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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

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包括边坡基体和排水

沟，所述边坡基体上沿边坡基体走向呈阶梯式设

置一层以上的加筋土和生态网格挡墙，所述加筋

土由一层以上沿横向布置的土工布层和与土工

布层层数相对应的填土层组成，填土层与土工布

层相间设置，每层土工布层远离边坡基体的那边

向上折返形成折返段，所述生态网格挡墙由金属

线编织而成的网箱和装填至网箱内的石料组成，

所述网箱为立方体结构，金属线的外表面设置双

层保护层，位于底层的生态网格挡墙的一侧下部

设置排水沟，所述排水沟埋设在地面以下。本实

用新型避免了季节性雨水作用下边坡防护工程

的衰减破坏现象，提高边坡的防水、控湿和抗风

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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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包括边坡基体（1）和排水沟（5），

其特征在于，所述边坡基体（1）上沿边坡基体（1）走向呈阶梯式设置一层以上的加筋土和生

态网格挡墙（4），加筋土位于生态网格挡墙（4）和边坡基体（1）之间，所述加筋土由一层以上

沿横向布置的土工布层（2）和与土工布层（2）层数相对应的填土层（3）组成，填土层（3）与土

工布层（2）相间设置，每层土工布层（2）远离边坡基体（1）的那边向上折返形成折返段，所述

生态网格挡墙（4）由金属线（4011）编织而成的网箱（401）和装填至网箱（401）内的石料

（402）组成，所述网箱（401）为立方体结构，金属线（4011）的外表面设置双层保护层（6），位

于底层的生态网格挡墙（4）的一侧下部设置排水沟（5），所述排水沟（5）埋设在地面以下，排

水沟（5）的上平面和地面齐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其特征在

于，位于底层的所述土工布层（2）的一侧预留一段形成土工布预留段，位于底层的生态网格

挡墙（4）设置在该土工布预留段上，所述生态网格挡墙（4）和加筋土的层数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土工布层（2）折返段的长度为80  cm，折返段的长度包括沿生态网格挡墙（4）内侧边

上折的50  cm和沿填土层（3）上平面回折的30  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填土层（3）为膨胀土或红粘土，每层的填土层（3）厚度为50  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金属线（4011）由双根金属线（4011）绞合而成，双根金属线（4011）绞合的长度不小

于50  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双层保护层（6）由热镀锌层（601）和PVC保护层（602）组成，所述热镀锌层（601）设置

于金属线（4011）的外表面，PVC保护层（602）设置于热镀锌层（601）的外表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石料（402）为片石、块石和卵石中的一种或多种，石料（402）的粒径为10～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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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膨胀土边坡支护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

坡生态防护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膨胀土因含有大量亲水性矿物，具有吸水显著膨胀、软化，失水急剧收缩、开裂的

特点，是一种强度可大幅度衰减的特殊土。

[0003] 膨胀土的破坏性和治理有效性是长期困扰公路工程建设的一大问题，膨胀土地区

的路基应尽量避免高路堤和深长路堑，采用低路堤和浅路堑；在浅挖方路堑和填方路基中，

膨胀土一般作为废土弃用，并选择其他填料进行换填，这不仅增加了工程造价，而且废弃土

的堆放又会造成新的环境问题。因此，如何对膨胀土边坡进行经济合理的改良支护，是工程

界长期关注的技术难题。

[0004] 传统支挡结构，如重力式挡墙、圬工挡墙、悬臂墙等，无法有效改善膨胀土中水分

的下渗，由于土中水分的季节性变化，膨胀土会反复膨胀软化和收缩开裂，致使挡墙的强度

发生衰减，最终破坏挡墙结构；同时，由于圬工挡墙属于刚性支护结构，在季节性冻土地区

容易发生结构性破坏，适用条件受限；而且，圬工挡墙不利于植被的恢复生长，景观效果较

差，不能较好的融入公路的绿化体系。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不仅有效利用既有膨胀土提升了防护的美

观性与边坡基体的整体性，而且避免了季节性雨水作用下边坡防护工程的衰减破坏现象，

提高边坡的防水、控湿和抗风化能力的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包括边坡基体和排水沟，所述

边坡基体上沿边坡基体走向呈阶梯式设置一层以上的加筋土和生态网格挡墙，加筋土位于

生态网格挡墙和边坡基体之间，所述加筋土由一层以上沿横向布置的土工布层和与土工布

层层数相对应的填土层组成，填土层与土工布层相间设置，每层土工布层远离边坡基体的

那边向上折返形成折返段，所述生态网格挡墙由金属线编织而成的网箱和装填至网箱内的

石料组成，所述网箱为立方体结构，金属线的外表面设置双层保护层，位于底层的生态网格

挡墙的一侧下部设置排水沟，所述排水沟埋设在地面以下，排水沟的上平面和地面齐平。

[0008] 进一步地，位于底层的所述土工布层的一侧预留一段形成土工布预留段，位于底

层的生态网格挡墙设置在该土工布预留段上，所述生态网格挡墙和加筋土的层数相同。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土工布层折返段的长度为80  cm，折返段的长度包括沿生态网格挡

墙内侧边上折的50  cm和沿填土层上平面回折的30  cm。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填土层为膨胀土或红粘土，每层的填土层厚度为50  cm。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金属线由双根金属线绞合而成，双根金属线绞合的长度不小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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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双层保护层由热镀锌层和PVC保护层组成，所述热镀锌层设置于金

属线的外表面，PVC保护层设置于热镀锌层的外表面。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石料为片石、块石和卵石中的一种或多种，石料的粒径为10~20cm。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5] 本实用新型通过加筋土和生态网格挡墙相结合作为边坡基体的防护结构，可有效

增加边坡基体的整体稳定性和隔水性，而且避免了季节性雨水作用下边坡防护工程的衰减

破坏，改善膨胀土路基边坡的防水、控湿、抗风化性能，填土层可就地取材，提高膨胀土的综

合利用率。

[0016] 生态网格挡墙由金属线编织而成的网箱和装填至网箱内的石料组成，属于柔性支

护结构，对膨胀土的膨胀、开裂具有一定的缓冲作用，生态网格挡墙中较高的孔隙率有利于

边坡基体上的水通过缝隙排出，且生态网格挡墙中的石料缝隙和水分有利于植物的恢复生

长，能够有效提升景观效果，是一种较好的膨胀土边坡防护结构；每层土工布层远离边坡基

体的那边向上折返形成折返段，上层的填土层堆积压住折返段，增加土工布层使用的稳定

性和隔水性。

[0017] 构成生态网格挡墙的网箱的金属线表面设置双层保护层，增加其在高度污染环境

中的抗腐蚀性，金属线由双根金属线绞合而成，增加其强度和韧性，延长其使用寿命。

[0018] 本实用新型具有排水性好、造价低、景观性好等优点，工程中所需的填土层就地取

材，利于工程实施，降低造价。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的结构示意

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的生态网格挡

墙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的加筋土的结

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的金属线和双

层保护层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中标号为：  1为边坡基体，2为土工布层，  3为填土层，  4为生态网格挡墙，401

为网箱，4011为金属线，402为石料，5为排水沟，  6为双层保护层，601为热镀锌层，602为PVC

保护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图4所示，一种适用于膨胀土挖方路堑的边坡生态防护结构，包括边坡基

体1和排水沟5，所述边坡基体1上沿边坡基体1走向呈阶梯式设置一层以上的加筋土和生态

网格挡墙4，所述生态网格挡墙4和加筋土的层数相同，加筋土位于生态网格挡墙4和边坡基

体1之间，所述加筋土由一层以上沿横向布置的土工布层2和与土工布层2层数相对应的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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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层3组成，填土层3与土工布层2相间设置，所述填土层3为膨胀土或红粘土，每层的填土层

3厚度为50  cm，每层土工布层2远离边坡基体1的那边向上折返形成折返段，所述土工布层2

折返段的长度为80  cm，折返段的长度包括沿生态网格挡墙4内侧边上折的50  cm和沿填土

层3上平面回折的30  cm，所述生态网格挡墙4由金属线4011编织而成的网箱401和装填至网

箱401内的石料402组成，所述金属线4011由双根低碳钢丝绞合而成，双根低碳钢丝绞合的

长度不小于50  mm，所述网箱401为立方体结构，金属线4011的外表面设置双层保护层6，所

述双层保护层6由热镀锌层601和PVC保护层602组成，所述热镀锌层601设置于金属线4011

的外表面，PVC保护层602设置于热镀锌层601的外表面，所述石料402为片石、块石和卵石中

的一种或多种，石料402的粒径为10~20cm，位于底层的生态网格挡墙4的一侧下部设置排水

沟5，所述排水沟5埋设在地面以下，排水沟5的上平面和地面齐平。

[0026] 本实施例中位于底层的所述土工布层2的一侧预留一段形成土工布预留段，位于

底层的生态网格挡墙4设置在该土工布预留段上。

[0027] 本实施例的施工步骤如下：

[0028] 步骤一：现场调查，根据现场勘察成果，确定挖方路堑的支护段落和膨胀土的开挖

回填范围；

[0029] 步骤二：确定高度，根据路基设计高度，确定防护结构的参数，本实施例中的防护

结构的高度为3.5m；

[0030] 步骤三：准备材料，准备生态网格挡墙4所需的网箱401和石料402，石料402选择满

足制作生态网格挡墙4即石笼所需强度的片石、块石和卵石中的一种或多种，即具备石料

402的粒径为10~20cm、孔隙率为20%~30%，使其较快地排出地表水，有效降低地下水位，从而

减小生态网格挡墙4背部的地下水压力，减小水对膨胀土的不良作用；

[0031] 步骤四：土方开挖，将挖方膨胀土集中堆放，可采用机械或人工方式挖除，开挖后

集中晾晒，避免雨水下渗；

[0032] 步骤五：平整场地，边坡土方开挖后，夯实基底，基底压实度不小于90%，并在基底

铺设用于防水的土工布层2，土工布层2中选择的土工布要求单位面积质量为300～

[0033] 500g/m2，在伸长率小于50%的情况下，握持强度不小于1100  N，撕裂强度不小于

400  N，CBR顶破强度不小于2750  N；

[0034] 步骤六：沿排水沟5施工第一层生态网格挡墙4，即底层的生态网格挡墙4，在生态

网格挡墙4内侧和边坡基体1之间装填第一层的填土层3并压实，填土层3的厚度为50  cm；本

实施例中填土层3为上述步骤四中开挖晾晒后的膨胀土，生态网格挡墙4的尺寸为100  cm×

100  cm×50  cm；

[0035] 步骤七：铺设土工布层2，步骤六中的填土层3压实后，铺设用于防水的土工布层2，

土工布层2的端头预留足够长度形成折返段，折返段沿生态网格挡墙4垂直上折50  cm后，再

平行折回30  cm，保证每一层能相互压实，且边坡基体1上的水可沿土工布层2表面排出；

[0036] 步骤八：以上步骤衔接，保证最后一级的生态网格挡墙4的高度与地表面持平，坡

面的水能够及时回流至生态网格挡墙4中，沿生态网格挡墙4排出至排水沟5内。

[0037] 施工后，可在边坡基体1的上方回填种植土，进行绿化。

[0038]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只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限制本实用新型的

实施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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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于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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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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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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