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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堤防结构改造技术领域，尤其是

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其包括碧道、护坡、挡

墙以及堤顶道路，所述碧道设置于原状堤防坡脚

挡墙的一侧，所述碧道设置于常水位以上，所述

护坡位于碧道的一侧，所述护坡设置于原状堤防

的护坡的上表面，所述挡墙位于护坡的顶部一

侧，所述挡墙包括悬臂式钢筋砼挡墙，所述悬臂

式钢筋砼挡墙埋设于原状堤防堤顶内部，所述堤

顶道路设置于挡墙远离原状堤防堤顶的一侧；本

申请具有提高堤防结构改造的安全稳定性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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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碧道(1)、护坡(2)、挡墙(3)以及堤顶道

路(4)，所述碧道(1)设置于原状堤防坡脚挡墙的一侧，所述碧道(1)设置于常水位以上，所

述护坡(2)位于碧道(1)的一侧，所述护坡(2)设置于原状堤防的护坡的上表面，所述挡墙

(3)位于护坡(2)的顶部一侧，所述挡墙(3)包括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1)，所述悬臂式钢筋砼

挡墙(31)埋设于原状堤防堤顶内部，所述堤顶道路(4)设置于挡墙(3)远离原状堤防堤顶的

一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碧道(1)包括景

观座椅(14)，所述景观座椅(14)的一侧与护坡(2)的底部一侧贴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护坡(2)设置为

生态矩阵护坡，所述护坡(2)坡面种植有生态孔可种植绿植(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墙(3)种植有

垂吊藤蔓植物(351)和灌木类植物(361)，所述垂吊藤蔓植物(351)和灌木类植物(361)位于

护坡(2)顶部与原状堤防堤顶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墙(3)还包括

下方垫层(34)，所述下方垫层(34)位于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1)的一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墙(3)还包括

大理石栏杆(32)，所述大理石栏杆(32)竖直设置于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1)的顶部和堤顶道

路(4)的一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堤顶道路(4)的

上表面设置有多株行道树(421)，多株所述行道树(421)沿堤顶道路(4)的长度方向间隔设

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堤顶道路(4)包

括车行道(41)和人行横道(42)，所述车行道(41)与人行横道(42)之间设置有路缘石层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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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堤防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沿河、渠、湖、海岸或行洪区、分洪区、围垦区的边缘修筑的挡水建筑物称为堤防。

堤防是世界上最早广为采用的一种重要防洪工程。筑堤是防御洪水泛滥，保护居民和工农

业生产的主要措施。

[0003] 相关技术中，河堤约束洪水后，将洪水限制在行洪道内，使同等流量的水深增加，

行洪流速增大，有利于泄洪排沙。堤防还可以抵挡风浪及抗御海潮。

[0004] 然而，传统堤防改造需大面积开挖原状堤防，回填压实土方要求高，施工程序及工

艺要求严格，对原状堤防扰动较大，降低了堤防的安全稳定性，故急需设计出一种对原状堤

防扰动较小的堤防改造结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提高堤防结构改造的安全稳定性，本申请提供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包括碧道、护坡、挡墙以及堤顶道路，所述碧道设置于

原状堤防坡脚挡墙的一侧，所述碧道设置于常水位以上，所述护坡位于碧道的一侧，所述护

坡设置于原状堤防的护坡的上表面，所述挡墙位于护坡的顶部一侧，所述挡墙包括悬臂式

钢筋砼挡墙，所述悬臂式钢筋砼挡墙埋设于原状堤防堤顶内部，所述堤顶道路设置于挡墙

远离原状堤防堤顶的一侧。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原状堤顶坡脚的一侧进行小规模地开挖回填，以形成

碧道，新的护坡在延用了原状堤防的护坡的土质和形状，挡墙在不破坏原状堤防堤顶的情

况下，通过埋设悬臂式钢筋砼挡墙，以对新的堤防进行加固，堤顶道路设置于挡墙远离原状

堤防堤顶的一侧，减少了堤顶道路在施工过程中对原状堤防的影响，综上，该种堤防生态化

改造结构减少了对堤防进行大面积开挖的必要性，原状堤防扰动较小，更好的保障了堤防

的安全稳定性。

[0009] 优选的，所述碧道包括景观座椅，所述景观座椅的一侧与护坡的底部一侧贴合。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景观座椅的一侧与护坡的底部一侧贴合，以加强对护坡

的支撑，同时，景观座椅可供碧道上的行人进行作息，同时也可提高该堤防景观的多样性。

[0011] 优选的，所述护坡设置为生态矩阵护坡，所述护坡坡面种植有生态孔可种植绿植。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生态矩阵护坡所需的砌块等材料可由工程提前预制，施

工快捷，且减少了大型机械的使用；同时，护坡坡面种植有生态孔可种植绿植，提高了护坡

的整体景观性。

[0013] 优选的，所述挡墙种植有垂吊藤蔓植物和灌木类植物，所述垂吊藤蔓植物和灌木

类植物位于护坡顶部与原状堤防堤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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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挡墙种植有垂吊藤蔓植物和灌木类植物，提高了堤防整

体的景观性，同时，垂吊藤蔓植物和灌木类植物作为健康绿植，也能提高堤防周围整体环境

的质量。

[0015] 优选的，所述挡墙还包括下方垫层，所述下方垫层位于悬臂式钢筋砼挡墙的一侧。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下方垫层作为基层与地基土的中间层，使堤防堤顶的表

面平整便于施工，也起到保护基础的作用。

[0017] 优选的，所述挡墙还包括大理石栏杆，所述大理石栏杆竖直设置于悬臂式钢筋砼

挡墙的顶部和堤顶道路的一侧。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大理石栏杆设置于悬臂式钢筋砼挡墙的顶部和堤顶道路

的一侧，以对过路的行人起到防护作用，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

[0019] 优选的，所述堤顶道路的上表面设置有多株行道树，多株所述行道树沿堤顶道路

的长度方向间隔设置。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多株行道树可供行人进行遮阴，同时，也提高了堤顶道路

的景观性。

[0021] 优选的，所述堤顶道路包括车行道和人行横道，所述车行道与人行横道之间设置

有路缘石层。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路缘石层作为标识层，用于阻隔车行道与人行横道之间

的联系，减少了车行道和人行横道之间的相互干扰，间接提高了堤顶道路的工作稳定性。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该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减少了对堤防进行大面积开挖的必要性，原状堤防扰

动较小，更好的保障了堤防的安全稳定性；

[0025] 2.该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的景观性较高；

[0026] 3.该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的施工快捷。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中碧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申请实施例中护坡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申请实施例中挡墙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是本申请实施例中堤顶道路的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说明：1、碧道；11、花岗岩路缘石；12、自行车道；13、人行步道；14、景观座

椅；2、护坡；21、生态孔可种植绿植；3、挡墙；31、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2、大理石栏杆；33、栏

杆基座；34、下方垫层；35、预制花槽；351、垂吊藤蔓植物；36、回填壤土花槽；361、灌木类植

物；4、堤顶道路；41、车行道；42、人行横道；421、行道树；43、路缘石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1‑5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参照图1，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

包括碧道1、护坡2、挡墙3以及堤顶道路4，碧道1、护坡2、挡墙3以及堤顶道路4自堤防的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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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堤防的堤顶依次排序，碧道1供路人行走，护坡2对堤防起到支撑加固作用，挡墙3减少堤

防土体发生变形失稳的情况发生，用于提高堤防的稳定性，堤顶道路4供堤防堤顶一侧的车

辆和行人行走通过。

[0035] 参照图1和图2，具体的，碧道1设置于原状堤防坡脚挡墙的一侧，且碧道1设置于常

水位以上，以提高堤防的亲水性，碧道1具体包括花岗岩路缘石11、自行车道12、人行步道13

以及景观座椅14，花岗岩路缘石11、自行车道12、人行步道13以及景观座椅14自原状堤防坡

脚挡墙的一侧朝向护坡2依次设置。原状堤防坡脚挡墙的一侧设置有平台绿地，花岗岩路缘

石11位于平台绿地的一侧，花岗岩路缘石11用于阻隔平台绿地与自行车道12，自行车道12

和人行步道13由沥青填充形成，景观座椅14的一侧与护坡2的底部一侧贴合，在本实施例

中，景观座椅14采用大理石制成，景观座椅14的一侧与护坡2的底部一侧贴合，以加强对护

坡2的支撑，同时，景观座椅14可供碧道1上的行人进行作息，同时也可提高该堤防景观的多

样性。

[0036] 参照图1和图3，具体的，护坡2设置于原状堤防的护坡的上表面，在本实施例中，护

坡2设置为生态矩阵护坡，即在原状堤防的护坡的基础上，延用了原状堤防的护坡的土质和

形状，原状堤防的护坡表面增设砌块，拼接固定形成多个生态孔，由于生态矩阵护坡所需的

砌块等材料可由工程提前预制，因此，该生态矩阵护坡施工快捷，且减少了大型机械的使

用。对应的，护坡2坡面的多个生态孔内种植有生态孔可种植绿植21，提高了护坡2的整体景

观性。

[0037] 参照图1和图4，具体的，挡墙3包括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1、大理石栏杆32、栏杆基座

33、下方垫层34、预制花槽35以及回填壤土花槽36，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1埋设于原状堤防堤

顶内部，在本实施例中，具体采用悬臂式钢筋砼C30挡墙，以对堤防进行加固。大理石栏杆32

和栏杆基座33均安装于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1的顶部和堤顶道路4的一侧，栏杆基座33作为

大理石栏杆32的承载体，固定于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1顶部，大理石栏杆32垂直固定于栏杆

基座33的上表面。大理石栏杆32用于对过路的行人起到防护作用，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

[0038] 此外，下方垫层34位于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1的一侧，在本实施例中，下方垫层34采

用C30素砼垫层，下方垫层34的一侧与护坡2的顶部相抵，另一侧与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1的

侧壁相抵，下方垫层34作为基层与地基土的中间层，使堤防堤顶的表面平整便于施工，也起

到保护基础的作用。

[0039] 同时，预制花槽35以及回填壤土花槽36均设置于下方垫层34的上方，前预制花槽

35内种植有垂吊藤蔓植物351，回填壤土花槽36内种植有灌木类植物361，提高了堤防整体

的景观性，同时，垂吊藤蔓植物351和灌木类植物361作为健康绿植，也能提高堤防周围整体

环境的质量。

[0040] 参照图1和图5，具体的，堤顶道路4包括车行道41和人行横道42，相较于人行横道

42，车行道41更加远离堤防，车行道41与人行横道42之间设置有路缘石层43，路缘石层43作

为标识层，用于阻隔车行道41与人行横道42之间的联系，减少了车行道41和人行横道42之

间的相互干扰，间接提高了堤顶道路4的工作稳定性。

[0041] 进一步的，人行横道42的上表面临河种植有多株行道树421，多株行道树421沿人

行横道42的长度方向间隔设置，多株行道树421可供行人进行遮阴，同时，也提高了堤顶道

路4的景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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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的实施原理为：在原状堤顶坡脚的一侧进

行小规模地开挖回填，以形成碧道1，新的护坡2在延用了原状堤防的护坡的土质和形状，挡

墙3在不破坏原状堤防堤顶的情况下，通过埋设悬臂式钢筋砼挡墙31，以对新的堤防进行加

固，堤顶道路4设置于挡墙3远离原状堤防堤顶的一侧，减少了堤顶道路4在施工过程中对原

状堤防的影响，综上，该种堤防生态化改造结构减少了对堤防进行大面积开挖的必要性，原

状堤防扰动较小，更好的保障了堤防的安全稳定性。

[0043]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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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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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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