能条件，从而优选合适的功

能单位。将生命周期方法与 BIM 模型相结合，既有

利于透水铺装系统收集清单数据，生命周期评价结果

更可为工程设计提供量化的参考指标与生态设计选

项，为透水铺装的生态设计与施工优化提供助力。将

生命周期方法与雨水管理模型相结合，则可为生命周

期影响评价提供基础数学模型与基本参数，有利于更

准确的评估透水铺装的资源环境效益。通过上述提

升，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可为透水铺装的规划、设计、施
工、养护等部门提供科学数据与优化方案，助力海绵

城市乃至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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