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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

构，包括护坡本体，护坡本体上设置有若干级台

阶，每级台阶中设置有三角型凹槽带，三角型凹

槽带中设置有雨水过滤装置；雨水过滤装置包括

两个冲孔板、多级覆盖层及排水通道，两个冲孔

板分别紧贴设置在三角型凹槽带的两侧，多级覆

盖层由上到下一次设置在两个冲孔板之间，排水

通道设置在多级覆盖层的下方，排水通道与坡面

排水系统连通；本发明通过在每级台阶上设置雨

水过滤装置，实现了降水的梯级截留；当降水量

较小时，降水能够通过冲孔板自然渗透进坡面土

壤内；当降水量较大时，少量降水直接渗透进入

坡面土壤内，其余降水通过排水通道汇集至坡面

排水系统后排出；避免了降水直接冲刷坡面，降

低了坡面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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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护坡本体(1)、雨水过滤装置(2)及

坡面排水系统，护坡本体(1)上设置有若干级台阶，每级台阶上设置有三角型凹槽带，三角

型凹槽带中设置有雨水过滤装置(2)；雨水过滤装置(2)包括两个冲孔板(21)、多级覆盖层

(22)及排水通道(23)，两个冲孔板(21)分别紧贴设置在三角型凹槽带的两侧，多级覆盖层

(22)由上到下依次设置在两个冲孔板(21)之间，排水通道(23)设置在多级覆盖层(22)的下

方，排水通道(23)与坡面排水系统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多级覆盖层(22)

包括由上到下依次水平设置的鹅暖石层(221)、砂石层(222)、综合肥料层(223)及砾石层

(224)，其中鹅暖石层(221)的上部与台阶面平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坡面排水系统包

括截水沟(3)和排水沟(4)，截水沟(3)设置在护坡本体(1)的顶部，排水沟(4)纵向设置在护

坡本体(1)的坡顶和坡底之间，排水沟(4)的顶部与截水沟(3)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蓄水池

(5)，蓄水池(5)设置在护坡坡脚，蓄水池(5)的进水口与坡面排水系统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护坡本体(1)的

坡脚处设置有生态石笼(6)及挡土墙(7)；生态石笼(6)靠近护坡本体(1)一侧设置，挡土墙

(7)固定设置在生态石笼(6)的外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冲孔板(21)采用

冲孔钢板，冲孔钢板上的冲孔为圆形孔，圆形孔的直径为0.8-2cm，圆形孔的间距为3-5cm。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鹅卵石层(221)

的厚度不少于20cm，砂石层(222)的厚度不少于20cm，综合肥料层(223)的厚度不少于20cm，

砾石层(224)的厚度不少于40c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护坡本体(1)的

表面种植有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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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态保护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些地形坡度中，由于植物稀缺、覆盖率低，导致缓坡常年产生水土流失现象；

对周边的生态及土壤结构形态造成了一定破坏。对于土质稀松的缓坡来说，旱季来临的时

候，地表裸露，水量蒸发大；进入雨季时节，雨水直接冲刷坡面，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时产生

滑坡，土壤的下滑力增大，植被无法生长，形成区域生态恶性循环；现有的护坡结构大多硬

质面积占比较大，土壤覆盖层较薄，不利于植物生长和生物生境的营造；且无法有效解决雨

水冲刷带来的水土流失，其功能单一。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无法有效解决雨水冲带带来的水土流失的技术问题。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包括护坡本体、雨水过滤装置及坡

面排水系统，护坡本体上设置有若干级台阶，每级台阶上设置有三角型凹槽带，三角型凹槽

带中设置有雨水过滤装置；雨水过滤装置包括两个冲孔板、多级覆盖层及排水通道，两个冲

孔板分别紧贴设置在三角型凹槽带的两侧，多级覆盖层由上到下依次设置在两个冲孔板之

间，排水通道设置在多级覆盖层的下方，排水通道与坡面排水系统连通。

[0006] 进一步的，多级覆盖层包括由上到下依次水平设置的鹅暖石层、砂石层、综合肥料

层及砾石层，其中鹅暖石层的上部与台阶面平齐。

[0007] 进一步的，坡面排水系统包括截水沟和排水沟，截水沟设置在护坡本体的顶部，排

水沟纵向设置在护坡本体的坡顶和坡底之间，排水沟的顶部与截水沟连通。

[0008] 进一步的，还包括蓄水池，蓄水池设置在护坡坡脚，蓄水池的进水口与坡面排水系

统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护坡本体的坡脚处设置有生态石笼及挡土墙；生态石笼靠近护坡本体

一侧设置，挡土墙固定设置在生态石笼的外侧。

[0010] 进一步的，冲孔板采用冲孔钢板，冲孔钢板上的冲孔为圆形孔，圆形孔的直径为

0.8-2cm，圆形孔的间距为3-5cm。

[0011] 进一步的，鹅卵石层的厚度不少于20cm，砂石层的厚度不少于20cm，综合肥料层的

厚度不少于20cm，砾石层的厚度不少于40cm。

[0012] 进一步的，护坡本体的表面种植有植被。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通过在护坡本体上设置若干级台

阶，每级台阶上设置雨水过滤装置，实现了对护坡表面降水的梯级截留；当降水量较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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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能够通过冲孔板自然渗透进坡面土壤内；当降水量较大时，少量降水直接渗透进入坡

面土壤内，其余降水通过排水通道汇集至坡面排水系统后排出；本发明有效避免了降水直

接冲刷坡面，降低了坡面水土流失，确保了护坡表面的植被覆盖率。

[0015] 进一步，通过设置鹅暖石层，鹅暖石满足降水快速渗透，实现了降水的截留，降低

了降水沿坡面顺流导致坡面破坏；通过设置砂石层，细小的砂石实现了对雨水中的杂质进

行二次过滤；通过设置综合肥料层，在降水下渗过程中，综合肥料顺着雨水的下渗被带进土

壤之中，为土壤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补充，实现一定区域内的生态修复，使得坡面植物能够

有效的生长，实现生态复绿；通过设置砾石层，满足雨水的暂时储存，避免了降水的快速流

失，缓解了降水对坡面的侵蚀。

[0016] 进一步的，通过设置蓄水池，当降水量较大时，降水通过排水通道，经坡面排水系

统引流至蓄水池，有效缓解了雨水对下坡地表的二次冲刷伤害，蓄水池中的雨水可以进行

二次利用，进行对植物的灌溉，经济实用。

[0017] 进一步的，通过在护坡坡脚设置生态石笼及挡土墙，确保了护坡边缘土壤结构的

完整性，同时，提升了景观观赏品质，通过挡土墙可以展示梯级护坡的生态技术，起到科普

的作用。

[0018]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通过梯级台阶结构能有效减少雨水

对土坡的冲刷；三角型凹槽带中设置的雨水过滤装置能够有效截留并收集雨水，实现低影

响开发，在满足护坡功能的同时运用生态技术节能环保，并且提升护坡的艺术美感；本发明

中的护坡能够有效保证原有土壤的厚度和绿化植物的正常生长；本发明实现对护坡内在结

构的加强，减少了滑坡现象的产生，降低了对周围环境及行人安全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中的雨水过滤装置的剖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中的综合肥料层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1护坡本体，2雨水过滤装置，3截水沟，4排水沟，5蓄水池，6生态石笼，7挡土

墙；21冲孔板，22多级覆盖层，23排水通道；221鹅暖石层，222砂石层，223综合肥料层，224砾

石层；2231肥料盒体，2232肥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如附图1-3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包括护坡本体1、雨

水过滤装置2、截水沟3、排水沟4、蓄水池5、生态石笼6及挡土墙7；

[0026] 护坡本体1上设置有若干级台阶，每级台阶中设置有三角型凹槽带，三角型凹槽带

中设置有雨水过滤装置2；雨水过滤装置2包括两个冲孔板21、多级覆盖层22及排水通道23，

两个冲孔板21分别紧贴设置在三角型凹槽带的两侧，多级覆盖层22由上到下一次设置在两

个冲孔板21之间，排水通道23设置在多级覆盖层22的下方，排水通道23与坡面排水系统连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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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冲孔板21采用冲孔钢板，冲孔钢板上的冲孔为圆形孔，圆形孔的直径为0.8-2cm，

圆形孔的间距为3-5cm，冲孔钢板的厚度为1-1.5cm，冲孔钢板采用不锈钢制作；多级覆盖层

22包括由上到下依次水平设置的鹅暖石层221、砂石层222、综合肥料层223及砾石层224，其

中鹅暖石层221的上部与台阶面平齐；鹅卵石层221的厚度不少于20cm，通过设置鹅暖石层，

鹅暖石满足降水快速渗透，实现了降水的截留，降低了降水沿坡面顺流导致坡面破坏；砂石

层222的厚度不少于20cm，通过设置砂石层，细小的砂石实现了对雨水中的杂质进行二次过

滤；综合肥料层223的厚度不少于20cm，通过设置综合肥料层，在降水下渗过程中，综合肥料

顺着雨水的下渗被带进土壤之中，为土壤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补充，实现一定区域内的生

态修复，使得坡面植物能够有效的生长，实现生态复绿；综合肥料层223包括肥料盒体2231

及肥料2232，肥料盒体2231采用冲孔钢板制作而成，肥料盒体2231中间竖向均匀间隔设置

有若干支撑柱，实现对肥料盒体2231的竖向支撑，提高了结构的强度，肥料2231充填在肥料

盒体2231中，雨水通过肥料盒体2231后，与肥料混合，将肥料通过肥料盒体2231上的冲孔带

出，进入土壤内；砾石层224的厚度不少于40cm，通过设置砾石层，满足雨水的暂时储存，避

免了降水的快速流失，缓解了降水对坡面的侵蚀。

[0028] 冲孔板21具高效防砂性能，能更好地阻挡地层砂粒；冲孔板21上的圆形孔均匀设

置，渗透性及防堵性能高；过滤面积大，流动阻力小；不锈钢材质的优异抗腐蚀性能，抗酸、

碱、盐腐蚀，实用护坡特殊要求；砾石层224两侧的冲孔板21上的圆形孔封堵，确保了经过砾

石层汇聚的雨水，进入排水通道中，进而将其排除。

[0029] 截水沟3设置在护坡本体1的顶部，排水沟4纵向设置在护坡本体1的坡顶和坡底之

间，排水沟4的顶部与截水沟3连通。蓄水池5设置在护坡坡脚，蓄水池5的进水口与坡面排水

系统连接；通过设置蓄水池，当降水量较大时，降水通过排水通道，经坡面排水系统引流至

蓄水池，有效缓解了雨水对下坡地表的二次冲刷伤害，蓄水池中的雨水可以进行二次利用，

进行对植物的灌溉，经济实用；生态石笼6及挡土墙7均设置在护坡本体1的坡脚处，生态石

笼6靠近护坡本体1一侧设置，挡土墙7固定设置在生态石笼6的外侧。本发明中护坡本体1的

表面种植有植被。

[0030]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通过在护坡本体上设置若干级台

阶，每级台阶上设置雨水过滤装置，实现了对护坡表面降水的梯级截留；当降水量较小时，

降水能够通过冲孔板自然渗透进坡面土壤内；当降水量较大时，少量降水直接渗透进入坡

面土壤内，其余降水通过排水通道汇集至坡面排水系统后排出；本发明有效避免了降水直

接冲刷坡面，降低了坡面水土流失，确保了护坡表面的植被覆盖率。

[0031] 实施例

[0032] 如附图2所示，以咸阳市五陵原(陵寝)为例，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

构，包括护坡本体、雨水过滤装置、截水沟、排水沟、蓄水池、生态石笼及挡土墙；

[0033] 护坡本体倾斜设置五陵原(陵寝)的四个斜面上，护坡本体上设置有若干级台阶，

每级台阶中设置有三角型凹槽带，三角型凹槽带中设置有雨水过滤装置；雨水过滤装置包

括两个冲孔钢板、多级覆盖层及排水通道，两个冲孔钢板分别紧贴设置在三角型凹槽带的

两侧，多级覆盖层由上到下一次设置在两个冲孔钢板之间，排水通道设置在多级覆盖层的

下方，排水通道与坡面排水系统连通。

[0034] 冲孔钢板上的冲孔为圆形孔，圆形孔的直径为0.8-2cm，圆形孔的间距为3-5cm，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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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钢板的厚度为1-1.5cm，冲孔钢板采用不锈钢制作；多级覆盖层包括由上到下依次水平设

置的鹅暖石层、砂石层、综合肥料层及砾石层，其中鹅暖石层的上部与台阶面平齐；鹅卵石

层的厚度不少于20cm，通过设置鹅暖石层，鹅暖石满足降水快速渗透，实现了降水的截留，

降低了降水沿坡面顺流导致坡面破坏；砂石层的厚度不少于20cm，通过设置砂石层，细小的

砂石实现了对雨水中的杂质进行二次过滤；综合肥料层的厚度不少于20cm，通过设置综合

肥料层，在降水下渗过程中，综合肥料顺着雨水的下渗被带进土壤之中，为土壤提供源源不

断的营养补充，实现一定区域内的生态修复，使得坡面植物能够有效的生长，实现生态复

绿；砾石层的厚度不少于40cm，通过设置砾石层，满足雨水的暂时储存，避免了降水的快速

流失，缓解了降水对坡面的侵蚀。

[0035] 相邻两个斜面之间设置有阶梯，阶梯两侧设置有排水沟；截水沟设置在护坡本体

的顶部，排水沟纵向设置在护坡本体的坡顶和坡底之间，排水沟的顶部与截水沟连通。蓄水

池设置在护坡坡脚，蓄水池的进水口与坡面排水系统连接；通过设置蓄水池，当降水量较大

时，降水通过排水通道，经坡面排水系统引流至蓄水池，有效缓解了雨水对下坡地表的二次

冲刷伤害，蓄水池中的雨水可以进行二次利用，进行对植物的灌溉，经济实用；生态石笼及

挡土墙均设置在护坡本体的坡脚处，生态石笼靠近护坡本体一侧设置，挡土墙固定设置在

生态石笼的外侧。

[0036] 本实施例中通过在护坡本体上设置植被，通过植被修复，增加了绿地覆盖率，巩固

了土壤，减少水土流失；五陵原将原来倾斜的坡度，分层之后，较少雨水直冲刷率，从而减少

水土流失。陵墓菱角下放置蓄水池，雨季来临时，除了蒸发的雨水外，剩余雨水通过引流装

置到蓄水池，可以提供陵墓附近农业和林业景观的灌溉，二次利用；通过石笼和植物进行挡

土墙的设计，随着时间推移，石笼上长满灌木草本，带来生机和景观价值，生气勃勃。

[0037]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应对水土流失的护坡结构，护坡本体设置坡体上，护坡本体上

设置若干级台阶，每级台阶上设置雨水过滤装置，雨水过滤装置设置在土壤之中，呈梯级分

布；雨水过滤装置中两侧均为冲孔板，中间填充多级不同的覆盖层，每一级覆盖层水平平行

于地面；本发明中通过梯级逐步降解雨水带来的坡面和土壤损坏，直接通过下渗截留雨水；

不仅修复土壤和坡结构，而且还实现一定区域内的生态修复，使得坡面植物能够有效的生

长，实现生态复绿。结构中的原材料还能重复利用，成本不高，适应性好，有效防止水土流

失，实施效果好。

[0038] 以上所述仅表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任何人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下而做出

的结构变形、改进和润饰等，这些变形、改进和润饰等均视为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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