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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

海堤，包括若干斜坡和若干平台，平台设在相邻

两个斜坡之间，斜坡与平台逐级升高；平台上设

有若干消浪植物，各个消浪植物逐级升高，斜坡

和平台的表面设有若干消浪块，消浪块为凸起

物。有益效果：各个斜坡和平台逐级升高形成海

堤结构，消浪块凸起地设在斜坡和平台的表面，

且消浪植物设在平台上，消浪块和消浪植物结合

有利于防浪和消能，可减小越浪风险。斜坡和平

台相邻布置，使斜坡和平台的筑造施工相对独

立，有利于提高施工速度。本发明涉及海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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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斜坡和若干平台，所述平台

设在相邻两个所述斜坡之间，所述斜坡与所述平台逐级升高；所述平台上设有若干消浪植

物，各个所述消浪植物逐级升高，所述斜坡和所述平台的表面设有若干消浪块，所述消浪块

为凸起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台包括

第一平台和第二平台，所述第一平台与所述第二平台之间设有纳浪体，所述纳浪体的顶部

设有凹陷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其特征在于：所述纳浪体的

所述凹陷部内设有所述消浪植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台包括

第三平台，所述第三平台的一侧设有挡浪墙，所述挡浪墙向所述第二平台的方向倾斜，所述

第三平台的上部宽度大于所述第三平台的下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其特征在于：所述斜坡包括

第一斜坡和第二斜坡，所述第一斜坡设在所述第一平台的一侧，所述第二斜坡设在所述第

三平台的一侧且所述第三平台的另一侧设有堤顶路面，所述第二斜坡设在所述第二平台与

所述第三平台之间，所述第三平台高于所述第二斜坡和所述堤顶路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浪块包

括若干第一消浪块，所述第一消浪块的截面形状为平面曲线y＝16x2，所述第一消浪块分布

在所述第二平台的一侧、所述第一斜坡的坡面、所述第二斜坡的坡面和所述挡浪墙的墙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浪块还

包括若干第二消浪块，所述第二消浪块的截面形状为平面曲线y＝32x2，所述第二消浪块分

别布置在所述第一平台和所述第二平台的顶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其特征在于：设定所述第一

斜坡的底部高度为第一基准线，设定所述堤顶路面的高度为第二基准线；所述第一斜坡的

顶部高度等于当地多年平均高潮位W，所述第一平台相对所述第一基准线的高度L1＝W+

0.5m，所述第一平台的宽度D＝L1×1.25，所述第二平台相对所述第一基准线的高度L2＝L1

×2，所述纳浪体的所述凹陷部相对所述第一基准线的高度L3＝L1×0.5；所述第三平台相

对于所述第二基准线的高度L4＝1.5m。

9.根据权利要求4至8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平台、所述第二平台和所述第三平台分别包括混凝土预制体和海砂，所述混凝土

预制体为筒状，所述海砂填充在所述混凝土预制体内。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浪植

物为草本植物、灌木或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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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堤工程，特别涉及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

背景技术

[0002] 海堤工程是抗御台风暴潮的重要水利设施。频繁的台风暴潮会对海堤造成严重的

威胁，甚至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0003] 现有技术中存在生态海堤设计，但只在一般海堤上加设了植被护坡，与植物消浪

措施相比效果相去甚远。现有技术中还有些生态海堤也在土堤或者有混凝土护面的海堤前

种植了植物防浪林，其技术缺陷在于：海堤的堤身防浪和消能效果较弱，仍存在较大的越浪

风险。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可通过在海

堤上设置植物和防浪结构来克服海堤防浪和消能效果较弱的技术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包括若干斜坡和若干平台，平台设在相邻两个

斜坡之间，斜坡与平台逐级升高；平台上设有若干消浪植物，各个消浪植物逐级升高，斜坡

和平台的表面设有若干消浪块，消浪块为凸起物。

[0007] 作为改进，平台包括第一平台和第二平台，第一平台与第二平台之间设有纳浪体，

纳浪体的顶部设有凹陷部。

[0008] 作为改进，纳浪体的凹陷部内设有消浪植物。

[0009] 作为改进，平台包括第三平台，第三平台的一侧设有挡浪墙，挡浪墙向第二平台的

方向倾斜，第三平台的上部宽度大于第三平台的下部。

[0010] 作为改进，斜坡包括第一斜坡和第二斜坡，第一斜坡设在第一平台的一侧，第二斜

坡设在第三平台的一侧且第三平台的另一侧设有堤顶路面，第二斜坡设在第二平台与第三

平台之间，第三平台高于第二斜坡和堤顶路面。

[0011] 作为改进，消浪块包括若干第一消浪块，第一消浪块的截面形状为平面曲线y＝

16x2，第一消浪块分布在第二平台的一侧、第一斜坡的坡面、第二斜坡的坡面和挡浪墙的墙

面。

[0012] 作为改进，消浪块还包括若干第二消浪块，第二消浪块的截面形状为平面曲线y＝

32x2，第二消浪块分别布置在第一平台和第二平台的顶部。

[0013] 作为改进，设定第一斜坡的底部高度为第一基准线，设定堤顶路面的高度为第二

基准线；第一斜坡的顶部高度等于当地多年平均高潮位W，第一平台相对第一基准线的高度

L1＝W+0.5m，第一平台的宽度D＝L1×1.25，第二平台相对第一基准线的高度L2＝L1×2，纳

浪体的凹陷部相对第一基准线的高度L3＝L1×0.5；第三平台相对于第二基准线的高度L4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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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改进，第一平台、第二平台和第三平台分别包括混凝土预制体和海砂，混凝土

预制体为筒状，海砂填充在混凝土预制体内。

[0015] 作为改进，消浪植物为草本植物、灌木或乔木。

[0016] 有益效果：各个斜坡和平台逐级升高形成海堤结构，消浪块凸起地设在斜坡和平

台的表面，且消浪植物设在平台上，消浪块和消浪植物结合有利于防浪和消能，可减小越浪

风险。斜坡和平台相邻布置，使斜坡和平台的筑造施工相对独立，有利于提高施工速度。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参照图1，一种多级模块化防护的生态海堤，包括若干斜坡和若干平台，平台设在

相邻两个斜坡之间，斜坡与平台逐级升高；平台上设有若干消浪植物6，各个消浪植物6逐级

升高，斜坡和平台的表面设有若干消浪块，消浪块为凸起物。

[0020] 作为优选，平台包括第一平台1和第二平台2，第一平台1与第二平台2之间设有纳

浪体3，纳浪体3的顶部设有凹陷部。

[0021] 作为优选，纳浪体3的凹陷部内设有消浪植物6。

[0022] 作为优选，平台包括第三平台4，第三平台4的一侧设有挡浪墙5，挡浪墙5向第二平

台2的方向倾斜，第三平台4的上部宽度大于第三平台4的下部。

[0023] 作为优选，斜坡包括第一斜坡7和第二斜坡8，第一斜坡7设在第一平台1的一侧，第

二斜坡8设在第三平台4的一侧且第三平台4的另一侧设有堤顶路面9，第二斜坡8设在第二

平台2与第三平台4之间，第三平台4高于第二斜坡8和堤顶路面9。

[0024] 作为优选，消浪块包括若干第一消浪块10，第一消浪块10的截面形状为平面曲线y

＝16x2，第一消浪块10分布在第二平台2的一侧、第一斜坡7的坡面、第二斜坡8的坡面和挡

浪墙5的墙面。

[0025] 作为优选，消浪块还包括若干第二消浪块11，第二消浪块11的截面形状为平面曲

线y＝32x2，第二消浪块11分别布置在第一平台1和第二平台2的顶部。

[0026] 作为优选，设定第一斜坡7的底部高度为第一基准线12，设定堤顶路面9的高度为

第二基准线13；第一斜坡7的顶部高度等于当地多年平均高潮位W，第一平台1相对第一基准

线12的高度L1＝W+0.5m，第一平台1的宽度D＝L1×1.25，第二平台2相对第一基准线12的高

度L2＝L1×2，纳浪体3的凹陷部相对第一基准线12的高度L3＝L1×0.5；第三平台4相对于

第二基准线13的高度L4＝1.5m。

[0027] 作为优选，第一平台1、第二平台2和第三平台4分别包括混凝土预制体和海砂14，

混凝土预制体为筒状，海砂14填充在混凝土预制体内。

[0028] 作为优选，消浪植物6为草本植物、灌木或乔木。

[0029] 关于斜坡和平台，本实施例的斜坡向海布置，平台与斜坡相邻布置。平台和斜坡逐

级升高形成海堤结构。

[0030] 关于消浪植物6，本实施例的消浪植物6布置在平台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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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关于消浪块，本实施例的消浪块布置在斜坡的迎水面，迎水面是指斜坡向海布置

的一面。本实施例的消浪块还布置在平台的顶部，消浪植物6布置在平台上的消浪块上，消

浪植物6的根部埋设在消浪块内且消浪植物6的顶部高于对应的消浪块。

[0032] 各个斜坡和平台逐级升高形成海堤结构，消浪块凸起地设在斜坡和平台的表面，

且消浪植物6设在平台上，消浪块和消浪植物6结合有利于防浪和消能，可减小越浪风险。斜

坡和平台相邻布置，使斜坡和平台的筑造施工相对独立，有利于提高施工速度。

[0033] 关于纳浪体3，本实施例的纳浪体3的顶部通过向下凹陷形成纺锤形的凹陷部。凹

陷部具有引导水流的作用。在浪潮越过第一平台1后，浪潮在纳浪体3的凹陷部中具有向下

流动的趋势，使浪潮在进一步越过第二平台2的过程中被消减能量，有利于提高生态海堤的

防浪功能。

[0034] 关于凹陷部，凹陷部内设有消浪植物6，在浪潮越过第二平台2时凹陷部中的消浪

植物6能进一步消减浪潮的能量，有利于提高生态海堤的防浪功能。

[0035] 关于挡浪墙5，本实施例的挡浪墙5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60度。挡浪墙5向第二平台

2的方向倾斜，且第三平台4的上部宽度大于第三平台4的下部，使挡浪墙5能引导水流的流

向，能加强第三平台4对浪潮的消能作用。

[0036] 关于堤顶路面9，堤顶路面9设在第三平台4的一侧，堤顶路面9可形成行人区域或

行车区域，有利于提高生态海堤的景观功能。堤顶路面9与第三平台4之间设有步梯15，步梯

15在堤顶路面9与第三平台4之间逐级升高。

[0037] 关于步梯15，步梯15使堤顶路面9与第三平台4之间形成可供人行的过渡区，使行

人可登上第三平台4观察海景和消浪植物6，有利于提高生态海堤的景观功能。

[0038] 关于第一消浪块10，本实施例的第一消浪块10凸起且截面形状为平面曲线y＝

16x2，能增强生态海堤对浪潮的消能作用。

[0039] 关于第一消浪块10，本实施例的第二消浪块11在第一平台1和第二平台2的顶部凸

起，能增强生态海堤对浪潮的消能作用。

[0040] 关于第一消浪块10、第二消浪块11和纳浪体3，物理模型试验表明，本实施例的第

一消浪块10、第二消浪块11和纳浪体3可提高生态海堤的消能效果30％以上。

[0041] 关于当地多年平均高潮位W，当地多年平均高潮位W是一个统计数字，根据当地的

水位监测数据统计得出。

[0042] 关于第一斜坡7，本实施例的第一斜坡7的坡比为1：1.25。

[0043] 关于第二斜坡8，本实施例的第二斜坡8的坡比为1：2。

[0044] 关于混凝土预制体，本实施例的混凝土预制体为筒状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可在预

制完成后运送到施工现场，且海砂14容易在海边就地取材，有利于加快施工进度。混凝土预

制件的结构强度高，有利于加强生态海堤的防浪能力。

[0045] 关于消浪植物6，本实施例的各个平台上设有乔木，具体品种优选为木麻黄。本实

施例的纳浪体3内设有草本植物，具体品种优选为互花米草。消浪植物6可用现有技术中可

适应海水环境的草本植物、灌木或乔木替代，包括但不限于木麻黄和互花米草。

[0046] 本技术方案的生态海堤可实现模块化，有利于加快施工进度，并使消浪植物6与海

堤融为一体。本技术方案的生态海堤通过物理模型、数学模型和结构计算验证，具有良好的

生态性、景观功能、结构稳定性和消浪能力，比传统海堤的消浪能力提高50％以上，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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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推广应用潜力。

[0047]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

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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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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