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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

合堤防结构，包括基础挡墙、复合挡墙；所述基础

挡墙的下部插入水位以下，上部凸出于水位；所

述复合挡墙的底部高于水位，且复合挡墙与基础

挡墙在水平方向具有一定间距，所述复合挡墙的

下部与基础挡墙上部之间设置有人行道路；所述

基础挡墙和复合挡墙均垂直地面设置，基础挡墙

和复合挡墙在竖直方向的截面均为倒T型结构；

所述复合挡墙与堤顶路面之间设置有景观带。通

过采用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用于现代城市河道

的复合堤防结构，不仅可以保障防洪安全，同时

可以提升城市的景观文化品质，提升河道的自然

生态功能，增加居民的亲水乐趣，整体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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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基础挡墙(1)、复合挡墙(4)；

所述基础挡墙(1)的下部插入水位以下，上部凸出于水位；所述复合挡墙(4)的底部高

于水位，且复合挡墙(4)与基础挡墙(1)在水平方向具有一定间距，所述复合挡墙(4)的下部

与基础挡墙(1)上部之间设置有人行道路(2)；所述基础挡墙(1)和复合挡墙(4)均垂直地面

设置，所述基础挡墙(1)和复合挡墙(4)在竖直方向的截面均为倒T型结构；所述复合挡墙

(4)与堤顶路面之间设置有景观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景观带

包括底板(7)，所述底板(7)的两侧对称设置有景观墙(6)，所述底板(7)与2个景观墙(6)之

间形成容纳腔，所述容纳腔内设置有用于栽种植物(9)的种植土(8)。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景观墙

(6)的高度高于堤顶路面。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

(7)采用格宾石笼网。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其特征在于，设置在复合

挡墙(4)上方的景观墙(6)采用石材制成，与堤顶路面连接的景观墙(6)采用砖砌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人行道

路(2)上靠近复合挡墙(4)的一侧设置有排水沟(3)，所述排水沟(3)与河道同向。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挡

墙(4)在水平方向上设置若干有排水孔(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人行道

路(2)为采用卵石材料砌筑的混凝土路面。

9.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基础挡墙(1)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复合挡墙(4)为浆砌石挡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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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利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水利工程中，堤防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工程建筑物，即为沿江河的岸边修建的挡

水建筑物，用来归顺水流、防止河水漫顶，保障两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小型河流和大

江大河上的堤防结构的设计原理基本一致，只是在尺寸上有差异。

[0003] 总结河道堤防的种类，按照堤型可分为直墙式堤防、斜坡式堤防和复合式堤防，分

别如图1至图3所示，河道堤防的建筑材料主要包括土、石、混凝土等。直墙式堤防主要是用

于水深较浅、流量小的河渠，占地面积小，堤形大方、坚固；斜坡式堤防主要用于用地不受限

制的河段，可因地制宜的选择材料；复合式堤防主要是用于防洪、防冲要求较高，堤防高度

较高的河段，中间过渡段设置平台(马道)。

[0004] 随着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河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新形势下，现代的城市河道要满足“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新要求，要把河道建设成“生

态景观”型，要把城市水岸建成“宜居宜游”型，因此河道堤防的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0005] 如何选用合适的堤防结构形式，既可以满足河道的正常过流，又可以提升河道的

综合品质，是一个需要不断关注的问题。

[0006] 在城市范围内，一般的河道都是以中小型的河道居多，一般河宽10～20米范围，正

常水深1～3米，汛期水深2～4米，河道两岸一般为市政道路或者其它用地，空间狭小。对于

此类河道的治理，其当前可选的堤防结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技术缺点：

[0007] (1)直墙式堤防。采用硬质化的混凝土结构，体积庞大，成本相对较高，非常不美

观，视觉效果较差。

[0008] (2)斜坡式堤防。对河道两岸的占地要求多，在城市范围内经常难以满足，同时其

采用的是硬质混凝土外观，不美观。

[0009] (3)复合式堤防。虽然具有一定的生态景观效果，但是占地空间更大，不适合城市

范围内的中小型河道，且造价相对较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解决现有复合式

堤防占地空间大的问题，同时兼具生态景观效果。

[0011] 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12] 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包括基础挡墙、复合挡墙；

[0013] 所述基础挡墙的下部插入水位以下，上部凸出于水位；所述复合挡墙的底部高于

水位，且复合挡墙与基础挡墙在水平方向具有一定间距，所述复合挡墙的下部与基础挡墙

上部之间设置有人行道路；所述基础挡墙和复合挡墙均垂直地面设置，基础挡墙和复合挡

墙在竖直方向的截面均为倒T型结构；所述复合挡墙与堤顶路面之间设置有景观带。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1690179 U

3



[0014] 现有的复合堤防的挡墙为斜面结构，导致占地空间大。

[0015] 本实用新型所述复合堤防结构为折线型，按功能划分：底部为水利功能结构，中部

为水利-景观复合功能结构，上部的为生态-景观复合功能结构。

[0016]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复合堤防结构，在不占用过多滨水空间的前提下，既保证了河

道的防洪需求，又增加了生态、景观、亲水等多种新功能，实现了滨水空间的优化利用。

[0017]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复合堤防结构，增加了生态功能结构，即景观带，提升了河道两

岸的绿化率。

[0018] 本实用新型通过将基础挡墙和复合挡墙均垂直地面设置，利于节约占地空间，同

时将基础挡墙和复合挡墙在竖直方向的截面均为倒T型结构，提高垂直设置的基础挡墙和

复合挡墙的稳定性，确保防洪度汛，结构稳定，同时，本实用新型增加了近水的人行道路，实

现了居民亲水的需求，设置了景观带，可进行景观设计，提升了河道的绿化效果，提升了居

民的视觉感受，提升了城市的景观文化品质。如此，本实用新型解决现有复合式堤防占地空

间大的问题，同时兼具生态景观效果。

[0019] 综上，通过采用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用于现代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不仅可

以保障防洪安全，同时可以提升城市的景观文化品质，提升河道的自然生态功能，增加居民

的亲水乐趣，整体效果显著。

[0020] 进一步地，景观带包括底板，所述底板的两侧对称设置有景观墙，所述底板与2个

景观墙之间形成容纳腔，所述容纳腔内设置有用于栽种植物的种植土。

[0021]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复合挡墙为景观墙，可进行各类景观文化信息的设计与呈现，

进而可以提升城市河道的综合视觉效果。

[0022] 进一步地，景观墙的高度高于堤顶路面。

[0023] 进一步地，底板采用格宾石笼网。

[0024] 所述格宾石笼网为现有技术，可透水。

[0025] 进一步地，设置在复合挡墙上方的景观墙采用石材制成，与堤顶路面连接的景观

墙采用砖砌墙。

[0026] 进一步地，人行道路上靠近复合挡墙的一侧设置有排水沟，所述排水沟与河道同

向。

[0027] 进一步地，复合挡墙在水平方向上设置若干有排水孔。

[0028] 复合挡墙和基础挡墙的外侧均为回填土，通过设置排水孔实现复合挡墙的局部透

水，保证了地下水的正常入渗，满足了生态河道的基本要求。

[0029] 提高基础挡墙和复合挡墙的稳定性。

[0030] 进一步地，人行道路为采用卵石材料砌筑的混凝土路面。

[0031] 进一步地，基础挡墙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0032] 进一步地，复合挡墙为浆砌石挡墙。

[0033]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34] 1、本实用新型通过将基础挡墙和复合挡墙均垂直地面设置，利于节约占地空间，

同时将基础挡墙和复合挡墙在竖直方向的截面均为倒T型结构，提高垂直设置的基础挡墙

和复合挡墙的稳定性，确保防洪度汛，结构稳定，同时，本实用新型增加了近水的人行道路，

实现了居民亲水的需求，设置了景观带，可进行景观设计，提升了城市的景观文化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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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2、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排水孔实现复合挡墙的局部透水，保证了地下水的正常入

渗，满足了生态河道的基本要求。

[0036] 3、本实用新型增加了植物种植区，提升了河道的绿化效果，提升了居民的视觉感

受。

附图说明

[0037]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

部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限定。在附图中：

[0038] 图1为现有直墙式提防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2为现有斜坡式提防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3为现有复合式提防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复合堤防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2] 附图中标记及对应的零部件名称：

[0043] 1-基础挡墙，2-人行道路，3-排水沟，4-复合挡墙，5-排水孔，6-景观墙，7-底板，8-

种植土，9-植物。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45] 实施例1：

[0046] 如图4所示，一种用于城市河道的复合堤防结构，包括基础挡墙1、复合挡墙4；

[0047] 所述基础挡墙1的下部插入水位以下，上部凸出于水位；所述复合挡墙4的底部高

于水位，且复合挡墙4与基础挡墙1在水平方向具有一定间距，所述复合挡墙4的下部与基础

挡墙1上部之间设置有人行道路2；所述基础挡墙1和复合挡墙4均垂直地面设置，所述基础

挡墙1和复合挡墙4在竖直方向的截面均为倒T型结构；所述复合挡墙4与堤顶路面之间设置

有景观带；所述景观带包括底板7，所述底板7的两侧对称设置有景观墙6，所述底板7与2个

景观墙6之间形成容纳腔，所述容纳腔内设置有用于栽种植物9的种植土8；所述景观墙6的

高度高于堤顶路面。

[0048] 在本实施例中：

[0049] 基础挡墙1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截面呈倒T型，基础挡墙1的上部矩形直墙段的厚度

为20cm，底部为矩形墙墩，置于河床地基内部，整个墙体需满足抗滑稳定要求。

[0050] 人行道路2为采用卵石材料砌筑的混凝土路面，厚10cm，具有防水效果。

[0051] 复合挡墙4为个性化设计的浆砌石挡墙，截面呈倒T型，墙厚20cm，下部为墙墩，整

个挡墙既有挡土功能、挡水功能，又有景观文化展示功能。

[0052] 设置在复合挡墙4上方的景观墙6采用石材制成，厚15cm，并进行外观装饰、美化，

与堤顶路面连接的景观墙6采用砖砌墙，厚15cm，并进行外观装饰、美化。

[0053] 种植土8的厚度为0.5m～1m，底板7采用格宾石笼网，厚度10～15cm，横河向宽2～5

米，可透水；植物9为景观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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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实施例2：

[0055]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基于实施例1，所述人行道路2上靠近复合挡墙4的一侧设置

有排水沟3，所述排水沟3与河道同向；所述复合挡墙4在水平方向上设置若干有排水孔5，所

述排水孔5为圆孔，圆孔的直径为5cm～10cm；所述排水沟3尺寸为10cm×5cm。

[0056]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

一步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

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

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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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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