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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及其

护坡方法，包括堤角种植区、垂吊护坡区、双向护

坡区和蓄水装置，堤角种植区靠近海域的一侧设

置有堤坝，垂吊护坡区倾斜设置在堤角种植区的

另一侧，双向护坡区倾斜设置在垂吊护坡区的另

一侧，双向护坡区与垂吊护坡区之间设置有第一

行走步道，双向护坡区的顶端设置有第二行走步

道，蓄水装置连接第一行走步道和第二行走步

道。其施工方法包括：堤坝施工、堤角种植区施

工、蓄水装置施工、垂吊护坡区施工、第一行走步

道施工、双向护坡区施工和第二行走步道施工。

本发明不仅可以满足不同长度和宽度海堤的施

工，而且可以提高海堤的护岸抗侵蚀能力，保护

海岸原有的动植物群落和自然景观，提高海陆过

渡带的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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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堤角种植区、垂吊护坡区、双向护坡区和

蓄水装置，所述堤角种植区靠近海域的一侧设置有堤坝，所述堤角种植区内种植有红树林，

红树林通过固定装置固定在所述堤角种植区内，所述垂吊护坡区倾斜设置在所述堤角种植

区的另一侧，所述双向护坡区倾斜设置在所述垂吊护坡区的另一侧，所述双向护坡区与所

述垂吊护坡区之间设置有第一行走步道，所述第一行走步道靠近海域的一侧设置有第一护

栏，所述双向护坡区的顶端设置有第二行走步道，所述第二行走步道靠近海域的一侧设置

有第二护栏，所述蓄水装置连接所述第一行走步道和所述第二行走步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堤坝的迎水面上设

置有消浪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包括若干

种植筒，所述种植筒的侧面上对称设置有套环，所述套环的外圆周侧面上均匀设置有安装

孔，相邻两个所述种植筒上的所述套环之间通过连杆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垂吊护坡区和所述

双向护坡区内均设置有护坡组件，藤本植物通过所述护坡组件固定在所述垂吊护坡区和所

述双向护坡区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护坡组件包括阶梯

挡条、水平护坡条和竖直护坡条，所述水平护坡条水平均匀设置在两个所述阶梯挡条之间，

且两个所述阶梯挡条平行设置，第一锚固杆竖直贯穿所述阶梯挡条和所述水平护坡条插入

土体内，所述竖直护坡条等间距设置在所述水平护坡条上，且与所述水平护坡条相互垂直，

第二锚固杆垂直贯穿所述竖直护坡条插入土体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行走步道包括

第一水泥层和第一砂石层，所述第一砂石层位于所述第一水泥层的下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行走步道包括

第二水泥层和第二砂石层，所述第二砂石层位于所述第二水泥层的下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装置包括第一

蓄水箱和第二蓄水箱，所述第一蓄水箱通过第一通水管连接在所述第一行走步道的下方，

所述第二蓄水箱通过第二通水管连接在所述第二行走步道的下方，所述第二蓄水箱通过第

二导流管连接所述第一蓄水箱，所述第二导流管上设置有第二控制阀，所述第一蓄水箱通

过第一导流管连通至所述堤角种植区内，所述第一导流管上设置有第一控制阀。

9.如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1)堤坝施工

a、首先根据海堤的长度和宽度确定堤坝的尺寸，通过预制成型形成所需的堤坝单体，

每个堤坝单体的长度为10～15m，并在堤坝单体的迎水面上安装消浪块；

b、然后在低潮时，根据设计要求在海堤的设定位置划设堤坝的施工区域，通过挖泥船

沿着施工区域进行挖掘，挖掘深度分3～4次开挖，开挖的宽度为堤坝的底面宽度，开挖的长

度为堤坝的长度，形成截面为U形结构的安装槽；

c、接着通过吊装船将预制好的堤坝单体吊装至安装槽的上方，通过校准，从一侧向另

一侧将堤坝单体按顺序放入安装槽内进行固定，左右相邻两个堤坝单体之间进行密封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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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堤角种植区施工

a、首先根据设计要求在海堤上划设堤角种植区的施工范围，通过挖掘机对堤角种植区

进行挖掘，挖掘至设定深度后进行整平处理；

b、然后在堤角种植区内确定红树林的种植位置，通过挖掘机挖掘相应个数的种植孔，

使相邻两个种植孔之间保持间距相等，并在相邻两个种植孔之间开设通槽；

c、接着根据种植孔的尺寸预制种植筒，将加工好的种植筒竖直放置，在每个种植筒的

外圆周侧面上下对称安装套环，在同一水平面内相邻的两个套环之间安装连杆，直至所有

的种植筒拼接完毕；

d、待整个固定装置安装完毕后，通过吊装机将固定装置吊运至堤角种植区内，下放至

距离堤角种植区50cm后，通过人工手扶定位，使整个固定装置完全下放至堤角种植区内，种

植筒和套环限位在种植孔内，连杆限位在通槽内，通过挖掘机回填土壤，将整个固定装置进

行固定；

e、最后将准备好的红树林幼苗放入相应的种植筒内，并用土壤将其固定在种植筒中，

向堤角种植区内灌注海水，对红树林进行养护；

3)蓄水装置施工

a、首先沿着海堤面靠陆地的一侧根据海堤的长度确定蓄水装置的安装数量，并确定每

个蓄水装置中第一蓄水箱和第二蓄水箱的安装位置，通过挖掘机沿着海堤面从上往下进行

开挖，开挖的深度为第一蓄水箱底面的安装位置，开挖的宽度为第一蓄水箱和第二蓄水箱

较远两个侧面之间的间距，直至形成一个基坑，沿着基坑靠近海域的一侧水平开设通孔；

b、然后根据通孔的尺寸选取合适的第一导流管，将带有第一控制阀的第一导流管安装

在通孔内进行固定，并在通孔的出水端安装端盖，再将加工好的第一蓄水箱通过吊装机吊

运至基坑内靠近海域的一侧，固定后移出吊装机，将第一导流管与第一蓄水箱进行连通；

c、待第一蓄水箱安装结束后，通过挖掘机回填土壤至第一蓄水箱的顶面，并对土壤进

行夯实处理，再沿着第一蓄水箱的顶面安装带有第二控制阀的第二导流管和第一通水管，

继续回填土壤至第一通水管的端口位置，预留出第一行走步道的施工区域；

d、沿着基坑靠近陆地的一侧继续回填土壤，直至达到第二蓄水箱的底面安装位置，通

过吊装机将加工好的第二蓄水箱吊运至基坑内，将第二导流管与第二蓄水箱进行连接，再

将第二蓄水箱固定在基坑内，沿着第二蓄水箱的顶面安装第二通水管，通过挖掘机回填土

壤至第二行走步道的施工区域，将第二通水管的顶端裸露在第二行走步道施工区域内；

4)垂吊护坡区施工

a、待蓄水装置施工完毕后，先将第一蓄水箱靠近海域的一侧的斜面进行夯实处理；

b、然后根据海堤面上垂吊护坡区的长度和宽度制作合适尺寸的阶梯挡条，沿着阶梯挡

条的顶面均匀开设阶梯，同时沿着阶梯挡条的侧面水平等间距开设矩形孔；

c、接着根据垂吊护坡区内的种植面积制作合适尺寸的水平护坡条和竖直护坡条，将水

平护坡条水平等间距安装在相邻两个阶梯挡条之间，使水平护坡条的两端插入相应一侧阶

梯挡条的矩形孔内，通过吊装机将阶梯挡条和水平护坡条下放至垂吊护坡面上，在每个阶

梯挡条上竖直插入第一锚固杆，使第一锚固杆竖直贯穿阶梯挡条和水平护坡条插入垂吊护

坡区的土体内进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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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再将相邻两个阶梯挡条之间等间距安装竖直护坡条，使竖直护坡条与水平护坡条进

行固定安装，在每个竖直护坡条上插入第二锚固杆，使第二锚固杆倾斜插入垂吊护坡区的

土体内进行固定；

e、最后在水平护坡条、竖直护坡条和阶梯挡条之间形成的种植框内种植藤本植物，循

环上述步骤，将整个垂吊护坡区施工完毕；

5)第一行走步道施工

待垂吊护坡区施工结束后，首先对第一行走步道施工区域进行清理，将裸露的第一通

水管的进水端安装锥形过滤罩，然后在第一行走步道施工区域内填入砂石，使第一砂石层

的厚度达到设定的要求，再沿着第一砂石层的上方填土水泥，使第一水泥层的厚度达到设

定的要求，并在靠近双向护坡区的一侧制作通水槽，最后在第一水泥层的顶面靠近海域的

一侧安装第一护栏；

6)双向护坡区施工

a、待第一行走步道施工完毕后，先将第二蓄水箱靠近海域的一侧的斜面进行夯实处

理；

b、然后根据海堤面上双向护坡区的长度和宽度制作合适尺寸的阶梯挡条，沿着阶梯挡

条的顶面均匀开设阶梯，同时沿着阶梯挡条的侧面水平等间距开设矩形孔；

c、接着根据双向护坡区内的种植面积制作合适尺寸的水平护坡条和竖直护坡条，将水

平护坡条水平等间距安装在相邻两个阶梯挡条之间，使水平护坡条的两端插入相应一侧阶

梯挡条的矩形孔内，通过吊装机将阶梯挡条和水平护坡条下放至双向护坡面上，在每个阶

梯挡条上竖直插入第一锚固杆，使第一锚固杆竖直贯穿阶梯挡条和水平护坡条插入双向护

坡区的土体内进行固定；

d、再将相邻两个阶梯挡条之间等间距安装竖直护坡条，使竖直护坡条与水平护坡条进

行固定安装，在每个竖直护坡条上插入第二锚固杆，使第二锚固杆倾斜插入双向护坡区的

土体内进行固定；

e、最后在水平护坡条、竖直护坡条和阶梯挡条之间形成的种植框内种植藤本植物，循

环上述步骤，将整个双向护坡区施工完毕；

7)第二行走步道施工

待双向护坡区施工结束后，首先对第二行走步道施工区域进行清理，将裸露的第二通

水管的进水端安装锥形过滤罩，然后在第二行走步道施工区域内填入砂石，使第二砂石层

的厚度达到设定的要求，再沿着第二砂石层的上方填土水泥，使第二水泥层的厚度达到设

定的要求，并在靠近陆地的一侧制作通水槽，最后在第二水泥层的顶面靠近海域的一侧安

装第二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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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海堤在取得重大减灾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生态问题，例如海堤建设

改变了自然海岸线，侵占了红树林湿地，切断海堤外缘红树林随海平面上升的后撤之路，破

坏了海陆过渡带生物廊道，简化海岸景观和生物多样性。

现有的海堤存在一些问题：1）简易海堤护坡年久失修，不坚固，护坡植被稀疏，石砌堤

身裸露；2）堤前平行于海岸线的潮沟水深流急，海岸侵蚀严重，直接威胁堤脚安全和红树林

的生长；3）海堤陆侧缺少植被，松散表土裸露，水土流失严重；4）海岸排污口流水直接冲刷

滩涂，形成低洼潮滩，造成周边红树林滩涂的崩塌；5）裸露生硬的物理海堤不能给市区海湾

带来任何美感，无亲水通道，缺乏休闲娱乐功能。

自然海岸植被茂盛，生态系统完善，具有较强的护岸抗侵蚀能力，但抵御强台风爆潮的

能力有限；传统的物理海堤一般为砌石或钢筋水泥，不仅功能单一，而且破坏了海岸原有的

动植物群落和自然景观，中断了陆海过渡带的生物廊道和生态缓冲带，降低了海陆过渡带

的生物多样性，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及其

施工方法的技术方案，不仅便于种植藤本植物，而且提高了海堤的防护强度，增强了美观

性，第一行走步道和第二行走步道便于人们休闲散步，满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该护坡的

施工方法步骤简单，不仅可以满足不同长度和宽度海堤的施工，而且可以提高海堤的护岸

抗侵蚀能力，保护海岸原有的动植物群落和自然景观，提高海陆过渡带的生物多样性。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堤角种植区、垂吊护坡区、双向护坡区和蓄

水装置，堤角种植区靠近海域的一侧设置有堤坝，堤角种植区内种植有红树林，红树林通过

固定装置固定在堤角种植区内，垂吊护坡区倾斜设置在堤角种植区的另一侧，双向护坡区

倾斜设置在垂吊护坡区的另一侧，双向护坡区与垂吊护坡区之间设置有第一行走步道，第

一行走步道靠近海域的一侧设置有第一护栏，双向护坡区的顶端设置有第二行走步道，第

二行走步道靠近海域的一侧设置有第二护栏，蓄水装置连接第一行走步道和第二行走步

道；通过堤坝的设计，可以减小海水对堤角种植区的冲刷，减少水土流失，提高红树林的防

护效果，进一步可以提高整个海堤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堤角种植区内的红树林可以提高海

堤的护岸抗侵蚀能力，保护海岸原有的动植物群落和自然景观，提高海陆过渡带的生物多

样性，垂吊护坡区和双向护坡区可以进行一次和二次护坡，不仅便于种植藤本植物，而且提

高了海堤的防护强度，增强了美观性，第一行走步道和第二行走步道便于人们休闲散步，满

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遇到强台风暴潮时，蓄水装置可以将第一行走步道和第二行走

说　明　书 1/10 页

5

CN 111501664 A

5



步道上的雨水进行收集，不仅可以起到保护海堤的作用，而且在海水退去后，可以对堤角种

植区内的红树林提供水源，降低海堤的冲刷。

进一步，堤坝的迎水面上设置有消浪块，消浪块可以减小海水对堤坝的冲刷，提高堤坝

的防护强度。

进一步，固定装置包括若干种植筒，种植筒的侧面上对称设置有套环，套环的外圆周侧

面上均匀设置有安装孔，相邻两个种植筒上的套环之间通过连杆固定连接，通过种植筒可

以将红树林幼苗进行养护，防止大潮将红树林幼苗推倒，套环和连杆提高了各个种植筒之

间的连接强度和稳定性，进一步提高固定装置的安装稳定性。

进一步，垂吊护坡区和双向护坡区内均设置有护坡组件，藤本植物通过护坡组件固定

在垂吊护坡区和双向护坡区内，通过护坡组件大大提高了藤本植物在垂吊护坡区和双向护

坡区内种植的稳定性，提高整个海堤面的美观性。

进一步，护坡组件包括阶梯挡条、水平护坡条和竖直护坡条，水平护坡条水平均匀设置

在两个阶梯挡条之间，且两个阶梯挡条平行设置，第一锚固杆竖直贯穿阶梯挡条和水平护

坡条插入土体内，竖直护坡条等间距设置在水平护坡条上，且与水平护坡条相互垂直，第二

锚固杆垂直贯穿竖直护坡条插入土体内，阶梯挡条不仅可以起到固定水平护坡条的作用，

而且便于行人行走，水平护坡条与竖直护坡条垂直交叉连接，提高了整个护坡组件的连接

强度和稳定性，防止藤本植物被水流冲走，同时可以起到保护海堤面的作用，防止造成水土

流失。

进一步，第一行走步道包括第一水泥层和第一砂石层，第一砂石层位于第一水泥层的

下方，通过第一水泥层和第一砂石层的设计，不仅提高了第一行走步道的稳定性，而且可以

将雨水经第一砂石层导入蓄水装置内，便于回收利用。

进一步，第二行走步道包括第二水泥层和第二砂石层，第二砂石层位于第二水泥层的

下方，通过第二水泥层和第二砂石层的设计，不仅提高了第二行走步道的稳定性，而且可以

将雨水经第二砂石层导入蓄水装置内，便于回收利用。

进一步，蓄水装置包括第一蓄水箱和第二蓄水箱，第一蓄水箱通过第一通水管连接在

第一行走步道的下方，第二蓄水箱通过第二通水管连接在第二行走步道的下方，第二蓄水

箱通过第二导流管连接第一蓄水箱，第二导流管上设置有第二控制阀，第一蓄水箱通过第

一导流管连通至堤角种植区内，第一导流管上设置有第一控制阀，当雨水或海水进入到第

一行走步道或第二行走步道上时，通过第一导流管和第二导流管分别进入第一蓄水箱和第

二蓄水箱内，实现对水的回收，第二蓄水箱内的水经第二导流管进入第一蓄水箱内，第一蓄

水箱内的水经第一导流管输入堤角种植区内。

如上述的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堤坝施工

a、首先根据海堤的长度和宽度确定堤坝的尺寸，通过预制成型形成所需的堤坝单体，

每个堤坝单体的长度为10～15m，并在堤坝单体的迎水面上安装消浪块，便于堤坝的整体施

工安装，提高防护效果；

b、然后在低潮时，根据设计要求在海堤的设定位置划设堤坝的施工区域，通过挖泥船

沿着施工区域进行挖掘，挖掘深度分3～4次开挖，开挖的宽度为堤坝的底面宽度，开挖的长

度为堤坝的长度，形成截面为U形结构的安装槽，用于安装堤坝单体，提高堤坝单体安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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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和可靠性，避免堤坝单体的底部安装不稳定影响堤坝整体的防护质量；

c、接着通过吊装船将预制好的堤坝单体吊装至安装槽的上方，通过校准，从一侧向另

一侧将堤坝单体按顺序放入安装槽内进行固定，左右相邻两个堤坝单体之间进行密封固

定；

该堤坝的施工可以满足不同长度海堤的施工，不仅可以在低潮或中潮时对堤岸进行防

护，防止造成水土流失，而且可以在高潮时使海水截留在堤角种植区内，为红树林提供水

分。

2）堤角种植区施工

a、首先根据设计要求在海堤上划设堤角种植区的施工范围，通过挖掘机对堤角种植区

进行挖掘，挖掘至设定深度后进行整平处理，减少堤角种植区的水土流失；

b、然后在堤角种植区内确定红树林的种植位置，通过挖掘机挖掘相应个数的种植孔，

使相邻两个种植孔之间保持间距相等，并在相邻两个种植孔之间开设通槽，便于安装固定

装置，提高红树林幼苗种植的牢固性；

c、接着根据种植孔的尺寸预制种植筒，将加工好的种植筒竖直放置，在每个种植筒的

外圆周侧面上下对称安装套环，在同一水平面内相邻的两个套环之间安装连杆，直至所有

的种植筒拼接完毕，提高各个种植筒之间连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一步提高整片红树林

的防护效果；

d、待整个固定装置安装完毕后，通过吊装机将固定装置吊运至堤角种植区内，下放至

距离堤角种植区50cm后，通过人工手扶定位，使整个固定装置完全下放至堤角种植区内，种

植筒和套环限位在种植孔内，连杆限位在通槽内，通过挖掘机回填土壤，将整个固定装置进

行固定，红树林通过固定装置限位在堤角种植区内，起到海堤防护的作用；

e、最后将准备好的红树林幼苗放入相应的种植筒内，并用土壤将其固定在种植筒中，

向堤角种植区内灌注海水，对红树林进行养护，防止海水将红树林幼苗推倒；

堤角种植区的施工可以进一步提高海堤靠近海域一侧的护坡强度，减少海水对海堤的

冲刷，进而减少水土流失；

3）蓄水装置施工

a、首先沿着海堤面靠陆地的一侧根据海堤的长度确定蓄水装置的安装数量，并确定每

个蓄水装置中第一蓄水箱和第二蓄水箱的安装位置，通过挖掘机沿着海堤面从上往下进行

开挖，开挖的深度为第一蓄水箱底面的安装位置，开挖的宽度为第一蓄水箱和第二蓄水箱

较远两个侧面之间的间距，直至形成一个基坑，沿着基坑靠近海域的一侧水平开设通孔，通

过在基坑内安装蓄水装置，不仅可以减少海水倒灌对路面的影响，而且可以将雨水和海水

收集后用于灌溉红树林，防止堤角种植区干涸而影响红树林的生长；

b、然后根据通孔的尺寸选取合适的第一导流管，将带有第一控制阀的第一导流管安装

在通孔内进行固定，并在通孔的出水端安装端盖，蓄水装置不工作时，端盖可以防止外部的

海水进入第一导流管内，蓄水装置工作时，打开第一控制阀可以使第一蓄水箱内的水从第

一导流管顶开端盖后流入堤角种植区内，再将加工好的第一蓄水箱通过吊装机吊运至基坑

内靠近海域的一侧，固定后移出吊装机，将第一导流管与第一蓄水箱进行连通，第一蓄水箱

用于收集第一行走步道上的雨水和海水；

c、待第一蓄水箱安装结束后，通过挖掘机回填土壤至第一蓄水箱的顶面，并对土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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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夯实处理，再沿着第一蓄水箱的顶面安装带有第二控制阀的第二导流管和第一通水管，

继续回填土壤至第一通水管的端口位置，预留出第一行走步道的施工区域，提高第一蓄水

箱安装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d、沿着基坑靠近陆地的一侧继续回填土壤，直至达到第二蓄水箱的底面安装位置，通

过吊装机将加工好的第二蓄水箱吊运至基坑内，将第二导流管与第二蓄水箱进行连接，再

将第二蓄水箱固定在基坑内，沿着第二蓄水箱的顶面安装第二通水管，通过挖掘机回填土

壤至第二行走步道的施工区域，将第二通水管的顶端裸露在第二行走步道施工区域内，第

二蓄水箱用于收集第二行走步道上的雨水和海水；

蓄水装置的施工不仅可以实现雨水和海水的回收利用，而且可以减少行走步道上雨水

或海水的积聚，提高行走时的安全性。

4）垂吊护坡区施工

a、待蓄水装置施工完毕后，先将第一蓄水箱靠近海域的一侧的斜面进行夯实处理，防

止斜面上的土壤松散而影响藤本植物的种植效果；

b、然后根据海堤面上垂吊护坡区的长度和宽度制作合适尺寸的阶梯挡条，沿着阶梯挡

条的顶面均匀开设阶梯，同时沿着阶梯挡条的侧面水平等间距开设矩形孔，阶梯挡条不仅

可以起到定位支撑的作用，而且便于行走；

c、接着根据垂吊护坡区内的种植面积制作合适尺寸的水平护坡条和竖直护坡条，将水

平护坡条水平等间距安装在相邻两个阶梯挡条之间，使水平护坡条的两端插入相应一侧阶

梯挡条的矩形孔内，通过吊装机将阶梯挡条和水平护坡条下放至垂吊护坡面上，在每个阶

梯挡条上竖直插入第一锚固杆，使第一锚固杆竖直贯穿阶梯挡条和水平护坡条插入垂吊护

坡区的土体内进行固定，通过水平护坡条和竖直护坡条可以起到定位作用，使藤本植物的

根系能沿着护坡面向土体内生长，提高整个垂吊护坡区的防护强度；

d、再将相邻两个阶梯挡条之间等间距安装竖直护坡条，使竖直护坡条与水平护坡条进

行固定安装，在每个竖直护坡条上插入第二锚固杆，使第二锚固杆倾斜插入垂吊护坡区的

土体内进行固定，通过第二锚固杆提高竖直护坡条与土体的连接强度，进一步提高竖直护

坡条与水平护坡条之间的连接强度和稳定性；

e、最后在水平护坡条、竖直护坡条和阶梯挡条之间形成的种植框内种植藤本植物，循

环上述步骤，将整个垂吊护坡区施工完毕；

5）第一行走步道施工

待垂吊护坡区施工结束后，首先对第一行走步道施工区域进行清理，将裸露的第一通

水管的进水端安装锥形过滤罩，然后在第一行走步道施工区域内填入砂石，使第一砂石层

的厚度达到设定的要求，再沿着第一砂石层的上方填土水泥，使第一水泥层的厚度达到设

定的要求，并在靠近双向护坡区的一侧制作通水槽，最后在第一水泥层的顶面靠近海域的

一侧安装第一护栏，通过第一行走步道的施工，不仅便于行人休闲散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而且可以减小双向护坡区与垂吊护坡区之间的相互影响；

6）双向护坡区施工

a、待第一行走步道施工完毕后，先将第二蓄水箱靠近海域的一侧的斜面进行夯实处

理；

b、然后根据海堤面上双向护坡区的长度和宽度制作合适尺寸的阶梯挡条，沿着阶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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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顶面均匀开设阶梯，同时沿着阶梯挡条的侧面水平等间距开设矩形孔；

c、接着根据双向护坡区内的种植面积制作合适尺寸的水平护坡条和竖直护坡条，将水

平护坡条水平等间距安装在相邻两个阶梯挡条之间，使水平护坡条的两端插入相应一侧阶

梯挡条的矩形孔内，通过吊装机将阶梯挡条和水平护坡条下放至双向护坡面上，在每个阶

梯挡条上竖直插入第一锚固杆，使第一锚固杆竖直贯穿阶梯挡条和水平护坡条插入双向护

坡区的土体内进行固定；

d、再将相邻两个阶梯挡条之间等间距安装竖直护坡条，使竖直护坡条与水平护坡条进

行固定安装，在每个竖直护坡条上插入第二锚固杆，使第二锚固杆倾斜插入双向护坡区的

土体内进行固定；

e、最后在水平护坡条、竖直护坡条和阶梯挡条之间形成的种植框内种植藤本植物，循

环上述步骤，将整个双向护坡区施工完毕；

通过双向护坡区的施工，不仅提高了海堤整体的美观性，而且提高了整体的防护强度，

减少水土流失，起到护坡的作用。

7）第二行走步道施工

待双向护坡区施工结束后，首先对第二行走步道施工区域进行清理，将裸露的第二通

水管的进水端安装锥形过滤罩，然后在第二行走步道施工区域内填入砂石，使第二砂石层

的厚度达到设定的要求，再沿着第二砂石层的上方填土水泥，使第二水泥层的厚度达到设

定的要求，并在靠近陆地的一侧制作通水槽，最后在第二水泥层的顶面靠近海域的一侧安

装第二护栏，第二行走步道便于行走休闲散步，而且可以将雨水或海水输入蓄水装置内回

收利用。

当海水位于低潮线时，在堤角种植区内通过人工灌注海水，对红树林进行养护，当海水

的水位上涨至中潮线时，堤坝起到阻挡的作用，当海水的水位上涨至高潮线时，海水越过堤

坝进入堤角种植区内，通过堤角种植区内的红树林起到第一道防护作用，减少水土流失。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堤坝的设计，可以减小海水对堤角种植区的冲刷，减少水土流失，提高红树林的

防护效果，进一步可以提高整个海堤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堤角种植区内的红树林可以提高海堤的护岸抗侵蚀能力，保护海岸原有的动植物群

落和自然景观，提高海陆过渡带的生物多样性。

3、垂吊护坡区和双向护坡区可以进行一次和二次护坡，不仅便于种植藤本植物，而且

提高了海堤的防护强度，增强了美观性，第一行走步道和第二行走步道便于人们休闲散步，

满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4、当遇到强台风暴潮时，蓄水装置可以将第一行走步道和第二行走步道上的雨水进行

收集，不仅可以起到保护海堤的作用，而且在海水退去后，可以对堤角种植区内的红树林提

供水源，降低海堤的冲刷。

5、该护坡的施工方法步骤简单，不仅可以满足不同长度和宽度海堤的施工，而且可以

提高海堤的护岸抗侵蚀能力，保护海岸原有的动植物群落和自然景观，提高海陆过渡带的

生物多样性。

附图说明：

[000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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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为本发明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及其施工方法中护坡结构的效果图；

图2为本发明中护坡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中固定装置的安装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中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中堤坝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堤坝；2-堤角种植区；3-垂吊护坡区；4-第一行走步道；5-双向护坡区；6-第二

行走步道；7-第一蓄水箱；8-第二蓄水箱；9-第一水泥层；10-第一砂石层；11-第一通水管；

12-第一护栏；13-第二水泥层；14-第二砂石层；15-第二通水管；16-第二护栏；17-第一导流

管；18-第一控制阀；19-第二导流管；20-第二控制阀；21-阶梯挡条；22-水平护坡条；23-竖

直护坡条；24-第一锚固杆；25-第二锚固杆；26-固定装置；27-种植筒；28-套环；29-连杆；

30-消浪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05] 如图1至图5所示，为本发明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包括堤角种植区2、垂吊护坡

区3、双向护坡区5和蓄水装置，堤角种植区2靠近海域的一侧设置有堤坝1，堤坝1的迎水面

上设置有消浪块30，消浪块30可以减小海水对堤坝1的冲刷，提高堤坝1的防护强度。

堤角种植区2内种植有红树林，红树林通过固定装置26固定在堤角种植区2内，固定装

置26包括若干种植筒27，种植筒27的侧面上对称设置有套环28，套环28的外圆周侧面上均

匀设置有安装孔，相邻两个种植筒27上的套环28之间通过连杆29固定连接，通过种植筒27

可以将红树林幼苗进行养护，防止大潮将红树林幼苗推倒，套环28和连杆29提高了各个种

植筒27之间的连接强度和稳定性，进一步提高固定装置26的安装稳定性。

垂吊护坡区3倾斜设置在堤角种植区2的另一侧，双向护坡区5倾斜设置在垂吊护坡区3

的另一侧，垂吊护坡区3和双向护坡区5内均设置有护坡组件，藤本植物通过护坡组件固定

在垂吊护坡区3和双向护坡区5内，通过护坡组件大大提高了藤本植物在垂吊护坡区3和双

向护坡区5内种植的稳定性，提高整个海堤面的美观性。护坡组件包括阶梯挡条21、水平护

坡条22和竖直护坡条23，水平护坡条22水平均匀设置在两个阶梯挡条21之间，且两个阶梯

挡条21平行设置，第一锚固杆24竖直贯穿阶梯挡条21和水平护坡条22插入土体内，竖直护

坡条23等间距设置在水平护坡条22上，且与水平护坡条22相互垂直，第二锚固杆25垂直贯

穿竖直护坡条23插入土体内，阶梯挡条21不仅可以起到固定水平护坡条22的作用，而且便

于行人行走，水平护坡条22与竖直护坡条23垂直交叉连接，提高了整个护坡组件的连接强

度和稳定性，防止藤本植物被水流冲走，同时可以起到保护海堤面的作用，防止造成水土流

失。

双向护坡区5与垂吊护坡区3之间设置有第一行走步道4，第一行走步道4靠近海域的一

侧设置有第一护栏12，双向护坡区5的顶端设置有第二行走步道6，第二行走步道6靠近海域

的一侧设置有第二护栏16，第一行走步道4包括第一水泥层9和第一砂石层10，第一砂石层

10位于第一水泥层9的下方，通过第一水泥层9和第一砂石层10的设计，不仅提高了第一行

走步道4的稳定性，而且可以将雨水经第一砂石层10导入蓄水装置内，便于回收利用。第二

行走步道6包括第二水泥层13和第二砂石层14，第二砂石层14位于第二水泥层13的下方，通

过第二水泥层13和第二砂石层14的设计，不仅提高了第二行走步道6的稳定性，而且可以将

说　明　书 6/10 页

10

CN 111501664 A

10



雨水经第二砂石层14导入蓄水装置内，便于回收利用。

蓄水装置连接第一行走步道4和第二行走步道6，蓄水装置包括第一蓄水箱7和第二蓄

水箱8，第一蓄水箱7通过第一通水管11连接在第一行走步道4的下方，第二蓄水箱8通过第

二通水管15连接在第二行走步道6的下方，第二蓄水箱8通过第二导流管19连接第一蓄水箱

7，第二导流管19上设置有第二控制阀20，第一蓄水箱7通过第一导流管17连通至堤角种植

区2内，第一导流管17上设置有第一控制阀18，当雨水或海水进入到第一行走步道4或第二

行走步道6上时，通过第一导流管17和第二导流管19分别进入第一蓄水箱7和第二蓄水箱8

内，实现对水的回收，第二蓄水箱8内的水经第二导流管19进入第一蓄水箱7内，第一蓄水箱

7内的水经第一导流管17输入堤角种植区2内。通过堤坝1的设计，可以减小海水对堤角种植

区2的冲刷，减少水土流失，提高红树林的防护效果，进一步可以提高整个海堤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堤角种植区2内的红树林可以提高海堤的护岸抗侵蚀能力，保护海岸原有的动植物

群落和自然景观，提高海陆过渡带的生物多样性，垂吊护坡区3和双向护坡区5可以进行一

次和二次护坡，不仅便于种植藤本植物，而且提高了海堤的防护强度，增强了美观性，第一

行走步道4和第二行走步道6便于人们休闲散步，满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遇到强台风

暴潮时，蓄水装置可以将第一行走步道4和第二行走步道6上的雨水进行收集，不仅可以起

到保护海堤的作用，而且在海水退去后，可以对堤角种植区2内的红树林提供水源，降低海

堤的冲刷。

如上述的一种生态海堤护坡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堤坝1施工

a、首先根据海堤的长度和宽度确定堤坝1的尺寸，通过预制成型形成所需的堤坝1单

体，每个堤坝1单体的长度为10～15m，并在堤坝1单体的迎水面上安装消浪块30，便于堤坝1

的整体施工安装，提高防护效果；

b、然后在低潮时，根据设计要求在海堤的设定位置划设堤坝1的施工区域，通过挖泥船

沿着施工区域进行挖掘，挖掘深度分3～4次开挖，开挖的宽度为堤坝1的底面宽度，开挖的

长度为堤坝1的长度，形成截面为U形结构的安装槽，用于安装堤坝1单体，提高堤坝1单体安

装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避免堤坝1单体的底部安装不稳定影响堤坝1整体的防护质量；

c、接着通过吊装船将预制好的堤坝1单体吊装至安装槽的上方，通过校准，从一侧向另

一侧将堤坝1单体按顺序放入安装槽内进行固定，左右相邻两个堤坝1单体之间进行密封固

定；

该堤坝1的施工可以满足不同长度海堤的施工，不仅可以在低潮或中潮时对堤岸进行

防护，防止造成水土流失，而且可以在高潮时使海水截留在堤角种植区2内，为红树林提供

水分。

2）堤角种植区2施工

a、首先根据设计要求在海堤上划设堤角种植区2的施工范围，通过挖掘机对堤角种植

区2进行挖掘，挖掘至设定深度后进行整平处理，减少堤角种植区2的水土流失；

b、然后在堤角种植区2内确定红树林的种植位置，通过挖掘机挖掘相应个数的种植孔，

使相邻两个种植孔之间保持间距相等，并在相邻两个种植孔之间开设通槽，便于安装固定

装置26，提高红树林幼苗种植的牢固性；

c、接着根据种植孔的尺寸预制种植筒27，将加工好的种植筒27竖直放置，在每个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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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27的外圆周侧面上下对称安装套环28，在同一水平面内相邻的两个套环28之间安装连杆

29，直至所有的种植筒27拼接完毕，提高各个种植筒27之间连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一步

提高整片红树林的防护效果；

d、待整个固定装置26安装完毕后，通过吊装机将固定装置26吊运至堤角种植区2内，下

放至距离堤角种植区250cm后，通过人工手扶定位，使整个固定装置26完全下放至堤角种植

区2内，种植筒27和套环28限位在种植孔内，连杆29限位在通槽内，通过挖掘机回填土壤，将

整个固定装置26进行固定，红树林通过固定装置26限位在堤角种植区2内，起到海堤防护的

作用；

e、最后将准备好的红树林幼苗放入相应的种植筒27内，并用土壤将其固定在种植筒27

中，向堤角种植区2内灌注海水，对红树林进行养护，防止海水将红树林幼苗推倒；

堤角种植区2的施工可以进一步提高海堤靠近海域一侧的护坡强度，减少海水对海堤

的冲刷，进而减少水土流失；

3）蓄水装置施工

a、首先沿着海堤面靠陆地的一侧根据海堤的长度确定蓄水装置的安装数量，并确定每

个蓄水装置中第一蓄水箱7和第二蓄水箱8的安装位置，通过挖掘机沿着海堤面从上往下进

行开挖，开挖的深度为第一蓄水箱7底面的安装位置，开挖的宽度为第一蓄水箱7和第二蓄

水箱8较远两个侧面之间的间距，直至形成一个基坑，沿着基坑靠近海域的一侧水平开设通

孔，通过在基坑内安装蓄水装置，不仅可以减少海水倒灌对路面的影响，而且可以将雨水和

海水收集后用于灌溉红树林，防止堤角种植区2干涸而影响红树林的生长；

b、然后根据通孔的尺寸选取合适的第一导流管17，将带有第一控制阀18的第一导流管

17安装在通孔内进行固定，并在通孔的出水端安装端盖，蓄水装置不工作时，端盖可以防止

外部的海水进入第一导流管17内，蓄水装置工作时，打开第一控制阀18可以使第一蓄水箱7

内的水从第一导流管17顶开端盖后流入堤角种植区2内，再将加工好的第一蓄水箱7通过吊

装机吊运至基坑内靠近海域的一侧，固定后移出吊装机，将第一导流管17与第一蓄水箱7进

行连通，第一蓄水箱7用于收集第一行走步道4上的雨水和海水；

c、待第一蓄水箱7安装结束后，通过挖掘机回填土壤至第一蓄水箱7的顶面，并对土壤

进行夯实处理，再沿着第一蓄水箱7的顶面安装带有第二控制阀20的第二导流管19和第一

通水管11，继续回填土壤至第一通水管11的端口位置，预留出第一行走步道4的施工区域，

提高第一蓄水箱7安装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d、沿着基坑靠近陆地的一侧继续回填土壤，直至达到第二蓄水箱8的底面安装位置，通

过吊装机将加工好的第二蓄水箱8吊运至基坑内，将第二导流管19与第二蓄水箱8进行连

接，再将第二蓄水箱8固定在基坑内，沿着第二蓄水箱8的顶面安装第二通水管15，通过挖掘

机回填土壤至第二行走步道6的施工区域，将第二通水管15的顶端裸露在第二行走步道6施

工区域内，第二蓄水箱8用于收集第二行走步道6上的雨水和海水；

蓄水装置的施工不仅可以实现雨水和海水的回收利用，而且可以减少行走步道上雨水

或海水的积聚，提高行走时的安全性。

4）垂吊护坡区3施工

a、待蓄水装置施工完毕后，先将第一蓄水箱7靠近海域的一侧的斜面进行夯实处理，防

止斜面上的土壤松散而影响藤本植物的种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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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然后根据海堤面上垂吊护坡区3的长度和宽度制作合适尺寸的阶梯挡条21，沿着阶

梯挡条21的顶面均匀开设阶梯，同时沿着阶梯挡条21的侧面水平等间距开设矩形孔，阶梯

挡条21不仅可以起到定位支撑的作用，而且便于行走；

c、接着根据垂吊护坡区3内的种植面积制作合适尺寸的水平护坡条22和竖直护坡条

23，将水平护坡条22水平等间距安装在相邻两个阶梯挡条21之间，使水平护坡条22的两端

插入相应一侧阶梯挡条21的矩形孔内，通过吊装机将阶梯挡条21和水平护坡条22下放至垂

吊护坡面上，在每个阶梯挡条21上竖直插入第一锚固杆24，使第一锚固杆24竖直贯穿阶梯

挡条21和水平护坡条22插入垂吊护坡区3的土体内进行固定，通过水平护坡条22和竖直护

坡条23可以起到定位作用，使藤本植物的根系能沿着护坡面向土体内生长，提高整个垂吊

护坡区3的防护强度；

d、再将相邻两个阶梯挡条21之间等间距安装竖直护坡条23，使竖直护坡条23与水平护

坡条22进行固定安装，在每个竖直护坡条23上插入第二锚固杆25，使第二锚固杆25倾斜插

入垂吊护坡区3的土体内进行固定，通过第二锚固杆25提高竖直护坡条23与土体的连接强

度，进一步提高竖直护坡条23与水平护坡条22之间的连接强度和稳定性；

e、最后在水平护坡条22、竖直护坡条23和阶梯挡条21之间形成的种植框内种植藤本植

物，循环上述步骤，将整个垂吊护坡区3施工完毕；

5）第一行走步道4施工

待垂吊护坡区3施工结束后，首先对第一行走步道4施工区域进行清理，将裸露的第一

通水管11的进水端安装锥形过滤罩，然后在第一行走步道4施工区域内填入砂石，使第一砂

石层10的厚度达到设定的要求，再沿着第一砂石层10的上方填土水泥，使第一水泥层9的厚

度达到设定的要求，并在靠近双向护坡区5的一侧制作通水槽，最后在第一水泥层9的顶面

靠近海域的一侧安装第一护栏12，通过第一行走步道4的施工，不仅便于行人休闲散步，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可以减小双向护坡区5与垂吊护坡区3之间的相互影响；

6）双向护坡区5施工

a、待第一行走步道4施工完毕后，先将第二蓄水箱8靠近海域的一侧的斜面进行夯实处

理；

b、然后根据海堤面上双向护坡区5的长度和宽度制作合适尺寸的阶梯挡条21，沿着阶

梯挡条21的顶面均匀开设阶梯，同时沿着阶梯挡条21的侧面水平等间距开设矩形孔；

c、接着根据双向护坡区5内的种植面积制作合适尺寸的水平护坡条22和竖直护坡条

23，将水平护坡条22水平等间距安装在相邻两个阶梯挡条21之间，使水平护坡条22的两端

插入相应一侧阶梯挡条21的矩形孔内，通过吊装机将阶梯挡条21和水平护坡条22下放至双

向护坡面上，在每个阶梯挡条21上竖直插入第一锚固杆24，使第一锚固杆24竖直贯穿阶梯

挡条21和水平护坡条22插入双向护坡区5的土体内进行固定；

d、再将相邻两个阶梯挡条21之间等间距安装竖直护坡条23，使竖直护坡条23与水平护

坡条22进行固定安装，在每个竖直护坡条23上插入第二锚固杆25，使第二锚固杆25倾斜插

入双向护坡区5的土体内进行固定；

e、最后在水平护坡条22、竖直护坡条23和阶梯挡条21之间形成的种植框内种植藤本植

物，循环上述步骤，将整个双向护坡区5施工完毕；

通过双向护坡区5的施工，不仅提高了海堤整体的美观性，而且提高了整体的防护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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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减少水土流失，起到护坡的作用。

7）第二行走步道6施工

待双向护坡区5施工结束后，首先对第二行走步道6施工区域进行清理，将裸露的第二

通水管15的进水端安装锥形过滤罩，然后在第二行走步道6施工区域内填入砂石，使第二砂

石层14的厚度达到设定的要求，再沿着第二砂石层14的上方填土水泥，使第二水泥层13的

厚度达到设定的要求，并在靠近陆地的一侧制作通水槽，最后在第二水泥层13的顶面靠近

海域的一侧安装第二护栏16，第二行走步道6便于行走休闲散步，而且可以将雨水或海水输

入蓄水装置内回收利用。

当海水位于低潮线时，在堤角种植区2内通过人工灌注海水，对红树林进行养护，当海

水的水位上涨至中潮线时，堤坝1起到阻挡的作用，当海水的水位上涨至高潮线时，海水越

过堤坝1进入堤角种植区2内，通过堤角种植区2内的红树林起到第一道防护作用，减少水土

流失。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但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以本发明为

基础，为实现基本相同的技术效果，所作出地简单变化、等同替换或者修饰等，皆涵盖于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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