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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吹填区预留形成人工湖的护岸结
构
(57)摘要
一种用于吹填区预留形成人工湖的护岸结
构包括：
护岸地基处理结构、
宕渣堤身结构、
环湖
生态护岸结构、生态植物种植区域和湖区 ，
护岸
地基处理结构与宕渣堤身结构、
环湖生态护岸结
构和生态植物种植区域下方连接，
宕渣堤身结构
一侧与环湖生态护岸结构连接，
宕渣堤身结构另
一侧与生态植物种植区域连接，
湖区与环湖生态
护岸结构连接。
其中，
宕渣堤身结构包括：
宕渣堤
身、宕渣镇脚、堤顶结构、宕渣便道和环湖步道。
本实用新型与传统技术相比 ，
通过将吹填造地与
人工湖预留形成紧密结合，
宕渣堤身结构护岸的
物理形态塑造充分利用已建挡泥围堰，
通过加宽
镇脚平台形成环湖步道，
通过入水坡面修整、
防
护满足挺水植物生长形成浅滩湿地区，
该护岸结
构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生态性，
经生态改造后可
满足环湖生态护岸及滨水景观带的构建，
具有极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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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吹填区预留形成人工湖的护岸结构，
其特征在于，
包括：
护岸地基处理结构
(100) 、宕渣堤身结构(200) 、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 、生态植物种植区域(400) 和湖区
(500) ，
所述护岸地基处理结构(100)与宕渣堤身结构(200)、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和生
态植物种植区域(400)下方连接，
所述宕渣堤身结构(200)一侧与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
连接，
所述宕渣堤身结构(200)另一侧与生态植物种植区域(400)连接，
所述湖区(500)与环
湖生态护岸结构(300)连接；
其中，
所述宕渣堤身结构(200)包括：
宕渣堤身(210)、宕渣镇脚(220)、
堤顶结构(230)、
宕渣便道(240)和环湖步道(250) ，
所述宕渣镇脚(220)与宕渣堤身(210)底部一侧连接，
所
述堤顶结构(230)与宕渣堤身(210)上部连接，
所述宕渣便道(240)与宕渣镇脚(220)上部连
接，
所述宕渣便道(240)一侧与宕渣堤身(210)连接，
所述环湖步道(250)与宕渣便道(240)
顶部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吹填区预留形成人工湖的护岸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护岸地基处理结构(100)包括：
通长袋层(110)、
砂被层(120)和塑料排水板(130)，
所述通
长袋层(110)与宕渣堤身结构(200)下侧连接，
所述砂被层(120)与通长袋层(110)下侧连
接，
所述塑料排水板(130)与砂被层(120)下侧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吹填区预留形成人工湖的护岸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包括：
回填黏土(310)和滨水湿地(320) ，
所述回填黏土(310)与
宕渣镇脚(220)一侧连接，
所述滨水湿地(320)与回填黏土(310)和宕渣镇脚(220)上部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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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吹填区预留形成人工湖的护岸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吹填造地工程，
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吹填区预留形成人工湖的护岸
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城市用地日益紧张，
近年来实施了多个大面积吹填
造地工程，
极大的缓解了新城建设的土地供应问题。为了满足防汛排涝的要求及新城生态
景观的要求，
围区内规划布置河道、湖泊、
湿地、
水塘等多种形式的水系，
组合形成理想的水
系布局。其中人工湖可增加水面形态，
提高水面面积，
对改善城市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作用。
传统人工湖形成基本上采用吹填成陆完成后再开挖形成人工湖的方法，
但受制于吹填区地
质条件差、
吹填土力学特性差等不利建设条件，
人工湖建设进度难度大、土方开挖工程量
大，
工程费用高。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做出了一系列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
提供一种用于吹填区预留形成人工湖的护岸结构，
以克
服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上述缺点和不足。
[0005] 一种用于吹填区预留形成人工湖的护岸结构包括：
护岸地基处理结构、宕渣堤身
结构、
环湖生态护岸结构、
生态植物种植区域和湖区，
所述护岸地基处理结构与宕渣堤身结
构、环湖生态护岸结构和生态植物种植区域下方连接，
所述宕渣堤身结构一侧与环湖生态
护岸结构连接，
所述宕渣堤身结构另一侧与生态植物种植区域连接，
所述湖区与环湖生态
护岸结构连接；
[0006] 其中，
所述宕渣堤身结构包括：
宕渣堤身、宕渣镇脚、
堤顶结构、宕渣便道和环湖步
道，
所述宕渣镇脚与宕渣堤身底部一侧连接，
所述堤顶结构与宕渣堤身上部连接，
所述宕渣
便道与宕渣镇脚上部连接，
所述宕渣便道一侧与宕渣堤身连接，
所述环湖步道与宕渣便道
顶部连接。
[0007] 进一步，
所述护岸地基处理结构包括：
通长袋层、砂被层和塑料排水板，
所述通长
袋层与宕渣堤身结构下侧连接，
所述砂被层与通长袋层下侧连接，
所述塑料排水板与砂被
层下侧连接。
[0008] 进一步，
所述环湖生态护岸结构包括：
回填黏土和滨水湿地，
所述回填黏土与宕渣
镇脚一侧连接，
所述滨水湿地与回填黏土和宕渣镇脚上部连接。
[000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0] 本实用新型与传统技术相比 ，
通过将吹填造地与人工湖预留形成紧密结合，
宕渣
堤身结构护岸的物理形态塑造充分利用已建挡泥围堰，
通过加宽镇脚平台形成环湖步道，
通过入水坡面修整、
防护满足挺水植物生长形成浅滩湿地区，
该护岸结构具有良好的安全
性、
生态性，
经生态改造后可满足环湖生态护岸及滨水景观带的构建，
具有极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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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2] 附图标记：
[0013]
护岸地基处理结构100、
通长袋层110、
砂被层120和塑料排水板130。
[0014] 宕渣堤身结构200、
宕渣堤身210、
宕渣镇脚220、
堤顶结构230、
宕渣便道240和环湖
步道250。
[0015] 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
回填黏土310、
滨水湿地320、
生态植物种植区域400和湖区
500。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
对本实用新型作进步说明。应理解，
以下实施例仅用于说明
本实用新型而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17] 实施例1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如图1所示，
一种用于吹填区预留形成人工湖的护岸结构包括：
护岸地基处理结构
100、
宕渣堤身结构200、
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
生态植物种植区域400和湖区500，
护岸地基
处理结构100与宕渣堤身结构200、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和生态植物种植区域400下方连
接，
宕渣堤身结构200一侧与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连接，
宕渣堤身结构200另一侧与生态植
物种植区域400连接，
湖区500与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连接；
[0020] 其中，
宕渣堤身结构200包括：
宕渣堤身210、宕渣镇脚220、
堤顶结构230、
宕渣便道
240和环湖步道250，
宕渣镇脚220与宕渣堤身210底部一侧连接，
堤顶结构230与宕渣堤身
210上部连接，
宕渣便道240与宕渣镇脚220上部连接，
宕渣便道240一侧与宕渣堤身210连
接，
环湖步道250与宕渣便道240顶部连接。
[0021]
护岸地基处理结构100包括：
通长袋层110、砂被层120和塑料排水板130，
通长袋层
110与宕渣堤身结构200下侧连接，
砂被层120与通长袋层110下侧连接，
塑料排水板130与砂
被层120下侧连接。
[0022] 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包括：
回填黏土310和滨水湿地320，
回填黏土310与宕渣镇
脚220一侧连接，
滨水湿地320与回填黏土310和宕渣镇脚220上部连接。
[002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
首先护岸地基处理结构100的实施，
采用通长袋层110、
砂被层120和塑料排水板130进行护岸地基处理，
同时满足吹填造陆期间挡水挡泥的要求和
护岸的整体稳定要求；
然后护岸地基处理结构100的上部采用宕渣堤身结构200，
为多孔隙
天然材料，
施工期可满足临时交通需求，后期经生态提升可形成环湖步道250、滨水湿地
320；
其次根据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的物理造型要求，
对原挡泥围堰进行开挖、
改建，
在工
程中+2 .3m水陆交界线处(即景观控制线)向湖区延伸至标高+1 .0m，
形成水深0～0 .8m的浅
滩区，
标高+1 .0m沿1：
5～1：
10边坡延伸至湖底-0 .5m，
形成浅水区，
两段复合式斜坡共同组
成环湖生态护岸结构300；
最后，
生态植物种植区域400的工程区由吹填外海疏浚土形成陆
域，
区内表层原状土含盐量相对较高，
生态植物种植较为困难，
结合抬土整地、
开沟筑垄、
客
4

CN 210194535 U

说

明

书

3/3 页

土、铺设隔离层等土壤改良措施，
分阶段进行植物种植，
实现环湖的景观生态构建。本实用
新型通过将吹填造地与人工湖预留形成紧密结合，
宕渣堤身结构护岸的物理形态塑造充分
利用已建挡泥围堰，
通过加宽镇脚平台形成环湖步道，
通过入水坡面修整、
防护满足挺水植
物生长形成浅滩湿地区，
该护岸结构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生态性，
经生态改造后可满足环湖
生态护岸及滨水景观带的构建，
具有极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24]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
但本实用新型并不以此为限 ，
只
要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宗旨，
本实用新型还可以有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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