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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护脚压顶施工：在边坡土体的

底部施工成型浆砌石护脚，在边坡土体的底部施

工成型砼压顶；边坡平整处理；垫层铺设：在边坡

土体表面上铺设砂石垫层；土工布铺设：在砂石

垫层上铺设反滤土工布；连锁式护坡层施工：在

反滤土工布上铺设连锁式护坡层，连锁式护坡层

的底部和浆砌石护脚的内侧面之间、连锁式护坡

层的顶部和砼压顶的外侧面之间均预留有空隙；

碎砖石填充找平：在上述空隙内填充碎砖石，然

后用水泥砂浆抹平并形成找平层；生态层施工：

在连锁式护坡层上种植花草或者撒花籽、草籽。

本发明具有节省整个工程的材料成本、不易出现

起拱现象和开裂现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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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护脚压顶施工：在边坡土体(1)的底部施工成型浆砌石护脚(2)，在边坡土体(1)的底部

施工成型砼压顶(3)；

边坡平整处理：清除边坡土体(1)表面的树根、杂草、垃圾，边坡土体(1)的凹陷处用回

填土回填并振实，边坡土体(1)的凸出处削平，整平边坡土体(1)表面并满足设计边坡坡度

要求；

垫层铺设：在边坡土体(1)表面上铺设砂石垫层(4)，砂石垫层(4)的厚度在4-6厘米；

土工布铺设：在砂石垫层(4)上铺设反滤土工布(5)；

连锁式护坡层施工：在反滤土工布(5)上依次铺设护坡砖(61)并形成连锁式护坡层

(6)，相邻护坡砖(61)之间相联锁，护坡砖(61)上留有用于种植绿植的孔洞(611)，连锁式护

坡层(6)的底部和浆砌石护脚(2)的内侧面之间、连锁式护坡层(6)的顶部和砼压顶(3)的外

侧面之间均预留有空隙；

碎砖石(7)填充找平：在上述空隙内填充碎砖石(7)，然后用水泥砂浆抹平并形成找平

层(8)，位于顶部的找平层(8)上表面和砼压顶(3)的上表面齐平，位于底部的找平层(8)上

表面和浆砌石护脚(2)的上表面齐平；

生态层施工：在连锁式护坡层(6)上种植花草或者撒花籽、草籽，然后洒水养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空隙的宽度在

20-50厘米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碎砖石(7)具

体为碎砖和/或级配碎石，碎砖选用施工现场破碎的护坡砖(61)，级配碎石的粒径在5-15厘

米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用绳索(62)将多块

护坡砖(61)连接为一块块的连锁铺面垫，护坡砖(61)在同一位置设置有穿孔(612)，绳索

(62)穿过相邻护坡砖(61)的穿孔(612)，在铺设护坡砖(61)时，用起吊机逐块吊装铺设连锁

铺面垫。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弯曲的河道护坡

上施工时，先让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搭接定位，然后把搭接部分的多余护坡砖(61)拿掉，再

将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多余出来的绳索(62)打结固定，

当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的接缝处的缝隙宽度小于或等于5厘米时，该缝隙可以忽略不

做处理；当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的接缝处的缝隙宽度大于5厘米时，该缝隙用渗水性混凝土

做填缝处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相邻两块反滤土工

布(5)之间的连接处至少搭接30厘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种植花草时，先在

连锁式护坡层(6)的表面摊铺一层天然土，花草种植在天然土层上；将花籽、草籽抛在护坡

砖(61)的孔洞(611)内，然后用种植土填满孔洞(61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砂石垫层(4)

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得：沙子1份、卵石1份，沙子的细度模数在1.6-2.0之间，卵石的粒

径在5-20毫米之间，砂石垫层(4)铺设成型后人工用铁锹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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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浆砌石护脚

(2)的竖截面为直角梯形，所述浆砌石护脚(2)的内侧面由外至内倾斜向下，所述浆砌石护

脚(2)的外侧面保持竖直。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浆砌石护脚

(2)每隔9-11米增设一道伸缩缝，所述砼压顶(3)每隔4-6米增设一道伸缩缝。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074844 A

3



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河道护坡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众多的中小河流在加固和治理工程中，生态连锁护坡是一种常用的加固结

构，生态连锁护坡一般主要由连锁式护坡砖铺设而成，生态连锁护坡的抗冲刷能力强，在高

速水流以及其它恶劣环境下保持完整的面层，可以确保不让下面的土体被侵蚀，而且生态

连锁护坡空隙率高、透水性好、强度高、密实度高，各独立块之间和单块内的空隙内可以植

草，美化环境，同时形成自然坡面改善生态环境。

[0003] 现检索到一篇公告号为CN209194459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河道生态

护坡结构，其涉及堤坝坡面结构技术领域，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的坡面容易产生水土流失

的技术问题，其技术方案要点包括坡底、坡面和坡顶，坡底包括第一混凝土带和混凝土板，

坡面包括从下至上依次铺至的滤水土工布层、碎石层和连锁砖层，坡顶包括混凝土路面砖

和第二混凝土带。在施工过程中一般都是先行浇筑混凝土板和铺设混凝土路面砖，再在连

锁砖层铺设完毕后，在坡面顶部和混凝土路面砖之间的缝隙内填充满混凝土以形成第二混

凝土带，在坡面底部和混凝土板之间的缝隙内填充满混凝土以形成第一混凝土带。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

1.由于连锁砖层中的砖块具有不规则性，所以上述两条缝隙的宽度有宽有窄，再加上

砖块本身的厚度，第二混凝土带和第一混凝土带所用到的混凝土较多，增加了整个工程的

材料成本；

2.连锁砖层会具有一定的热胀冷缩特性，第二混凝土带和第一混凝土带固化成型后，

几乎不具有形变特性，第二混凝土带和第一混凝土带不具有伸缩缝特点，气温高时连锁砖

层会有局部位置可能出现起拱现象，气温低时第二混凝土带和第一混凝土带可能会出现开

裂现象。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

法，具有节省整个工程的材料成本、不易出现起拱现象和开裂现象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护脚压顶施工：在边坡土体的底部施工成型浆砌石护脚，在边坡土体的底部施工成型

砼压顶；

边坡平整处理：清除边坡土体表面的树根、杂草、垃圾，边坡土体的凹陷处用回填土回

填并振实，边坡土体的凸出处削平，整平边坡土体表面并满足设计边坡坡度要求；

垫层铺设：在边坡土体表面上铺设砂石垫层，砂石垫层的厚度在4-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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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布铺设：在砂石垫层上铺设反滤土工布；

连锁式护坡层施工：在反滤土工布上依次铺设护坡砖并形成连锁式护坡层，相邻护坡

砖之间相联锁，护坡砖上留有用于种植绿植的孔洞，连锁式护坡层的底部和浆砌石护脚的

内侧面之间、连锁式护坡层的顶部和砼压顶的外侧面之间均预留有空隙；

碎砖石填充找平：在上述空隙内填充碎砖石，然后用水泥砂浆抹平并形成找平层，位于

顶部的找平层上表面和砼压顶的上表面齐平，位于底部的找平层上表面和浆砌石护脚的上

表面齐平；

生态层施工：在连锁式护坡层上种植花草或者撒花籽、草籽，然后洒水养护。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首先将原始的混凝土板替换成了浆砌石护脚，浆砌石护

脚相对于混凝土板结构更加牢固稳定，具有更好的挡土效果；其次将原始的混凝土路面砖

替换成了砼压顶，砼压顶相对于混凝土路面砖结构更加牢固稳定、施工更加方便；再者在铺

设连锁式护坡层，连锁式护坡层相对混凝土面护坡结构具有滤土排水的作用，能使路基中

水能自由排出，且连锁式护坡层的顶部和底部预留有空隙，可以用来填充碎砖石，上述空隙

配合碎砖石可以具有伸缩缝的效果，所以施工得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不易由于气候温度

变化（热胀、冷缩）而产生开裂现象或者起拱现象，整个工程的施工质量更高，而且碎砖石相

对于混凝土成本更低，所以节省整个工程的材料成本，找平层虽然为薄薄的一层，但找平层

可以将碎砖石的凹凸不平上表面抹平，提升了整个河道生态连锁护坡的美观性；砂石垫层

配合反滤土工布，具有良好的防渗透效果，避免过多的雨水渗透进边坡土体内，使整个河道

生态连锁护坡的结构更加牢固。

[000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空隙的宽度在20-50厘米之间。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预留的空隙过窄，不利于工作人员快速将碎砖石填充至

该空隙中，预留的空隙过宽，会使找平层的宽度变宽，因为找平层为混凝土材质，所以找平

层上很难种植绿植，较宽的找平层会降低整个边坡的美观程度和施工质量，所以空隙的宽

度控制在20-50厘米之间，最为合理且最为合适。

[001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碎砖石具体为碎砖和/或级配碎

石，碎砖选用施工现场破碎的护坡砖，级配碎石的粒径在5-15厘米之间。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施工现场难免会有部分护坡砖会破碎掉，这些破碎的

护坡砖的清理也比较花费时间和成本，而将破碎的护坡砖可以直接应用填充到上述空隙

中，就地取材对废物进行利用，大幅度节省了施工成本，破碎的护坡砖可以完全替代级配碎

石，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省一定的材料成本；上述粒径的级配碎石，取材购买方便，而且结构

强度较高。

[001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用绳索将多块护坡砖连接为一块块的

连锁铺面垫，护坡砖在同一位置设置有穿孔，绳索穿过相邻护坡砖的穿孔，在铺设护坡砖

时，用起吊机逐块吊装铺设连锁铺面垫。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施工现场，单块护坡砖依次逐个拼接会比较占用时间，

效率不高，而且不易精确控制各独立护坡砖位置的正确性，所以用绳索预先将多块护坡砖

连接为一体，在护坡砖的生产工厂就可以提前做成连锁铺面垫，方便工作人员提前保证各

护坡砖位置的正确性，连锁铺面垫可以用车辆运输到施工现场，然后用起吊机起吊安装，提

升了施工现场的铺设效率；连锁铺面垫还可以防止单块护坡砖被移走或盗走，避免因单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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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坡砖缺失而引起整体护坡结构不稳定的问题。

[0014]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在弯曲的河道护坡上施工时，先让相

邻两块连锁铺面垫搭接定位，然后把搭接部分的多余护坡砖拿掉，再将相邻两块连锁铺面

垫多余出来的绳索打结固定，

当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的接缝处的缝隙宽度小于或等于5厘米时，该缝隙可以忽略不

做处理；当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的接缝处的缝隙宽度大于5厘米时，该缝隙用渗水性混凝土

做填缝处理。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连锁铺面垫一般都会做成固定大小的矩形结构，在河道

护坡在弯曲的情况下，弯曲部位的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的侧面就无法贴合（两个侧边之间

会有一定的角度），所以将搭接部分的多余护坡砖拿掉，可以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靠得更近

一点，使接缝处的缝隙宽度更小，接缝处的缝隙一般呈现为扇形状，因此接缝处的缝隙位于

坡顶部位会比较宽，该部分较宽的缝隙用渗水性混凝土填补之后，可以使整个坡面不至于

出现较宽的缝隙，更加美观、实用。

[001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相邻两块反滤土工布之间的连接处至

少搭接30厘米。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铺设连锁式护坡层时，难免会使反滤土工布出现轻微

移动，30厘米以上的搭接长度，可以避免两块反滤土工布之间出现较大缝隙，从而整个坡面

的反滤土工布的防渗透效果更佳。

[001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种植花草时，先在连锁式护坡层的表

面摊铺一层天然土，花草种植在天然土层上；将花籽、草籽抛在护坡砖的孔洞内，然后用种

植土填满孔洞。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天然土有利于长成的花草继续存活，种植土将花籽、草籽

埋在护坡砖的孔洞中，同样有利于花籽、草籽存活，一段时间之后，不易出现缺颗现象，长成

的生态层更加茂密。

[0020]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砂石垫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

制得：沙子1份、卵石1份，沙子的细度模数在1.6-2.0之间，卵石的粒径在5-20毫米之间，砂

石垫层铺设成型后人工用铁锹拍实。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上述配方制得砂石垫层，不仅具有良好的支撑效果，而且

质地细密，具有良好的挡土、防水效果。

[002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浆砌石护脚的竖截面为直角梯

形，所述浆砌石护脚的内侧面由外至内倾斜向下，所述浆砌石护脚的外侧面保持竖直。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该形状设计的浆砌石护脚底部较重，所以其结构更加稳

定、不易晃动，浆砌石护脚对边坡土体、砂石垫层和连锁式护坡层均具有隔挡的作用，有效

防止边坡土体、砂石垫层和连锁式护坡层在重力作用下下滑，提升了整个河道生态连锁护

坡的稳固性。

[0024]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浆砌石护脚每隔9-11米增设一道

伸缩缝，所述砼压顶每隔4-6米增设一道伸缩缝。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伸缩缝可以防止浆砌石护脚和砼压顶由于气候温度变化

（热胀、冷缩）而产生裂缝，延长浆砌石护脚和砼压顶的使用寿命，提升整个护坡工程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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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1.在铺设连锁式护坡层，其顶部和底部预留有空隙，可以用来填充碎砖石，上述空隙配

合碎砖石可以具有伸缩缝的效果，所以施工得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不易由于气候温度变

化（热胀、冷缩）而产生开裂现象或者起拱现象，整个工程的施工质量更高，而且碎砖石相对

于混凝土成本更低，所以节省整个工程的材料成本，找平层虽然为薄薄的一层，但找平层可

以将碎砖石的凹凸不平上表面抹平，提升了整个河道生态连锁护坡的美观性；砂石垫层配

合反滤土工布，具有良好的防渗透效果，避免过多的雨水渗透进边坡土体内，使整个河道生

态连锁护坡的结构更加牢固；

2.在施工现场难免会有部分护坡砖会破碎掉，这些破碎的护坡砖的清理也比较花费时

间和成本，而将破碎的护坡砖可以直接应用填充到上述空隙中，就地取材对废物进行利用，

大幅度节省了施工成本，破碎的护坡砖可以完全替代级配碎石，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省一定

的材料成本。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施工流程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施工得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图2中A处的放大图；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相邻护坡砖的连接关系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1、边坡土体；2、浆砌石护脚；3、砼压顶；4、砂石垫层；5、反滤土工布；6、

连锁式护坡层；61、护坡砖；611、孔洞；612、穿孔；62、绳索；7、碎砖石；8、找平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参照图1和图2，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河道生态连锁护坡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护脚压顶施工S1、边坡平整处理S2、垫层铺设S3、土工布铺设S4、连锁式护坡层施工S5、碎砖

石7填充找平S6和生态层施工S7。

[0031] 护脚压顶施工S1：在边坡土体1的底部施工成型浆砌石护脚2，在边坡土体1的底部

施工成型砼压顶3，其具体施工过程可以为：前期做好支护工作，然后开挖土体，搭建好模板

后开始堆建浆砌石护脚2，浇筑成型砼压顶3。首先将原始的混凝土板替换成了浆砌石护脚

2，浆砌石护脚2相对于混凝土板结构更加牢固稳定，具有更好的挡土效果；其次将原始的混

凝土路面砖替换成了砼压顶3，砼压顶3相对于混凝土路面砖结构更加牢固稳定、施工更加

方便。

[0032] 浆砌石护脚2的竖截面为直角梯形，浆砌石护脚2的内侧面由外至内倾斜向下，浆

砌石护脚2的外侧面保持竖直，该形状设计的浆砌石护脚2底部较重，所以其结构更加稳定、

不易晃动，浆砌石护脚2对边坡土体1、砂石垫层4和连锁式护坡层6均具有隔挡的作用，有效

防止边坡土体1、砂石垫层4和连锁式护坡层6在重力作用下下滑，提升了整个河道生态连锁

护坡的稳固性。

[0033] 浆砌石护脚2每隔10米增设一道伸缩缝，在其他实施例中该间距还可以为9米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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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米，砼压顶3每隔5米增设一道伸缩缝，在其他实施例中该间距还可以为4米或者5米.伸缩

缝可以防止浆砌石护脚2和砼压顶3由于气候温度变化（热胀、冷缩）而产生裂缝，延长浆砌

石护脚2和砼压顶3的使用寿命，提升整个护坡工程的施工质量。

[0034] 边坡平整处理S2：清除边坡土体1表面的树根、杂草、垃圾，边坡土体1的凹陷处用

回填土回填并振实，边坡土体1的凸出处削平，整平边坡土体1表面并满足设计边坡坡度要

求。上述处理可以使边坡表面更为干净、整洁、平整，方便后续铺设砂石垫层4、反滤土工布5

和铺设护坡砖61。

[0035] 垫层铺设S3：在边坡土体1表面上铺设砂石垫层4，砂石垫层4的厚度为5厘米，在其

他实施例中该厚度还可以为4厘米或者6厘米。砂石垫层4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得：沙子

1份、卵石1份，沙子的细度模数在1.6-2.0之间，卵石的粒径在5-20毫米之间，砂石垫层4铺

设成型后人工用铁锹拍实，上述配方制得砂石垫层4，不仅具有良好的支撑效果，而且质地

细密，具有良好的挡土、防水效果。

[0036] 土工布铺设S4：在砂石垫层4上铺设反滤土工布5，相邻两块反滤土工布5之间的连

接处至少搭接30厘米，在铺设连锁式护坡层6时，难免会使反滤土工布5出现轻微移动，30厘

米以上的搭接长度，可以避免两块反滤土工布5之间出现较大缝隙，从而整个坡面的反滤土

工布5的防渗透效果更佳。

[0037] 连锁式护坡层施工S5：在反滤土工布5上依次铺设护坡砖61并形成连锁式护坡层6

（本实施例中护坡砖61详见图4），相邻护坡砖61之间相联锁，护坡砖61上留有用于种植绿植

的孔洞611，连锁式护坡层6的底部和浆砌石护脚2的内侧面之间、连锁式护坡层6的顶部和

砼压顶3的外侧面之间均预留有空隙。

[0038] 空隙的宽度为30厘米，其他实施例中该宽度还可以为20厘米、25厘米、35厘米、40

厘米、45厘米或者50厘米。预留的空隙过窄，不利于工作人员快速将碎砖石7填充至该空隙

中，预留的空隙过宽，会使找平层8的宽度变宽，因为找平层8为混凝土材质，所以找平层8上

很难种植绿植，较宽的找平层8会降低整个边坡的美观程度和施工质量，所以空隙的宽度控

制在20-50厘米之间，最为合理且最为合适。

[0039] 连锁式护坡层6可以每隔一段5米左右植入一根锚杆到边坡土体1内，锚杆穿过某

一块护坡砖61的孔洞611，锚杆的顶端位于该孔洞611内，然后用混凝土密封该孔洞611并使

锚杆的顶端和该护坡砖61固定。

[0040] 碎砖石7填充找平S6：在上述空隙内填充碎砖石7，然后用水泥砂浆抹平并形成找

平层8，位于顶部的找平层8上表面和砼压顶3的上表面齐平（结合图2和图3所示），位于底部

的找平层8上表面和浆砌石护脚2的上表面齐平。

[0041] 碎砖石7具体为碎砖，碎砖选用施工现场破碎的护坡砖61，在其他实施例中碎砖石

7可以为全部为级配碎石，在其他实施例中碎砖石7还可以为碎砖和级配碎石，级配碎石的

粒径在5-15厘米之间。在施工现场难免会有部分护坡砖61会破碎掉，这些破碎的护坡砖61

的清理也比较花费时间和成本，而将破碎的护坡砖61可以直接应用填充到上述空隙中，就

地取材对废物进行利用，大幅度节省了施工成本，破碎的护坡砖61可以完全替代级配碎石，

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省一定的材料成本；上述粒径的级配碎石，取材购买方便，而且结构强度

较高。

[0042] 生态层施工S7：在连锁式护坡层6上种植花草或者撒花籽、草籽，然后洒水养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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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花草时，先在连锁式护坡层6的表面摊铺一层天然土，花草种植在天然土层上；将花籽、草

籽抛在护坡砖61的孔洞611内，然后用种植土填满孔洞611。天然土有利于长成的花草继续

存活，种植土将花籽、草籽埋在护坡砖61的孔洞611中，同样有利于花籽、草籽存活，一段时

间之后，不易出现缺颗现象，长成的生态层更加茂密。

[0043] 结合图2和图4所示，用绳索62将多块护坡砖61连接为一块块的连锁铺面垫，护坡

砖61在同一位置设置有穿孔612，绳索62穿过相邻护坡砖61的穿孔612，在铺设护坡砖61时，

用起吊机逐块吊装铺设连锁铺面垫。在施工现场，单块护坡砖61依次逐个拼接会比较占用

时间，效率不高，而且不易精确控制各独立护坡砖61位置的正确性，所以用绳索62预先将多

块护坡砖61连接为一体，在护坡砖61的生产工厂就可以提前做成连锁铺面垫，方便工作人

员提前保证各护坡砖61位置的正确性，连锁铺面垫可以用车辆运输到施工现场，然后用起

吊机起吊安装，提升了施工现场的铺设效率；连锁铺面垫还可以防止单块护坡砖61被移走

或盗走，避免因单块护坡砖61缺失而引起整体护坡结构不稳定的问题。

[0044] 在弯曲的河道护坡上施工时，先让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搭接定位，然后把搭接部

分的多余护坡砖61拿掉，再将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多余出来的绳索62打结固定，当相邻两

块连锁铺面垫的接缝处的缝隙宽度小于或等于5厘米时，该缝隙可以忽略不做处理；当相邻

两块连锁铺面垫的接缝处的缝隙宽度大于5厘米时，该缝隙用渗水性混凝土做填缝处理。连

锁铺面垫一般都会做成固定大小的矩形结构，在河道护坡在弯曲的情况下，弯曲部位的相

邻两块连锁铺面垫的侧面就无法贴合（两个侧边之间会有一定的角度），所以将搭接部分的

多余护坡砖61拿掉，可以相邻两块连锁铺面垫靠得更近一点，使接缝处的缝隙宽度更小，接

缝处的缝隙一般呈现为扇形状，因此接缝处的缝隙位于坡顶部位会比较宽，该部分较宽的

缝隙用渗水性混凝土填补之后，可以使整个坡面不至于出现较宽的缝隙，更加美观、实用。

[0045]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在铺设连锁式护坡层6，连锁式护坡层6相对混凝土面护

坡结构具有滤土排水的作用，能使路基中水能自由排出，且连锁式护坡层6的顶部和底部预

留有空隙，可以用来填充碎砖石7，上述空隙配合碎砖石7可以具有伸缩缝的效果，所以施工

得到的河道生态连锁护坡不易由于气候温度变化（热胀、冷缩）而产生开裂现象或者起拱现

象，整个工程的施工质量更高，而且碎砖石7相对于混凝土成本更低，所以节省整个工程的

材料成本，找平层8虽然为薄薄的一层，但找平层8可以将碎砖石7的凹凸不平上表面抹平，

提升了整个河道生态连锁护坡的美观性；砂石垫层4配合反滤土工布5，具有良好的防渗透

效果，避免过多的雨水渗透进边坡土体1内，使整个河道生态连锁护坡的结构更加牢固。

[0046]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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