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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低水位护岸砌块构

筑结构，整个构筑结构包括有护岸砌块、支撑桩

和填充体，其河道侧及河岸侧的立面均呈现凹凸

相间的结构，其中河道侧的凹部形成临河槽，河

岸侧的凹部形成临岸槽述支撑桩插入于地基中，

并位于护岸砌块的临河槽中，且支撑桩与护岸砌

块的临河面最凹处紧贴；所述填充体填充于护岸

砌块的临岸槽中。本实用新型优选采用多孔隙混

凝土制作护岸砌块，孔隙内可以生存大量的微生

物，能对水中的污浊物质进行分解，具有水质浄

化功能；还可以让植物扎根在大量孔隙内。而将

护岸砌块设计为凹凸相间的方形波或弧形波结

构，使凹部可成为小型鱼或小动物的栖息处，且

凹凸相间的还可降低河流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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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整个构筑结构包括有护岸砌块、支撑桩

和填充体，其河道侧及河岸侧的立面均呈现凹凸相间的结构，其中河道侧的凹部形成临河

槽，河岸侧的凹部形成临岸槽；所述支撑桩插入于地基中，并位于护岸砌块的临河槽中，且

支撑桩与护岸砌块的临河面最凹处紧贴；所述填充体填充于护岸砌块的临岸槽中，其形成

护岸砌块与河岸的过渡结构，填充体采用可用于种植植物的材料制作；在护岸砌块的河岸

侧沿凹凸形状的临岸面立面铺设有无纺布，填充体将无纺布压紧于护岸砌块的临岸面上；

所述护岸砌块由若干层构成，在每一层护岸砌块的底部均预先设置有土工布及土工格栅

网，最底面的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固定在地基上，每一层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均由其上的

护岸砌块压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护岸砌块的凹凸

相间的结构为“几”字形过渡，所述临河槽及临岸槽均为等腰梯形结构，槽口宽度大于槽底

宽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护岸砌块的凹凸

相间的结构为圆弧形过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桩采用木

材、混凝土、金属、工程塑料或高分子复合材料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土工布及土工格

栅网的搭接部不小于100mm，而两端的长度不小于1m；铺设完成后沿护岸砌块方向的压实度

不小于0.9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纺布为施工后

5～10年会自然分解、土壌化的天然纤维无纺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护岸砌块采用具

有大量粗骨材的多孔隙混凝土制成，护岸砌块的临河面具有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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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利工程建设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水位的护岸构筑结构及

构筑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低水位护岸就是在中、小河流域堤防或滩岸临水坡面设置的高度较低的护岸，以

及在过水量较少的河流设置的低水位护岸。低水位护岸通常采用块石、混凝土砌块等建筑

材料或构件直接砌筑构成斜面护岸。但是，这类护岸不仅影响了生态环境景观，还使河流中

的生物生长环境造成破坏。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与自然景观协调、可使小型鱼类或动

物的栖息场所得到保障，而且具有使河流流速減速、不会发生水土流失、结构稳定的低水位

护岸砌块构筑结构。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

结构，其特征在于：整个构筑结构包括有护岸砌块、支撑桩和填充体，其河道侧及河岸侧的

立面均呈现凹凸相间的结构，其中河道侧的凹部形成临河槽，河岸侧的凹部形成临岸槽；所

述支撑桩插入于地基中，并位于护岸砌块的临河槽中，且支撑桩与护岸砌块的临河面最凹

处紧贴；所述填充体填充于护岸砌块的临岸槽中，其形成护岸砌块与河岸的过渡结构，填充

体采用可用于种植植物的材料制作；在护岸砌块的河岸侧沿凹凸形状的临岸面立面铺设有

无纺布，填充体将无纺布压紧于护岸砌块的临岸面上；所述护岸砌块由若干层构成，在每一

层护岸砌块的底部均预先设置有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最底面的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固定

在地基上，每一层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均由其上的护岸砌块压住。

[0005] 优选地，所述护岸砌块的凹凸相间的结构为“几”字形过渡，所述临河槽及临岸槽

均为等腰梯形结构，槽口宽度大于槽底宽度。

[0006] 或者，所述护岸砌块的凹凸相间的结构为圆弧形过渡。

[0007] 优选地，所述支撑桩采用木材、混凝土、金属、工程塑料或高分子复合材料制成。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的搭接部不小于100mm，而两端的长度不小于

1m；铺设完成后沿护岸砌块方向的压实度不小于0.94。铺设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可保证低

水位护岸砌块的整体稳固性。

[0009] 优选地，所述无纺布为施工后5～10年会自然分解、土壌化的天然纤维无纺布。

[0010] 优选地，所述填充材为由栽植土、肥料、种子混合而成的填充布袋，或由栽植土、肥

料、种子、纤维质加压成形的材料，或土砂、碎石或砾石材料。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护岸砌块采用具有大量粗骨材的多孔隙混凝土制成，护岸砌块的

临河面具有孔隙。多孔隙混凝土的大量孔隙内可以生存大量的微生物，能对水中的污浊物

质进行分解，具有水质浄化功能；还可以让植物扎根在大量孔隙内、具有植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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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基于前述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的构筑方法，按以下流程进行，基础面处理→

栽入支撑桩→铺设土工布和土工格栅网→铺设低水位护岸砌块→铺设天然纤维无纺布→

填充材填入→继续安装低水位护岸砌块，

[0013] 1）基础面处理：地基为硬基础面，进行压实，压实度不小于0.94；地基为软基，先铺

设碎石后夯实或开挖深土槽夯实，并浇筑C20混凝土平台；安装前将基础面找平，并控制水

平安装误差不大于10mm；

[0014] 2）栽入支撑桩：在河床表面打入支撑低水位护岸砌块的支撑桩；

[0015] 3）铺设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分层铺设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以保证低水位护岸

砌块的整体稳固性，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的搭接处不小于100mm，两端不小于1m；铺设完成

后，沿护岸砌块方向整平压实，压实度不小于0.94；

[0016] 4）铺设护岸砌块：确定第一块护岸砌块位置后，按从下往上的顺序铺设，形成平

整、咬合紧密、稳定、缝线规则的护岸砌块；护岸砌块面平整度用2m靠尺检测，凹凸不超过

1cm；低水位护岸砌块铺设重点是控制好两条线和一个面，两条线是坡顶线和底脚线，一个

面是铺砌面，保证上述两条线的顺畅和护砌面的平整，对整个护坡外观质量至关重要；

[0017] 5）铺设天然纤维无纺布：沿护岸砌块的临岸面铺设铺设天然纤维无纺布，以提高

填充材和低水位护岸砌块结构稳定性，提高后期植物根部的发达性；

[0018] 6）在护岸砌块的临岸槽内填入填充材，填充材为利于由植物生长的材料，或填充

土砂、碎石、砾石；使用不易被水冲走材料作为填充材较为适宜；

[0019] 7）继续安装低水位护岸砌块，层层叠加完成各层护岸砌块的铺设。

[0020] 本实用新型优选采用具有大量粗骨材的多孔质混凝土制作护岸砌块，由于多孔隙

混凝土的大量孔隙内可以生存大量的微生物，能对水中的污浊物质进行分解，具有水质浄

化功能；还可以让植物扎根在大量孔隙内、具有植生功能。而将护岸砌块设计为凹凸相间的

方形波或弧形波结构，使凹部（即临河槽）可成为小型鱼或小动物的栖息处，同时，这种凹凸

相间的还可降低河流流速，创造出适合小型鱼或昆虫等产卵、繁殖的环境。而临岸侧的凹凸

相间结构与岸基相接，在支撑桩的配合可以大幅提高护岸砌块的结构稳固性。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立体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平面示意图；

[0023] 图3为图2的A-A剖视图；

[0024] 图4为图2的B-B剖视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立面截面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护岸砌块立体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实用新型护岸砌块平面示意图；

[0028] 图8为护岸砌块另一种形式的示意图。

[0029] 图中，1为护岸砌块，2为支撑桩，3为填充体，4为无纺布，5为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

6为地基，7为临河槽，8为临岸槽，9为临河面，10为临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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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本实施例中，参照图1-图7，所述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整个构筑结构包括有

护岸砌块1、支撑桩2和填充体3，其河道侧及河岸侧的立面均呈现凹凸相间的结构，其中河

道侧的凹部形成临河槽7，河岸侧的凹部形成临岸槽8；所述支撑桩2插入于地基6中，并位于

护岸砌块1的临河槽7中，且支撑桩2与护岸砌块1的临河面9的最凹处紧贴，对护岸砌块1形

成支撑结构，防止护岸砌块朝河中倾倒；所述填充体3填充于护岸砌块1的临岸槽8中，其形

成护岸砌块1与河岸的过渡结构，填充体3采用可用于种植植物的材料制作；在护岸砌块1的

河岸侧沿凹凸形状的临岸面立面铺设有无纺布4，填充体3将无纺布4压紧于护岸砌块1的临

岸面10上；所述护岸砌块1由若干层构成，在每一层护岸砌块1的底部均预先设置有土工布

及土工格栅网5，最底面的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5固定在地基6上，每一层土工布及土工格栅

网5均由其上的护岸砌块压住。

[0031] 所述护岸砌块1的凹凸相间的结构为“几”字形过渡，所述临河槽7及临岸槽8均为

等腰梯形结构，槽口宽度大于槽底宽度。

[0032] 或者，所述护岸砌块1的凹凸相间的结构为圆弧形过渡，如图8所示。

[0033] 支撑桩2采用金属制成（木材、混凝土、工程塑料或高分子复合材料亦可）。

[0034] 所述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5的搭接部不小于100mm，而两端的长度不小于1m；铺设

完成后沿护岸砌块1方向的压实度不小于0.94。铺设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5可保证低水位护

岸砌块的整体稳固性。

[0035] 无纺布4为施工后5～10年会自然分解、土壌化的天然纤维无纺布。

[0036] 所述填充材3为由栽植土、肥料、种子混合而成的填充布袋，或由栽植土、肥料、种

子、纤维质加压成形的材料，或土砂、碎石或砾石等不易冲走的材料。

[0037] 所述护岸砌块1采用具有大量粗骨材的多孔隙混凝土制成，护岸砌块的临河面具

有孔隙。多孔隙混凝土的大量孔隙内可以生存大量的微生物，能对水中的污浊物质进行分

解，具有水质浄化功能；还可以让植物扎根在大量孔隙内、具有植生功能。

[0038] 基于前述低水位护岸砌块构筑结构的构筑方法，按以下流程进行，基础面处理→

栽入支撑桩→铺设土工布和土工格栅网→铺设低水位护岸砌块→铺设天然纤维无纺布→

填充材填入→继续安装低水位护岸砌块，

[0039] 1）基础面处理：地基6为硬基础面，进行压实，压实度不小于0.94；地基为软基，先

铺设碎石后夯实或开挖深土槽夯实，并浇筑C20混凝土平台；安装前将基础面找平，并控制

水平安装误差不大于10mm；

[0040] 2）栽入支撑桩2：在河床表面打入支撑低水位护岸砌块1的支撑桩2；

[0041] 3）铺设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5：分层铺设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5，以保证低水位护

岸砌块1的整体稳固性，土工布及土工格栅网5的搭接处不小于100mm，两端不小于1m；铺设

完成后，沿护岸砌块方向整平压实，压实度不小于0.94；

[0042] 4）铺设护岸砌块1：确定第一块护岸砌块位置后，按从下往上的顺序铺设，形成平

整、咬合紧密、稳定、缝线规则的护岸砌块1；护岸砌块面平整度用2m靠尺检测，凹凸不超过

1cm；低水位护岸砌块铺设重点是控制好两条线和一个面，两条线是坡顶线和底脚线，一个

面是铺砌面，保证上述两条线的顺畅和护砌面的平整，对整个护坡外观质量至关重要；

[0043] 5）铺设天然纤维无纺布4：沿护岸砌块的临岸面铺设铺设天然纤维无纺布，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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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材和低水位护岸砌块结构稳定性，提高后期植物根部的发达性；

[0044] 6）在护岸砌块1的临岸槽内填入填充材3，填充材3为利于由植物生长的材料，或填

充土砂、碎石、砾石；使用不易被水冲走材料作为填充材较为适宜；

[0045] 7）继续安装低水位护岸砌块，层层叠加完成各层护岸砌块的铺设。

[0046] 以上已将本实用新型做一详细说明，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而

已，当不能限定本实用新型实施范围，即凡依本申请范围所作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

实用新型涵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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