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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

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

过滤塘施工：包括开挖过滤塘基槽、形成滤水石

笼A和滤水石笼B、铺设透水土工布、填筑调蓄层、

预埋排水盲管B、填筑种植土B；S2.预制雨淋沟及

预制透水台阶施工；S3.梯田式护岸施工：包括铺

设透水土工布、岸坡碎石分层摊铺及碾压作业、

打设活体木桩、施工回填土和植生纤维毯；S4.亲

水步道施工；S5.植草排水沟施工：包括开挖植草

排水沟沟槽，砌筑预制汇水坎和预制溢水坎、铺

设透水土工布、施工排水沟碎石并埋设排水盲管

A和填筑种植土A。本发明涉及的岸坡防护结构施

工方便、结构稳固、实现了“自然积存、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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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

下步骤：

S1.过滤塘(4)施工：在河道岸脚部位开挖过滤塘基槽并夯实，在过滤塘基槽两侧分别

安装石笼，并向石笼内均匀、分层填料，形成滤水石笼A(10)和滤水石笼B(11)，滤水石笼A

(10)填料过程中，将预埋管(1001)埋于填料中，在滤水石笼A(10)和滤水石笼B(11)之间铺

设透水土工布(12)，分层填筑调蓄层(404)并将排水盲管B(405)预埋其中，在调蓄层(404)

上铺设过滤层(403)并填筑种植土B(402)；

S2.预制雨淋沟(7)及预制透水台阶(8)施工：根据预埋管(1001)的位置开挖雨淋沟基

槽并平整密实，基槽上部铺设砂垫层并铺设，按照“从下向上”的顺序逐段砌筑预制雨淋沟

(7)，然后按照“从下向上”的顺序在预制雨淋沟(7)上部铺设预制透水台阶(8)；

S3.梯田式护岸(2)施工：在预制透水台阶(8)的两侧铺设透水土工布(12)并在透水土

工布(12)上进行岸坡碎石(205)分层摊铺及碾压作业，在岸坡碎石(205)上至少打设两排活

体木桩(203)，底排活体木桩(203)与滤水石笼A(10)之间留出间隙，在岸坡碎石(205)上依

次施工回填土(204)和植生纤维毯(201)；

S4.亲水步道(3)施工：在底排活体木桩(203)与滤水石笼A(10)之间的间隙处铺设预制

透水步道板(301)形成亲水步道(3)；

S5.植草排水沟(1)施工：开挖植草排水沟沟槽，植草排水沟沟槽临水一侧紧贴预制雨

淋沟(7)砌筑预制汇水坎(6)，植草排水沟沟槽临水一侧紧贴梯田式护岸(2)砌筑预制溢水

坎(5)，所述预制溢水坎(5)在高于梯田式护岸(2)的位置设有溢水口(501)，所述预制汇水

坎(6)上设有与预制雨淋沟(7)连通的汇水口(601)，汇水口(601)远离预制雨淋沟(7)一侧

设有过滤网(602)，然后在植草排水沟沟槽的底部和内壁铺设透水土工布(12)，在透水土工

布(12)上部施工排水沟碎石(102)并埋设排水盲管A(103)，在排水沟碎石(102)上部填筑种

植土A(10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石笼填料时，分层厚度控制在30cm±2cm，顶部填料铺砌整平后进行

石笼封盖，形成滤水石笼A(10)和滤水石笼B(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在滤水石笼A(10)填料过程中，在石笼侧面测放预制雨淋沟(7)出水

口位置，并根据测放的预制雨淋沟(7)出水口位置埋设预埋管(1001)，对预埋管(1001)附近

的填料用手锤轻轻压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滤水石笼A(10)和滤水石笼B(11)之间铺设透水土工布(12)时，将透

水土工布(12)反包至种植土B(402)标高部位并固定；调蓄层(404)铺设时每层厚度控制在

15～20cm，并且每层厚度由人工用铁锹整理；所述过滤层(403)的厚度控制在50～100mm；种

植土B(402)的深度控制在400～600mm之间，分层填筑厚度控制在300mm以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预制雨淋沟(7)两侧及顶部设置企口；所述S2中，铺砌预制雨淋沟(7)时轻轻

平放，使得上层预制雨淋沟(7)通过企口与下层预制雨淋沟(7)榫接，并用橡胶锤敲打稳定；

预制雨淋沟(7)养护7d后，预制透水台阶(8)嵌固于预制雨淋沟(7)顶部的企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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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3中，透水土工布(12)采用人工滚铺的方式由坡顶向坡底铺设；岸坡碎

石(205)分层摊铺厚度控制在200mm以内，压实度不小于95％，对于雨淋沟附近的岸坡碎石

(205)采用人工摊铺和碾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3打设活体木桩(203)时，在岸坡碎石(205)上测放每个木桩打设桩位，

其后将挖掘机就位，扶正活体木桩(203)后，将挖掘机的挖斗倒过来扣压活体木桩(203)至

岸坡碎石(205)中，按压稳定后，用挖斗背面击打活体木桩(203)桩头，将活体木桩(203)垂

直打入岸坡碎石(205)直至设计深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3中，回填土(204)施工采用机械配合人工的方式分层摊铺、分层夯实，

每层铺设厚度不得超过25cm～30cm，每层压实3～4次，压实度应≥95％，回填至顶层时应按

照设计坡度进行修整；

植生纤维毯(201)施工时，按照“从坡顶向坡脚”的方向铺设植物纤维毯(201)，植物纤

维毯(201)应铺展平顺并拉紧，植物纤维毯(201)之间搭接宽度不得少于10cm，将植物纤维

毯(201)顶部、底部以及搭接部位用锚钉(202)固定牢固，并预留出折盖部分，锚钉(202)用

量为每1m2不少于3只，然后把预留的植物纤维毯(201)折盖在回填土(204)侧面并用锚钉

(202)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4亲水步道(3)施工时，在岸坡碎石(205)上部分层摊铺砂找平层并洒

水密实，其后在砂找平层上逐块铺设预制透水步道板(301)，透水步道板之间的接缝中采用

砂灌满填实，接缝灌砂完成后采用小型振动碾压机碾压2～3次。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步骤S5中，所用的预制溢水坎(5)两侧设置企口，预制汇水坎(6)两侧及顶部

设置企口，预制溢水坎(5)和预制汇水坎(6)时，相邻预制溢水坎(5)之间通过预制溢水坎

(5)两侧的企口咬合，预制汇水坎(6)通过两侧的企口与相邻预制溢水坎(5)的两侧企口咬

合，砌筑预制溢水坎(5)和预制汇水坎(6)时，在植草排水沟沟槽临水一侧测放预制溢水坎

(5)与预制汇水坎(6)安装位置线，拌制水泥砂浆铺底，砂浆厚30mm，按放线位置逐段砌筑预

制溢水坎(5)和预制汇水坎(6)，砌筑完成后及时采用水泥砂浆勾缝，并进行湿法养生；所述

种植土A(101)的填筑厚度为10～20cm，种植土A(101)填筑完成后还在种植土A(101)上方铺

设了与预制透水台阶连接的预制透水踏板(9)，预制透水踏板(9)嵌固于预制汇水坎(6)顶

部的企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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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利工程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

适用于河道岸坡防护施工和景观要求较高的河道岸坡防护施工。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的高速化发展，农业、工业和人类活动对河道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严重，

大量的农业面源污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等直接排入河道中，导致水质恶化，河道生态环

境严重污染。传统河道整治中采用的钢筋混凝土、浆砌块石等硬质护岸，比如专利号为

CN207244563U公开的一种生态化硬质护岸结构，包括直立岸段以及连接在直立岸段上方的

斜坡岸段，所述斜坡岸段上设置有若干隔条，所述隔条位于斜坡岸段和直立岸段的连接处

连接有多孔混凝土挂板，所述多孔混凝土挂板上开设有供营养土和沸石分子筛填充的填料

槽以及与填料槽连通的插接孔，所述插接孔内插接有根部置于填料槽中的藤本植株。

[0003] 上述硬质护岸阻隔了水陆物质和能量交换，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削弱了河道生态

的自然修复功能，且硬质护坡无法自我消纳排入河道的污染负荷，不能有效维持或改善水

质。此外，还有一些河道在治理过程中，由于坡面的覆盖条件、地下水渗透压力、边坡坡度和

几何特征等的变化，而发生较为严重的拉沟和坍塌现象。因此，落实海绵城市的“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生态优先原则，构建自然型岸坡防护成为河道治理及城市生态建设

的重要发展方向。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传统硬质护坡存在的阻隔了水陆能量及物质交换、水生态

系统不健全、自净能力不强、易发生拉沟和坍塌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

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07] S1.过滤塘施工：在河道岸脚部位开挖过滤塘基槽并夯实，在过滤塘基槽两侧分别

安装石笼，并向石笼内均匀、分层填料，形成滤水石笼A和滤水石笼B，滤水石笼A填料过程

中，将预埋管埋于填料中，在滤水石笼A和滤水石笼B之间铺设透水土工布，分层填筑调蓄层

并将排水盲管B预埋其中，在调蓄层上铺设过滤层并填筑种植土B；

[0008] S2.预制雨淋沟及预制透水台阶施工：根据预埋管的位置开挖雨淋沟基槽并平整

密实，基槽上部铺设砂垫层并铺设，按照“从下向上”的顺序逐段砌筑预制雨淋沟，然后按照

“从下向上”的顺序在预制雨淋沟上部铺设预制透水台阶；

[0009] S3.梯田式护岸施工：在预制透水台阶的两侧铺设透水土工布并在透水土工布上

进行岸坡碎石分层摊铺及碾压作业，在岸坡碎石上至少打设两排活体木桩，底排活体木桩

与滤水石笼A之间留出间隙，在岸坡碎石上依次施工回填土和植生纤维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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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S4.亲水步道施工：在底排活体木桩与滤水石笼A之间的间隙处铺设预制透水步道

板形成亲水步道；

[0011] S5.植草排水沟施工：开挖植草排水沟沟槽，植草排水沟沟槽临水一侧紧贴预制雨

淋沟砌筑预制汇水坎，植草排水沟沟槽临水一侧紧贴梯田式护岸砌筑预制溢水坎，所述预

制溢水坎在高于梯田式护岸的位置设有溢水口，所述预制汇水坎上设有与预制雨淋沟连通

的汇水口，汇水口远离预制雨淋沟一侧设有过滤网，然后在植草排水沟沟槽的底部和内壁

铺设透水土工布，在透水土工布上部施工排水沟碎石并埋设排水盲管A，在排水沟碎石上部

填筑种植土A。

[0012] 优选地，所述步骤S1中石笼填料时，分层厚度控制在30cm±2cm，顶部填料铺砌整

平后进行石笼封盖，形成滤水石笼A和滤水石笼B。

[0013] 优选地，所述步骤S1中，在滤水石笼A填料过程中，在石笼侧面测放预制雨淋沟出

水口位置，并根据测放的预制雨淋沟出水口位置埋设预埋管，对预埋管附近的填料用手锤

轻轻压实。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S1中，滤水石笼A和滤水石笼B之间铺设透水土工布时，将透水土

工布反包至种植土B标高部位并固定；调蓄层铺设时每层厚度控制在  15～20cm，并且每层

厚度由人工用铁锹整理；所述过滤层的厚度控制在  50～100mm；种植土B的深度控制在400

～600mm之间，分层填筑厚度控制在  300mm以内。

[0015] 优选地，所述的预制雨淋沟两侧及顶部设置企口；所述S2中，铺砌预制雨淋沟时轻

轻平放，使得上层预制雨淋沟通过企口与下层预制雨淋沟榫接，并用橡胶锤敲打稳定；预制

雨淋沟养护7d后，预制透水台阶嵌固于预制雨淋沟顶部的企口中。

[0016] 优选地，所述的步骤S3中，透水土工布采用人工滚铺的方式由坡顶向坡底铺设；岸

坡碎石分层摊铺厚度控制在200mm以内，压实度不小于95％，对于雨淋沟附近的岸坡碎石采

用人工摊铺和碾压。

[0017] 优选地，所述的步骤S3打设活体木桩时，在岸坡碎石上测放每个木桩打设桩位，其

后将挖掘机就位，扶正活体木桩后，将挖掘机的挖斗倒过来扣压活体木桩至岸坡碎石中，按

压稳定后，用挖斗背面击打活体木桩桩头，将活体木桩垂直打入岸坡碎石直至设计深度。

[0018] 优选地，所述的步骤S3中，回填土施工采用机械配合人工的方式分层摊铺、分层夯

实，每层铺设厚度不得超过25cm～30cm，每层压实3～4次，压实度应≥  95％，回填至顶层时

应按照设计坡度进行修整；

[0019] 植生纤维毯施工时，按照“从坡顶向坡脚”的方向铺设植物纤维毯，植物纤维毯应

铺展平顺并拉紧，植物纤维毯之间搭接宽度不得少于10cm，将植物纤维毯顶部、底部以及搭

接部位用锚钉固定牢固，并预留出折盖部分，锚钉用量为每  1m2不少于3只，然后把预留的

植物纤维毯折盖在回填土侧面并用锚钉固定。

[0020] 优选地，所述的步骤S4亲水步道施工时，在岸坡碎石上部分层摊铺砂找平层并洒

水密实，其后在砂找平层上逐块铺设预制透水步道板，透水步道板之间的接缝中采用砂灌

满填实，接缝灌砂完成后采用小型振动碾压机碾压2～3次。

[0021] 优选地，所述的步骤S5中，所用的预制溢水坎两侧设置企口，预制汇水坎两侧及顶

部设置企口，预制溢水坎和预制汇水坎时，相邻预制溢水坎之间通过预制溢水坎两侧的企

口咬合，预制汇水坎通过两侧的企口与相邻预制溢水坎的两侧企口咬合，砌筑预制溢水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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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制汇水坎时，在植草排水沟沟槽临水一侧测放预制溢水坎与预制汇水坎安装位置线，

拌制水泥砂浆铺底，砂浆厚30mm，按放线位置逐段砌筑预制溢水坎和预制汇水坎，砌筑完成

后及时采用水泥砂浆勾缝，并进行湿法养生；所述种植土A的填筑厚度为10～20cm，种植土A

填筑完成后还在种植土A上方铺设了与预制透水台阶连接的预制透水踏板，预制透水踏板

嵌固于预制汇水坎顶部的企口处。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特点和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形成了“植草排水沟+梯田式护岸+亲水步道+过滤塘”的多级自然型岸

坡防护，一方面将部分堤顶、坡面雨水留下，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堤

防”，实现了河道滨水区到陆域带生态系统的连贯性，并为使用者提供了亲水空间；另一方

面减轻了城市排水压力、补充了地下水。

[0024] (2)本发明在堤顶设置植草排水沟，兼具净水、蓄水、排水、供水功能，减少了植被

养护成本，耗费的成本低。在雨天，透水性良好的碎石层可以把多余雨水渗透到地下，达到

蓄水的作用，且多余的雨水可以通过溢流口排至岸坡；当暴雨来袭时，雨水可以及时通过排

水盲管以及雨淋沟排出，方便净水和输水。

[0025] (3)本发明在岸坡部分设置梯田式护岸，护岸底部填筑碎石可以储存并净化部分

雨水；碎石中打设若干列活体木桩并填筑回填土，有效放缓边坡并预防土体流失；碎石上部

铺设植物纤维毯并插入锚钉，一方面充分发挥天然植物纤维的保水特性，涵留20％～25％

的雨水或灌溉水，另一方面通过植物纤维毯外层的定形网实现加筋护坡作用，提高了护坡

的稳定性。

[0026] (4)本发明在岸坡部分纵向设置若干雨淋沟，雨淋沟通过若干雨淋沟预制段拼装

而成，施工便捷且经济性好；同时可以排除路面客水，减少堤顶路面客水对岸坡的影响，护

坡安全性高，不易发生坡面拉沟或坍塌；预制雨淋沟顶部安装预制透水台阶，可将部分岸坡

径流的雨水渗入预制雨淋沟中，同时为使用者提供了“亲水通道”。

[0027] (5)本发明在坡脚部分设置过滤塘，过滤塘中种植湿生组合植物，一方面可以收集

雨水、净化雨水，实现雨水的收集、渗滤和回用；另一方面实现了有水多蓄、无水多绿的景观

效果。过滤塘两侧设置滤水石笼，石笼内部使用石料填充，有利于河流与护岸的水质交换；

同时可以挂生物膜，具有一定的净化作用；此外，石笼的多孔结构可以提供生境通道，利于

小型水生生物繁衍。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过滤塘基槽开挖夯实示意图；

[0029] 图2是过滤石笼安装示意图；

[0030] 图3是过滤塘回填示意图；

[0031] 图4是雨淋沟施工示意图；

[0032] 图5是预制雨淋沟立体图；

[0033] 图6是预制透水台阶立体图；

[0034] 图7是岸坡碎石填筑示意图；

[0035] 图8是活体木桩打设示意图；

[0036] 图9是岸坡回填土填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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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图10是植物纤维毯铺设锚固示意图；

[0038] 图11是亲水步道施工示意图；

[0039] 图12是植草排水沟沟槽开挖示意图；

[0040] 图13是预制溢水坎与预制汇水坎砌筑示意图；

[0041] 图14是预制溢水坎立体图；

[0042] 图15是预制汇水坎立体图；

[0043] 图16是植草排水沟回填示意图；

[0044] 图17是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平面图；

[0045] 图18是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组成示意图；

[0046] 图19是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A-A剖面图；

[0047] 图20是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B-B剖面图。

[0048] 图中：1.植草排水沟，101.种植土A，102.排水沟碎石，103.排水盲管A，2.  梯田式

护岸，201.植生纤维毯，202.锚钉，203.活体木桩，204.回填土，205.岸坡碎石，3.亲水步道，

301.预制透水步道板，4.过滤塘，401.滞留水池，402.种植土  B，403.过滤层，404.调蓄层，

405.排水盲管B，5.预制溢水坎，501.溢水口，6.  预制汇水坎，601.汇水口，602.过滤网，7.

预制雨淋沟，8.预制透水台阶，9.预制透水踏板，10.滤水石笼A，1001.预埋管，11.滤水石笼

B，12.透水土工布，13.  河水。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

的解释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某河道岸坡防护工程，采用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

坡防护。

[0050]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51] S1.过滤塘4施工：参照图1所示，在河道岸脚部位开挖过滤塘基槽并夯实；

[0052] 参照图2所示，在过滤塘基槽两侧分别安装石笼，并向石笼内均匀、分层填料，分层

厚度控制在30cm±2cm，顶部填料铺砌整平后进行石笼封盖，形成滤水石笼A10和滤水石笼

B11，其中，滤水石笼A10填料过程中，在石笼侧面测放预制雨淋沟7出水口位置，并根据测放

的预制雨淋沟7出水口位置埋设预埋管  1001，对预埋管1001附近的填料用手锤轻轻压实；

[0053] 参照图3所示，在滤水石笼A10和滤水石笼B11之间铺设透水土工布12，透水土工布

12反包至种植土B402标高部位并固定，分层填筑调蓄层404并将排水盲管B405预埋其中，分

层填筑调蓄层404时，每层厚度控制在15～20cm，并且每层厚度由人工用铁锹整理，在调蓄

层404上铺设过滤层403并填筑种植土  B402，过滤层403的厚度控制在50～100mm，种植土

B402的深度控制在  400～600mm之间，分层填筑厚度控制在300mm以内。

[0054] S2.预制雨淋沟7及预制透水台阶8施工：参照图4所示，根据预埋管1001 的位置开

挖雨淋沟基槽并平整密实，基槽上部铺设砂垫层并铺设，按照“从下向上”的顺序逐段砌筑

预制雨淋沟7，然后按照“从下向上”的顺序在预制雨淋沟  7上部铺设预制透水台阶8；如图5

所示，预制雨淋沟7两侧及顶部设置企口，铺砌预制雨淋沟7时轻轻平放，使得上层预制雨淋

沟7通过企口与下层预制雨淋沟7榫接，并用橡胶锤敲打稳定，预制雨淋沟7养护7d后，如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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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预制透水台阶8截面为L形，预制透水台阶8嵌固于预制雨淋沟7顶部的企口中。

[0055] S3.梯田式护岸2施工：参照图7所示，在预制透水台阶8的两侧铺设透水土工布12

并在透水土工布12上进行岸坡碎石205分层摊铺及碾压作业；透水土工布12采用人工滚铺

的方式由坡顶向坡底铺设；岸坡碎石205分层摊铺厚度控制在200mm以内，压实度不小于

95％，对于雨淋沟附近的岸坡碎石205采用人工摊铺和碾压；

[0056] 参照图8所示，在岸坡碎石205上打设两排活体木桩203，底排活体木桩203  与滤水

石笼A10之间留出间隙，打设活体木桩203时，在岸坡碎石205上测放每个木桩打设桩位，其

后将挖掘机就位，扶正活体木桩203后，将挖掘机的挖斗倒过来扣压活体木桩203至岸坡碎

石205中，按压稳定后，用挖斗背面击打活体木桩203桩头，将活体木桩203垂直打入岸坡碎

石205直至设计深度；

[0057] 参照图9和10所示，在岸坡碎石205上依次施工回填土204和植生纤维毯201，回填

土204施工采用机械配合人工的方式分层摊铺、分层夯实，每层铺设厚度不得超过25cm～

30cm，每层压实3～4次，压实度应≥95％，回填至顶层时应按照设计坡度进行修整；植生纤

维毯201施工时，按照“从坡顶向坡脚”的方向铺设植物纤维毯201，植物纤维毯201应铺展平

顺并拉紧，植物纤维毯201之间搭接宽度不得少于10cm，将植物纤维毯201顶部、底部以及搭

接部位用锚钉202  固定牢固，并预留出折盖部分，锚钉202用量为每1m2不少于3只，然后把

预留的植物纤维毯201折盖在回填土204侧面并用锚钉202固定。

[0058] S4.亲水步道3施工：参照图11所示，在底排活体木桩203与滤水石笼A10  之间的间

隙处铺设预制透水步道板301形成亲水步道3，施工时，在岸坡碎石205  上部分层摊铺砂找

平层并洒水密实，其后在砂找平层上逐块铺设预制透水步道板  301，透水步道板301之间的

接缝中采用砂灌满填实，接缝灌砂完成后采用小型振动碾压机碾压2～3次。

[0059] S5.植草排水沟1施工：参照图12所示，开挖植草排水沟沟槽；

[0060] 参照图13所示，植草排水沟沟槽临水一侧紧贴预制雨淋沟7砌筑预制汇水坎6，植

草排水沟沟槽临水一侧紧贴梯田式护岸2砌筑预制溢水坎5；参照图14所示，预制溢水坎5两

侧设置企口，相邻预制溢水坎5之间通过预制溢水坎5  两侧的企口咬合，预制溢水坎5在高

于梯田式护岸2的位置设有溢水口501；参照图15所示，预制汇水坎6两侧及顶部设置企口，

预制汇水坎6通过两侧的企口与相邻预制溢水坎5的两侧企口咬合，预制汇水坎6上设有与

预制雨淋沟7  连通的汇水口601，汇水口601远离预制雨淋沟7一侧设有过滤网602，砌筑预

制溢水坎5和预制汇水坎6时，在植草排水沟沟槽临水一侧测放预制溢水坎5  与预制汇水坎

6安装位置线，拌制水泥砂浆铺底，砂浆厚30mm，按放线位置逐段砌筑预制溢水坎5和预制汇

水坎6，砌筑完成后及时采用水泥砂浆勾缝，并进行湿法养生；

[0061] 参照图16所示，在植草排水沟沟槽的底部和内壁铺设透水土工布12，在透水土工

布12上部施工排水沟碎石102并埋设排水盲管A103，在排水沟碎石102  上部填筑种植土

A101，种植土A101的填筑厚度为10～20cm，种植土A101填筑完成后还在种植土A101上方铺

设了与预制透水台阶连接的预制透水踏板9，预制透水踏板9嵌固于预制汇水坎6顶部的企

口处。

[0062] 最终形成如图17～20所述的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自然型岸坡防护结构，该结构形

成了“植草排水沟+梯田式护岸+亲水步道+过滤塘”的多级自然型岸坡防护，其工作原理是：

植草排水沟1兼具净水、蓄水、排水、供水功能，减少了植被养护成本，耗费的成本低，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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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透水性良好的碎石层可以把多余雨水渗透到地下，达到蓄水的作用，且多余的雨水可以

通过溢流口排至岸坡，当暴雨来袭时，雨水可以及时通过排水盲管以及预制雨淋沟排出，方

便净水和输水；梯田式护岸  3底部填筑的岸坡碎石205可以储存并净化部分雨水，岸坡碎石

205中打设活体木桩至回填土中，有效放缓边坡并预防土体流失，碎石上部铺设植物纤维毯

可充分发挥天然植物纤维的保水特性，涵留20％～25％的雨水或灌溉水，另一方面通过植

物纤维毯外层的定形网实现加筋护坡作用，提高了护坡的稳定性；过滤塘  4中种植湿生组

合植物，一方面可以收集雨水并形成滞留水池401、进而净化雨水，实现雨水的收集、渗滤和

回用；另一方面实现了有水多蓄、无水多绿的景观效果。过滤塘4两侧设置滤水石笼，石笼内

部使用石料填充，有利于河水13与护岸的水质交换；同时可以挂生物膜，具有一定的净化作

用；此外，石笼的多孔结构可以提供生境通道，利于小型水生生物繁衍。

[0063] 以上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

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发明申请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

等，均应仍属于本发明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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