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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该

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包括施工准备、坡壁造

底、坡面修整、预设基柱、填装筑坡、上平坡筑道、

上坡道找平和筑造植层九个步骤，具有易于在施

工中建立基准，并快速获得土层锁止效果，以较

容易的获得结构稳定的护岸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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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  施工准备，采用建造围堰的方式将需要施工河道的岸边隔离出水区或直接将

施工河道临时截断；

步骤二  坡壁造底，在坡壁位置或河床位置开挖形成平台，并在平台的靠近坡壁的位置

沿河道流向开挖形成槽道，槽道上间隔平铺嵌设混凝土预制块(2)，每个混凝土预制块(2)

之间以混凝土灌浆缝合；

步骤三  坡面修整，将坡面开挖形成坡度在60°至90°之间的开挖坡面，同时坡面的上部

开挖形成上平坡(13)；

步骤四  预设基柱，在坡面开挖后的底部以及混凝土预制块(2)上竖立固定有多个立柱

(6)，其中立柱(6)沿河道流向和垂向河道流向均有排布；

步骤五  填装筑坡，在开挖坡面与混凝土预制块(2)之间填充基质形成坡面基层(3)；坡

面基层(3)找平之后在其表面布上带有储泥槽(42)的锁泥层(4)，其中锁泥层(4)通过预制

砌块(41)排布而成，或通过混凝土浇筑的方式形成；

步骤六  上平坡(13)筑道，在上平坡(13)上方的侧壁上打通连通至地下蓄水池(9)的蓄

水通道(91)，并在上平坡(13)铺设混石笼(8)堵塞在蓄水通道(91)的开口处，其中蓄水通道

(91)内也装设有用于滤水的石子；其中蓄水池(9)设置在岸边距离河道一定距离的地下，采

用先于护坡施工或与护坡同时施工的方式；

步骤七 上坡道找平，在混石笼(8)的顶部铺设混凝土形成兜底层(81)；

步骤八  筑台，通过在立柱(6)的顶部建造观赏台(7)的方式，将一片区域的立柱(6)连

为一体，并在岸边和观赏台(7)上建造廊道；

步骤九  筑造植层，在沿河道方向上的立柱(6)之间或其远离河道一侧的表面架设挡土

板(61)，而后在兜底层(81)的上部、锁泥层(4)的外部以及混凝土预制块(2)的外部填装植

土层(82)，植土层(82)的外表面上铺盖土工网，其中立柱(6)从土工网上穿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二中的混凝土预制

块(2)沿垂向于河道流道的方向上设置为五个，五个所述混凝土预制块(2)分布为上层两个

和下层三个，且五个所述混凝土预制块(2)形成的缺口朝向护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其特征是：混凝土预制块(2)包括

钢筋石笼和胶凝砂砾层，所述胶凝砂砾层填充并包裹钢筋石笼。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其特征是：所述钢筋石笼包括盖体

(22)和笼体(21)，所述盖体(22)和笼体(21)均包括环绕构成长方体的钢筋骨架(23)和呈网

状填充在钢筋骨架(23)隔成的方形面内的分布钢筋(2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三中坡面开挖形成

的坡度为8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其特征是：步骤四中的立柱(6)以

至少6个为一组沿河流流道间隔分布；其中每组立柱(6)沿上下三排各分布为两个。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其特征是：每组立柱(6)之间设置

有至少一个独立的立柱(6)，挡土板(61)与独立的立柱(6)抵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五中的锁泥层(4)

由多个六边形的预制砌块(41)组成，所述立柱(6)从储泥槽(42)内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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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其特征是：步骤五中的基质为砂

石、泥土组成的混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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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建设工程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态护坡，是对斜坡或边坡进行支护，形成由植物或工程和植物组成的综合护坡

系统的护坡技术。  开挖边坡形成以后，通过种植植物，利用植物与岩、土体的相互作用(根

系锚固作用)对边坡表层进行防护、加固，使之既能满足对边坡表层稳定的要求，又能恢复

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护坡方式，是一种有效的护坡、固坡手段。

[0003] 护坡的设计首先应满足岸坡稳定的要求。岸坡的不稳定性因素主要有:① 由于岸

坡面逐步冲刷引起的不稳定;② 由于表层土滑动破坏引起的不稳定;③ 由于深层土滑动

引起的不稳定。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具有易于在施工中建立基准，并

快速获得稳定的固坡效果的优点。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步骤一  施工准备，采用建造围堰的方式将需要施工河道的岸边隔离出水区或直

接将施工河道临时截断；

[0008] 步骤二  坡壁造底，在坡壁位置或河床位置开挖形成平台，并在平台的靠近坡壁的

位置沿河道流向开挖形成槽道，槽道上间隔平铺嵌设混凝土预制块，每个混凝土预制块之

间以混凝土灌浆缝合；

[0009] 步骤三  坡面修整，将坡面开挖形成坡度在60°至90°之间的开挖坡面，同时坡面的

上部开挖形成上平坡；

[0010] 步骤四  预设基柱，在坡面开挖后的底部以及混凝土预制块上竖立固定有多个立

柱，其中立柱沿河道流向和垂向河道流向均有排布；

[0011] 步骤五  填装筑坡，在开挖坡面与混凝土预制块之间填充基质形成坡面基层；坡面

基层找平之后在其表面布上带有储泥槽的锁泥层，其中锁泥层通过预制砌块排布而成，或

通过混凝土浇筑的方式形成；

[0012] 步骤六  上平坡筑道，在上平坡上方的侧壁上打通连通至地下蓄水池的蓄水通道，

并在上平坡铺设混石笼堵塞在蓄水通道的开口处，其中蓄水通道内也装设有用于滤水的石

子；其中蓄水池设置在岸边距离河道一定距离的地下，采用先于护坡施工或与护坡同时施

工的方式；

[0013] 步骤七 上坡道找平，在混石笼的顶部铺设混凝土形成兜底层；

[0014] 步骤八  筑台，通过在立柱的顶部建造观赏台的方式，将一片区域的立柱连为一

体，并在岸边和观赏台上建造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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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步骤九  筑造植层，在沿河道方向上的立柱之间或其远离河道一侧的表面架设挡

土板，而后在兜底层的上部、锁泥层的外部以及混凝土预制块的外部填装植土层，植土层的

外表面上铺盖土工网，其中立柱从土工网上穿过。

[0016] 采用上述方案，将软质的土质结构换成以嵌入式排布的预制块为底托，相对较为

硬质的材料作为坡面基底，并与底托产生联合锁止的效果，以阻止坡面发生坍塌的状况，或

无法锁泥的状况；而后通过锁泥层的锁泥效果形成基部锁泥；立柱加挡土板的方式除了锁

住表层的泥土之外还对锁泥层进行了限定，保持锁泥层的结构稳定；有挡土板的阻挡板的

阻挡，冲向护岸的浪潮会首先得到阻挡，并且落潮的时候也不易将泥土带走，保证护岸植被

的生存空间，保证护岸无论是在水上还是水下都能得到绿化，直接降低河道或江道水位对

护岸绿化效果的影响；  此外，在河道水位上升至一定程度之后，通过泥土和混石笼的渗透

效果，水会从装蓄水通道流入地下蓄水池内，经过处理后可以供人们用于所需，并且也扼制

了河水水位过高，导致护岸植被生态被破坏的状况，也保护了混石笼上方的植被生态；此种

施工时方式易于在施工中建立基准，并快速获得土层锁止效果，以较容易的获得结构稳定

的护岸，施工周期短、所需的返工和修正少、成型质量高。

[0017] 进一步优选为：步骤二中的混凝土预制块沿垂向于河道流道的方向上设置为五

个，五个所述混凝土预制块分布为上层两个和下层三个，且五个所述混凝土预制块形成的

缺口朝向护坡。

[0018] 采用上述方案，下层混凝土预制块提供稳定的基础，上层的混凝土预制块，上层的

预制块与开挖之后的坡面之间形成储存容腔，对填装在其内的基质产生承托阻挡的效果，

阻止坡面基层产生滑移。

[0019] 进一步优选为：混凝土预制块包括钢筋石笼和胶凝砂砾层，所述胶凝砂砾层填充

并包裹钢筋石笼。

[0020] 采用上述方案，钢筋骨架抗拉，在预制块导程较长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凝固效果，保

持强度，而混凝土填装提供内部强度，包裹提供外部防水，防止钢筋生锈。

[0021] 进一步优选为：所述钢筋石笼包括盖体和笼体，所述盖体和笼体均包括环绕构成

长方体的钢筋骨架和呈网状填充在钢筋骨架隔成的方形面内的分布钢筋。

[0022] 采用上述方案，钢筋骨架为主要承力结构，且导程较长，需要选用较粗的钢筋，而

分布钢筋的局部承力结构，在浇筑完成后为局部受力脉络，加强钢筋与胶凝砂石的受力联

系。

[0023] 进一步优选为：步骤三中坡面开挖形成的坡度为80°。

[0024] 采用上述方案，开挖之后的原土层坡面坡度越大，填装的基质占用空间就越大，最

后形成的抗冲击和锁止效果就越好；而原始土层坡面的坡面太大在施工过程中产生坍塌的

可能性就越大，一般以80°为宜。

[0025] 进一步优选为：步骤四中的立柱以至少6个为一组沿河流流道间隔分布；其中每组

立柱沿上下三排各分布为两个。

[0026] 采用上述方案，因土质的变化，立柱能够埋入的深度不同，产生的固定效果也不

同，采用三排立柱的方式可以很好的保证其上方的观赏台的支撑稳定性。

[0027] 进一步优选为：每组立柱之间设置有至少一个独立的立柱，挡土板与独立的立柱

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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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采用上述方案，独立的立柱保持挡土板的稳定性，可以拉大观赏台的间隔。

[0029] 进一步优选为：步骤五中的锁泥层由多个六边形的混凝土预制砌块组成，所述立

柱从储泥槽内穿过。

[0030] 采用上述方案，六边形的混凝土预制块组成蜂巢结构，具有极好的结构稳定性，立

柱从储泥槽内穿过，既是对立柱的限位固定，也是对锁泥层的限位固定；从而产生极好的联

结效果。

[0031] 进一步优选为：步骤五中的基质为砂石、泥土组成的混合材料。

[0032] 采用上述方案，砂砾为骨，泥土提供填充，并提供一定的粘合效果；并且两者结合

后还可以保持较好表层防水、内部过水的效果，减少水带来的软化效果，提高结构强度。

[0033]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4] 1、  易于在施工中建立基准，并快速获得土层锁止效果，以较容易的获得结构稳定

的护岸；

[0035] 2、  将原本软质的坡岸转变为抗冲击能力和锁土效果较好的护岸，有效的提高了

护岸植被的生存环境，提高绿化效果；

[0036] 3、联合海绵城市建设用到的蓄水池，对河道、江道的水位高度进行限制，减少护岸

长时间受浸泡产生软化而导致分离的被冲离的状况。

附图说明

[0037] 图1是实施例1的生态护坡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是实施例1的锁泥层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是实施例1的笼体的结构图；

[0040] 图4是实施例1的盖体的结构图。

[0041] 图中，1、岸坡；2、混凝土预制块；3、坡面基层；4、锁泥层；5、种植层；6、立柱；7、观赏

台；8、混石笼；9、蓄水池；11、下平坡；12、下立坡；13、上平坡；14、上立坡；21、笼体；22、盖体；

23、钢筋骨架；24、分布钢筋；41、预制砌块；42、储泥槽；61、挡土板；81、兜底层；82、植土层；

91、蓄水通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3]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44] 实施例1：一种生态护坡的建造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如下步骤：

[0045] 步骤一  施工准备，采用建造围堰的方式将需要施工河道的岸边隔离出水区或直

接将施工河道临时截断。

[0046] 步骤二  坡壁造底，在坡壁位置或河床位置开挖形成平台，并在平台的靠近坡壁的

位置沿河道流向开挖形成槽道，槽道上间隔平铺嵌设混凝土预制块2，每个混凝土预制块2

之间以混凝土灌浆缝合；混凝土预制块2沿垂向于河道流道的方向上设置为五个，五个所述

混凝土预制块2分布为上层两个和下层三个，且五个所述混凝土预制块2形成的缺口朝向护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07503323 B

6



坡。

[0047] 步骤三  坡面修整，将坡面开挖形成坡度为60°、80°或90°开挖坡面，具体的角度根

据河岸的高度、曲度会有所调整；一般曲度较大的可以适当增大坡度，高度较大的可以适当

减少角度，同时坡面的上部开挖形成上平坡13。

[0048] 步骤四  预设基柱，在坡面开挖后的底部以及混凝土预制块2上竖立固定有多个立

柱6，其中立柱6以六个为一组沿河流流道间隔分布；其中每组立柱6沿上下三排各分布为两

个。

[0049] 步骤五  填装筑坡，在开挖坡面与混凝土预制块2之间填充基质形成坡面基层3；其

中基质为砂石、泥土组成的混合材料。坡面基层3找平之后在其表面布上带有储泥槽42的锁

泥层4，参照图2，其中锁泥层4由多个六边形的预制砌块41排布而成，并且立柱6从储泥槽42

内穿过。

[0050] 步骤六  上平坡13筑道，在上平坡13上方的侧壁上打通连通至地下蓄水池9的蓄水

通道91，并在上平坡13铺设混石笼8堵塞在蓄水通道91的开口处，其中蓄水通道91内也装设

有用于滤水的石子；其中蓄水池9设置在岸边距离河道一定距离的地下，采用先于护坡施工

或与护坡同时施工的方式。

[0051] 步骤七 上坡道找平，在混石笼8的顶部铺设混凝土形成兜底层81。

[0052] 步骤八  筑台，通过在立柱6的顶部建造观赏台7的方式，将一片区域的立柱6连为

一体，并在岸边和观赏台7上建造廊道。

[0053] 步骤九  筑造植层，在沿河道方向上的立柱6之间或其远离河道一侧的表面架设挡

土板61，而后在兜底层81的上部、锁泥层4的外部以及混凝土预制块2的外部填装植土层82，

植土层82的外表面上铺盖土工网，其中立柱6从土工网上穿过。

[0054] 参照图3和图4，其中混凝土预制块2包括钢筋石笼和胶凝砂砾层，所述胶凝砂砾层

填充并包裹钢筋石笼；钢筋石笼包括盖体22和笼体21，所述盖体22和笼体21均包括环绕构

成长方体的钢筋骨架23和呈网状填充在钢筋骨架23隔成的方形面内的分布钢筋24。

[0055] 实施例2：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每组立柱6之间设置有至少一个独立的立柱

6，挡土板61与独立的立柱6抵接。

[0056] 实施例3：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五中的锁泥层4通过混凝土浇筑成方形

的格子，而后向格子内填土的方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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