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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

和修复方法，修复系统包括若干间隔设置挡板，

挡板包括若干固定桩，挡板与河流走向垂直，沿

河流垂直方向的挡板间设置有安装架，安装架的

两端分别与两侧挡板相连；安装架邻近河流一侧

上部可拆卸地铰接有覆盖网。修复方法包括预先

将固定桩通过铁丝固定成挡板，并在种植袋中配

置预先加入填充物，通过固定带将其绑缚固定，

预制分隔笼和安装架。本发明能够解决现有技术

中内河消落带的治理效果不佳的问题，高效率、

低施工量、高成功率，同时还能节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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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间隔设置挡板，挡板包括若干固

定桩，挡板与河流走向垂直，沿河流垂直方向的挡板间设置有安装架，安装架的两端分别与

两侧挡板相连；安装架邻近河流一侧上部可拆卸地铰接有覆盖网；沿河流平行方向的挡板

间设置有分隔笼，安装架内可拆卸地设置有种植袋种植袋内设置有填充物，填充物包括营

养土层和绿植层，绿植层呈朝河流方向倾斜布置；覆盖网位于种植袋上侧，覆盖网上铺设有

碎石块；安装架的下部填充有碎石块，安装架内位于种植袋下方两侧的位置处填充有配重

层；分隔笼中填充有碎石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袋上侧为相互

搭接的下盖叶，上侧为相互搭接的上盖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袋上套设有固

定带，固定带垂直与下盖叶间的连接部；固定带上端通过连接扣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呈弧形，所述

固定桩通过铁丝固定相互之间的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架的下部为下

支架，下支架中部设置有配重网，配重网设置于碎石块上侧，下支架上端设置有安装网，所

述种植袋设置于安装网上，安装架的侧面设置有与固定桩连接的侧连杆，固定桩上开设有

与侧连杆配合的安装孔；安装架上侧设置有上支架，所述覆盖网与上支架搭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网和配重网为

若干相互平行的铁丝网，安装网的间隔大于配重网；所述配重层均为石块，所述石块的块径

大于碎石块中的石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物从下到上包

括微生物层、营养土层、绿植层和覆土层，所述微生物层中添加有微生物菌株；所述绿植层

沿河道至岸边分别为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和湿生植物。

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所述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的修复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S1、预先将固定桩通过铁丝固定成挡板，并在种植袋中配置预先加入填充物，通过固定

带将其绑缚固定，预制分隔笼和安装架；

S2、在需要修复的河道位置处从下到上标注出需要安装挡板的位置；

S3、当河道水位较低时，在标注的位置处依次安装挡板，并在挡板间安装分隔笼；

S4、向分隔笼中填充碎石块，并在挡板间的位置处铺设碎石块；

S5、在挡板间碎石块上设置安装架，向安装架中填充配重层；

S6、将种植袋放入安装架中，安装覆盖网，并在覆盖网上铺设碎石块；

S7、经过设定时间后，打开连接扣，抽出固定带，拉出种植袋，完成消落带修复。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的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间

的碎石块铺设至碎石块上表面与安装架的配重网倾斜角度相同的位置；所述分隔笼中碎石

块的高度与安装架和覆盖网相接部所在高度相同。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的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拉出

种植袋的方法为通过拉动上盖叶，将种植袋沿填充物和安装架的空隙中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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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和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治理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和修复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消落带是指江河、湖泊、水库等水体中，衔接水陆地带并随季节性、潮汐性涨落而

周期性被淹没，形成的干湿交替混合地带，作为水体和沿水体的岸边的生态屏障，消落带对

水体健康和生态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003] 内河的消落带，相对于湖泊和水库等水体，存在水流速度更大，随河水涨落更加频

繁，因此受水体冲刷更严重的问题。一旦保护不善，很容易出现消落带遭到破坏，使内河水

体对岸边形成直接冲刷，污染水资源，同时造成岸边土质下降的问题。

[0004] 当消落带被破坏后，现有的常规治理方法，是采用砌石、混凝土等硬质材料浇筑防

波堤，但这一方法，使得水体中的自然环境受到破坏，不利于河道内生态安全。现有也有通

过绿化方法对边坡进行治理的方法，但由于内河中水流速度较快，常规绿化植被及土壤很

容易被流水带走，抗冲刷能力不足，导致治理效果差；另外，潮汐变化导致的水位高低变化

频繁，对河岸冲刷频繁，无法向湖泊、水库等水体中一样，通过长时间的对岸边进行施工改

造，而采用拦截一段河道治理一段的方法，又存在成本较高，代价较大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提供了一种能够解决现有技术中内河消落带

的治理效果不佳、抗冲刷能力不足的问题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及测量方法。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了下列技术方案：

[0007] 提供了一种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其包括若干间隔设置挡板，挡板包括若干固

定桩，挡板与河流走向垂直，沿河流垂直方向的挡板间设置有安装架，安装架的两端分别与

两侧挡板相连；安装架邻近河流一侧上部可拆卸地铰接有覆盖网；沿河流平行方向的挡板

间设置有分隔笼，安装架内可拆卸地设置有种植袋种植袋内设置有填充物，填充物包括营

养土层和绿植层，绿植层呈朝河流方向倾斜布置；覆盖网位于种植袋上侧，覆盖网上铺设有

碎石块；安装架的下部填充有碎石块，安装架内位于种植袋下方两侧的位置处填充有配重

层；分隔笼中填充有碎石块。

[000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的修复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09] S1、预先将固定桩通过铁丝固定成挡板，并在种植袋中配置预先加入填充物，通过

固定带将其绑缚固定，预制分隔笼和安装架；

[0010] S2、在需要修复的河道位置处从下到上标注出需要安装挡板的位置；

[0011] S3、当河道水位较低时，在标注的位置处依次安装挡板，并在挡板间安装分隔笼；

[0012] S4、向分隔笼中填充碎石块，并在挡板间的位置处铺设碎石块；

[0013] S5、在挡板间碎石块上设置安装架，向安装架中填充配重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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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S6、将种植袋放入安装架中，安装覆盖网，并在覆盖网上铺设碎石块；

[0015] S7、经过设定时间后，打开连接扣，抽出固定带，拉出种植袋，完成消落带修复。

[0016] 本发明提供的上述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及测试方法的主要有益效果在于：

[0017] 本发明提供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通过设置挡板，以阻挡内河水流对消落带

的冲刷；通过设置安装架以安放种植袋，同时避免现有生态方法中，需要额外开挖岸边岩

土，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同时减小施工量，提高加工效率；通过设置种植袋并在其中设置填

充物，从而将消落带的绿植及其生长所需的土壤和营养预先调配设置完成，只需将其整体

放置在安装架中即可，从而显著提高施工效率，并能有效保证绿植的健康生长，提高绿植的

成活率，从而保证消落带的修复效果。

[0018] 通过设置分隔笼，并在分隔笼中设置碎石块，使绿植及其土壤能够与水体直接接

触，其所需的水资源，同时通过分隔笼中的碎石块，能显著避免流水对土壤的直接冲刷，造

成水土流失；通过在安装架下方填充碎石块，在不对岸边岩土进行破坏的情况下保证安装

架的正常安放。通过各结构相结合，共同实现对消落带的高效率、低施工量、高成功率修复，

同时还能节省成本。

[0019] 本发明提供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的修复方法，通过可拆卸的设置种植袋，从

而避免袋体本身影响绿植的生长，同时可以起到回收种植袋，节省成本的作用；通过设置覆

盖网，并在覆盖网上铺设碎石块，以防止邻近河道一侧的覆土层在河水上涨时，被大量冲刷

带走。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方案提供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修复系统的侧视图。

[0022] 图3是修复系统的俯视图。

[0023] 图4是抽出种植袋后的侧视图。

[0024] 图5是抽出种植袋后的俯视图。

[0025] 图6是本方案提供的消落带修复方法的流程图。

[0026] 其中，1、挡板，11、固定桩，12、安装孔，2、安装架，21、配重网，22、安装网，23、下支

架，24、侧连杆，25、上支架，26、覆盖网，3、分隔笼，4、碎石块，41、配重层，5、种植袋，51、下盖

叶，52、上盖叶，53、固定带，54、连接扣，6、填充物，61、微生物层，62、营养土层，63、绿植层，

64、覆土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8] 如图1所示，其为本方案提供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9] 本发明的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包括若干间隔设置挡板1，挡板1包括若干固定桩

11，挡板1与河流走向垂直，沿河流垂直方向的挡板1间设置有安装架2，安装架2的两端分别

与两侧挡板1相连；安装架2邻近河流一侧上部可拆卸地铰接有覆盖网26。

[0030] 如图2和图3所示，沿河流平行方向的挡板1间设置有分隔笼3，安装架2内可拆卸地

设置有种植袋5，种植袋5内设置有填充物6，填充物6包括营养土层62和绿植层63，绿植层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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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朝河流方向倾斜布置；覆盖网26位于种植袋5上侧，覆盖网26上铺设有碎石块4；安装架2

的下部填充有碎石块4，安装架2内位于种植袋5下方两侧的位置处填充有配重层41；分隔笼

3中填充有碎石块4。

[0031] 优选的，固定桩11为下端削尖的木桩或混凝土桩，以保证固定效果。

[0032] 可选的，与河道距离不同的固定桩11高度不同，离河道越远，固定桩1高度越低，以

降低打桩难度，减小工程量。

[0033] 优选的，各结构间隙位置处出填充有碎石块4。

[0034] 具体的，种植袋5上侧为相互搭接的下盖叶51，上侧为相互搭接的上盖叶52。下盖

叶51有两个，两个下盖叶51的形状相同，均为与种植袋5底面的一半相同。上盖叶52有两个，

且上盖叶52的尺寸大于种植袋5顶面的一半，以方便将覆土层64和绿植层63设置为倾斜于

水平面的结构，并能方便通过提动上盖叶52，将种植袋5抽出。

[0035] 种植袋5的材质为透水的编织袋。种植袋5上套设有固定带53，固定带53垂直与下

盖叶51间的连接部；固定带53上端通过连接扣54固定。

[0036] 可选的，连接扣54为类似皮带上的环扣结构，以方便将固定带53从扣环所在一侧

直接抽出。

[0037] 挡板1呈弧形，所述固定桩11通过铁丝固定相互之间的位置，以阻挡沿河流方向的

水流冲击绿植层63。

[0038] 安装架2的下部为下支架23，下支架23中部设置有配重网21，配重网21设置于碎石

块4上侧，下支架23上端设置有安装网22，种植袋5设置于安装网22上，安装架2的侧面设置

有与固定桩11连接的侧连杆24，固定桩11上开设有与侧连杆24配合的安装孔12；安装架2上

侧设置有上支架25，覆盖网26与上支架25搭接。

[0039] 优选的，安装架2整体为铁丝网架或不锈钢网架，以减轻重量，同时保证其透水性

能。

[0040] 安装网22和配重网21为若干相互平行的铁丝网，安装网22的间隔大于配重网；配

重层41均为石块，所述石块的块径大于碎石块4中的石块。

[0041] 当抽出种植袋5后，填充物6向下陷落，穿过安装网22并与配重层41的石块相接，以

减小安装架2中的空隙，降低覆土层64的高度并通过覆盖网26上的碎石块4跟随下落，以压

实填充物6，避免其被河水冲刷带走，通过压实填充物6，以避免绿植根系直接暴露在空气

中，影响其生长。

[0042] 填充物6从下到上包括微生物层61、营养土层62、绿植层63和覆土层64，所述微生

物层61中添加有微生物菌株；所述绿植层63沿河道至岸边分别为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和湿

生植物。

[0043] 本方案还提供了上述抗冲刷消落带修复系统的修复方法，如图6所示，其包括如下

步骤：

[0044] S1、预先将固定桩11通过铁丝固定成挡板1，并在种植袋5中配置预先加入填充物

6，通过固定带53将其绑缚固定，预制分隔笼3和安装架2。

[0045] S2、在需要修复的河道位置处从下到上标注出需要安装挡板1的位置。

[0046] 标注方法包括挖浅坑标识，放置标识物等，对于在河水以下的部分，可不做额外标

识，待安装时，根据距离直接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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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S3、当河道水位较低时，在标注的位置处依次安装挡板1，并在挡板1间安装分隔笼

3。

[0048] 可选的，分隔笼3通过铁丝直接与固定桩11和安装架2绑扎连接。

[0049] S4、向分隔笼3中填充碎石块4，并在挡板1间的位置处铺设碎石块4。

[0050] 进一步地，挡板1间的碎石块4铺设至碎石块4上表面与安装架2的配重网41倾斜角

度相同的位置；所述分隔笼3中碎石块4的高度与安装架2和覆盖网26相接部所在高度相同。

[0051] S5、在挡板1间碎石块4上设置安装架2，向安装架2中填充配重层41，以固定安装架

2的位置。

[0052] S6、将种植袋5放入安装架2中，安装覆盖网26，并在覆盖网26上铺设碎石块4。

[0053] 覆盖网26上碎石块4的宽度小于前后两个挡板1间距的1/3，以避免影响绿植的生

长和抽出种植袋5的操作。

[0054] S7、经过设定时间后，打开连接扣54，抽出固定带53，拉出种植袋5，完成消落带修

复，如图4和图5所示。

[0055] 进一步地，拉出种植袋5的方法为通过拉动上盖叶52，将种植袋5沿填充物6和安装

架2的空隙中抽出。

[0056]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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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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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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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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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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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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