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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包

括路基和边坡，路基上铺设有水泥层，边坡设置

在路基边缘，边坡的倾斜面上设有混凝土层，边

坡底部固定有用于排水的坡面排水沟，水泥层上

设有排水组件，排水组件包括开设于水泥层上的

安装槽、开设于水泥层上并与安装槽连通的路面

排水沟以及固定于路面排水沟底部并与路面排

水沟连通的排水管，排水管的下端依次贯穿水泥

层、路基、边坡和混凝土层并与坡面排水沟连通。

本实用新型中，下雨天时，水泥层上的雨水沿安

装槽流至路面排水沟内，随后经过排水管流至坡

面排水沟内并沿坡面排水沟排出，以此使得路面

上的水流及时排出，避免了雨水沿路基下渗，从

而使得路基边坡遭到冲刷现象，提高了路基边坡

的安全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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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包括路基(1)和边坡(2)，所述路基(1)上铺设有水泥层(3)，

所述边坡(2)设置在路基(1)边缘，所述边坡(2)的倾斜面上设有用于防止水土流失的混凝

土层(21)，所述边坡(2)底部固定有用于排水的坡面排水沟(4)，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层

(3)上设有排水组件(5)，所述排水组件(5)包括开设于水泥层(3)上并沿路基(1)长度方向

延伸的安装槽(51)、开设于水泥层(3)上并与安装槽(51)连通的路面排水沟(52)以及固定

于路面排水沟(52)底部并与路面排水沟(52)连通的排水管(53)，所述排水管(53)的下端依

次贯穿水泥层(3)、路基(1)、边坡(2)以及混凝土层(21)并与坡面排水沟(4)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槽(51)内安装

有过滤组件(6)，所述过滤组件(6)包括固定于安装槽(51)内的防护栅栏(6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组件(6)还包

括固定于路面排水沟(52)底部的圆形过滤网(62)，且所述圆形过滤网(62)底面与排水管

(53)上端贴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路基(1)与边坡(2)

相接处安装有防护组件(7)，所述防护组件(7)包括嵌设于路基(1)内的加固板(71)以及防

水卷材(72)，所述防水卷材(72)设置于远离边坡(2)的一侧，且所述加固板(71)以及防水卷

材(72)的上表面均与水泥层(3)底面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层(21)上安

装有护坡组件(8)，所述护坡组件(8)包括固定于混凝土层(21)表面的拱形骨架(81)以及固

定于拱形骨架(81)下端的弧形板(82)，所述拱形骨架(81)沿边坡(2)坡面的长度方向设置

有多个，每个所述拱形骨架(81)内均填充有种植土层(85)，所述弧形板(82)远离混凝土层

(21)一侧的表面与混凝土层(21)之间的距离大于拱形骨架(81)远离混凝土层(21)一侧的

表面与混凝土层(21)之间的距离。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拱形骨架(81)

之间的混凝土层(21)上开设有用于排水的排水槽(9)。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护坡组件(8)还包

括固定于拱形骨架(81)上的种植网(83)。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板(82)上开设

有多个渗水孔(821)，所述弧形板(82)的上侧弧形表面固定有土工布(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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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护坡装置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路基边坡是指路基横断面两侧与地面连接的斜面，路基边坡可以保持公路路基的

强度和稳定性，减少公路路基病害的发生，确保行车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水是导致边坡失

稳的重要因素，也是危害公路路基、路面的主要自然因素，暴雨径流可以破坏公路及相关设

施。公路边坡积水的渗透和土体毛细水的上升可导致边坡湿软、强度降低，重者会引起边坡

塌方、垮塌，甚至导致整个路基边坡沿倾斜基底滑动，严重影响路基路面安全稳定。

[0003] 公告号为CN209099377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包括

混凝土层和防护层，混凝土层铺设在路基边坡的外表面，防护层固定安装在混凝土层外侧，

还包括防水膜，防水膜固定设置在混凝土层的外表面，防护层包括绿化模块，绿化模块为正

六边形，绿化模块中心处开设绿化孔一，绿化模块的侧面上开设连通绿化孔一的排水孔一，

绿化模块相互抵接，绿化模块相互抵接面之间的排水孔一相互连通。

[0004] 上述技术方案中，混凝土层对路基边坡有稳定和保护作用，防水膜可以避免雨水

下渗到路基边坡或路基。但上述技术方案中，混凝土层和防水膜仅能对坡面雨水进行阻隔，

避免雨水从坡面下渗到路基中，而无法阻止路面上的雨水直接下渗至地下，长时间后，路基

边坡容易被路面下渗的雨水冲刷，从而影响路基边坡的安全和稳定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能够有效的将路面积水排至坡

面排水沟内，减少了雨水冲刷路基边坡现象的发生，从而提高了路基边坡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路基边坡防护

结构,包括路基和边坡，所述路基上铺设有水泥层，所述边坡设置在路基边缘，所述边坡的

倾斜面上设有用于防止水土流失的混凝土层，所述边坡底部固定有用于排水的坡面排水

沟，所述水泥层上设有排水组件，所述排水组件包括开设于水泥层上并沿路基长度方向延

伸的安装槽、开设于水泥层上并与安装槽连通的路面排水沟以及固定于路面排水沟底部并

与路面排水沟连通的排水管，所述排水管的下端依次贯穿水泥层、路基、边坡以及混凝土层

并与坡面排水沟连通。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下雨天时，水泥层上的雨水沿安装槽流至路面排水沟内，

随后经过排水管流至坡面排水沟内并沿坡面排水沟排出，以此使得路面上的水流及时排

出，避免了雨水沿路基下渗，从而使得路基边坡遭到冲刷现象，提高了路基边坡的安全和稳

定性。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安装槽内安装有过滤组件，所述过滤组件包括固

定于安装槽内的防护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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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护栅栏能够对进入路面排水沟内的雨水进行过滤，避

免了大体积的杂物进入路面排水沟内，以此降低了排水管堵塞的可能性，从而保证了过滤

组件的正常工作。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过滤组件还包括固定于路面排水沟底部的圆形过

滤网，且所述圆形过滤网底面与排水管上端贴合。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圆形过滤网能够对进入排水管内的雨水进行过滤，进一

步降低了排水管堵塞的可能性，从而使得路面的雨水能够顺利排入坡面排水沟内。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路基与边坡相接处安装有防护组件，所述防护组

件包括嵌设于路基内的加固板以及防水卷材，所述防水卷材设置于远离边坡的一侧，且所

述加固板以及防水卷材的上表面均与水泥层底面固定。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防水卷材将路基与边坡隔开，并通过加固板对防水

卷材进行支撑，以此减小了路基内水分渗入边坡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了护坡受路基内水分

影响而损坏的情况发生，提高了护坡的安全性和稳固性。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混凝土层上安装有护坡组件，所述护坡组件包括

固定于混凝土层表面的拱形骨架以及固定于拱形骨架下端的弧形板，所述拱形骨架沿边坡

坡面的长度方向设置有多个，每个所述拱形骨架内均填充有种植土层，所述弧形板远离混

凝土层一侧的表面与混凝土层之间的距离大于拱形骨架远离混凝土层一侧的表面与混凝

土层之间的距离。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工作人员在种植土层内种植绿植，利用植物巩固种植土

层内的土壤，防止了水土流失；此外，弧形板远离混凝土层一侧的表面与混凝土层之间的距

离大于拱形骨架远离混凝土层一侧的表面与混凝土层之间的距离，当水流冲刷种植土层

时，种植土层堆积于弧形板上表面上，以此起到了良好的防止土壤流失的作用。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相邻所述拱形骨架之间的混凝土层上开设有用于排水

的排水槽。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落在边坡上的雨水可沿拱形骨架上表面流至排水槽内，

以此便于排出边坡上的雨水，降低了雨水对种植土层的冲刷现象。

[001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护坡组件还包括固定于拱形骨架上的种植网。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种植网既能起到便于植物生长的作用，又能起到良好的

挡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水土流失的情况发生。

[002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弧形板上开设有多个渗水孔，所述弧形板的上侧

弧形表面固定有土工布。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雨水下落至种植土层上时，水流沿坡面流至弧形板上

表面，而土工布由涤纶短纤针刺制成，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透水性，以此使得水流通过渗水

孔后排出，同时能够有效地截流土颗粒、细沙、小石料等，从而保持水土工程的稳定。

[002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3] 1.本方案中，下雨天时，水泥层上的雨水沿安装槽流至路面排水沟内，随后经过排

水管流至坡面排水沟内并沿坡面排水沟排出，以此使得路面上的水流及时排出，避免了雨

水沿路基下渗，从而使得路基边坡遭到冲刷现象，提高了路基边坡的安全和稳定性；

[0024] 2.本方案中，利用防水卷材将路基与边坡隔开，并通过加固板对防水卷材进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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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以此减小了路基内水分渗入边坡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了护坡受路基内水分影响而损坏

的情况发生，提高了护坡的安全性和稳固性；

[0025] 3.本方案中，当雨水下落至种植土层上时，水流沿坡面流至弧形板上表面，而土工

布由涤纶短纤针刺制成，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透水性，以此使得水流通过渗水孔后排出，同

时能够有效地截流土颗粒、细沙、小石料等，从而保持水土工程的稳定。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图1以A-A作为剖切线所得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1、路基；2、边坡；21、混凝土层；3、水泥层；4、坡面排水沟；5、排水组件；

51、安装槽；52、路面排水沟；53、排水管；6、过滤组件；61、防护栅栏；62、圆形过滤网；7、防护

组件；71、加固板；72、防水卷材；73、穿孔；8、护坡组件；81、拱形骨架；82、弧形板；821、渗水

孔；83、种植网；84、土工布；85、种植土层；9、排水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路基边坡防护结构，包括路基1、铺设于路基

1边缘的边坡2以及铺设于路基1上表面的水泥层3。边坡2的坡面上均匀铺设有混凝土层21，

用于放置坡面水土流失，且边坡2底部固定有坡面排水沟4。坡面排水沟4由水泥铺砌而成，

其横截面为U形，且坡面排水沟4的延伸方向与路基1的长度方向一致，用于将坡面积水排至

排水系统中。

[0031] 如图2所示，水泥层3上设有排水组件5，排水组件5包括安装槽51、路面排水沟52和

排水管53。安装槽51沿水泥层3上表面开设，其横截面为矩形，且安装槽51的延伸方向与路

基1的长度方向一致。路面排水沟52开设于安装槽51底部，其横截面为梯形，其纵截面为矩

形，且路面排水沟52纵截面的面积由上至下依次递减，雨水从路面上沿安装槽51流至路面

排水沟52内。排水管53为L形圆管，排水管53的上端位于路面排水沟52底面上且与路面排水

沟52连通，排水管53的下端依次贯穿水泥层3、路基1以及边坡2并与坡面排水沟4连通，以将

路面排水沟52内的雨水排至坡面排水沟4内，随后排至排水系统中。

[0032] 如图2所示，安装槽51内安装有过滤组件6，过滤组件6包括防护栅栏61和圆形过滤

网62。防护栅栏61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其下表面与安装槽51的内底面固定，防护栅栏61的

上表面与水泥层3表面平齐，且防护栅栏61周侧的侧壁分别与安装槽51的内侧壁贴合，以对

进入路面排水沟52内的雨水进行过滤，避免了较大体积杂质进入路面排水沟52内而使得排

水管53堵塞。圆形过滤网62呈圆形，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其下表面与排水管53的上表面固

定，以对进入排水管53内的雨水进行过滤，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排水管53堵塞的可能性，保证

了排水组件5正常的排水功能。

[0033] 如图1所示，路基1与边坡2的相接触设有防护组件7，防护组件7包括加固板71和防

水卷材72。加固板71为方形板体，其为竖直设置，且加固板71的上表面与水泥层3的底面固

定。防水卷材72固定于加固板71远离边坡2的一侧，其上表面与水泥层3的底面固定，在本实

施例中，防水卷材72选用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是用苯乙烯-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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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苯乙烯橡胶改性沥青用玻纤毡、聚酯毡和玻纤增强聚酯毡为胎基复合而成，具有优异的

超低温性能，零下40摄氏度低温下仍能保持良好的柔韧性，能适应路基1的变形和开裂，形

成高强度的防水层，避免了雨水从基层进入边坡2中，降低了雨水下渗至基层后冲刷边坡2

土层的可能性，从而起到了良好的保护作用。结合图2所示，加固板71以及防水卷材72上均

开设有供排水管53穿过的穿孔73，以使得排水管53能够顺利穿过加固板71和防水卷材72并

将雨水排至坡面排水沟4内。

[0034] 如图1所示，混凝土层21上安装有护坡组件8，护坡组件8包括拱形骨架81、弧形板

82、种植网83和土工布84。拱形骨架81呈U形，设置于混凝土层21上，采用C20混凝凝土浇注

而成。弧形板82的横截面为U形，亦设置于混凝土层21上，且弧形板82的上侧弧形表面与拱

形骨架81的下端固定。拱形骨架81与弧形板82之间填充有种植土层85，种植土层85的厚度

为10cm，种植土层85喷湿后播种草籽和灌木籽，以实现绿化。种植网83采用三维植被网制

成，固定于拱形骨架81的下侧弧形表面以及弧形板82的上侧弧形表面上，三维植被网质地

疏松、柔韧，留有90%的空间可充填土壤、沙砾和细石，植物根系可以穿过其间，舒适、整齐、

均衡的生长，从而形成了一层坚固的绿色复合保护层。结合图2所示，弧形板82远离混凝土

层21一侧的表面与混凝土层21之间的距离大于拱形骨架81远离混凝土层21一侧的表面与

混凝土层21之间的距离，以此将少量雨水冲刷下来的土层阻挡在弧形板82上，减少了水土

流失现象，且弧形板82上开设有多个渗水孔821，以使得落在边坡2坡面的雨水从弧形板82

下渗，避免了因雨水在弧形板82上堆积而造成雨水浸透种植土层85的情况发生，减少了水

土流失现象。土工布84固定于弧形板82的上侧弧形表面上，当雨水下落至种植土层85上时，

水流沿坡面流至弧形板82上表面，而土工布84由涤纶短纤针刺制成，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

透水性，以此使得水流通过渗水孔821后排出，同时能够有效地截流土颗粒、细沙、小石料

等，从而保持水土工程的稳定。

[0035] 如图1所示，混凝土层21上开设有多个排水槽9，排水槽9的横截面为方形，排水槽9

设置于相邻的拱形骨架81之间，排水槽9的上端与水泥层3表面齐平，排水槽9的下端与坡面

排水沟4连通，以此将拱形骨架81、弧形板82以及混凝土层21表面的雨水排至坡面排水沟4

内，避免了雨水在边坡2坡面积存，从而产生水土流失现象。

[0036]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下雨天时，水泥层3上的雨水沿安装槽51流至路面排水沟

52内，随后经过排水管53流至坡面排水沟4内并沿坡面排水沟4排出，以此使得路面上的水

流及时排出，避免了雨水沿路基1下渗，从而使得路基边坡遭到冲刷现象，提高了路基边坡

的安全和稳定性。

[0037] 本方案中，当雨季来临时，雨水沿水泥层3表面流至安装槽51内，随后进入路面排

水沟52内，并从排水管53排至坡面排水沟4，以此避免了雨水由路面下渗至路基1内，从而使

得路基1遭受雨水冲刷现象的发生。通过设置过滤组件6，能够对进入路面排水沟52以及排

水管53内的雨水进行充分过滤，从而降低了排水管53堵塞的可能性，保证了排水系统的通

畅。此外，防水卷材72选用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具有优异的超低温性能，零下40摄氏度低

温下仍能保持良好的柔韧性，能适应路基1的变形和开裂，形成高强度的防水层，避免了雨

水从基层进入边坡2中，降低了雨水下渗至基层后冲刷边坡2土层的可能性，从而起到了良

好的保护作用。

[0038]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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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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