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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包

括河底、设置在河底一侧的河道边坡和设置在河

道边坡一侧的道路；所述河底和河道边坡之间平

行布置有若干个格宾石笼，格宾石笼与格宾石笼

之间种植有水草区；所述河道边坡上依次铺设有

雷诺护垫和加筋麦克垫，在雷诺护垫上铺设有无

纺布，加筋麦克垫上种植有草灌植物；所述格宾

石笼的一侧与河底连接，另一侧与雷诺护垫的一

端连接，雷诺护垫的另一端与加筋麦克垫的一端

连接。本发明建立了水域与陆域生态系统之间的

联系，使河流恢复了生态廊道的作用，岸坡渗透

性强，有利于泥土附着，生物栖息，加强水气交

换，容易形成适合水生植物群落形成的生态系

统。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10233432 A

2019.09.13

CN
 1
10
23
34
32
 A



1.一种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包括河底(1)、设置在河底(1)一侧的河道边坡(2)和设置

在河道边坡(2)一侧的道路(3)，其特征在于：所述河底(1)和河道边坡(2)之间平行布置有

若干个格宾石笼(4)，格宾石笼(4)与格宾石笼(4)之间种植有水草区(5)；所述河道边坡(2)

上依次铺设有雷诺护垫(7)和加筋麦克垫(9)，在雷诺护垫(7)上铺设有无纺布(6)，加筋麦

克垫(9)上种植有草灌植物(10)；所述格宾石笼(4)的一侧与河底(1)连接，另一侧与雷诺护

垫(7)的一端连接，雷诺护垫(7)的另一端与加筋麦克垫(9)的一端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筋麦克垫(9)的另一

端与道路(3)相邻，在加筋麦克垫(9)与道路(3)相邻的一端设有锚固沟，对加筋麦克垫(9)

进行锚固，在锚固沟中种草，形成锚固植草沟(1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筋麦克垫(9)通过若

干个U型钉(8)，固定在河道边坡(2)上，且U型钉(8)呈梅花型布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其特征在于：若干个格宾石笼(4)分成2

排，分别平行设置在水草区(5)的两侧，一排格宾石笼(4)与河底(1)连接，另一排格宾石笼

(4)与雷诺护垫(7)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其特征在于：与河底(1)连接的格宾石笼

(4)的高度，比常水位低30cm，与雷诺护垫(7)连接的格宾石笼(4)的高度，比常水位高50c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其特征在于：所述格宾石笼(4)包括底板

(41)，底板(41)的左右两端均设有边板a(42)，前端设有前端板a(43)，后端设有后端板a

(44)，形成开口式盒体，在盒体的顶部设有盖板a(46)，且盖板a(46)可开合。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其特征在于：所述雷诺护垫(7)包括底板b

(71)，底板b(71)前端设有前端板b(72)，后端设有后端板b(73)，左右两端均设有边板b

(74)，形成开口式盒体，在盒体的底板b(71)上设有若干个隔板b(75)，将盒体均匀分成若干

个盒室；所述盒体的顶部设有盖板b(76)，且盖板b(76)可开合。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筋麦克垫(9)与河道

边坡(2)之间铺设有营养土(91)，草灌植物(10)种植在营养土(91)内。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其特征在于：所述雷诺护垫(7)铺设在：格

宾石笼(4)到洪水位的河道边坡(2)的部分，加筋麦克垫(9)铺设在：洪水位以上的河道边坡

(2)的部分。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41)、边板a(42)、

前端板a(43)、后端板a(44)、隔板a(45)、盖板a(46)，均采用镀锌钢丝编织呈若干个六角形

孔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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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属于河道生态护岸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常见的河道护岸采用浆砌石护岸或混凝土护岸，这些护岸结构稳定，具有很

强的防冲刷性能，但河道被人为渠化，河岸被强行硬化，不透水的硬质河岸割裂了水体和土

体的水力联系，隔断了河道水域中的生物、微生物与陆域的接触。同时，水生植物无法在硬

质河岸生长，不能提供水生动物、微生物赖以生存的适宜生境，河流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使

得渠道化的河岸和灰色的混凝土与周围景观极不协调，人水和谐的自然景象遭到破坏，河

流失去了美学功能。另一种是格宾石笼护岸，与浆砌石护岸结构相比，格宾石笼护岸具有很

好的柔韧性、透水性、耐久性以及抗冲刷性、而且具有较好的生态性，但格宾石笼的高度不

能过高，同时石笼里很难有植物生长，因此对于河道景观和防洪要求较高的河道，格宾石笼

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0003] 综上所述，传统的浆砌石、混凝土结构使河岸和水流不能进行交换，破坏了水里的

生态环境，而格宾石笼高度和植被恢复难度较大，在生态河道的建设中受到一定的限制。

[0004] 而在现有技术中，如公开号为108677870的中国专利公开的一种现浇绿化混凝土

硬质生态护岸及其构建方法，该专利的护岸的防冲刷材料主要选用绿化混凝土，将绿化混

凝土与三维土工网及种植土相结合进行坡面绿化，而本申请的抗冲刷材料为格宾石笼和雷

诺护垫，绿化主要利用河底的水生植物和洪水位以上的加筋麦克垫绿化护坡，以及后期乡

土植物对雷诺护垫区域的绿化；如公开号为207775817的中国专利公开的一种生态河道护

坡挡墙，该专利是通过用盖板砖及护坡砖层层叠放进行挡土，盖板砖、第一护坡砖、第二护

坡砖以及第三护坡砖上均设置有灌浆孔并通过穿筋灌浆固定形成一体式结构，而本申请是

通过格宾石笼、雷诺护垫及加筋麦克垫的合理组合形成护坡结构，整体性协调性均较好；如

公开号为103290806的中国专利公开的环境友好型的生态护堤系统，该专利是通过设置在

河道的低水位区域的植物网带和铺设在坡面消涨带区域的种植土袋以及生态混凝土砌块

来进行生态护堤，而本申请常水位以下采用的是格宾石笼，常水位至洪水位采用的雷诺护

垫，洪水位以上用的加筋麦克垫，同时在岸坡配有锚固植草沟，又如公开号为207987862的

中国专利公开的一种绿色生态护坡水岸结构，该专利是自水下至堤岸路面，依次包括水生

植物区，鱼类、两栖类动物栖息繁殖区，护坡墙，固土防护区，堤岸路面景观区，而本申请对

于不同水位的坡面，采用了与该专利不同的生态护岸措施，在保证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

进一步满足人们对河岸生态景观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该防冲刷型的生

态护岸从河底到河道边坡，对于不同水位的坡面采用不同的生态护岸措施，在保证河道行

洪安全的前提下，着重满足人们对生态景观的需求，同时在加固岸堤、滞洪补枯、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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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水质和美化环境等方面发挥巨大的综合功能。

[0006]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

[000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包括河底、设置在河底一侧的河道边坡

和设置在河道边坡一侧的道路；所述河底和河道边坡之间平行布置有若干个格宾石笼，格

宾石笼与格宾石笼之间种植有水草区；所述河道边坡上依次铺设有雷诺护垫和加筋麦克

垫，在雷诺护垫上铺设有无纺布，加筋麦克垫上种植有草灌植物；所述格宾石笼的一侧与河

底连接，另一侧与雷诺护垫的一端连接，雷诺护垫的另一端与加筋麦克垫的一端连接。

[0008] 所述加筋麦克垫的另一端与道路相邻，在加筋麦克垫与道路相邻的一端设有锚固

沟，对加筋麦克垫进行锚固，在锚固沟中种草，形成锚固植草沟。

[0009] 所述加筋麦克垫通过若干个U型钉，固定在河道边坡上，且U型钉呈梅花型布置。

[0010] 若干个格宾石笼分成2排，分别平行设置在水草区的两侧，一排格宾石笼与河底连

接，另一排格宾石笼与雷诺护垫连接。

[0011] 与河底连接的格宾石笼的高度，比常水位低30cm，与雷诺护垫连接的格宾石笼的

高度，比常水位高50cm。

[0012] 所述格宾石笼包括底板，底板的左右两端设有边板a，前端设有前端板a，后端设有

后端板a，形成开口式盒体，在盒体的顶部设有盖板a，且盖板a可开合。

[0013] 所述雷诺护垫包括底板b，底板b前端设有前端板b，后端设有后端板b，左右两端设

有边板b，形成开口式盒体，在盒体的底板b上设有若干个隔板b，将盒体均匀分成若干个盒

室；所述盒体的顶部设有盖板b，且盖板b可开合。

[0014] 所述加筋麦克垫与河道边坡之间铺设有营养土，草灌植物种植在营养土内。

[0015] 所述雷诺护垫铺设在：格宾石笼到洪水位的河道边坡的部分，加筋麦克垫铺设在：

洪水位以上的河道边坡的部分。

[0016] 所述底板、边板a、前端板a、后端板a、隔板a、盖板a，均采用镀锌钢丝编织呈若干个

六角形孔型组成。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1 .本护岸建立了水域与陆域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使河流恢复了生态廊道的作

用，岸坡渗透性强，有利于泥土附着，生物栖息，加强了水气交换，容易形成适合水生植物群

落形成的生态系统；同时沟通了地表水与地下水、河水与孔隙水、自由水与植物水分之间的

联系，使系统间物能交换和水气循环更加频繁，从而涵养了水分、防止了水土流失；

[0019] 2.本护岸具有防治内涝、削减径流污染物的作用，在丰水期水向岸坡渗透储存，减

缓洪水造成的损失；枯水期，储水反渗入河中或蒸发，起着滞洪补枯和调节气候的作用；岸

坡上的锚固植草沟可以避免水体受到径流污染，另外边坡及河底的植物具有净化修复水体

的功效；

[0020] 3.格宾石笼可以保证边坡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同时增加河岸与河流水体交换，增

强物质能量流动，为河底水生植物的生长提供保障；

[0021] 4.在雷诺护垫防护体表层略洒一些泥土，可进行绿化，由于填料之间充满了空隙，

有利于植物根系的发育，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即使不洒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填料之间

的空隙也会自然地长出一些草本类植物，形成自然的生态环境；因填料之间大量空隙的存

在，为防护体前后水体的交换创造了条件，当雷诺护垫处于水下时可实现河水与土体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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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交换，为栖息在水中的微小动物、植物创造生存条件，有利于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当

雷诺护垫处于水上时有利于及时排除降雨后形成的地面入渗径流，增加岸坡的安全可靠

性；

[0022] 5.加筋麦克垫的透水性与过滤作用，促进了植物的生长，提高边坡的抗冲性；在保

护堤岸、河岸加固的同时恢复生态平衡，使得水体与土体之间的水源得以循环，让植物与人

类和谐共生，达到人水和谐，促进了水生态文明的建设；

[0023] 6.锚固植草沟有利于径流污染消减，同时为城市内涝防治提供蓄水空间。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的断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格宾石笼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图2的展开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雷诺护垫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加筋麦克垫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是图5的放大图；

[0030] 图中：1-河底，2-河道边坡，3-道路，4-格宾石笼，41-底板，42-边板a，43-前端板a，

44-后端板a，45-隔板a，46-盖板a，5-水草区，6-无纺布，7-雷诺护垫，71-底板b，72-前端板

b，73-后端板b，74-边板b，75-隔板b，76-盖板b，8-U型钉，9-加筋麦克垫，91-营养土，10-草

灌植物，11-锚固植草沟。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所述。

[0032] 如图1～6所示，一种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包括河底1、设置在河底1一侧的河道边

坡2和设置在河道边坡2一侧的道路3；所述河底1和河道边坡2之间平行布置有若干个格宾

石笼4，格宾石笼4与格宾石笼4之间种植有水草区5；所述河道边坡2上依次铺设有雷诺护垫

7和加筋麦克垫9，在雷诺护垫7上铺设有无纺布6，加筋麦克垫9上种植有草灌植物10；所述

格宾石笼4的一侧与河底1连接，另一侧与雷诺护垫7的一端连接，雷诺护垫7的另一端与加

筋麦克垫9的一端连接。

[0033] 进一步地，河道边坡2采用雷诺护垫7与加筋麦克垫9相结合的方式，达到防冲刷的

目的。

[0034] 所述加筋麦克垫9的另一端与道路3相邻，在加筋麦克垫9与道路3相邻的一端设有

锚固沟，对加筋麦克垫9进行锚固，在锚固沟中种草，形成锚固植草沟11。

[0035] 所述加筋麦克垫9通过若干个U型钉8，固定在河道边坡2上，且U型钉8呈梅花型布

置。

[0036] 若干个格宾石笼4分成2排，分别平行设置在水草区5的两侧，一排格宾石笼4与河

底1连接，另一排格宾石笼4与雷诺护垫7连接；与河底1连接的格宾石笼4，用于挡土，与雷诺

护垫7连接的格宾石笼4的高度，用于护角。

[0037] 与河底1连接的格宾石笼4的高度，比常水位低30cm，与雷诺护垫7连接的格宾石笼

4的高度，比常水位高50cm，既满足河道的安全性，又保证生态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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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所述格宾石笼4包括底板41，底板41的左右两端设有边板a42，前端设有前端板

a43，后端设有后端板a44，形成开口式盒体，在盒体的顶部设有盖板a46，且盖板a46可开合。

[0039] 所述雷诺护垫7包括底板b71，底板b71前端设有前端板b72，后端设有后端板b73，

左右两端设有边板b74，形成开口式盒体，在盒体的底板b71上设有若干个隔板b75，将盒体

均匀分成若干个盒室；所述盒体的顶部设有盖板b76，且盖板b76可开合。

[0040] 所述加筋麦克垫9与河道边坡2之间铺设有营养土91，草灌植物10种植在营养土91

内。

[0041] 所述雷诺护垫7铺设在：格宾石笼4到洪水位的河道边坡2的部分，加筋麦克垫9铺

设在：洪水位以上的河道边坡2的部分，抵抗降雨径流及洪水位以上的洪水冲刷。

[0042] 所述底板41、边板a  42、前端板a  43、后端板a  44、隔板a  45、盖板a  46，均采用镀

锌钢丝编织呈若干个六角形孔型组成，底板b71、前端板b72、后端板b73、边板b74、隔板b75、

76盖板b，也均采用镀锌钢丝编织呈若干个六角形孔型组成，与格宾石笼结构相同。

[0043] 实施例

[0044] 如上所述，一种防冲刷型的生态护岸，结合河道改造防冲设计，打造生态景观河

道，对河道岸坡进行综合设计，其适用于新建或改建的河道护岸，首先采用人工修正坡面使

其平整且稳定，在河底两侧均设置水草区5，水草区5比常水位底30cm，所述水草区的两侧采

用格宾石笼，分别用于挡土及护角，在河道边坡脚的处格宾石笼4，比常水位高50cm，河底处

的格宾石笼，比常水位底30cm，既满足河道的安全性又保证生态景观效果。

[0045] 进一步地，河道边坡采用雷诺护垫7与加筋麦克垫9相结合的方式，达到防冲刷的

目的，具体的，格宾石笼4到洪水位采用雷诺护垫，雷诺护垫厚度为25公分，洪水位以上采用

加筋麦克垫，抵抗降雨径流及洪水位以上的洪水冲刷，且加筋麦克垫采用U型钉固定；同时

对加筋麦克垫9在最顶端设置锚固沟进行锚固，结合锚固沟进行种草，最终形成锚固植草

沟。

[0046] 具体的，格宾石笼材质选用镀锌钢丝，丝径为3mm，规格为2m×1m×1m，其孔型为六

角形，孔径为80mm×100mm，在格宾石笼中选填块石粒，其直径为150～200mm；

[0047] 具体的，水草区的水草常选用沉水植物，如微齿眼子菜、狐尾藻、金鱼藻，及挺水植

物，如千屈菜、水葱、菖蒲；

[0048] 具体的，格宾石笼到洪水位采用雷诺护垫，雷诺护垫规格为6m×2m×0.25m，网面

抗拉强度为30KN/m，网孔为60mm×80mm，填石粒径为70～150mm，中值粒径为85mm，所能抵抗

的最大流速为3.6m/s，在雷诺护垫表面略洒有一些泥土。

[0049] 具体的，洪水位到河道边坡采用加筋麦克垫，进行抵抗冲刷，其材质为PVC包塑丝，

且加筋麦克垫面的抗拉强度为35KN/m，采用U型钉固定，U型钉梅花形布置，其间距为1米；

[0050] 具体的，加筋麦克垫结合植被承受约6m/s的流速冲刷约8小时，其草灌植物的植被

选用根系发达的草灌，如狗牙根、香根草、多花木兰、紫花苜蓿等；

[0051] 具体的，距离河道边坡边沿0.6m处，开挖锚固植草沟，锚固植草沟的尺寸为：顶宽

0.8m深0.4m的梯形断面，在锚固植草沟内种植净水能力较好的白三叶、高羊茅、黑麦草等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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