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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

包括枯水位区护岸单元、常水位区护岸单元、洪

水位区护岸单元以及分段设置在所述洪水位区

护岸单元上用于观景的景观附属结构，所述枯水

位区护岸单元包括块石坡脚以及中空混凝土块，

所述常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雷诺护垫层、生态缓

冲槽以及净水湿地与集水暗渠，所述集水暗渠底

部通过连通管与生态缓冲槽底部相连通，所述洪

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生态草地、引水横沟以及渗

滤坝。本实用新型根据河道护岸各区域不同特

点，将河道护岸的防洪、生态和景观功能进行了

有机的结合，既解决了传统护岸生态、景观效果

差的问题，又提高和改善了河岸带生态系统和护

岸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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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枯水位区护岸单元、常水位区护岸单

元、洪水位区护岸单元以及分段设置在所述洪水位区护岸单元上用于观景的景观附属结

构，所述枯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设置在河床基底上的块石坡脚(1-1)以及设置在所述块石

坡脚(1-1)内侧且侧面开孔的中空混凝土块(1-2)，所述常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设置在中空

混凝土块(1-2)上的雷诺护垫层(2-4)、设置在所述雷诺护垫层(2-4)内侧的生态缓冲槽(2-

3)以及分别设置在所述生态缓冲槽(2-3)内侧上部、下部的净水湿地(2-1)与集水暗渠(2-

2)，所述集水暗渠(2-2)底部通过连通管(2-5)与生态缓冲槽(2-3)底部相连通，所述洪水位

区护岸单元包括设置在原始岸坡上部的生态草地(3-1)、设置在所述生态草地(3-1)底部的

引水横沟(3-2)以及设置在所述引水横沟(3-2)与净水湿地(2-1)之间的渗滤坝(3-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景观附属结构包括间

隔设置在生态草地(3-1)上通向河道的观景台阶(4-1)、与所述观景台阶(4-1)相连的观景

平台(4-2)以及设置在所述观景平台(4-2)周围的护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混凝土块(1-2)

的长×宽规格为100cm×50cm，高度根据河流平水期低水位高度确定；所述中空混凝土块

(1-2)嵌入河床基底内15cm；所述中空混凝土块(1-2)的宽面中心设有宽20cm的方形通道，

所述方形通道底边与原始河床基底等高、顶边应高于河流枯水位10cm；所述中空混凝土块

(1-2)的长面在第20cm和60cm处分别设置高10cm、宽20cm的孔并与所述方形通道相连，孔顶

与方形通道顶端同高，孔底与河流枯水位等高。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水暗渠(2-2)的框

架由混凝土桩板(2-7)制成，设置在平整后的岸坡原土基上，所述集水暗渠(2-2)的底部与

河流低水位(B)等高；所述集水暗渠(2-2)的高度为河流平水期水位变化幅度的1/2到2/3之

间；所述集水暗渠(2-2)内部铺设有储水模块，所述集水暗渠(2-2)底部间隔设有排水阀(2-

6)，所述连通管(2-5)的管径为1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湿地(2-1)设置

在集水暗渠(2-2)上方，所述净水湿地(2-1)底部采用混凝土桩板(2-7)与集水暗渠(2-2)隔

开，且间隔设置排水口与所述集水暗渠(2-2)相连通；所述净水湿地(2-1)深度为50～80cm；

所述净水湿地(2-1)包括自下而上依次设置的细砂层、净水填料层、土壤层以及种植在所述

土壤层内的湿生景观植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缓冲槽(2-3)的

框架为无砂混凝土槽(2-8)制成，所述生态缓冲槽(2-3)底部与河床基底等高并设置混凝土

桩角嵌入原土坡基底中，所述生态缓冲槽(2-3)的顶部与河流高水位(C)和河流低水位(B)

的中值线等高；所述生态缓冲槽(2-3)的下半部填充与河流枯水位(A)等高的生态基底层，

所述生态缓冲槽(2-3)内种植有挺水植物；所述生态缓冲槽(2-3)近主河槽一侧下部设有与

所述中空混凝土块(1-2)侧面开孔相连的连通孔；所述雷诺护垫层(2-4)的纵截面为三角

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草地(3-1)包括

铺设于原始岸坡上部的生态袋或生态混凝土以及种植在所述生态袋或生态混凝土内的观

赏草；所述引水横沟(3-2)设置在生态草地(3-1)底部外侧，所述引水横沟(3-2)的底部低于

河流高水位(C)；所述渗滤坝(3-3)包括设置在岸坡原土基上的透水格宾石笼以及填充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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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透水格宾石笼内的砾石，所述渗滤坝(3-3)的底部与河流高水位(C)的顶部等高。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基底层由卵石与

棕榈皮混合铺设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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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态护岸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具有防洪、景观与生态恢复一体

化功能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尤其适用于水位变化较大的河道。

背景技术

[0002] 生态护岸是遵循再循环、再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人为措施，重建或修复河

道原有驳岸的水陆生态结构使其恢复成自然河岸或有自然河岸“可渗透性”的人工护岸。其

具有调节河流水文状态、滤除污染物、营造生物栖息环境、维持水体滨岸带生物多样性等功

能。

[0003] 复合型生态护岸的概念是在对河流护岸功能的研究与认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

与常规护岸及传统生态型护岸具有一定的区别。

[0004] 常规护岸更多的是从护岸的防洪安全功能用度出发进行设计，其更强调结构的安

全性。常规护岸主要采用浆砌块石、现浇混凝土、混凝土排等硬质材料，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比较规范，一旦确定不能随意改变。在护岸工程完工后，虽然在防洪安全方面拥有显著的功

效，但是在改善岸边生态环境和滨岸景观方面难以形成明显的效果，并且后期的维护费用

较高。

[0005] 传统生态护岸在体现一定的防洪功能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护岸的生态功能，其一

般采用植物或植物与其他土木工程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来减弱岸坡的潜在破坏，维持河滨带

的结构和生态系统稳定。传统生态护岸的构建主要是在坡面上采用生态型土工材料结合植

被覆盖层，在坡脚处采用格宾石笼护脚等措施。利用格宾石笼的支撑作用和植被根系的抓

固作用提高岸坡抗冲刷能力并具有一定的生态功能。

[0006] 但传统生态护岸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植被根系均分布于坡面表层，边坡的整

体抗滑性能不强；其次，生态土工材料上的植被生长状况不佳，且水淹区与非水淹区生长状

况也有差异；再次，受坡面材料限制，岸坡土体与水体连通性中断，对岸坡栖息地的连通造

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最后，由于整体生态系统的状况不佳，护岸的景观多出现不协调的状

态，也不具备必要的亲水功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河道护岸构建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一种能够有效统

一河道护岸防洪、生态与景观功能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尤其适用于水位变化较大的河

道的护岸构建，通过将河道护岸的防洪、生态和景观功能进行有机的结合，既解决传统护岸

生态、景观效果差的问题，又以提高和改善河岸带生态系统和护岸稳定性。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包括枯水位区护

岸单元、常水位区护岸单元、洪水位区护岸单元以及分段设置在所述洪水位区护岸单元上

用于观景的景观附属结构，所述枯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设置在河床基底上的块石坡脚以及

设置在所述块石坡脚内侧且侧面开孔的中空混凝土块，所述常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设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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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混凝土块上的雷诺护垫层、设置在所述雷诺护垫层内侧的生态缓冲槽以及分别设置在

所述生态缓冲槽内侧上部、下部的净水湿地与集水暗渠，所述集水暗渠底部通过连通管与

生态缓冲槽底部相连通，所述洪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设置在原始岸坡上部的生态草地、设

置在所述生态草地底部的引水横沟以及设置在所述引水横沟与净水湿地之间的渗滤坝。

[0009] 优选地，所述景观附属结构包括沿河道走向间隔设置在生态草地上通向河道的观

景台阶、与所述观景台阶相连的观景平台以及设置在所述观景平台周围的护栏。

[0010] 优选地，所述中空混凝土块的长×宽规格为100cm×50cm，其高度根据河流平水期

低水位高度确定；所述中空混凝土块嵌入河床基底内15cm；所述中空混凝土块的宽面中心

设有宽20cm的方形通道，所述方形通道底边应与原始河床基底等高、顶边应高于河流枯水

位10cm；所述中空混凝土块的长面在第20cm和60cm处分别设置高10cm、宽  20cm的孔并与所

述方形通道相连，孔顶与方形通道顶端同高，孔底与河流枯水位等高。

[0011] 优选地，所述集水暗渠的框架由混凝土桩板制成，设置在平整后的岸坡原土基上，

所述集水暗渠的底部与河流低水位等高；所述集水暗渠的高度可设置为河流平水期水位变

化幅度的1/2到2/3之间；所述集水暗渠内部铺设有储水模块，所述集水暗渠底部间隔设有

排水阀，所述连通管的管径为10cm；所述储水模块是一种可以用来储存水，但不占空间的新

型产品，具有超强的承压能力，90％～95％以上的镂空空间可以实现更有效率的蓄水。

[0012] 优选地，所述净水湿地设置在集水暗渠上方，所述净水湿地底部采用混凝土桩板

与集水暗渠隔开，且间隔设置排水口与所述集水暗渠相连通；所述净水湿地深度为50～

80cm；所述净水湿地包括自下而上依次设置的细砂层、净水填料层、土壤层以及种植在所述

土壤层内的湿生景观植物。

[0013] 优选地，所述生态缓冲槽的框架为无砂混凝土槽制成，所述生态缓冲槽底部与河

床基底等高并设置混凝土桩角嵌入原土坡基底中，所述生态缓冲槽的顶部与河流平水期

高、低水位线的中值线等高；所述生态缓冲槽的下半部填充与河流枯水位等高的生态基底

层，所述生态缓冲槽内种植有挺水植物；所述生态缓冲槽近主河槽一侧下部设有与所述中

空混凝土块侧面开孔形状相同且相连的连通孔；所述雷诺护垫层的纵截面为三角形。

[0014] 优选地，所述生态草地包括铺设于原始岸坡上部的生态袋或生态混凝土以及种植

在所述生态袋或生态混凝土内的观赏草；所述引水横沟设置在生态草地底部外侧，所述引

水横沟的底部低于河流高水位；所述渗滤坝包括设置在岸坡原土基上的透水格宾石笼以及

填充在所述透水格宾石笼内的砾石，所述渗滤坝的底部与河流高水位等高。

[0015] 优选地，所述生态基底层由卵石与棕榈皮混合铺设而成，所述生态基底层的厚度

由河流枯水位高度决定。

[0016]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

[0017] 本实用新型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旨在构建一种具有防洪、景观与生态恢复一体

化功能的复合生态护岸结构，其枯水区部分具有稳定岸脚、防止水流冲击和挖蚀的作用，同

时为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和栖息地。常水区部分，主要具有以下功能：首先潜流湿地和表流

湿地可净化河水和坡岸径流中的污染物，有效改善河流水环境；其次，良好的湿地植物可提

供较好的河道景观，使河流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洪水区在河道水位较高时，能提供较好的

行洪能力，并具有一定的防冲击能力；而在河流平、枯水期又能够起到滞蓄、净化降雨径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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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本实用新型根据河道护岸各区域不同特点，将河道护岸的防洪、生态和景观功能

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既解决了传统护岸生态、景观效果差的问题，又提高和改善了河岸带生

态系统和护岸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9]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

本实用新型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不当

限定。在附图中：

[0020] 图1为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景观附属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中空混凝土块立体图；

[0023] 图4为中空混凝土块宽面示意图；

[0024] 图5为中空混凝土块长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6]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如图1～图5所示，其中示出了本实

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根据河道不同时期水位状况，将护岸结构分为三个区

域，分别为枯水位区、常水位区与洪水位区，并分别针对护岸不同区域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构

建符合需求的生态护岸结构。此外，为提升护岸景观效果和增加亲水功能还在洪水位区分

段构建景观附属结构。

[0027] 具体地，所述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包括枯水位区护岸单元、常水位区护岸单元、洪

水位区护岸单元以及分段设置在所述洪水位区护岸单元上用于观景的景观附属结构，所述

枯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设置在河床基底上的块石坡脚1-1以及设置在所述块石坡脚1-1内

侧且侧面开孔的中空混凝土块1-2，所述常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设置在中空混凝土块1-2上

的雷诺护垫层2-4、设置在所述雷诺护垫层2-4内侧的生态缓冲槽2-3以及分别设置在所述

生态缓冲槽2-3内侧上部、下部的净水湿地2-1与集水暗渠2-2，所述集水暗渠2-2底部通过

连通管2-5  与生态缓冲槽2-3底部相连通，所述洪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设置在原始岸坡上

部的生态草地3-1、设置在所述生态草地3-1底部的引水横沟  3-2以及设置在所述引水横沟

3-2与净水湿地2-1之间的渗滤坝3-3。

[0028] 如图1所示，所述枯水位区护岸单元位于河流处于枯水位时所淹没的岸坡区域，其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流对护岸岸脚的冲击和挖蚀。因此，在枯水位区可采用具有较好防冲

击能力的块石构建块石坡脚1-1  并在坡脚内侧设置带有四向通道的中空混凝土块1-2，以

提高整个护岸的支撑能力和稳定性，同时为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和栖息地。

[0029] 如图3～图5所示，所述中空混凝土块1-2的长×宽规格为100cm  ×50cm，其高度根

据河流平水期低水位高度确定，所述中空混凝土块  1-2嵌入河床基底内15cm。所述中空混

凝土块1-2的宽面中心设有高  30cm、宽20cm的方形通道，所述方形通道底边应与原始河床

基底等高、顶边应高于河流枯水位10cm。所述中空混凝土块1-2的长面在第  20cm和60cm处

分别设置高10cm、宽20cm的孔并与所述方形通道相连，孔顶与方形通道顶端同高，孔底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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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枯水位等高。

[0030] 所述常水位区护岸单元包括设置在中空混凝土块1-2上方的雷诺护垫层2-4、其外

侧的生态缓冲槽2-3及生态缓冲槽2-3外侧上下设置的净水湿地2-1与集水暗渠2-2。

[0031] 集水暗渠2-2为混凝土结构，由混凝土桩板2-7制成，设置在平整后的岸坡基底上，

其底部与平水期河流最低水位B等高。所述集水暗渠2-2高度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为河流平

水期水位变化幅度的1/2  到2/3之间。其内部铺设储水模块，以增强支撑力。具体地，储水模

块为通过加强构造的支撑，其拥有较高的抗压强度，主要材质有聚丙烯、聚乙烯等耐腐蚀、

无毒性的再生塑料，单组储水模块相互组合在一起，具有拼装快速、结构牢固的特点，储水

模块外可包覆土工膜、土工布等隔水材料。所述集水暗渠2-2底部每100cm设置一个可控制

的排水阀2-6，以管径为10cm的连通管2-5与生态缓冲槽2-3底部相连。

[0032] 优选地，净水湿地2-1设置在集水暗渠2-2上方，所述净水湿地  2-1底部采用混凝

土桩板2-7与集水暗渠2-2隔开，所述净水湿地2-1  底部每间隔200cm设置排水口与集水暗

渠2-2连通，其深度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在50～80cm之间。所述净水湿地2-1包括自下而上依

次设置的细砂层、净水填料层、土壤层，所述土壤层内根据当地自然条件种植湿生景观植

物，以提升护岸景观。

[0033] 进一步，所述生态缓冲槽2-3的框架为无砂混凝土槽2-8制成，所述生态缓冲槽2-3

底部与河床基底等高并设置混凝土桩角嵌入原土坡基底中。所述生态缓冲槽2-3顶部根据

河流平水期高、低水位差设置，一般应处于河流高水位C和河流低水位B的中值线位置。所述

生态缓冲槽2-3的下半部填充与河流枯水位A等高的生态基底层，所述生态缓冲槽2-3内种

植有挺水植物。优选地，所述生态基底层由卵石与棕榈皮混合铺设而成。

[0034] 无砂混凝土槽2-8靠近主河槽一侧的下部设置与中空混凝土块  1-2侧面开孔形状

相同且相连的连通孔，使之与中空混凝土块1-2内部的通道相连接。无砂混凝土槽2-8远离

主河槽一侧的下部设置连通孔，通过连通管2-5与集水暗渠2-2相连，以增强岸坡的水文连

通性。所述生态缓冲槽2-3外侧设置雷诺护垫2-4，以保护无砂混凝土槽2-8，并进一步提高

河道护岸整体支撑能力和稳定性。所述雷诺护垫层2-4 的纵截面为三角形。雷诺护垫也称

石笼护垫、格宾护垫，是指由机编双绞合六边形金属网面构成的厚度远小于长度和宽度的

垫形工程构件。雷诺护垫作为防冲刷结构，具有柔性、对地基适应性的优点。

[0035] 如图1所示，所述洪水位区护岸单元主要包括设置在原始岸坡上部由河岸顶部延

伸下来的生态草地3-1、设置在所述生态草地3-1底部具有引、汇水功能的引水横沟3-2和以

及设置在所述引水横沟3-2与净水湿地2-1之间的渗滤坝3-3。

[0036] 生态草地3-1是根据河流径流特点，利用生态袋或生态混凝土铺设于原土基岸坡

之上并种植观赏草的区域，河流洪水位线D处于生态草地3-1的范围内。其相对平整的表面

在河流洪水期具有较好的行洪能力，并且能防止洪水冲击岸坡造成的侵蚀和垮塌，在平水

及枯水期可净化坡面径流。所述引水横沟3-2设置在生态草地3-1底部外侧，可以起到引、汇

水的作用，所述引水横沟3-2的底部略低于净水湿地  2-1的顶部。

[0037] 优选地，所述渗滤坝3-3包括设置在岸坡原土基上的透水格宾石笼以及填充在所

述透水格宾石笼内的砾石。所述渗滤坝3-3为梯形结构，高度可设置为30～50cm，其底部与

净水湿地2-1的顶部等高，内部填充砾石。当引水横沟3-2中的水流通过渗滤坝3-3进入净水

湿地  2-1时，径流中的垃圾等废弃物将被渗滤坝3-3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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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如图2所示，所述景观附属结构包括沿河道间隔设置在生态草地  3-1上通向河道

的观景台阶4-1、与所述观景台阶4-1相连的观景平台  4-2以及设置在所述观景平台4-2周

围的护栏。所述木质观景平台4-1  及护栏可由防腐木等不易腐烂、霉变的材料构成，其主要

功能是为人们在平水期和枯水期提供休憩、观景与亲水场所。

[0039] 当河流处于洪水期时，水位高于图1所示的河流高水位，此时河流需要较强的行洪

能力，而平整的生态草皮、引水横沟以及渗滤坝可形成良好的泄洪导流槽，具有较好的排洪

能力，保障洪水不漫堤。同时，生态草皮及其基底也能够对岸坡土质基底起到保护作用。此

外，由于观景平台采用防腐能力较强的材料构成，即使在洪水期被河水短暂淹没也不会出

现严重的腐烂和发霉的情况。

[0040] 当河流水位下降而低于平水期的河流高水位时，坡面径流可通过生态草地汇入引

水横沟并经渗滤坝过滤进入净水湿地，经净水湿地净化后的河水可通过湿地的排水口进入

集水暗渠。集水暗渠具有双向储水、放水功能，既可储存净水湿地净化后的径流，又可通过

连通管储存河水，可根据河流水位变化情况，通过打开或关闭与生态缓冲槽相连的通道，完

成对河水的储存或补充，减少河水暴涨暴落对河岸生态系统的冲击，对保持河流水量稳定

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较好的效果。

[0041] 此外，当河水水量较大，完全填充了集水暗渠后，可打开集水暗渠与净水湿地之间

的排水口，使净水湿地变成一个下进水的上行流净水湿地，能够一定程度的净化河水水质。

[0042] 生态缓冲槽通过无砂混凝土槽和雷诺护垫与河流主河槽分隔，在河流水量较大

时，生态缓冲槽被河水淹没，此时由于河流流速较快，该区域可提供一个流速较缓的静水区

域。水生生物可通过中空混凝土块中的通道进入生态缓冲槽中，其底部的砾石和棕榈皮可

以成为水生生物栖息、产卵的场所。当河流水位下降后，生态缓冲槽内部的生物又可自由回

到河流中，达到对水生生物的保护作用。

[0043] 当河流水位下降到平水期河流低水位以下时，集水暗渠可通过连通管向生态缓冲

槽进行补水，以保障生态缓冲槽的生态功能。当水位继续下降到河流枯水位以下时，河水可

进一步通过中空混凝土块中的通道进入主河槽，以保障河流生态基流。

[0044] 本实用新型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旨在构建一种具有防洪、景观与生态恢复一体

化功能的复合生态护岸结构，其枯水区部分具有稳定岸脚、防止水流冲击和挖蚀的作用，同

时为底栖生物提供庇护所和栖息地。常水区部分，主要具有以下功能：首先潜流湿地和表流

湿地可净化河水和坡岸径流中的污染物，有效改善河流水环境；其次，良好的湿地植物可提

供较好的河道景观，使河流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洪水区在河道水位较高时，能提供较好的

行洪能力，并具有一定的防冲击能力；而在河流平、枯水期又能够起到滞蓄、净化降雨径流

的作用。

[0045] 本实用新型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的构建步骤如下：

[0046] A、根据河道原始岸坡特点，设计各结构的高度与坡度，并平整场地；

[0047] B、构筑枯水位区护岸单元，平整河床基底并开挖坡脚，在原坡脚处按河流方向铺

设预制侧面开孔的中空混凝土块1-2，并在中空混凝土块1-2外侧铺设块石坡脚1-1；

[0048] C、构筑常水位区护岸单元，沿中空混凝土块1-2内侧铺设生态缓冲槽2-3，并将生

态缓冲槽2-3的混凝土桩角嵌入原土坡基底中，所述生态缓冲槽2-3的下半部填充与河流枯

水位A等高的生态基底层，所述生态缓冲槽2-3内种植有挺水植物，在中空混凝土块1-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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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生态缓冲槽2-3外侧铺设雷诺护垫2-4，并分别在所述生态缓冲槽2-3 内侧上部、下部设

置净水湿地2-1与集水暗渠2-2，并将所述集水暗渠  2-2底部与生态缓冲槽2-3底部通过连

通管2-5相连通；

[0049] D、构筑洪水位区护岸单元，在净水湿地2-1顶部内侧设置渗滤坝3-3，在渗滤坝3-3

内侧开挖引水横沟3-2，引水横沟3-2底部低于渗滤坝3-3  5～10cm，引水横沟3-2底部的宽

度不少于30cm，之后在引水横沟3-2内侧按河道原始坡度铺设生态袋或生态混凝土并以所

述生态袋或生态混凝土为基底种植观赏草构成生态草地3-1；

[0050] E、构筑景观附属结构，在生态草地3-1中，沿河道走向间隔设置观景台阶4-1通向

引水横沟3-2，并利用木栈道连接架设位于渗滤坝  3-3和净水湿地2-1上的观景平台4-2，并

在所述观景平台4-2周围设置护栏。

[0051] 优选地，设置净水湿地2-1与集水暗渠2-2的步骤包括：

[0052] (1)、在生态缓冲槽2-3内侧开挖原始坡面使之低于河流低水位5cm，铺设混凝土层

作为基底并利用混凝土桩板2-7构建集水暗渠  2-2，所述集水暗渠2-2内部铺设储水模块，

在集水暗渠2-2顶部铺设混凝土作为净水湿地2-1的基底；

[0053] (2)、在集水暗渠2-2上方构建净水湿地2-1，在所述净水湿地2-1内自下而上依次

铺设细砂层、净水填料层、土壤层，并在土壤层内种植湿生景观植物。

[0054] 为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复合型生态护岸结构的构建方法，下面以某河流治理

工程为例进行说明：

[0055] 现场准备

[0056] 根据治理河段河道特点，选择河流左岸构建复合生态护岸。根据河道原始岸坡特

点，设计各结构的高度与坡度；并平整场地。已知该河流段枯水位水深0.25m，常水位水深在

0.5m～1.7m之间，洪水位水深可达3m左右。原始河岸坡脚至坡顶宽5m，高3.5m。

[0057] 构筑枯水位区护岸单元

[0058] 1)平整河底并开挖坡脚，在原坡脚处按河流方向铺设预制四面开孔的中空混凝土

块1-2，中空混凝土块1-2的长×宽×高为100cm×  50cm×65cm，中空混凝土块1-2嵌入河底

15cm。中空混凝土块1-2 的宽面中心设置高30cm、宽20cm的方形通道，距中空混凝土块1-2 

顶部15cm、底部20cm。中空混凝土块1-2的长面在第20cm和60cm 处分别设置高10cm、宽20cm

的孔并于方形通道相连，孔距中空混凝土块1-2顶部15cm、底部40cm。

[0059] 2)在中空混凝土块1-2外侧铺设块石坡脚1-1，粒径为15～20cm。

[0060] 构筑常水位区护岸单元

[0061] 1)开挖原始坡面至与河底等高，平整底面。沿中空混凝土块1-2  内侧铺设生态缓

冲槽2-3，其主体为带有桩脚的无砂混凝土槽2-8，桩脚嵌入原土基中。所述无砂混凝土槽2-

8的长×宽×高为100cm×  60cm×110cm，其靠近河流主河槽一侧的长面在第20cm和60cm处

分别设置高10cm、宽20cm的孔，距无砂混凝土槽2-8内侧底部20cm。无砂混凝土槽2-8内有厚

度为20cm的由卵石与棕榈皮混合由而成的生态基底层。生态缓冲槽2-3内种植本地的挺水

及浮水植物。

[0062] 所述生态缓冲槽2-3远离主河槽一侧的长面中央设置口径为  10cm的孔，高度距所

述生态缓冲槽2-3内侧底部15cm，连接管径为  10cm的连通管2-5。

[0063] 2)在混凝土块1-2上部、无砂混凝土槽2-8外侧铺设雷诺护垫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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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3)在生态缓冲槽2-3外侧开挖原始坡面使之低于河流低水位5cm，铺设混凝土层作

为集水暗渠2-2基底并利用混凝土桩板构建集水暗渠  2-2，其高度为60cm、宽度为90cm。内

部填充粒径为10～15cm的砾石后，在其顶部铺设混凝土作为净水湿地2-1的基底。

[0065] 4)在集水暗渠2-2上方构建净水湿地2-1，净水湿地2-1深度为  60cm，内部由下到

上填充细砂20cm、净水填料30cm和土壤10cm，可种植美人蕉、茭草等或本地特有湿生景观植

物。

[0066] 构筑洪水位区护岸单元

[0067] 1)在净水湿地2-1顶部外侧设置渗滤坝3-3，由格宾石笼构成。所述格宾石笼孔径

为6cm×8cm，形状为梯形，底部宽为60cm，顶部宽为30cm，高度为30cm，内部填充粒径为10cm

的砾石。

[0068] 2)在渗滤坝3-3外侧开挖引水横沟3-2其底部低于渗滤坝5～10cm，底部宽为40cm。

[0069] 3)在引水横沟3-2外侧按河道原始坡度铺设生态混凝土，并以生态混凝土层为基

底种植草皮，构成生态草地3-1。

[0070] 构筑景观附属结构

[0071] 在生态草地3-1中，沿河道走向每间隔10m设置一条台阶观景台阶4-1通向引水横

沟3-2，并利用木栈道将观景平台4-2连接架设在渗滤坝3-3和净水湿地2-1之上，并设置护

栏。所述观景平台4-2的长×宽为300cm×200cm。

[0072] 本实用新型根据河道护岸各区域不同特点，将河道护岸的防洪、生态和景观功能

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既解决了传统护岸生态、景观效果差的问题，又提高和改善了河岸带生

态系统和护岸稳定性。

[0073]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

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依然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

换；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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