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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海岸侵蚀防治体系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揭示了一种海岸侵蚀防治体系。

所述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包括沿海洋向陆地方向

依次布设的巨藻种植区、抽屉式捕积笼网、砾石

覆盖区和折线形单向阻沙障，所述巨藻、抽屉式

捕积笼网、砾石覆盖区和折线形单向阻沙障分别

平行于海岸线且呈多道设置。本实用新型将四种

各具功能的措施，依据海滩地形情况，平行于海

岸线多道设置，相互结合构成的海岸侵蚀防护体

系，从海洋深水区到陆地海滩区，使水沙和风沙

沉积物的向岸供给大于向海损失，促进了海床和

沙滩的淤积，可持续提高海床面和海滩高程，削

弱波浪能量，抑制海岸侵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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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特征在于，包括沿海洋方向向陆地方向依次布设的巨藻

种植区、抽屉式捕积笼网、砾石覆盖区和折线形单向阻沙障，所述巨藻、抽屉式捕积笼网、砾

石覆盖区和折线形单向阻沙障分别平行于海岸线且呈多道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巨藻种植区分布有垂直

布设在最低潮位线以下5‑20m深度水域的养殖绳，所述养殖绳用于种植巨藻；优选的，每2m

长的养殖绳分别夹15‑20棵人工培育的15cm长巨藻幼藻；优选的，所述养殖绳的直径为3‑

4cm，长度为5‑20m，且所述养殖绳的底部固定在埋设于海床内的砌块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网布设位

于在潮间带且距离最高潮位线10m‑60m的带状区域内，且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网包括一个以

上抽屉式捕积笼和捕积网；所述抽屉式捕积笼向岸的一侧面、向海的一侧面分别设置有第

一开口、第二开口，第一开口大于第二开口；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经捕积笼固定机构固定在海

床上并位于潮间带，所述捕积网铺设在抽屉式捕积笼的向海一侧，并与抽屉式捕积笼连接

为一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网包括多

个沿岸线方向并行布设的抽屉式捕积笼；和/或，所述抽屉式捕积笼顶面向下倾斜，使所述

抽屉式捕积笼的向岸一侧高于向海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捕积笼固定机构包括设

置在抽屉式捕积笼的相背对的两侧面的多个第一套环，所述第一套环可供立柱穿过并将抽

屉式捕积笼固定在海床上；和/或，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的向海一侧面上设置有多个第二套

环，所述第二套环可供连接管穿过，所述捕积网缠绕捆绑在连接管上；和/或，所述捕积网的

边缘部还设有锁边绳，所述锁边绳经多个钩形固定钎固定在海床面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的长度为1 .5‑

2.0m，直径为30‑40mm，露出海床面的高度为0.8‑1.3m；和/或，所述立柱包括镀锌钢管；和/

或，所述钩形固定钎由钢筋制成，且顶部弯曲向下，呈弯钩状；和/或，所述钩形固定钎的直

径为2‑3cm，长度为70‑90cm。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抽屉式捕积笼是由水泥

板浇筑而成，和/或，每个抽屉式捕积笼沿岸线方向的长度为1.5‑2.5m，宽度为0.5‑1m，且向

岸开口的高度为20‑30cm，向海开口的高度为5‑10cm；

和/或，其中多个抽屉式捕积笼与一捕积网配合；和/或，所述捕积网的长度为15‑25m，

垂直于岸线方向的宽度为5‑10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砾石覆盖区铺设在潮间

碎浪带的最高潮位线附近，其中砾石层的厚度为30‑60cm，砾石层覆盖的带状区域宽度为5‑

20m；和/或，所述砾石覆盖区中砾石的直径为5‑60c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折线形单向阻沙障设置

在最高潮位线之上的沙滩上，并且，所述折线形单向阻沙障包括多个呈折线形平行于海岸

线布设的阻沙网，且相邻两阻沙网之间设有立柱。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阻沙网的宽度为2‑4m，

高度为0.8‑1.5m，孔隙度为25％‑35％；和/或，相邻两阻沙网之间的夹角为60‑90度；

和/或，所述立柱的高度为1.5‑2.2m，漏出沙滩的高度为0.8‑1 .5m；和/或，向岸一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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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两立柱之间设置有间距，间距为10‑20cm，向海一侧的相邻两立柱紧密相连；和/或，所

述立柱包括水泥柱或原木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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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岸侵蚀防治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海岸生态环境治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海岸侵蚀防治体系。

背景技术

[0002] 在海洋灾害中，具有全球趋势的海岸侵蚀已普遍引起人们的关注。海岸侵蚀是指

海岸在海洋动力作用下，沿岸供砂少于沿岸失砂而引起的海岸后退的破坏性过程。

[0003] 为了减缓海岸侵蚀造成的危害，目前使用的方法是在局部海岸段，通过工程措施

改变近岸泥沙的运移格局，使泥沙堆积下来。主要的防护工程有以下几种：

[0004] 其一，海堤，海堤是人类传统的海岸防护方法，它建造在海滩较高地区，是用来分

界海滨陆域和海域的建筑物，走向一般与海岸线平行。虽然它在固定海岸和防潮防浪方面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一般不能用于保滩，作为防浪的长期防护方式也是不合适的，除非

作为其它工程措施下的辅助或应急措施。因此这种工程结构，一般只适用于海浪不大的海

岸或淤积海岸以防异常海沉；

[0005] 其二，丁坝及丁坝群，丁坝及丁坝群是一种与海岸线近乎垂直的海岸建筑物，它的

作用是拦截海岸上游输来的泥沙，形成宽阔的海滩而保护海岸。丁坝在淤泥质海岸有较成

熟的运用，可以运用在淤泥质海岸地区。丁坝及丁坝群是靠拦截的泥沙来达到防护海岸的

目的，因此对于输沙量逐年减少的河流例如黄河来说，不利于丁坝拦截大量泥沙形成海滩，

因此，这种防护方法存在不足，特别是对于沙质海岸；

[0006] 其三，离岸堤，在海岸线外一定距离的海域中建造大致与岸线相平行的防波堤称

为离岸式防波堤，简称离岸堤。其作用与丁坝相似，能够造成离岸堤上游侧岸滩的淤积。可

以采用大块石或各种混凝土块作为护面。但是离岸堤开口较小，污染易在海湾内积聚而不

易排出。因此选择离岸堤作为海岸防护工程应该考虑环境污染问题；

[0007] 其四，人工海滩补沙，从海中或陆上采集合适的沙补充到被侵蚀的岸滩上是解决

海岸侵蚀最自然的对策。海滩补沙已被证明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措施，而且它对下游岸滩的

影响也比其它防护设施小。由于人工填筑到海滩上的沙，在各种海洋环境条件，特别是沙质

岛屿在海浪的作用下，仍会被冲刷，因此必须每隔几年对海滩进行补沙。

[0008] 虽然海岸防护工程的形式比较多，但都存在各自的不足，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

看出，首先除了第四种人工海滩补沙措施以外，其余措施都是设置在海水中，对高潮线以上

的沙滩没有起到防护作用，沙粒仍会被风蚀带入海水当中；其次，各种堤坝均起到了消减波

浪和向岸淤积泥沙的作用，但同时仍有大量海沙被冲刷带回海里，堤坝的两侧均起到阻拦

泥沙的作用，减小了泥沙的向岸供应量和淤积效果；另外，各类堤坝均为刚性结构体，一般

只设置一道，通过堤坝的波浪还具有很大能量，任然会侵蚀海岸，而且堤坝耗资大、工期长。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海岸侵蚀防治体系，以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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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为实现前述目的，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

[001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包括沿海洋方向向陆地方向依

次布设的巨藻种植区、所述的抽屉式捕积笼网、砾石覆盖区和折线形单向阻沙障，所述巨

藻、抽屉式捕积笼网、砾石覆盖区和折线形单向阻沙障分别平行于海岸线且呈多道设置。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巨藻种植区分布有垂直布设在最低潮位线以下5‑20m深度水域的

养殖绳，所述养殖绳用于种植巨藻。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网布设位于在潮间带且距离最高潮位线10m‑60m的

带状区域内，且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网包括一个以上抽屉式捕积笼和捕积网；所述抽屉式捕

积笼向岸的一侧面、向海的一侧面分别设置有第一开口、第二开口，第一开口大于第二开

口；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经捕积笼固定机构固定在海床上并位于潮间带，所述捕积网铺设在

抽屉式捕积笼的向海一侧，并与抽屉式捕积笼连接为一体。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砾石覆盖区铺设在潮间碎浪带的最高潮位线附近，且砾石覆盖区

厚度为30‑60cm，砾石覆盖区覆盖的带状区域宽度为5‑20m。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折线形单向阻沙障设置在最高潮位线之上的沙滩上，并且，所述折

线形单向阻沙障包括多个呈折线形平行于海岸线布设的阻沙网，且相邻两阻沙网之间设有

立柱。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1)本实用新型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在海水中，巨藻可消减深水区洋流和浪潮的能

量，促进海洋生物资源的增殖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抽屉式捕积笼网可消减波浪对海床

面的冲刷作用，促进海沙在笼网内的沉积；砾石覆盖主要在潮间碎浪带，有效抑制海浪冲刷

和稳定海床面；在高潮线上的沙滩，折线形单向阻沙障，结构简单、施工维护方便，可使海沙

的向岸输送量大于向海损失量，实现海滩积沙和减少侵蚀的发生；四种各具功能的措施，依

据海滩地形情况，平行于海岸线多道设置，相互结合构成的海岸侵蚀防护体系，从海洋深水

区到陆地海滩区，使水沙和风沙沉积物的向岸供给大于向海损失，促进海床和沙滩淤积，持

续提高海床面和海滩高程，削弱波浪能量，抑制海岸侵蚀的发生；特别针对沙质岸线和岛

屿，是一种近岸水沙、风沙综合治理的有效措施。

[0018] (2)本实用新型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中，巨藻植株随波浪和洋流摆动，形成壮观

的海底森林，可有效减缓浪潮对岸线的冲击，是一道天然防波堤，可以为近岸天然和养殖的

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索饵场所，促进海洋生物资源的增殖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0019] (3)本实用新型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中，提供的抽屉式捕积笼网，单向开放式设

计，可有效捕捉、储纳向海中回退的海沙，但不影响其向岸传输，实现沉积物的向岸供应大

于向海损失，促进岸线的淤积；当捕积网内积满海沙时，可将抽屉式捕积笼延立柱向上提

升，并将捕积网的钩形固定钎向上拔起，使抽屉式捕积笼网整体提升，从而使地表高程持续

增高，实现岸线淤积，防止侵蚀的功能。

[0020] (4)本实用新型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中，砾石覆盖区由一定厚度、大小不一的砾

石铺设而成，可减小波浪能量，防止浪潮冲击、掏蚀海岸，特别是在地势较陡、波浪冲击强烈

的碎浪带，可有效抑制海浪冲刷和稳定海床面。

[0021] (5)本实用新型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其中，提供的折线形单向阻沙障，结构简单、施

工维护方便；在向岸风条件下，携沙风可顺利通过所述折线形单向阻沙障向陆地方向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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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向海风条件下，所述折线形单向阻沙障可阻挡沙粒通过；其单向阀式设计实现了只能

向岸输沙，抑制向海输沙，使海沙的向岸输送量大于向海损失量，实现海滩淤积和减少侵蚀

的发生；由于是单面积沙较多，当沙障向岸一侧的积沙达到沙障的2/3高度时，可将立柱和

阻沙网进行人工提升，因此还可实现阻沙网和立柱的重复利用、方便提升沙障高度、延长工

程使用寿命的目的，节约成本的同时，实现地表持续抬升和促淤造陆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申请中记载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3] 图1是本申请一实施方式中海岸侵蚀防治体系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图1中抽屉式捕积笼网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图1中折线形单向阻沙障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说明：1.抽屉式捕积笼；11.第一/二套环；2.抽屉状捕积网；21.钩形固定

钎；22.锁边绳；3.立柱；5.巨藻种植区；51.砌块；52.养殖绳；6.折线形单向阻沙障；61.立

柱；62.阻沙网；7.最高潮位线；8.海床面；9.防护区域；10.陆地地表；12.砾石覆盖区；13.连

接钢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通过应连同所附图式一起阅读的以下具体实施方式将更完整地理解本实用新型。

本文中揭示本实用新型的详细实施例；然而，应理解，所揭示的实施例仅具本实用新型的示

范性，本实用新型可以各种形式来体现。因此，本文中所揭示的特定功能细节不应解释为具

有限制性，而是仅解释为权利要求书的基础且解释为用于教示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事实

上任何适当详细实施例中以不同方式采用本实用新型的代表性基础。

[002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包括沿海洋方向向

陆地方向依次布设的巨藻种植区、抽屉式捕积笼网、砾石覆盖区和折线形单向阻沙障，所述

巨藻、抽屉式捕积笼网、砾石覆盖区和折线形单向阻沙障分别平行于海岸线且呈多道设置。

[0029]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巨藻种植区分布有垂直布设在最低潮位线以下5‑20m

深度水域的养殖绳，所述养殖绳用于种植巨藻。

[0030] 在一些更为优选的实施例中，每2m长的养殖绳分别夹15‑20棵人工培育的15cm长

巨藻幼藻。

[0031] 在一些更为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养殖绳的直径为3‑4cm，长度为5‑20m，且所述养

殖绳的底部固定在埋设于海床内的砌块上。

[0032] 巨藻长度一般为15～50米，最长可达80米，是世界上个体最大的海藻，主要分布在

美国和墨西哥西海岸。巨藻的经济价值很高，可作为家畜和鱼类的饲料和饵料，甚至可以作

为蔬菜食用；巨藻含有多种氨基酸，可提取药物，还可以提取褐藻胶、甘露醇、碘、钾等化工

原料，制造肥料等；巨藻经过发酵能产生可燃性气体甲烷，可以为人们提供新的能源；其生

长的水域，也适宜各种鱼、虾、贝类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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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巨藻寿命一般为4‑8年，最长可以达到12年，是生长最快的海洋植物之一，能以每

天6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大多数巨藻可以长到几十米。巨藻喜生长在水深流急的海底岩

石上，位于低潮线下5‑20米深的大陆架海域中。在透明度高的水域，其着生深度可达30米，

以18～20米处生长最茂盛。其生长最适水温为8～20℃。

[0034] 巨藻植株随波浪和洋流摆动，形成壮观的海底森林，可有效减缓浪潮对岸线的冲

击，是一道天然防波堤。可以为近岸天然和养殖的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索饵场所，促

进海洋生物资源的增殖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0035]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网布设位于在潮间带且距离最高潮位线

10m‑60m的带状区域内，且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网包括一个以上抽屉式捕积笼和捕积网；所述

抽屉式捕积笼向岸的一侧面、向海的一侧面分别设置有第一开口、第二开口，第一开口大于

第二开口；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经捕积笼固定机构固定在海床上并位于潮间带，所述捕积网

铺设在抽屉式捕积笼的向海一侧，并与抽屉式捕积笼连接为一体。

[0036]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网包括多个沿岸线方向并行布设的抽屉

式捕积笼。

[0037]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抽屉式捕积笼顶面向下倾斜，使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的

向岸一侧高于向海一侧。

[0038]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捕积笼固定机构包括设置在抽屉式捕积笼的相背对的

两侧面的多个第一套环，所述第一套环可供立柱穿过并将抽屉式捕积笼固定在海床上。

[0039]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抽屉式捕积笼的向海一侧面上设置有多个第二套环，

所述第二套环可供连接管穿过，所述捕积网缠绕捆绑在连接管上。

[0040]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捕积网的边缘部还设有锁边绳，所述锁边绳经多个钩

形固定钎固定在海床面上。

[0041]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抽屉式捕积笼通过水泥板浇筑而成。

[0042]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每个抽屉式捕积笼沿岸线方向的长度为1.5‑2.5m，宽度为

0.5‑1m，且向岸开口的高度为20‑30cm，向海开口的高度为5‑10cm。

[0043] 捕积网沿岸线方向的长度依据捕积笼的个数而定，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多个抽

屉式捕积笼与一捕积网配合。

[0044]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捕积网的长度为15‑25m，垂直于岸线方向的宽度为5‑

10m。

[0045]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立柱的长度为1.5‑2.0m，直径为30‑40mm，露出海床面

的高度为0.8‑1.3m。

[0046]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立柱可以包括镀锌钢管，但不局限于此。

[0047]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钩形固定钎由钢筋制成，且顶部弯曲向下，呈弯钩状。

[0048]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钩形固定钎的直径为2‑3cm，长度为70‑90cm。

[004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抽屉式捕积笼网，单向开放式设计，可有效捕捉、储纳向

海中回退的海沙，但不影响其向岸传输，实现沉积物的向岸供应大于向海损失，促进岸线的

淤积；当捕积网内积满海沙时，可将抽屉式捕积笼延立柱向上提升，并将捕积网的钩形固定

钎向上拔起，使抽屉式捕积笼网整体提升，从而使地表高程持续增高，实现岸线淤积，防止

侵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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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砾石覆盖区铺设在潮间碎浪带的最高潮位线附近，且

砾石覆盖区厚度为30‑60cm，砾石覆盖区覆盖的带状区域宽度为5‑20m。

[0051]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砾石覆盖区中砾石的直径为5‑60cm。

[0052]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砾石覆盖区由一定厚度、大小不一的砾石铺设而成，可

减小波浪能量，防止浪潮冲击、掏蚀海岸，特别是在地势较陡、波浪冲击强烈的碎浪带，可有

效抑制海浪冲刷和稳定海床面。

[0053]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折线形单向阻沙障设置在最高潮位线之上的沙滩上，

并且，所述折线形单向阻沙障包括多个呈折线形平行于海岸线布设的阻沙网，且相邻两阻

沙网之间设有立柱。

[0054]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阻沙网的宽度为2‑4m，高度为0.8‑1 .5m，孔隙度为

25％‑35％。

[0055]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相邻两阻沙网之间的夹角为60‑90度。

[0056]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立柱的高度为1.5‑2.2m，漏出沙滩的高度为0.8‑1.5m。

[0057]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向岸一侧的相邻两立柱之间设置有间距，间距为10‑20cm，

向海一侧的相邻两立柱紧密相连。

[0058] 在一些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立柱可以包括水泥柱或原木柱，但不局限于此。

[005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折线形单向阻沙障，结构简单、施工维护方便；在向岸风

条件下，携沙风可顺利通过所述折线形单向阻沙障向陆地方向输送；而在向海风条件下，所

述折线形单向阻沙障可阻挡沙粒通过；其单向阀式设计实现了只能向岸输沙，抑制向海输

沙，使海沙的向岸输送量大于向海损失量，实现海滩淤积和减少侵蚀的发生；由于是单面积

沙较多，当沙障向岸一侧的积沙达到沙障的2/3高度时，可将立柱和阻沙网进行人工提升，

因此还可实现阻沙网和立柱的重复利用、方便提升沙障高度、延长工程使用寿命的目的，节

约成本的同时，实现地表持续抬升和促淤造陆目的。

[0060] 实施例

[0061] 参阅图1，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包括沿海洋方向向陆

地方向依次布设的巨藻种植区5、抽屉式捕积笼网、砾石覆盖区12和折线形单向阻沙障6，巨

藻种植区5、抽屉式捕积笼网、砾石覆盖区12和折线形单向阻沙障6分别平行于海岸线且呈

多道设置。

[0062] 在本实施例中，巨藻种植区5通过垂直布设在最低潮位线以下5‑20m深度水域的养

殖绳52进行种植，且每2m长的养殖绳分别夹15‑20棵人工培育的15cm长巨藻幼藻；养殖绳52

的直径为3‑4cm，长度为5‑20m，且养殖绳52的底部固定在埋设于海床内的砌块51上。

[0063] 实施过程中，抽屉式捕积笼网布设位于在潮间带且距离最高潮位线10m‑60m的带

状区域内，参阅图2，抽屉式捕积笼网，包括一个以上抽屉式捕积笼1和捕积网2；抽屉式捕积

笼1向岸的一侧面、向海的一侧面分别设置有第一开口、第二开口，第一开口大于第二开口；

抽屉式捕积笼1经捕积笼固定机构固定在海床上并位于潮间带，捕积网2铺设在抽屉式捕积

笼1的向海一侧，并与抽屉式捕积笼1连接为一体。

[0064] 抽屉式捕积笼1顶面向下倾斜，使抽屉式捕积笼1的向岸一侧高于向海一侧；捕积

笼固定机构包括设置在抽屉式捕积笼1的相背对的两侧面的多个第一套环11，第一套环11

可供立柱穿过并将抽屉式捕积笼1固定在海床上；抽屉式捕积笼1的向海一侧面上设置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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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第二套环11，第二套环11可供连接管13穿过，捕积网2缠绕捆绑在连接管13上；捕积网2的

边缘部还设有锁边绳22，锁边绳22经多个钩形固定钎21固定在海床面上。

[0065] 在本实施例中，抽屉式捕积笼1通过水泥板浇筑而成，每个抽屉式捕积笼1沿岸线

方向的长度为1.5‑2.5m，宽度为0.5‑1m，且向岸开口的高度为20‑30cm，向海开口的高度为

5‑10cm；捕积网2沿岸线方向的长度依据捕积笼1的个数而定，一般十个抽屉式捕积笼1配设

一个捕积网2，捕积网2的长度为15‑25m，垂直于岸线方向的宽度为5‑10m；立柱3的长度为

1.5‑2.0m，直径为30‑40mm，露出海床面的高度为0.8‑1.3m；立柱3选用镀锌钢管，钩形固定

钎21由钢筋制成，且顶部弯曲向下，呈弯钩状；钩形固定钎21的直径为2‑3cm，长度为70‑

90cm。

[0066] ，砾石覆盖区12铺设在潮间碎浪带的最高潮位线7附近，且砾石覆盖区12厚度为

30‑60cm，砾石覆盖区12覆盖的带状区域宽度为5‑20m，砾石覆盖区12中砾石的直径为5‑

60cm。

[0067] 如图3所示，折线形单向阻沙障6设置在最高潮位线7之上的沙滩(陆地表面10)上，

并且，折线形单向阻沙障6包括多个呈折线形平行于海岸线布设的阻沙网62，且相邻两阻沙

网62之间设有立柱61；阻沙网62的宽度为2‑4m，高度为0.8‑1.5m，孔隙度为25％‑35％，相邻

两阻沙网62之间的夹角为60‑90度；立柱61的高度为1.5‑2.2m，漏出沙滩(陆地表面10)的高

度为0.8‑1.5m；向岸一侧的相邻两立柱61之间设置有间距，间距为10‑20cm，向海一侧的相

邻两立柱61紧密相连，立柱61可以选用水泥柱或原木柱。

[0068] 本实施例提供的海岸侵蚀防治体系，在海水中，巨藻5可消减深水区洋流和浪潮的

能量，促进海洋生物资源的增殖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抽屉式捕积笼网可消减波浪对海

床面的冲刷作用，促进海沙在笼网内的沉积；砾石覆盖区12覆盖主要在潮间碎浪带，有效抑

制海浪冲刷和稳定海床面；在高潮线上的沙滩，折线形单向阻沙障6，结构简单、施工维护方

便，可使海沙的向岸输送量大于向海损失量，实现海滩积沙和减少侵蚀的发生；四种各具功

能的措施，依据海滩地形情况，平行于海岸线多道设置，相互结合构成的海岸侵蚀防护体

系，从海洋深水区到陆地海滩区，使水沙和风沙沉积物的向岸供给大于向海损失，促进海床

和沙滩淤积，持续提高海床面和海滩高程，削弱波浪能量，抑制海岸侵蚀的发生；特别针对

沙质岸线和岛屿，是一种近岸水沙、风沙综合治理的有效措施。

[0069] 本实用新型的各方面、实施例、特征及实例应视为在所有方面为说明性的且不打

算限制本实用新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仅由权利要求书界定。在不背离所主张的本实用新

型的精神及范围的情况下，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将明了其它实施例、修改及使用。

[0070] 在本实用新型案中标题及章节的使用不意味着限制本实用新型；每一章节可应用

于本实用新型的任何方面、实施例或特征。

[0071] 在本实用新型案通篇中，在将组合物描述为具有、包含或包括特定组份之处或者

在将过程描述为具有、包含或包括特定过程步骤之处，预期本实用新型教示的组合物也基

本上由所叙述组份组成或由所叙述组份组成，且本实用新型教示的过程也基本上由所叙述

过程步骤组成或由所叙述过程步骤组组成。

[0072] 除非另外具体陈述，否则术语“包含(include、includes、including)”、“具有

(have、has或having)”的使用通常应理解为开放式的且不具限制性。

[0073] 应理解，各步骤的次序或执行特定动作的次序并非十分重要，只要本实用新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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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保持可操作即可。此外，可同时进行两个或两个以上步骤或动作。

[0074] 此外，本案实用新型人还参照前述实施例，以本说明书述及的其它原料、工艺操

作、工艺条件进行了试验，并均获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0075] 尽管已参考说明性实施例描述了本实用新型，但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将理解，在

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及范围的情况下可做出各种其它改变、省略及/或添加且可用实

质等效物替代所述实施例的元件。另外，可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的情况下做出许多

修改以使特定情形或材料适应本实用新型的教示。因此，本文并不打算将本实用新型限制

于用于执行本实用新型的所揭示特定实施例，而是打算使本实用新型将包含归属于所附权

利要求书的范围内的所有实施例。此外，除非具体陈述，否则术语第一、第二等的任何使用

不表示任何次序或重要性，而是使用术语第一、第二等来区分一个元素与另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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