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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岸坡防护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岸坡防护结构，其包

括沿河道岸坡坡面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第一岸坡

防护面、第二坡防护面、第三坡防护面和混凝土

护底面；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由上表面至底面依

次设置有第一回填土层、第一膨润土防水毯层和

第一混凝土层；所述第二坡防护面由上表面至底

面依次设置有聚酯无纺布层、第二回填土层、第

二膨润土防水毯层和第二混凝土层；所述聚酯无

纺布层上设置有高尔凡雷诺护垫层，所述第二坡

防护面的坡比为1:5或1:7.5；所述第三坡防护面

由上表面至底面依次设置有第三回填土层、第三

膨润土防水毯层和第三混凝土层。本实用新型既

能够有效防止河水渗入河道，又结构稳定，不易

受河水冲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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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岸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沿河道岸坡坡面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第一岸坡防护

面（2）、第二坡防护面（3）、第三坡防护面（4）和混凝土护底面（5）；

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2）由上表面至底面依次设置有第一回填土层（2‑1）、第一膨润土

防水毯层（2‑2）和第一混凝土层（2‑3）；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2）的坡比为1:2；

所述第二坡防护面（3）由上表面至底面依次设置有聚酯无纺布层（3‑2）、第二回填土层

（3‑3）、第二膨润土防水毯层（3‑4）和第二混凝土层（3‑5）；所述聚酯无纺布层（3‑2）上设置

有高尔凡雷诺护垫层（3‑1），所述高尔凡雷诺护垫层（3‑1）包括高尔凡雷诺护垫以及装填在

所述高尔凡雷诺护垫内的块石或卵石，填充空隙率不大于30%，所述块石和卵石的粒径均为

70mm～150mm；

所述第二坡防护面（3）的坡比为1:5或1:7.5；

所述第三坡防护面（4）由上表面至底面依次设置有第三回填土层（4‑1）、第三膨润土防

水毯层（4‑2）和第三混凝土层（4‑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岸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2）还

连接有混凝土防护面（1），所述混凝土防护面（1）和第一岸坡防护面（2）沿河道岸坡坡面由

上至下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岸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坡防护面（4）的坡

比为1:1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岸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护底面（5）的坡

比为1：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岸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河道岸坡的设计常水位位于

第二坡防护面（3）上，在设计常水位上下各0.6m范围内设置有高尔凡雷诺护垫层（3‑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岸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混凝土层（2‑3）、第

二混凝土层（3‑5）、第三混凝土层（4‑3）和混凝土护底面（5）内分别间隔5m设置有一个伸缩

缝。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岸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混凝土层（4‑3）和

混凝土护底面（5）内分别设置有一个以上的盲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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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岸坡防护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岸坡防护结构，尤其涉及一种岸坡防护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河岸坡道的防水水土流失是当今较难治理的问题之一，目前防止河岸坡道水土流

失主要为用石块堆砌挡墙或于坡道上设置防护网后直接种植草皮以保证防水土流失，但是

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结构不稳定，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或者地震时，容易出现堆砌挡墙脱落

或者防护网散落；在雨季的时候，由于是大雨暴雨冲刷下，种植草皮容易被水流冲出，这些

都会造成坡道破坏，所以需要开发一种稳定性高，防护效果好的河道岸坡防护结构。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稳定性高，防护效果好的河道岸坡防护结构。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岸坡防护结构，沿河道岸坡坡面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第一岸坡

防护面、第二坡防护面、第三坡防护面和混凝土护底面；

[0006] 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由上表面至底面依次设置有第一回填土层、第一膨润土防水

毯层和第一混凝土层；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的坡比为1:2；

[0007] 所述第二坡防护面由上表面至底面依次设置有聚酯无纺布层、第二回填土层、第

二膨润土防水毯层和第二混凝土层；所述聚酯无纺布层上设置有高尔凡雷诺护垫层，所述

高尔凡雷诺护垫层包括高尔凡雷诺护垫以及装填在所述高尔凡雷诺护垫内的块石或卵石，

填充空隙率不大于30%，所述块石和卵石的粒径均为70mm～150mm；

[0008] 所述第二坡防护面的坡比为1:5或1:7.5；

[0009] 所述第三坡防护面由上表面至底面依次设置有第三回填土层、第三膨润土防水毯

层和第三混凝土层。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还连接有混凝土防护面，所述混凝土防护面和第

一岸坡防护面沿河道岸坡坡面由上至下设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的坡比为1:10。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坡防护面的坡比为1:10。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混凝土护底面的坡比为1：15。

[0014] 进一步地，河道岸坡的设计常水位位于第二坡防护面上，在设计常水位上下各

0.6m范围内设置有高尔凡雷诺护垫层。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混凝土层、第二混凝土层、第三混凝土层和混凝土护底面内分

别间隔5m设置有一个伸缩缝。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混凝土层和混凝土护底面内分别设置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

盲沟。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所取得的有益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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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本实用新型可以用在河道岸坡上，本实用新型沿河道岸坡的坡面设置，混凝土防

护面起到定位和固定的作用。第二坡防护面起到主要防水的作用，通过聚酯无纺布层、第二

回填土层、第二膨润土防水毯层和第二混凝土层的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河水渗入河道岸

坡内，防止水土流失。第一岸坡防护面和第三坡防护面起到支撑和防渗的作用，混凝土护底

面起到地基的作用。

[0019] 本实用新型即能够有效防止河水渗入河道，又结构稳定，不易受河水冲刷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20] 附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在附图中：1混凝土防护面、2第一岸坡防护面、2‑1第一回填土层、2‑2第一膨润土

防水毯层、2‑3第一混凝土层、3第二坡防护面、3‑1高尔凡雷诺护垫层、3‑2聚酯无纺布层、3‑

3第二回填土层、3‑4第二膨润土防水毯层、3‑5第二混凝土层、4第三坡防护面、4‑1第三回填

土层、4‑2第三膨润土防水毯层、4‑3第三混凝土层、5混凝土护底面、6盲沟。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的叙述。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岸坡防护结构，其包括沿河道岸坡坡面由上至下

依次设置第一岸坡防护面2、第二坡防护面3、第三坡防护面4和混凝土护底面5；第一岸坡防

护面2、第二坡防护面3、第三坡防护面4和混凝土护底面5依次首尾连接。所述混凝土护底面

5采用C25混凝土护底，其混凝土抗冻等级为F50，抗渗等级为W4。

[0026] 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2由上表面至底面依次设置有第一回填土层2‑1、第一膨润土

防水毯层2‑2和第一混凝土层2‑3；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2的坡比为1:2；

[0027] 所述第二坡防护面3由上表面至底面依次设置有聚酯无纺布层3‑2、第二回填土层

3‑3、第二膨润土防水毯层3‑4和第二混凝土层3‑5；所述聚酯无纺布层3‑2上设置有高尔凡

雷诺护垫层3‑1，所述高尔凡雷诺护垫层3‑1包括高尔凡雷诺护垫以及装填在所述高尔凡雷

诺护垫内的块石或卵石，填充空隙率不大于30%，所述块石和卵石的粒径均为70mm～150mm；

所述块石和卵石为强度等级不小于MU30，不易水解，抗风化硬质的岩石。

[0028] 所述聚酯无纺布层3‑2为聚酯无纺布构成，具体为聚酯长纤维无纺布进行反滤。

[0029] 所述第二坡防护面3的坡比为1:5或1:7.5；

[0030] 所述第三坡防护面4由上表面至底面依次设置有第三回填土层4‑1、第三膨润土防

水毯层4‑2和第三混凝土层4‑3。

[0031] 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2还连接有混凝土防护面1，所述混凝土防护面1和第一岸坡

防护面2沿河道岸坡坡面由上至下设置。所述混凝土防护面1起到连接固定的作用。

[0032] 所述第一岸坡防护面2的坡比为1:10。

[0033] 所述第三坡防护面4的坡比为1:10。

[0034] 所述混凝土护底面5的坡比为1：15。

[0035] 河道岸坡的设计常水位位于第二坡防护面3上，在设计常水位上下各0.6m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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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高尔凡雷诺护垫层3‑1。高尔凡雷诺护垫层3‑1设置在水位变动区，所述水位变动区

为设计常水位上下各0.6m范围内，本实施例中，设计常水位为66.6m处，附图中的水平虚线

为常水位的位置。所述高尔凡雷诺护垫层3‑1为镀锌高尔凡雷诺护垫，厚0.23m，

[0036] 所述高尔凡雷诺护垫层3‑1的安装要求为：将折叠好的格宾网置于平实的地面展

开，压平多余的折痕。将前后面板、底板、隔板立起到一定位置，呈箱体形状。相邻网箱组的

上下四角以双股组合丝连接；上下框线或折线，绑扎，并使用螺旋固定丝绞绕收紧连接。边

缘突出的不平部分需折叠压平。将每个网箱六个面及隔断组成完整，确保各个网面平整，然

后放在固定的位置上。

[0037] 将雷诺护垫的边缘与其它部分用绑丝或金属绑扎环连接起来。绑扎时最大间距为

100mm。将足够长的绑丝沿着边丝缠绕，可选择取单股或双股。

[0038] 在每个雷诺护垫安装好后，将雷诺护垫放在指定位置上，再将各个网垫连接起来。

为了保持整体的结构和便于连接，可以空箱连接后再装填料。

[0039] 所述第一混凝土层2‑3、第二混凝土层3‑5、第三混凝土层4‑3和混凝土护底面5内

分别间隔5m设置有一个伸缩缝。

[0040] 本实用新型中，第一膨润土防水毯层2‑2、第二膨润土防水毯层3‑4和第三膨润土

防水毯层4‑2均由膨润土防水毯构成，所述膨润土防水毯使用的膨润土为天然钠基膨润土，

粒径在0.2mm～2mm范围内的膨润土颗粒，其质量至少占膨润土总质量的80%。膨润土防水毯

（GCL）两边的土工织物分别为无纺布和编织布，铺设时无纺布应对迎水面即无纺布朝上。

[0041] 所述第一回填土层2‑1、第二回填土层3‑3和第三回填土层4‑1均采用粘性砂壤土

分层碾压回填，压实度达到0.9以上，回填厚度0.5m。

[0042] 所述第一回填土层2‑1、第二回填土层3‑3和第三回填土层4‑1中的回填土采用砂

子或过筛后的土，不得含有粒径10mm以上的石子等杂物。回填土必须进行夯实（或压实、振

捣等），回填土的密实度不小于0.9，在夯实后的厚度不小于500mm。

[0043] 第一混凝土层2‑3、第二混凝土层3‑5、第三混凝土层4‑3和混凝土护底面5为混凝

土浇筑层，所用混凝土抗冻等级为F50，抗渗等级为W4。

[0044] 本实用新型可以用在河道、水库、湖区，如本实施例用在河道岸坡上，本实用新型

沿河道岸坡的坡面设置，混凝土防护面1起到定位和固定的作用。第二坡防护面3起到主要

防水的作用，通过聚酯无纺布层3‑2、第二回填土层3‑3、第二膨润土防水毯层3‑4和第二混

凝土层3‑5的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河水渗入河道岸坡内，防止水土流失。第一岸坡防护面2

和第三坡防护面4起到支撑和防渗的作用，混凝土护底面5起到地基的作用。

[0045] 本实用新型即能够有效防止河水渗入河道，又结构稳定，不易受河水冲刷的影响。

[0046] 实施例2

[0047] 本实施例和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三混凝土层4‑3和混凝土护

底面5内分别设置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盲沟6。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三混凝土层4‑3和混凝

土护底面5内分别设置有两个盲沟6，所述盲沟6横向设置在所述所述第三混凝土层4‑3和混

凝土护底面5内，参照图2，可以防止水位发生突降，造成岸坡水压过大。

[0048]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并非本实用新型可行实施的

穷举。对于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和精神的前提下，对其所作

出的任何显而易见的改动，都应当被认为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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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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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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