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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
构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
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包括景观道、
防护杆、
河岸、
截流墙和河床，
防护杆安装在河岸顶端，
截
流墙设置在河床上端，
河岸与截流墙之间依次铺
设有泥土层、锁水层、粗沙土、种植土和细沙土，
种植土中种植有挺水植物，
河床的底部依次为泥
土层、细沙土和粗沙土，
粗沙土中种植有水生植
物，
截流墙的高度约为河岸高度的三分之二，
截
流墙与河岸的底部间距约为一米，
河岸采用天然
石材与水泥浆砌成。水泥砌成的河岸更加牢固，
截流墙和锁水层能够有效抬升水位，
能够为干旱
地区四季保证水源充足，
通过水生植物净化水体
能够保持水体清洁不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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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包括景观道(1)、
防护杆(2)、河岸
(3)、截流墙(4)和河床(5) ，
其特征在于：
所述防护杆(2)安装在河岸(3)顶端，
所述截流墙
(4)设置在河床(5)上端，
所述河岸(3)与截流墙(4)之间依次铺设有泥土层(31)、锁水层
(32)、
粗沙土(33)、种植土(34)和细沙土(35) ，
所述种植土(34)中种植有挺水植物(36) ，
所
述河床(5)的底部依次为泥土层(31)、
细沙土(35)和粗沙土(33)，
所述粗沙土(33)中种植有
水生植物(54)。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截流墙(4)的高度约为河岸(3)高度的三分之二，
所述截流墙(4)与河岸(3)的底部
间距约为一米。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景观道(1)采用水泥铺设而成。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河岸(3)采用天然石材与水泥浆砌成。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截流墙(4)采用水泥砂浆砌筑而成。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锁水层(32)采用水泥砂浆与石灰石砌成。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挺水植物(36)为水葱，
所述水生植物(54)为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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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河流治理技术领域，
具体为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
岸结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河道或湖泊的治理包括底泥处理、
河岸修护等措施，
河道护岸工程是保护江河堤
岸免受水流、
风浪侵袭和冲刷所采取的工程措施，
同时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
[0003] 授权公告号CN205062752U中公开了了一种河道或湖泊治理的生态护岸结构，
其包
所述河床上依次设置有承托层、
过渡层、
反应层、
安全覆
括河堤、
河岸和疏挖底泥后的河床，
盖层；
所述河岸底部设有阶梯式生态石笼，
所述阶梯式生态石笼表面为复土层，
所述河岸斜
坡面上设有生态混凝土层，
所述生态混凝土层的底部与所述阶梯式生态石笼连接；
所述复
土层以及所述生态混凝土层上为植被层。
[0004] 上述公开的一种河道或湖泊生态护岸结构，
其河岸仅靠植被进行水土加固，
在面
对水位起伏较大的河道时，
护岸植物很容易死亡，
导致河岸水土流失，
且其在北方缺水地区
无法对水截流，
导致河道干枯。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以
解决现有技术中护岸植被容易死亡导致岸堤水土流失、
河床底部蓄水能力不足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
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包括景观道、
防护杆、河岸、截流墙和河床，
所述防护杆安装在河岸顶
端，
所述截流墙设置在河床上端，
所述河岸与截流墙之间依次铺设有泥土层、锁水层、粗沙
土、种植土和细沙土，
所述种植土中种植有挺水植物，
所述河床的底部依次为泥土层、细沙
土和粗沙土，
所述粗沙土中种植有水生植物。
[0007] 优选的，
所述截流墙的高度约为河岸高度的三分之二，
所述截流墙与河岸的底部
间距约为一米，
截流墙与河岸之间形成护堤生态景观明流，
高水位时有效蓄水，
低水位时，
能够有效降低河床宽度，
来抬升水位，
且有助于拦截河岸上冲刷下来的少量泥土。
[0008] 优选的，
所述景观道采用水泥铺设而成，
水泥铺设的景观道方便沿河参观，
雨季也
不会泥泞，
且雨水可以沿河岸流入河内不会渗透至地下，
有利于蓄水。
[0009] 优选的，
所述河岸采用天然石材与水泥浆砌成，
天然石材和水泥砌成的河岸，
大大
提升了河岸的结构强度，
不会导致河岸水土流失，
且成本较低。
[0010] 优选的，
所述截流墙采用水泥砂浆砌筑而成，
截流墙和锁水层有效拦截地下潜流，
形成地上湿地明流，
能够有效抬升水位。
[0011] 优选的，
所述挺水植物为水葱，
所述水生植物为荷花，
水葱和荷花具有良好的净水
能力，
配合河床上端的粗沙土使河水看起来更加清澈，
利于观赏。
[0012] 优选的，
所述泥土层均为夯实的泥土，
以降低河岸底部的透水性，
提升蓄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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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水泥砌成的河岸更加牢固，
截流墙和
锁水层能够有效抬升水位，
能够为干旱地区四季保证水源充足，
通过水生植物净化水体能
够保持水体清洁不污染环境。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
1景观道、
2防护杆、
3河岸、
4截流墙、
5河床、
31泥土层、
32 锁水层、
33粗沙土、
34种植土、
35细沙土、
36挺水植物、
54水生植物。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请参阅图1，
一种用于河道水质治理的生态景观护岸结构装置，
包括景观道1、
防护
杆2、河岸3、截流墙4和河床5，
防护杆2安装在河岸3顶端，
截流墙4砌在河床5上端，
河岸3与
截流墙4之间依次铺设有泥土层31、
锁水层32、
粗沙土33、种植土34和细沙土35，
种植土34中
种植有挺水植物36，
河床5的底部依次为泥土层31、细沙土35和粗沙土33，
粗沙土33中种植
有水生植物54。
[0017] 请参阅图1，
截流墙4的高度约为河岸3高度的三分之二，
截流墙4与河岸3的底部间
距约为一米，
截流墙4与河岸3之间形成护堤生态景观，
高水位时有效蓄水，
低水位时，
能够
有效降低河床5宽度，
来抬升水位，
截流墙4 和锁水层32有效拦截地下潜流，
形成地上湿地
明流，
能够有效抬升水位。
[0018] 请参阅图1，
挺水植物36为水葱，
水生植物54为荷花，
水葱和荷花具有良好的净水
能力，
配合河床5上端的粗沙土33层使河水看起来更加清澈，
利于观赏，
河岸3采用天然石材
与水泥浆砌成，
天然石材和水泥砌成的河岸3，
大大提升了河岸3的结构强度，
不会导致河岸
3水土流失，
且成本较低。
[0019] 本方案的工作原理是：
本实用新型在雨季，
水流由景观道1回流至河流内，
使河流
水位上升进行蓄水，
在干旱季节时，
通过截流墙4与锁水层32减少河流水向地下水渗透来抬
升水位，
同时截流墙4有效降低河床5宽度，
能够使河床5在旱季时仍保持正常水位，
保持河
道的观赏性。
[0020] 水泥砌成的河岸3更加牢固，
截流墙4和锁水层32能够有效抬升水位，
能够为干旱
地区四季保证水源充足，
通过水生植物54净化水体能够保持水体清洁不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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