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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改善水陆域生态环

境的护岸结构，包括斜坡式护岸结构段、直立式

挡墙加斜坡护岸结构段和密排木桩护岸结构段。

所述斜坡式护岸结构段包括由河道向岸边依次

设置的第一内坡护岸、第一护岸平台和第一边坡

护岸；所述直立式挡墙加斜坡护岸结构段包括由

河道向岸边依次设置的第二内坡护岸、第二护岸

平台、直立式挡墙和第二边坡护岸；所述密排木

桩护岸结构段包括由河道向岸边依次设置的第

三内坡护岸、第三护岸平台、密排木桩和第三边

坡护岸。本实用新型的护岸结构，可有效实现坡

面的生态植被恢复与防护，不仅具有保持水土的

功能，防止水土流失和滑坡，还可以改善环境和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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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包括斜坡式护岸结构段、直立式挡墙加斜坡

护岸结构段和密排木桩护岸结构段，其特征在于，

所述斜坡式护岸结构段包括由河道向岸边依次设置的第一内坡护岸、第一护岸平台和

第一边坡护岸；

所述第一内坡护岸的坡比为1:2.5并为自然土坡；

所述第一护岸平台的高程比设计低水位高0.3m，宽度为1.25m，该第一护岸平台上种植

水生植物；

所述第一边坡护岸的高程在比设计常水位高0.3m至比设计高水位高0.3m之间，坡比为

1:2.0，在第一边坡护岸的坡脚处纵向设置绿化砼格梗，在绿化砼格梗的边端至比设计常水

位高0.4～0.6m之间的第一边坡护岸上现浇砼护砌，并在砼护砌上铺设种植土种植绿化，在

比设计常水位高0.4～0.6m以上的第一边坡护岸上种植草皮护坡；

所述直立式挡墙加斜坡护岸结构段包括由河道向岸边依次设置的第二内坡护岸、第二

护岸平台和第二边坡护岸；

所述第二内坡护岸的坡比为1:3.0并为自然土坡；

所述第二护岸平台的高程比设计低水位高0.3m，宽度为1.35m，该第二护岸平台上种植

水生植物；

所述第二边坡护岸与第二护岸平台为阶梯式连接，该第二边坡护岸的引水侧与第二护

岸平台的背水侧的立面上设置直立式挡墙，该直立式挡墙的顶面高程比设计常水位高0.4

～0.6m，该直立式挡墙包括密排方桩和覆在密排方桩的迎水面的仿木装饰桩；第二边坡护

岸的高程在比设计常水位高0.4～0.6m至比设计高水位高0.3m之间，坡比为1:2.5，并种植

草皮护坡；

所述密排木桩护岸结构段包括由河道向岸边依次设置的第三内坡护岸、第三护岸平台

和第三边坡护岸；

所述第三内坡护岸的坡比为1:2.0～1:2.5并为自然土坡；

所述第三护岸平台的高程比设计低水位高0.3m，宽度为1.0m，该第三护岸平台上种植

水生植物；

所述第三边坡护岸与第三护岸平台为阶梯式连接，该第三边坡护岸的引水侧与第三护

岸平台的背水侧的立面上设置密排木桩，该密排木桩的顶面高程比设计常水位高0.4～

0.6m；第三边坡护岸的高程在比设计常水位高0.4～0.6m至比设计高水位高0.3m之间，宽度

为900～1200mm，坡比为1:2.0，并种植草皮护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绿化砼格

梗的宽度为300mm，深度为40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砼护砌的

厚度为100mm，所述种植土的厚度为5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密排方桩

采用C30钢筋砼预制桩，长×宽×高为150×200×4000mm；所述仿木装饰桩的直径为200mm，

高为1000mm，打入所述第二护岸平台的深度为10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密排木桩

采用直径为150mm、高为4000mm的杉木，该密排木桩的背水面的上部通过铁钉与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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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m的半圆木横档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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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农村为了防汛除涝、灌溉一般开挖多条河流。由于河道多为土坡，线型不顺

直，拐点较多，河道岸坡不规则，水土流失严重，河道多处存在坝基，断断续续，河岸逐年迎

受水流冲刷，会使河岸不断地坍塌，种植的绿化树木比较杂乱，岸坡上建筑垃圾较多，效果

较差。因此需要对河岸边坡进行加固，以抵抗水流的冲刷和淘刷，并营造水绿交融的美好环

境。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而提供一种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

护岸结构，它可有效实现坡面的生态植被恢复与防护，不仅具有保持水土的功能，防止水土

流失和滑坡，还可以改善环境和景观。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包括斜

坡式护岸结构段、直立式挡墙加斜坡护岸结构段和密排木桩护岸结构段，其中，

[0005] 所述斜坡式护岸结构段包括由河道向岸边依次设置的第一内坡护岸、第一护岸平

台和第一边坡护岸；

[0006] 所述第一内坡护岸的坡比为1:2.5并为自然土坡；

[0007] 所述第一护岸平台的高程比设计低水位高0.3m，宽度为1.25m，该第一护岸平台上

种植水生植物；

[0008] 所述第一边坡护岸的高程在比设计常水位高0.3m至比设计高水位高0.3m之间，坡

比为1:2.0，在第一边坡护岸的坡脚处纵向设置绿化砼格梗，在绿化砼格梗的边端至比设计

常水位高0.4～0.6m之间的第一边坡护岸上现浇砼护砌，并在砼护砌上铺设种植土种植绿

化，在比设计常水位高0.4～0.6m以上的第一边坡护岸上种植草皮护坡；

[0009] 所述直立式挡墙加斜坡护岸结构段包括由河道向岸边依次设置的第二内坡护岸、

第二护岸平台和第二边坡护岸；

[0010] 所述第二内坡护岸的坡比为1:3.0并为自然土坡；

[0011] 所述第二护岸平台的高程比设计低水位高0.3m，宽度为1.35m，该第二护岸平台上

种植水生植物；

[0012] 所述第二边坡护岸与第二护岸平台为阶梯式连接，该第二边坡护岸的引水侧与第

二护岸平台的背水侧的立面上设置直立式挡墙，该直立式挡墙的顶面高程比设计常水位高

0.4～0.6m，该直立式挡墙包括密排方桩和覆在密排方桩的迎水面的仿木装饰桩；第二边坡

护岸的高程在比设计常水位高0.4～0.6m至比设计高水位高0.3m之间，坡比为1:2.5，并种

植草皮护坡；

[0013] 所述密排木桩护岸结构段包括由河道向岸边依次设置的第三内坡护岸、第三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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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第三边坡护岸；

[0014] 所述第三内坡护岸的坡比为1:2.0～1:2.5并为自然土坡；

[0015] 所述第三护岸平台的高程比设计低水位高0.3m，宽度为1.0m，该第三护岸平台上

种植水生植物；

[0016] 所述第三边坡护岸与第三护岸平台为阶梯式连接，该第三边坡护岸的引水侧与第

三护岸平台的背水侧的立面上设置密排木桩，该密排木桩的顶面高程比设计常水位高0.4

～0.6m；第三边坡护岸的高程在比设计常水位高0.4～0.6m至比设计高水位高0.3m之间，宽

度为900～1200mm，坡比为1:2.0，并种植草皮护坡。

[0017] 上述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其中，所述绿化砼格梗的宽度为300mm，

深度为400mm。

[0018] 上述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其中，所述砼护砌的厚度为100mm，所述

种植土的厚度为50mm。

[0019] 上述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其中，所述密排方桩采用C30钢筋砼预制

桩，长×宽×高为150×200×4000mm；所述仿木装饰桩的直径为200mm，高为1000mm，打入所

述第二护岸平台的深度为100mm。

[0020] 上述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其中，所述密排木桩采用直径为150mm、

高为4000mm的杉木，该密排木桩的背水面的上部通过铁钉与直径为150mm的半圆木横档固

定。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护岸结构稳定，护岸效果突出，可

以有效抵御和消减波浪水流的冲刷，避免波浪水流对岸坡的侵蚀，具有很好的防护效果；而

在护岸平台种植水生植物，即可以消浪保滩，又增加了护岸的亲水性和景观性；采用内坡和

边坡的二级柔性护岸，形成柔性生态结构，形成了水生植物和陆生植物的生态系统，实现了

护岸生态性和景观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中斜坡式护岸结构段的断面

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中的直立式挡墙加斜坡护岸

结构段的断面图；

[0024]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中的密排木桩护岸结构段的

断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6] 请参阅图1至图3，本实用新型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包括斜坡式护

岸结构段、直立式挡墙加斜坡护岸结构段和密排木桩护岸结构段。

[0027] 斜坡式护岸结构段适用于河道周边场地开阔且需要防冲刷或水位变化频繁的河

段。

[0028] 斜坡式护岸结构段由河道10向岸边50依次设置的第一内坡护岸1a、第一护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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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和第一边坡护岸4a；其中，

[0029] 第一内坡护岸1a的宽度为5.75m，坡比为1:2.5并为自然土坡；

[0030] 第一护岸平台2a的高程比设计低水位高0.3m，为2.3m，宽度为1.25m，该第一护岸

平台2a上种植水生植物；

[0031] 第一边坡护岸4a的宽度为4.0m，坡比为1:2.0，在第一边坡护岸4a的坡脚处纵向设

置绿化砼格梗41，该绿化砼格梗41的宽度为300mm，深度为400mm，在绿化砼格梗41的边端至

比设计常水位高0.4～0.6m之间的第一边坡护岸4a上现浇砼护砌43，砼护砌43的下方用素

土44夯实后再现浇，砼护砌43的厚度为100mm，并在砼护砌43上铺设种植土42种植绿化，在

比设计常水位高0.4～0.6m以上的第一边坡护岸4a铺设一层土工布后种植草皮护坡(见图

1)。

[0032] 直立式挡墙加斜坡护岸结构段占地较小，适合用于后方紧靠现状道路、厂房、民房

及空间狭小岸段以及河岸有生长多年的树木。

[0033] 直立式挡墙加斜坡护岸结构段包括由河道10向岸边50依次设置的第二内坡护岸

1b、第二护岸平台2b和第二边坡护岸4b；其中，

[0034] 第二内坡护岸1b的宽度为6.9m，坡比为1:3.0并为自然土坡；

[0035] 第二护岸平台2b的高程比设计低水位高0.3m，为2.3m，宽度为1.35m，该护岸平台

2b上种植水生植物；

[0036] 第二边坡护岸4b与第二护岸平台2b为阶梯式连接，该第二边坡护岸4b的引水侧与

第二护岸平台2b的背水侧的立面上设置直立式挡墙，该直立式挡墙的顶面高程比设计常水

位高0.4～0.6m，该直立式挡墙包括密排方桩31和覆在密排方桩31的迎水面的仿木装饰桩

32；密排方桩31采用C30钢筋砼预制桩，长×宽×高为150×200×4000mm；仿木装饰桩32的

直径为200mm，高为1000mm，打入第二护岸平台2b的深度为100mm；第二边坡护岸4b的高程在

比设计常水位高0.4～0.6m至比设计高水位高0.3m之间，为3.2～4.3m，第二边坡护岸4b的

宽度为2.7m，坡比为1:2.5，并在铺设一层土工布40后种植草皮护坡(见图2)。

[0037] 密排木桩护岸结构段适用于河道口较窄的河岸，并且施工方便，较经济。

[0038] 密排木桩护岸结构段包括由河道10向岸边50依次设置的第三内坡护岸1c、第三护

岸平台2c和第三边坡护岸4c；其中，

[0039] 第三内坡护岸1c的坡比为1:2.0～1:2.5并为自然土坡；

[0040] 第三护岸平台2c的高程比设计低水位高0.3m，为2.3m，宽度为1.0m，该护岸平台2c

上种植水生植物；

[0041] 第三边坡护岸4c与第三护岸平台2c为阶梯式连接，该第三边坡护岸4c的引水侧与

第三护岸平台2c的背水侧的立面上设置密排木桩3，该密排木桩3的顶面高程比设计常水位

高0.4～0.6m，为3.2m，该密排木桩3采用直径为150mm、高为4000mm的杉木，该密排木桩3的

背水面的上部通过铁钉与直径为150mm的半圆木横档30固定；第三边坡护岸4c的高程在比

设计常水位高0.4～0.6m至比设计高水位高0.3m之间，为3.2～4.3m，第三边坡护岸4c的宽

度为900～1200mm，坡比为1:2.0，并在铺设一层土工布40后种植草皮护坡(见图3)。

[0042] 本实用新型的改善水陆域生态环境的护岸结构，可以有效抵御和消减波浪水流的

冲刷，避免波浪水流对岸坡的侵蚀，具有很好的防护效果；而在护岸平台种植水生植物，即

可以消浪保滩，又增加了护岸的亲水性和景观性；采用内坡和边坡的二级柔性护岸，形成柔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208685545 U

6



性生态结构，形成了水生植物和陆生植物的生态系统，实现了护岸生态性和景观性。

[0043] 以上实施例仅供说明本实用新型之用，而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各种变换或变型，因

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应该属于本实用新型的范畴，应由各权利要求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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