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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及

方法，其包括若干基桩构成的隔离带，隔离带沿

消落带坡度向上将消落带分割成沉水植物区、潜

水植物区、两栖植物区、小型草木区和大型灌木

区，相邻隔离带的基桩之间设置有紧贴消落带面

的保护布块和防浪布块，基桩上设置有气囊，监

测水土流失程度。本发明的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

的水土保持方法包括：监测水土流失的程度，通

过水土流失的程度判断水土流失等级，根据水土

流失等级确定种植密度。本方案根据消落带特殊

的地形，有效的防止消落带的水土流失，有效的

预防和减少河流库岸带地质灾害的发生，保持河

流库岸带的稳定，增加物种多样性，改善生态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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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基桩(6)构成的隔离带，且隔离带

上的基桩(6)均匀设置，所述隔离带沿消落带坡度向上将消落带分割成沉水植物区(A)、潜

水植物区(B)、两栖植物区(C)、小型草木区(D)和大型灌木区(E)；所述沉水植物区(A)、潜水

植物区(B)、两栖植物区(C)、小型草木区(D)和大型灌木区(E)内分别种植有沉水植物、潜水

植物、两栖植物、小型草木和大型灌木；所述沉水植物、潜水植物、两栖植物、小型草木和大

型灌木均种植在沿消落带长度方向上开挖的种植槽(15)内；

相邻所述隔离带的基桩(6)之间设置有紧贴消落带面的保护布块(2)，所述保护布块

(2)上开设有均匀的种植孔(1)；所述隔离带内的基桩(6)之间设置有竖直的防浪布块(5)，

所述防浪布块(5)延伸到基桩(6)的底部，所述保护布块(2)和防浪布块(5)的四个角均固定

在基桩(6)的挂钩(4)上；所述防浪布块(5)上开设有若干条形通孔(13)，若干所述条形通孔

(13)的上端均设置有布挡块(14)，所述布挡块(14)的尺寸大于条形通孔(13)的尺寸；

所述基桩(6)置入消落带下方的硬岩层，所述基桩(6)上设置有气囊(7)，所述气囊(7)

与基桩(6)内的充气通道(8)连通，所述充气通道(8)与基桩(6)上端的充气口(12)连接；所

述气囊(7)埋设在消落带表面的软土层内；所述充气通道(8)上设置有气压传感器(9)，所述

气压传感器(9)与基桩(6)上端的处理器(10)电连接，所述基桩(6)的上端设置有无线传输

模块，所述无线传输模块与处理器(10)电连接，所述无线传输模块与监控终端无线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水植物、潜水植物

和两栖植物均种植在种植盆(19)内，所述种植盆(19)为可降解纸质材料，所述种植盆(19)

的底部设置有生长孔(16)，所述种植盆(19)内填充有种植土壤，所述种植盆(19)放置在种

植槽(15)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土壤包括底部的

养料层(17)，所述养料层(17)的上方设置有透气隔板(18)，所述透气隔板(18)上设置有若

干透气孔，所述透气隔板(18)上填充有鹅卵石层(20)，所述养料层(17)四周的种植盆(19)

上开设有若干通孔，所述透气隔板(18)为可降解纸质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桩(6)的上端设置

有报警灯(11)，所述基桩(6)的上端通过相机支架设置有全景相机(3)，所述报警灯(11)和

全景相机(3)均与处理器(10)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水植物区(A)和潜

水植物区(B)内的基桩(6)上设置有潮汐发电机(21)，所述潮汐发电机(21)与基桩(6)内的

蓄电池点连接，所述蓄电池与处理器(10)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布块(2)和防浪

布块(5)的四个角上均设置有拉环，所述挂钩(4)为软质金属。

7.一种权利要求1-6所述的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的水土保持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S1：选择在枯水期(b)在消落带上打下均匀的基桩(6)，形成隔离带，确保基桩(6)上的

气囊(7)置于软土层内，然后通过充气装置向气囊(7)内充气，使气囊(7)膨胀，达到设定的

气压值P0；

S2：将每个基桩(6)进行编号1-N，每个基桩(6)上气压传感器(9)检测到的气压值分别

为P1，P2，···，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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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气压传感器(9)每隔一段设定时间向监控终端发送采集的压力值；

S4：采集一年之中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每个气压传感器(9)的压力值，并绘制每个气

压传感器(9)采集的压力值-时间曲线，并计算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每个气压传感器(9)

采集的压力值的均值PS＝(P1+P2+···+Pn)/n，其中n为一个气压传感器(9)一年中枯水-

蓄水-丰水周期采集的气压值次数；

S5：计算一年中枯水-蓄水-丰水周期消落带上所有气压传感器(9)采集的压力值的平

均值PX＝(P1+P2+···+PN)/N，其中N为气压传感器(9)的个数；

S6：判断消落带上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不同区域水土流失的等级，若气压传感器(9)

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采集的均值PS≥平均值PX，则判定此气压传感器(9)监测的区域为一

级水土流失；若均值PS＜平均值PX，则判定为此气压传感器(9)监测的区域为二级水土流失；

S7：计算一级水土流失区域和二级水土流失区域的面积S1和S2，S1为一级水土流失区域

内各个基桩(6)所在点围成的消落带土壤面积，S2为二级水土流失区域内各个基桩(6)所在

点围成的消落带土壤面积；

S8：利用S1和S2计算一级水土流失区域、二级水土流失区域内植物的种植密度M1＝S1/V、

M2＝(S2/V)×1.5，其中，V为沉水植物、潜水植物、两栖植物、小型草木和大型灌木生长所需

的土壤面积；

S9：在下一个枯水期(b)根据计算的植物种植密度在隔离带上开挖种植槽(15)，每两个

种植槽(15)之间形成阶梯：

S10：向种植槽(15)内按照计算的种植密度种植沉水植物、潜水植物、两栖植物、小型草

木和大型灌木，沉水植物、潜水植物和两栖植物通过种植盆(19)放置在种植槽(15)内，小型

草木和大型灌木直接种植在种植槽(15)内，填平种植槽(15)；

S11：将保护布块(2)铺设在消落带土面上，并与基桩(6)连接，剪出供植物生长的种植

孔(1)，然后再安装防浪布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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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消落带治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库消落带又称涨落带或涨落区，是指水库因季节性水位涨落而使周边淹没土地

周期性地出露于水面的一个特殊的区域。水库消落带在库区水体与陆岸之间形成一个巨大

的环库生态隔离带，是一种特殊的水陆交错湿地生态系统。然而水位的周期性涨落将导致

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地质灾害等危害，从而影响到水利水电工程功能的正常发挥、库区人

民的生活财产和库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0003] 消落带水土流失治理是实施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然而，随

着水位进一步反复消涨、流域内人为活动日益频繁，消落带水土状况日趋恶化，生态环境更

加脆弱；再加上对流域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库区消落带的保护与治理面临更大的压力。因

此，迫切需要根据消落带的形成和演替规律，采取植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综合治理的

方式，进行消落带生态屏障建设，防止水土流失，预防和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保持河岸、库

岸带的稳定，增加物种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具有固土护岸

功能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机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提供一种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其包括若干基桩构成的隔离带，且隔离带上的基

桩均匀设置，隔离带沿消落带坡度向上将消落带分割成沉水植物区、潜水植物区、两栖植物

区、小型草木区和大型灌木区；沉水植物区、潜水植物区、两栖植物区、小型草木区和大型灌

木区内分别种植有沉水植物、潜水植物、两栖植物、小型草木和大型灌木；沉水植物、潜水植

物、两栖植物、小型草木和大型灌木均种植在沿消落带长度方向上开挖的种植槽内；

[0007] 相邻隔离带的基桩之间设置有紧贴消落带面的保护布块，保护布块的四个角固定

在基桩的挂钩上，保护布块上开设有均匀的种植孔；隔离带内的基桩之间设置有竖直的防

浪布块，防浪布块延伸到基桩的底部，且防浪布块固定在基桩的挂钩上；防浪布块上开设有

若干条形通孔，若干条形通孔的上端均设置有布挡块，布挡块的尺寸大于条形通孔的尺寸；

[0008] 基桩置入消落带下方的硬岩层，基桩上设置有气囊，气囊与基桩内的充气通道连

通，充气通道与基桩上端的充气口连接；气囊埋设在消落带表面的软土层内；充气通道上设

置有气压传感器，气压传感器与基桩上端的处理器电连接，基桩的上端设置有无线传输模

块，无线传输模块与处理器电连接，无线传输模块与监控终端无线连接。

[0009] 一种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的水土保持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0] S1：选择在枯水期在消落带上打下均匀的基桩，形成隔离带，确保基桩上的气囊置

于软土层内，然后通过充气装置向气囊内充气，使气囊膨胀，达到设定的气压值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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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S2：将每个基桩进行编号1-N，每个基桩上气压传感器检测到的气压值分别为P1，

P2，…，PN。

[0012] S3：气压传感器每隔一段设定时间向监控终端发送采集的压力值；

[0013] S4：采集一年之中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每个气压传感器的压力值，并绘制每个

气压传感器采集的压力值-时间曲线，并计算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每个气压传感器采集

的压力值的均值PS＝(P1+P2+…+Pn)/n，其中n为一个气压传感器一年中枯水-蓄水-丰水周

期采集的气压值次数；

[0014] S5：计算一年中枯水-蓄水-丰水周期消落带上所有气压传感器采集的压力值的平

均值PX＝(P1+P2+…+PN)/N，其中N为气压传感器的个数；

[0015] S6：判断消落带上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不同区域水土流失的等级，若气压传感

器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采集的均值PS≥平均值PX，则判定此气压传感器监测的区域为一

级水土流失，若均值PS＜平均值PX，则判定为此气压传感器监测的区域为二级水土流失；

[0016] S7：计算一级水土流失区域和二级水土流失区域的面积S1和S2，S1为一级水土流失

区域内各个基桩所在点围成的消落带土壤面积，S2为二级水土流失区域内各个基桩所在点

围成的消落带土壤面积；

[0017] S8：利用S1和S2计算一级水土流失区域、二级水土流失区域内植物的种植密度M1＝

S1/V、M2＝(S2/V)×1.5，其中，V为沉水植物、潜水植物、两栖植物、小型草木和大型灌木生长

所需的土壤面积；

[0018] S9：在下一个枯水期根据计算的植物种植密度在隔离带上开挖种植槽，每两个种

植槽之间形成阶梯：

[0019] S10：向种植槽内按照计算的种植密度种植沉水植物、潜水植物、两栖植物、小型草

木和大型灌木，沉水植物、潜水植物和两栖植物通过种植盆放置在种植槽内，小型草木和大

型灌木直接种植在种植槽内，填平种植槽；

[0020] S11：将保护布块铺设在消落带土面上，并与基桩连接，剪出供植物生长的种植孔，

然后再安装防浪布块。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方案根据消落带特殊的地形，通过将斜坡形的消落带分

割成不同植物的种植区，分割出的不同种植区，具有不同的地理、水域和种植环境，有针对

性的种植适应生长的植物，促进植物吸沙固土的功能，有效的防止消落带的水土流失，有效

的预防和减少河流库岸带地质灾害的发生，保持河流库岸带的稳定，增加物种多样性，改善

生态环境。

[0022] 保护布块在种植前期保护植物种植的表面水土流失，防止由于水的冲刷，植物脱

离土层上浮，种植失败。防浪布块能阻挡水浪对植物和消落带的冲击，退浪时布挡块堵住条

形通孔，防止泥沙被浪带走，进一步减少水土流失。种植成功后，植物根系发达，拆下保护布

块和防浪布块，可循环使用。

[0023] 通过基桩上的气囊监测水土流失的情况，气囊埋设在软土层内，随着水的冲刷，软

土层变薄，软土层对气囊的压力减少，甚至气囊裸露，气囊压力的变化也就代表水土流失的

程度。通过计算出水土流失的等级，确定植物的种植面积，针对不同区域的水土流失程度，

具有针对性的种植植物，使水土流失的治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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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的截面剖视图。

[0025] 图2为基桩在消落带上的分布图。

[0026] 图3为防浪布块的背水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种植盆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基桩的机构示意图。

[0029] 其中，1、种植孔，2、保护布块，3、全景相机，4、挂钩，5、防浪布块，6、基桩，7、气囊，

8、充气通道，9、气压传感器，10、处理器，11、报警灯，12、充气口，13、条形通孔，14、布挡块，

15、种植槽，16、生长孔，17、养料层，18、透气隔板，19、种植盆，20、鹅卵石层，21、潮汐发电

机，A、沉水植物区，B、潜水植物区，C、两栖植物区，D、小型草木区，E，大型灌木区，a，风水期，

b、枯水期。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描述，以便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理解本发

明，但应该清楚，本发明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的范围，对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只要各种变化在所附的权利要求限定和确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这些变化是显而易

见的，一切利用本发明构思的发明创造均在保护之列。

[0031] 如图1至图5所示，本方案的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包括若干基桩6构成的隔离带，且

隔离带上的基桩6均匀设置，隔离带将消落带分割成阶梯，隔离带沿消落带坡度向上将消落

带分割成沉水植物区A、潜水植物区B、两栖植物区C、小型草木区D和大型灌木区E；沉水植物

区A、潜水植物区B、两栖植物区C、小型草木区D和大型灌木区E内分别种植沉水植物、潜水植

物、两栖植物、小型草木和大型灌木；沉水植物、潜水植物、两栖植物、小型草木和大型灌木

均种植在沿消落带长度边沿方向上开挖的种植槽15内。

[0032] 相邻隔离带的基桩6之间设置有紧贴消落带面的保护布块2，保护布块2的四个角

固定在基桩6的挂钩4上，保护布块2上开设有均匀的种植孔1，种植的植物穿过种植孔1；隔

离带内的基桩6之间设置有竖直的防浪布块5，防浪布块5形成横向的阻挡。防浪布块5延伸

到基桩6的底部，且防浪布块5固定在基桩6的挂钩4上。防浪布块5上开设有若干条形通孔

13，若干条形通孔13的上端均设置有布挡块14，布挡块14的尺寸大于条形通孔13的尺寸。

[0033] 基桩6置入消落带下方的硬岩层，基桩6上设置有气囊7，气囊7与基桩6内的充气通

道8连通，充气通道8与基桩6上端的充气口12连接；气囊7埋设在消落带表面的软土层内；充

气通道8上设置有气压传感器9，气压传感器9与基桩6上端的处理器10电连接，基桩6的上端

设置有无线传输模块，无线传输模块与处理器10电连接，无线传输模块与监控终端无线连

接。

[0034] 保护布块2在种植前期保护植物种植的表面水土流失，防止由于水的冲刷，植物脱

离土层上浮，种植失败。防浪布块5能阻挡水浪对植物和消落带的冲击，退浪时布挡块14堵

住条形通孔13，防止泥沙被浪带走，进一步减少水土流失。种植成功后，植物根系发达，拆下

保护布块2和防浪布块5，可循环使用。

[0035] 通过基桩6上的气囊7监测水土流失的情况，气囊7埋设在软土层内，随着水的冲

刷，软土层变薄，软土层对气囊7的压力减少，甚至气囊7裸露，气囊7压力的变化也就代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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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的程度。通过计算出水土流失的等级，确定植物的种植面积，针对不同区域的水土流

失程度，具有针对性的种植植物，使水土流失的治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0036] 沉水植物、潜水植物和两栖植物均种植在种植盆19内，种植盆19为可降解纸质材

料，种植盆19的底部设置有生长孔16，种植盆19内填充有种植土壤，种植盆19放置在种植槽

15内。种植土壤包括底部的养料层17，养料层17的上方设置有透气隔板18，透气隔板18上设

置有若干透气孔，透气隔板18上填充有若干鹅卵石层20，养料层17四周的种植盆19上开设

有若干通孔，透气隔板18为可降解纸质材料。

[0037] 沉水植物、潜水植物和两栖植物的植株矮小，抗风浪击打能力弱，在种植时的种植

盆19可有帮助植物根系固定在消落带土层内，抵抗风浪的打击。种植盆19在植物生长的过

程中逐渐降解，当植株根系发达后，种植盆19完全降解，不妨碍根系生长，同时养料能完全

渗透到土层内。养料在种植前期不会因为风浪的冲刷而丢失，避免污染水质，影响植株生

长。

[0038] 基桩6的上端设置有报警灯11，基桩6的上端通过相机支架设置有全景相机3，报警

灯11和全景相机3均与处理器10电连接。沉水植物区A和潜水植物区B内的基桩6上设置有潮

汐发电机21，潮汐发电机21与基桩6内的蓄电池点连接，蓄电池与处理器10电连接。

[0039] 报警灯11正常状态下亮绿灯闪烁，当监测的气囊7的压力低于设定值时，表明此片

区域周围的消落带土壤冲刷严重，此时报警灯11亮红灯闪烁，工作人员可通过指示灯闪烁

的指引，到达现场观察植物生长情况，以及消落带水土流失情况。潮汐发电机21利用潮汐和

风浪发电，提供电能，全景相机3可定时拍摄图片，发送给后方的监控终端，实现远程监控，

观察植物生长情况。

[0040] 保护布块2和防浪布块5的四个角上均设置有拉环，挂钩4为软质金属。安装时，保

护布块2和防浪布块5可快速的固定在挂钩4上，拆卸时，直接扭开挂钩4，操作方便简单、。

[0041] 本方案的消落带水土保持系统的水土保持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S1：选择在枯水期b在消落带上打下均匀的基桩6，形成隔离带，确保基桩6上的气

囊7置于软土层内，然后通过充气装置向气囊7内充气，使气囊7膨胀，达到设定的气压值P0；

[0043] S2：将每个基桩6进行编号1-N，每个基桩6上气压传感器9检测到的气压值分别为

P1，P2，…，PN。

[0044] S3：气压传感器9每隔一段设定时间(间隔10天或15天)向监控终端发送采集的压

力值；

[0045] S4：采集一年之中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每个气压传感器9的压力值，并绘制每个

气压传感器9采集的压力值-时间曲线，计算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每个气压传感器9采集

的压力值的均值PS，PS＝(P1+P2+…+Pn)/n，其中n为一个气压传感器9一年中枯水-蓄水-丰水

周期采集的气压值次数；

[0046] S5：计算一年中枯水-蓄水-丰水周期消落带上所有气压传感器9采集的压力值的

平均值PX，PX＝(P1+P2+…+PN)/N，其中N为气压传感器9的个数；

[0047] S6：判断消落带上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不同区域水土流失的等级，若气压传感

器9枯水-蓄水-丰水周期内采集的均值PS≥平均值PX，则判定此气压传感器9监测的区域为

一级水土流失，若均值PS＜平均值PX，则判定为此气压传感器9监测的区域为二级水土流失；

[0048] S7：计算一级水土流失区域和二级水土流失区域的面积S1和S2，S1为一级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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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各个基桩6所在点围成的消落带土壤面积，S2为二级水土流失区域内各个基桩6所在

点围成的消落带土壤面积；

[0049] S8：利用S1和S2计算一级水土流失区域、二级水土流失区域内植物的种植密度M1＝

S1/V、M2＝(S2/V)×1.5，其中，V为沉水植物、潜水植物、两栖植物、小型草木和大型灌木生长

所需的土壤面积；

[0050] S9：在下一个枯水期b根据计算的植物种植密度在隔离带上开挖种植槽15，每两个

种植槽15之间形成阶梯：

[0051] S10：向种植槽15内按照计算的种植密度种植沉水植物、潜水植物、两栖植物、小型

草木和大型灌木，沉水植物、潜水植物和两栖植物通过种植盆19放置在种植槽15内，小型草

木和大型灌木直接种植在种植槽15内，并填平种植槽15；

[0052] S11：将保护布块2铺设在消落带土面上，并与基桩6连接，剪出供植物生长的种植

孔1，然后再安装防浪布块5。

[0053] 本方案根据消落带特殊的地形，通过将斜坡形的消落带分割成不同植物的种植

区，分割出的不同种植区，具有不同的地理、水域和种植环境，有针对性的种植适应生长的

植物，促进植物吸沙固土的功能，有效的防止消落带的水土流失，有效的预防和减少河流库

岸带地质灾害的发生，保持河流库岸带的稳定，增加物种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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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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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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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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