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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态型护坡结构及施工方

法，主要包括预制装配式框格梁、植生卷材、植生

混凝土板、透水带肋板桩墙、透水混凝土挡墙及

生态型亲水平台。坡面纵梁和坡面横梁围合空间

内自下而上依次设置有植生混凝土板和植生卷

材；边坡中部设有生态型亲水平台，边坡底部设

有透水带肋板桩墙。本发明所涉及的护坡结构施

工速度快，同时护坡面自上而下全面生态化。本

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生态型护坡结构的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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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型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坡面纵梁(3)、坡面横梁(17)、植生混凝土板

(4)、植生卷材(5)、生态型亲水平台(44)和透水带肋板桩墙(45)；坡面纵梁(3)和坡面横梁

(17)围合空间内自下而上依次设置有植生混凝土板(4)和植生卷材(5)；边坡中部设有生态

型亲水平台(44)，边坡底部设有透水带肋板桩墙(45)；所述的坡面纵梁(3)和坡面横梁(17)

凹凸榫接在一起并通过螺杆固定，植生混凝土板(4)和植生卷材(5)通过坡面纵梁(3)和坡

面横梁(17)嵌压固定；所述的生态型亲水平台(44)包括预制板(8)和亲水平台侧墙板(13)

组成；所述的亲水平台侧墙板(13)底部设置韧角A(16)和顶部设有横槽(12)，亲水平台侧墙

板(13)上设置牛腿(14)和排水孔(15)；所述的预制板(8)搁置在牛腿(14)上，预制板(8)上

依次设置防水层(9)、砂石层(10)和铺设透水砖(11)；所述的亲水平台侧墙板(13)的顶部横

槽(12)内设置绿化隔离墙(42)；所述的透水带肋板桩墙(45)包括透水预制板(18)、导梁

(20)、冠梁(19)和搁置架(23)，透水预制板(18)上部两侧设置导梁(20)，导梁(20)和透水预

制板(18)嵌合并通过螺栓A(21)固定在一起，导梁(20)和透水预制板(18)顶部现浇冠梁

(19)；所述的坡面纵梁(3)两端为榫接接头A(32)并预留螺栓孔C(34)，坡面纵梁(3)底部四

周设有槽口(35)；所述的坡面横梁(17)两端为榫接接头B(33)并预留螺栓孔C(34)，坡面横

梁(17)底部四周设有槽口(35)；所述的植生混凝土板(4)四周为扩大端(36)结构；所述的透

水预制板(18)上部两侧设置嵌合肋(25)和下部设置韧角B(24)，透水预制板(18)两侧设有

倒三角肋(28)和预埋件(27)以及螺栓孔A(26)；所述的导梁(20)设有卡槽(31)，预留螺栓孔

B(3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型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搁置架(23)一端设置带

孔钢板(29)，通过预埋件(27)固定在透水预制板(18)上，搁置架(23)上放置石笼(22)并种

植水下植物(4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型护坡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施工准备：根据施工图纸划出施工区域，水上部分进行边坡休整，水下部分进行围堰

施工，并清除基层的淤泥和杂质；

2)透水带肋板桩墙(45)施工：将透水预制板(18)压入指定位置后，安装导梁(20)并通

过螺栓A(21)将其固定在一起，待所有透水预制板(18)和导梁(20)施工完后统一浇筑冠梁

(19)，最后将石笼(22)搁置在搁置架(23)；

3)亲水平台施工：在边坡常水位处，将坡面整平，根据定位放线点将预制亲水平台侧墙

板(13)压入边坡指定位置，待预制板(8)铺设完成后，在预制板(8)上依次设置防水层(9)、

砂石层(10)和透水砖(11)，最后在亲水平台侧墙板(13)顶部种植绿化隔离墙(42)；

4)坡面施工：河堤边坡休整后，首先在河堤边坡上依次铺设营养型土工布(6)、垫层(2)

和客土找平层(7)，其次客土找平层(7)施工完后按照定位放线点安装坡面横梁(17)和坡面

纵梁(3)，植生混凝土板(4)和植生卷材(5)通过坡面纵梁(3)和坡面横梁(17)嵌压固定，通

过螺栓B(38)将坡面横梁(17)和坡面纵梁(3)固定，坡面水上部分种植边坡绿色植物(40)，

边坡水下部分种植湿生植物(41)；

5)浇筑混凝土压顶：上述施工完成后，在坡顶开挖一定深度的地基土，浇筑混凝土护顶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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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型护坡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态型护坡结构及施工方法。属于地基与基础工程领域，适用于

绿化要求高、需兼顾水陆两栖生态的临水护坡工程。

背景技术

[0002] 河航道护岸工程是保护江河堤岸免受水流、风浪侵袭和冲刷所采取的的工程措

施。通常河道的护岸结构主要有加筋土护岸结构、浆砌或干砌块石护岸结构、现浇混凝土重

力挡土墙护岸结构及预制混凝土块体护岸结构等，这些护岸结构在满足护坡功能性要求的

同时，隔绝了土壤与水体之间的物质交换，破坏了河湖岸区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生物多样

性下降，陆岸及水生动植物丧失了栖息空间，水体自净功能下降甚至完全丧失，留下的是一

条条灰色的长廊。

[0003] 有鉴于此，具备多孔性的植生型生态混凝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河湖护坡结构中。

植生型生态混凝土护坡具有高强度、大孔隙率、结构稳定、抗冻融型好、有效的抑制堆土流

失的性能特点，又能适应多种植生方式，绿化覆盖率达到95％以上，改善生态环境和景观，

可实现长期持续性生态护坡，然而，与植生型生态混凝土护坡配套的常规绿化工法如:种子

散播法及草皮铺设法，通常存在着覆土层抗侵蚀(降雨、水位变动、水流冲刷)能力弱、营养

基层保肥及保水性差、植物抗旱及抗冻能力低、后期养护成本高、植生效果受气候因素影响

大等不足。

[0004] 因此，目前亟需发明一种施工效率高，同时护坡面自上而下全面生态化，且经济技

术效益突出的生态型护坡结构，规避了传统护坡及常规绿化工法的不足，提高坡面施工效

率，兼顾水陆两栖生态，具有较好的经济技术效益。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施工效率高，同时护坡面自上而下全面生态化，且经

济技术效益突出的生态型护坡结构及施工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生态型护坡结构，包括坡面纵梁、坡面

横梁、植生混凝土板、植生卷材、生态型亲水平台和透水带肋板桩墙；坡面纵梁和坡面横梁

围合空间内自下而上依次设置有植生混凝土板和植生卷材；边坡中部设有生态型亲水平

台，边坡底部设有透水带肋板桩墙；所述的坡面纵梁和坡面横梁凹凸榫接在一起并通过螺

杆固定，植生混凝土板和植生卷材通过坡面纵梁和坡面横梁嵌压固定；所述的生态型亲水

平台包括预制板和亲水平台侧墙板组成；所述的亲水平台侧墙板底部设置韧角A和顶部设

有横槽，亲水平台侧墙板上设置牛腿和排水孔；所述的预制板搁置在牛腿上，预制板上依次

设置防水层、、砂石层和铺设透水砖；所述的亲水平台侧墙板的顶部横槽内设置绿化隔离

墙；所述的透水带肋板桩墙包括透水预制板、导梁、冠梁和搁置架，透水预制板上部两侧设

置导梁，导梁和透水预制板嵌合并通过螺栓A固定在一起，导梁和透水预制板顶部现浇冠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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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坡面纵梁两端为榫接接头A并预留螺栓孔C，坡面纵梁底部四周

设有槽口；所述的坡面横梁两端为榫接接头B并预留螺栓孔C，坡面横梁底部四周设有槽口；

所述的植生混凝土板四周为扩大端结构。

[0008] 所述的透水预制板上部两侧设置嵌合肋和下部设置韧角B，透水预制板两侧设有

倒三角肋和预埋件以及螺栓孔A。

[0009] 所述的导梁设有卡槽，预留螺栓孔B。

[0010] 所述的搁置架一端设置带孔钢板，通过预埋件固定在透水预制板上，搁置架上放

置石笼并种植水下植物。

[0011] 生态型护坡结构的施工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施工准备：根据施工图纸划出施工区域，水上部分进行边坡休整，水下部分进行

围堰施工，并清除基层的淤泥和杂质；

[0013] 2)透水带肋板桩墙施工：将透水预制板压入指定位置后，安装导梁并通过螺栓A将

其固定在一起，待所有透水预制板和导梁施工完后统一浇筑冠梁，最后将石笼搁置在搁置

架；

[0014] 3)亲水平台施工：在边坡常水位处，将坡面整平，根据定位放线点将预制亲水平台

侧墙板压入边坡指定位置，待预制板铺设完成后，在预制板上依次设置防水层、砂石层和透

水砖，最后在亲水平台侧墙板顶部种植绿化隔离墙；

[0015] 4)坡面施工：河堤边坡休整后，首先在河堤边坡上依次铺设营养型土工布、垫层和

客土找平层，其次客土找平层施工完后按照定位放线点安装坡面横梁和坡面纵梁，植生混

凝土板和植生卷材通过坡面纵梁和坡面横梁嵌压固定，通过螺栓B将坡面横梁和坡面纵梁

固定，坡面水上部分种植边坡绿色植物，边坡水下部分种植湿生植物；

[0016] 5)浇筑混凝土压顶：上述施工完成后，在坡顶开挖一定深度的地基土，浇筑混凝土

护顶。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本发明将河堤坡面休整后，先铺设营养型土工布，再铺设垫层并着平，安装预

制好的坡面梁和植生混凝土板，并在坡面梁连接处通过螺栓固定，大大加快边坡防护处理

的施工速度，缩短施工工期，具有较好的经济技术效益。

[0019] (2)本发明中亲水平台处设置透水混凝土挡墙，进一步加强边坡整体的稳定性，同

时由于采用透水混凝土，有效保护了原地基土中的组成成分及生态结构。

[0020] (3)本发明清水平台设置在平台侧墙顶部，中间形成储水仓，在外侧平台侧墙储水

仓对应位置设置排水孔，在平台侧墙顶部预留种植穴，种植穴内种植绿化植物形成绿化隔

离墙。

[0021] (4)本发明河堤底部设置透水板桩墙并通过导梁固定在一起，搁置架上设置石笼

压脚，保证河堤底部的稳定。

[0022] (5)本发明河堤边坡水上部分种植水上绿色植物，水下部分种植水下植物，有利于

生态环境保护。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中生态型护坡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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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2是本发明中生态型护坡坡面梁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中植生混凝土板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中生态型亲水平台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是本发明透水带肋板桩墙中透水预制板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是本发明中搁置架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是本发明中导梁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河堤；2.垫层；3.坡面纵梁；4.植生混凝土板；5.植生卷材；6.营养型土工

布；7.客土找平层；8.预制板；9.防水层；10.砂石层；11.透水砖；12.横槽；13.平台侧墙板；

14.牛腿；15.排水孔；16.韧角A；17.坡面横梁；18.透水预制板；19.现浇冠梁；20.导梁；21.

螺栓A；22.石笼；23.搁置架；24.韧角B；25.嵌合肋；26.螺栓孔A；27.预埋件；28.倒三角肋；

29.带孔钢板；30.螺栓孔B；31.卡槽；32.榫接接头A；33.榫接接头B；34.螺栓孔C；35.槽口；

36.扩大端；37.营养土；38.螺栓B；39.混凝土压顶；40.边坡绿色植物；41.湿生植物；42.绿

化隔离墙；43.水下植物；44.生态型亲水平台；45.透水带肋板桩墙。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下述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

发明。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

可以对本发明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内。

[0032] 本实施方式中坡面梁、预制板等的预制工艺要求，混凝土浇筑的施工工艺要求，坡

面植物种类等不再赘述，重点阐述本发明涉及的生态型护坡结构施工的实施方式。

[0033] 图1是本发明生态型护坡结构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中生态型护坡坡面梁结构示意

图，图3是本发明中植生混凝土板结构示意图，图4是本发明中生态型亲水平台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透水带肋板桩墙中透水预制板结构示意图，图6是本发明中搁置架结构示意

图，图7是本发明中导梁结构示意图。参照图1所示的生态型护坡结构，主要由坡面纵梁3、坡

面横梁17、植生混凝土板4、植生卷材5、生态型亲水平台44、透水带肋板桩墙45等组成。坡面

纵梁3和坡面横梁17围合空间内自下而上依次设置有植生混凝土板4和植生卷材；边坡中部

设有生态型亲水平台44，边坡底部设有透水带肋板桩墙45。

[0034] 生态型护坡施工前，在施工区域内采用钢板桩进行围堰，抽水后清除基层的淤泥

和杂质，根据设计图纸要求，休整边坡后铺设营养土工布6，然后铺设一层20mm厚级配砂石

作为垫层2，垫层2上部铺一层200mm厚的客土找平层7；根据定位放线位置，依次进行河堤底

部透水带肋板桩墙45、中部生态型亲水平台44和其他坡面结构施工。

[0035] 坡面横梁17和坡面纵梁3采用混凝土在工厂预制直接运至施工现场，其接头为互

锁式凹凸榫接结构，植生混凝土板4在工厂预制好以后表面40％的面积开凿成植生槽，制作

成绿色植生混凝土板4。

[0036] 在边坡常水位处，将坡面整平，安装生态型亲水平台44结构。生态型亲水平台44由

两侧平台侧墙板13和预制板8等组成，平台侧墙板13高度为2000mm，两侧平台侧墙板13之间

的距离为800mm-1200mm，预制板8为100mm厚的素混凝土板，宽度根据两侧平台侧墙板13之

间的距离确定。平台侧墙板13采用机械设备逐块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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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透水带肋板桩墙45包括透水预制板18、导梁20、冠梁19和搁置架23，透水预制板18

上部两侧设置导梁20，导梁和透水预制板18嵌合并通过螺栓21固定在一起，导梁20和透水

预制板18顶部现浇冠梁19。透水预制板18为钢筋混凝土预制板，采用机械设备逐块打入。导

梁20为配筋混凝土预制梁，预留卡槽31和螺栓孔B30。

[0038] 上述施工完成后，在坡顶开挖一定深度的地基土，浇筑混凝土形成混凝土压顶39，

作为护顶结构。

[0039] 生态型护坡的施工主要步骤如下：

[0040] 1)施工准备：根据施工图纸划出施工区域，水上部分进行边坡休整，水下部分进行

围堰施工，并清除基层的淤泥和杂质。

[0041] 2)透水带肋板桩墙45施工：将透水预制板18压入指定位置后，安装导梁20并通过

螺杆A21将其固定在一起，待所有预制板18和导梁20施工完后统一浇筑冠梁19，最后将石笼

22搁置在搁置架23。

[0042] 3)亲水平台施工：在边坡常水位处，将坡面整平，根据定位放线点将预制亲水平台

侧墙板13压入边坡指定位置，待预制板8铺设完成后，在预制板8上依次设置防水层9、砂石

层10和透水砖11，最后在亲水平台侧墙板13顶部种植绿化隔离墙42。

[0043] 4)坡面施工：河堤边坡休整后，首先在河堤边坡上依次铺设营养型土工布6、垫层2

和客土找平层7，其次客土找平层7施工完后按照定位放线点安装坡面横梁17和坡面纵梁3，

植生混凝土板4和植生卷材5通过坡面纵梁3和坡面横梁17嵌压固定，通过螺栓B38将坡面横

梁17和坡面纵梁3固定，坡面水上部分种植边坡绿色植物40，边坡水下部分种植湿生植物

41。

[0044] 5)浇筑混凝土压顶：上述施工完成后，在坡顶开挖一定深度的地基土，浇筑混凝土

护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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