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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驳岸护坡模块装置，包

括坡岸主体，所述坡岸主体内设挡土墙和立柱，

所述坡岸主体的坡面上埋设有若干纵向的种植

堰，所述种植堰的顶部从坡面露出，相邻种植堰

之间的槽形空间为种植槽，所述种植槽呈多级阶

梯状分布，所述种植槽内设有种植土，表面为设

有透水颗粒层，由铺设在种植土上面的硬质颗粒

组成，所述透水颗粒层上设有若干种植筒，所述

种植筒的底部敞口，位于种植土内，所述种植筒

的顶部敞口，从所述透水颗粒层表面露出，所述

种植筒内也设置种植土，所述种植筒内的种植土

与位于其下方的种植土连在一起。这种护坡在保

证护岸强度的同时，兼顾了生态效应和景观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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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驳岸护坡模块装置，包括坡岸主体，所述坡岸主体主要由岸土构成，其特征在于

所述坡岸主体内设挡土墙，所述挡土墙位于坡顶和坡面的邻接部位，其上方留有一定厚度

的土层，所述坡岸主体的坡面上埋设有若干纵向的种植堰，所述种植堰的顶部从坡面露出，

相邻种植堰中的内侧种植堰的顶部高度低于外侧种植堰的顶部高度，相邻种植堰之间的槽

形空间为种植槽，所述种植槽呈多级阶梯状分布，所述种植槽内设有种植土，表面设有透水

颗粒层，由铺设在种植土上面的硬质颗粒组成，所述透水颗粒层上设有若干种植筒，所述种

植筒的底部敞口，位于种植土内，所述种植筒的顶部敞口，从所述透水颗粒层表面露出，所

述种植筒内也设置种植土，所述种植筒内的种植土与位于其下方的种植土连在一起,  所述

护坡主体内还埋设有若干立柱，任一所述种植堰的内侧均与多个所述立柱相邻且连接,  不

同的所述立柱之间通过横向和/或纵向的连接梁连接，所述挡土墙与邻近的立柱之间通过

连接梁相互连接, 所述坡岸主体的坡脚区域设置若干石笼，所述挡土墙的下面设置基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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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驳岸护坡模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驳岸护坡（或称护岸）模块装置，属园林和水利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园林及其他各种水体均应有稳定、美观的岸线，并使陆地与水面之间保持一定的

比例关系，防止因水岸坍塌而影响水体，因而在水体的边缘修筑驳岸或进行护坡处理。驳岸

是一面临水的挡土墙，是支持陆地和防止岸壁坍塌的水工构筑物。驳岸用来维系陆地与水

面的界限，使其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驳岸是正面临水的挡土墙，用来支撑墙后的陆地土

壤。如果水际边缘不做驳岸处理，就很容易因为水的浮托，冻胀或风浪淘刷而使岸壁坍塌，

导致陆地后退，岸线变形，影像园林景观。驳岸能保证水体岸坡不受冲刷。通常水体岸坡受

冲刷的程度取决于水面的大小，水位高低。风速及岸土的密实程度等。当这些因素达到一定

程度时，如水体岸坡不做工程处理，岸坡将失去稳定，而造成破坏。因而，要沿岸线设计驳岸

以保证水体坡岸不受冲刷。驳岸还可以强化岸线的景观层次。驳岸除支撑和防冲刷作用之

外，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处理，增加驳岸的变化，丰富水景的立面层次，增强景观的艺术

效果。

[000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不单

纯是物质层面，对精神领域的追求日益增强，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

在环境建设中人们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安全性、观赏性。水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缺

少的物质条件，在景观建设中，水景成为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及实际需要的重要方面。于是，

“无水不成景、有景必有水”已经成为营造景观的惯例。水景不仅为我们的居住空间增添了

靓丽的色彩，而且能带给人舒适安逸的心情，营造出优美宜人的水景景观。但由于认识上、

知识层面上的差异，造成不同形式水景景观的质量参差不齐，而水景景观营建中最重要的

便是驳岸形式、类型的处理。只有通过科学、合理、得当的岸线处理方式、方法，才能营造出

宜人的亲水空间景观。当前园林建设中驳岸形式主要有自然驳岸和人工驳岸2种形式。自然

驳岸是利用草皮、石块、植物造坡等形成自然式缓坡，水岸边种植各种水生植物，岸线上种

植灌木及乔木，形成层次群落，提供生物栖息的环境，对滨水区的生态起到修复与维护作

用，但这种驳岸的总体稳定性相对较低，受水流冲击和温度影响较大。人工驳岸主要使用钢

筋混凝土、山石、石笼、混凝土、块石、生态砖、仿木桩等材料筑坡，根据现场的基础条件选择

不同的材料，可以垒砌成规则或者不规则形式，以提高美观程度。但这种驳岸满意适应于人

们日益增强的亲近自然的要求，地表土层易受水流冲蚀，也难以截留和保持地表径流夹带

的土质和有机物。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驳岸护坡模块装置，以在保

证护岸强度的同时，兼顾生态效应和景观效应。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驳岸护坡模块装置，  包括坡岸主体，所述坡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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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要由岸土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坡岸主体内设挡土墙，所述挡土墙位于坡顶和坡面的

邻接部位，其上方留有一定厚度的土层，所述坡岸主体的坡面上埋设有若干纵向的种植堰，

所述种植堰的顶部从坡面露出，相邻种植堰中的内侧种植堰的顶部高度低于外侧种植堰的

顶部高度，相邻种植堰之间的槽形空间为种植槽，所述种植槽呈多级阶梯状分布，所述种植

槽内设有种植土，表面为设有透水颗粒层，由铺设在种植土上面的硬质颗粒组成，所述透水

颗粒层上设有若干种植筒，所述种植筒的底部敞口，位于种植土内，所述种植筒的顶部敞

口，从所述透水颗粒层表面露出，所述种植筒内也设置种植土，所述种植筒内的种植土与位

于其下方的种植土连在一起。

[0006] 所述种植堰位于透水颗粒层表面以下部分的高度优选小于其外侧种植槽内的植

物根系的竖向长度，且大于相应透水颗粒层的厚度。

[0007] 所述种植堰的顶部优选呈锯齿形，分布有若干缺口。

[0008] 所述护坡主体内优选还埋设有若干立柱，任一所述种植堰的内侧均与多个所述立

柱相邻且连接。

[0009] 不同的所述立柱之间可以通过横向和/或纵向的连接梁连接。

[0010] 所述挡土墙与邻近的立柱之间可以通过连接梁相互连接。

[0011] 所述坡岸主体的坡脚区域优选设置若干石笼。

[0012] 所述石笼在横向上可以为阶梯状的多级分布，最外侧的石笼位于最内侧的立柱的

内侧，与相应立柱和岸坡主体相接触。

[0013] 最外侧石笼的高度优选不低于与其相接部位的坡岸主体的高度。

[0014] 位于所述挡土墙内侧的坡岸主体内可以设置一层与岸坡形状相仿的碎石层，所述

碎石层的外侧设有一层或者多层拦石网，所述拦石网的外侧固定连接在所述挡土墙上，内

侧固定连接在内侧的立柱上和/或外侧的石笼上。

[0015] 所述挡土墙的下面可以设置基桩。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由于设置了内置挡土墙，能够有效地避免陆地侧土壤

（岸土）和地下水的压力以及水体侧的水体压力和冲击力，有效地保证护岸的总体稳定，且

不妨碍地面绿化和景观效果；由于设置若干立柱作为护岸的总体框架，  且立柱之间以及立

柱与内置挡土墙之间通过纵横设置的水平连接梁连接，形成牢靠的护岸框架，且在该框架

的水体侧设有安装在水体地面的多级石笼，由此保证了护岸的整体性和稳定性，立柱的下

端可以根据实际地理状况伸入到夯实的素土基础下的一定深度，以形成牢靠的支撑；阶梯

形分布的种植槽在种植堰的保护下免受水流冲击，种植槽表面设置的鹅卵石（或碎石或其

他形式的大颗粒固体）层能够有效地截留表面径流中的土壤等颗粒物等，并沉积到鹅卵石

层内，随着种植槽内的下降水流沉积到种植槽的种植土层上，其中的有机物和其他营养成

分能够进一步渗入到种植土层内，不断为种植土层补充营养成分，有利于维持植物的生长；

由于种植槽没有底，其中的种植土层与下面的回填土浑为一体，保证了透气和通水效果，是

植物的土壤环境基本上不受护岸结构的影响，相对于现有技术下设置独立的花盆或底部设

置不透水隔离体，很好地保持了植物生长环境，明显地降低了植物的养护成本，改善植物的

生长状态；由于在种植槽内的鹅卵石层内设置了种植筒，筒内设置种植土，种植筒没底，种

植筒内的种植土与下方的种植土或回填土浑为一体，有效地避免鹅卵石对植物生长的影

响，种植筒的大小和设置密度依据具体种植种植确定，各种植筒可以为相互独立的筒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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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多个连为一体，例如，采用网格状或蜂窝状的组合式种植筒；可以依据种植的需要进行

种植槽的模块化设计，在工厂加工出若干规格的种植筒和挡水板，现场依据设计要求进行

模块化组装，以方便施工，降低建设成本，并通过工业化的制造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

率；由于在水体底部设置了石笼，且石笼在横向上可以设置为多级，在竖向上可以设置成阶

梯状，可以使横向上不同位置的石笼层数不同，由此形成由近岸层向水体中心侧高度逐渐

降低的阶梯状，其石笼挡最内侧立柱的内侧，有利于保证护岸的牢固，并有利于减轻或避免

水体对护岸土层的冲蚀；由于护岸土质与水体之间除了种植堰和石笼等的局部遮挡外，没

有成片的实体隔离，与现有硬质护岸将水体完全隔离的方式相比，不仅有利于消解护岸内

外两侧的水体压力差，减少水体压力差及水体压力差变换对护岸的损坏，而且保持了水体

内是与周围环境地下水的连通和交换，有利于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水体内水的复

氧，改善水体的总体生态状况，减轻或避免水体内污泥的生成和沉积。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断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断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1] 如图1-3，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驳岸护坡模块装置，包括坡岸主体11，所述坡岸主体

主要由岸土构成，内设挡土墙22，所述挡土墙位于坡顶和坡面的邻接部位，其上方留有一定

厚度的土层，所述坡岸主体的坡面上埋设有若干纵向的种植堰35，所述种植堰的顶部从坡

面露出，相邻种植堰中的内侧种植堰的顶部高度低于外侧种植堰的顶部高度，相邻种植堰

之间为种植槽，所述种植槽呈多级阶梯状分布，所述种植槽的表面为透水颗粒层33，由铺设

在种植槽表面的硬质颗粒组成，例如，鹅卵石。所述透水颗粒层上设有若干种植筒31，所述

种植筒的底部敞口，位于岸土（种植槽内的种植土）内，顶部也敞口，从所述透水颗粒层表面

露出，顶端高度可以与透水颗粒层相同或略高，所述种植筒内设置种植土，所述种植筒内的

种植土与位于其下方的岸土（种植槽内的种植土）连在一起，用于种植植物19，所述植物品

种依据种植槽所处的位置确定，例如，对于长期位于水面17以下的种植槽，可以种植挺水植

物，对于位于较深的水下的，可以种植挺水植物，对于有时位于水上、有时位于水下的种植

槽，可以种植阳性湿生植物，对于长时间位于水面以上的种植槽，则可以种植相应的中生植

物。

[0022] 所述种植堰的高度（竖向尺寸）不宜过大，以避免对种植槽的过度隔离，通常应保

证位于种植堰下方的土壤依然是适应于植物根系生长的土壤，位于透水颗粒层表面以下部

分的高度优选小于相应植物根系（位于其外侧的种植槽的植物根系）的竖向长度，例如，优

选不超出相应植物根系的竖向长度的1/2或1/3。同时，所述种植堰的高度优选大于透水颗

粒层的厚度，以有效地阻挡透水颗粒层中的颗粒物从其下方穿过，由此，使得种植槽的植物

根系能够延伸其他种植槽的下方土壤内，各种植槽内的植物根系相互交叉，保证土壤的整

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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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所述种植堰的顶部可以分布有若干缺口36，例如，呈锯齿形，所述缺口可以为矩形

缺口，也可以为半圆形或者三角形缺口等，以便溢流水流出。

[0024] 所述护坡主体内还埋设有若干立柱24，所述种植堰的内侧与多个（两个或多于两

个以上）立柱连接，由此通过立柱保证种植堰位置的稳定性，抵住外侧水和土壤等压力。

[0025] 可以通过相应固定件将种植堰和立柱的相互固定在一起，也可以采用预制的插

接、卡接结构相互连接，和/或通过水泥等固结在一起。

[0026] 所述立柱的下端延伸长度应保证立柱的稳定牢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地理状况

等因素确定。

[0027] 不同的所述立柱之间可以通过横向和/或纵向的连接梁26连接，通常可以按行、按

列依次连接，形成框架结构，各立柱相互支撑，以提高牢固性。

[0028] 所述挡土墙与邻近的立柱之间也优先通过连接梁相互连接。

[0029] 所述连接梁通常为水平设置，也可以水平面有一定的倾斜，例如，与相应部分的坡

面基本平行的倾斜方式。

[0030] 所述立柱可以采用石柱，也可以采用经过防腐处理的木桩等，所述连接梁可以采

用与所述立柱系统的材料，也可以采用钢筋等。

[0031] 所述坡岸主体的坡脚区域可以设置若干石笼28，所述石笼为由拦石网做成的笼状

内填充石材，可以采用市售产品，具体规格依据实际需要。

[0032] 所述石笼可以直接放在的水体的底面15上，水体底面可以依据设计进行构建，也

可以直接采用夯实的素土。

[0033] 横向上，所述石笼可以为多个，形成横向上的多级分布。

[0034] 最外侧的石笼位于最内侧的立柱的内侧，与相应立柱和岸坡主体（岸土）相接触，

形成对立柱和岸坡主体在相应方向上的支撑。

[0035] 当所述石笼为多级时，可以呈阶梯状，即至少部分相邻石笼中，外侧石笼的层数高

于内侧石笼的层数。

[0036] 最外侧石笼的高度（当多层石笼时，指多层的总高度）不低于与其相接部位的坡岸

主体的高度。

[0037] 对于强度要求更高的护岸，可以对坡岸主体作进一步的加强，具体为在所述挡土

墙内侧的坡岸主体内，设置一层与岸坡形状相仿的碎石层25，所述碎石层由不规则碎石铺

设而成，或者由片石铺设而成，以获得更高的强度。铺设方式可以为满铺（覆盖碎石层的全

部面积）或者为非满铺（只覆盖碎石层的部分面积），当满铺时，可以为单层铺设（除边缘部

位交叉外，碎石间没有明显的叠置）或多层铺设（碎石之间存在明显的叠置）。所述碎石层的

外侧设有一层或者多层拦石网27，用拦石网将碎石层过紧，拦石网的外侧固定连接在所述

挡土墙上，内侧固定连接在内侧的立柱上和/或外侧的石笼上，穿过拦石网立柱（也穿过碎

石层）与所述拦石网固定连接或者无需进行专门连接。

[0038] 满铺设置多层满铺有利于提高强度，而非满铺则允许植物根系穿过碎石层中的空

隙，向下延伸。可以依据实际需要以及植物特点进行铺设方式的选择。

[0039] 所述种植堰可以设置所述碎石层（及所述拦石网）的上面，其下端与所述拦石网或

碎石层接触或邻近但略有间距，施工时，可以先设置位于碎石层下方的坡岸主体、挡土墙及

立柱和连接梁等，再铺设碎石层和拦石网，再设置种植堰，再在种植堰之间填充适应于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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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壤，设置种植筒和透水隔离层。

[0040] 必要时，可以在挡土墙的下面设置基桩23，以提高挡土墙的强度。

[0041] 坡顶的土壤上可以种植草坪18和植物等，最外层的种植堰的外侧可以设置鹅卵石

池34，在地面上挖出一条凹槽，填入鹅卵石，鹅卵石池的池底和四周池壁可以做成不透水结

构（例如，采用石材铺设）。可以在所述鹅卵石池内设置喷水设置（例如，小型喷泉设置）和/

或水下灯光，形式小型水景观，隔离坡顶草坪与坡面护坡区域，并有利于缓解雨天径流对坡

面护坡区域的冲击。

[0042]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各优选和可选的技术手段，除特别说明外及一个优选或可选技

术手段为另一技术手段的进一步限定外，均可以任意组合，形成若干不同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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