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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

态护岸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

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针对降雨和河流冲刷等

作用对岸坡土体产生的冲刷、淘蚀和崩岸破坏，

以及滑坡堰塞河道的问题，利用亲水性(水生)植

物联合土工合成材料做成透水、消能式的生态护

岸的结构，该结构能同时起到过水流、防冲刷及

防滑坡导致河道堰塞无法消洪的综合作用。根据

此构思，本发明分为修筑植物顺坝的护岸方法和

修筑植物丁坝的护岸方法，这两种方法属于同一

发明构思。进行生态护岸时，根据具体河岸环境

和防护需要，可同时修筑植物顺坝和植物丁坝，

也可选择其中一种进行修筑护岸。本发明方法能

够同时实现河道的防岸坡冲刷破坏、防滑坡堰塞

河道、生态护岸以及生态护岸的耐久性。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9页  附图4页

CN 111321700 B

2021.03.26

CN
 1
11
32
17
00
 B



1.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以下方法修筑

植物顺坝：

(1)在河岸天然岸坡(1)的坡脚和坡脚下的河滩(2)上沿水流走向铺设无纺布或石笼网

片，穿过无纺布(6)或石笼网片(7)在岸坡和河滩种植亲水性小树或插入扦插类植物树枝，

扎根的小树或树枝作为利用植物根系将坝体与岸坡和河滩连接的第一层植物锚杆(4)；

(2)在无纺布或石笼网片上均匀铺设坝体砌料块(5)，所述坝体砌料块为装有固化水泥

土块的生态袋、装有石块的石笼网袋和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中的至少一种，在铺设过程中

在坝体砌料块形成的间隙中种植亲水性植物，作为利用植物根系对坝体加固的第二层植物

锚杆；铺设过程中同时将步骤(1)作为植物锚杆的小树或树枝穿过坝体砌料块之间的间隙；

(3)将岸坡上的无纺布或石笼网片的上部边缘与河滩上的无纺布(6)或石笼网片(7)的

下部边缘拉拢并固定将坝体砌料块和植物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形成沿岸坡坡脚的植物顺

坝；或在坝体砌料块表层再铺设一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将全部坝体砌料块覆盖，铺设过程

中将种植的植物穿过上层的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将上层无纺布和石笼网片与步骤(1)铺设

的底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的边缘对应固定连接，将坝体砌料块和植物下部根茎包裹成一

体，形成植物顺坝(8)；

(4)在坝顶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10)；

以上步骤(1)的第一层植物锚杆和步骤(2)的第二层植物锚杆同时设置，或选择其中一

层设置。

2.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以下方法修筑

植物丁坝：

(1)从岸坡(1)坡脚起在河滩(2)上沿与水流方向呈一定夹角的方向铺设无纺布或石笼

网片，穿过无纺布(6)或石笼网片(7)在河滩上种植亲水性小树或插入扦插类植物树枝，扎

根的小树或树枝作为利用植物根系将坝体与岸坡和河滩连接的第一层植物锚杆(4)；

(2)在无纺布或石笼网片上均匀铺设坝体砌料块(5)，所述坝体砌料块为装有固化水泥

土块的生态袋、装有石块的石笼网袋和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中的至少一种，坝体砌料块形

成的间隙中种植亲水性植物，作为利用植物根系对坝体加固的第二层植物锚杆；铺设过程

中同时将步骤(1)作为植物锚杆的小树或树枝穿过坝体砌料块之间的间隙；

(3)将无纺布或石笼网片的沿坝体走向的两侧边缘拉拢并固定，将坝体砌料块和植物

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形成与水流方向呈一定夹角的植物丁坝；或在坝体砌料块表层再铺

设一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将全部坝体砌料块覆盖，铺设过程中将种植的植物穿过无纺布或

石笼网片，上层无纺布和石笼网片与步骤(1)铺设的底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的边缘对应固

定连接，将坝体砌料块以及种植的植物的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形成与水流方向呈一定夹

角的植物丁坝(9)；

(4)在坝顶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10)；

以上步骤(1)的第一层植物锚杆和步骤(2)的第二层植物锚杆同时设置，或选择其中一

层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步骤(2)铺设坝体砌料块，先铺设一层紧密排列的坝体砌料块形成基层，然后在基层

上一边随机排布坝体砌料块一边在坝体砌料块的缝隙中按照一定的排布顺序种植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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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种植的植物根部应与基层接触，并与种植间隙周围坝体砌料块靠紧以保持竖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其特征在于，

基层的顶部高程低于河水位的高程；基层厚度优选为60～80厘米；修筑植物顺坝时，植物顺

坝向岸坡上的延伸宽度为1米，沿河滩的横向延伸宽度为1至2米。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其特征在

于，当仅采用底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包裹坝体砌料块时，在铺设底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时

最好沿岸坡方向和河滩方向预留一定宽度以方便拉拢；在拉拢包裹的情况下，植物顺坝的

横截面为扇形或矩形，植物丁坝的横截面为圆钝的矩形或矩形；当采用上下两层无纺布或

石笼网片包裹坝体砌料块时候，植物顺坝的横截面为扇形，或规则的L形，植物丁坝的横截

面形状可自由垒砌成坝体型。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3)中将无纺布或石笼网片边缘合拢固定时候，对于无纺布采用拉结缝合绳(11)进

行缝合固定，对于石笼网片采用拉结钢丝绳进行绑扎固定。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其特征在

于，用作植物锚杆的植物可选用小柳树或柳枝，所述亲水性植物选用小柳树、柳枝、芦苇、香

根草中的至少一种，所述亲水性灌丛植物选用菖蒲、芦苇。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4)中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时，对于生态袋或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种植位置为生

态袋或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之间的间隙，对于石笼网袋则种植在石笼网袋洞内石缝中，使

灌丛植物与前序步骤种植的亲水性植物形成高低错落的植物林。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其特征在于，

坝体砌料块最好制作成多个大小不等的尺寸，且形状最好不规则，在基层上放置时大小不

等的生态袋或石笼网袋或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随机放置，从而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形成间

隙保证坝体的透水性；而基层所用生态袋和石笼网袋或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可以是大小一

致形状规则的，从而利于排布成型，提高基层稳固性。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生态袋中的固化水泥土块通过将水泥土或水泥土与其他辅料的混合物在添加水

的情况下制作成块体形状后养护至一定强度得到；所述石笼网袋中装填单粒结构的相互之

间堆砌稳定的石块，石笼网袋内的石块之间保持足够的孔隙以保证透水性，且大粒径的石

块在外侧，小于孔径的石块放在里侧防止露出石笼网袋；所述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是通过

将聚氨酯液体材料与2～4厘米粒径的石子混合均匀后装模粘接成透水块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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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态护岸和防灾减灾工程领域，具体为一种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

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防止降雨和河流冲刷等作用对岸坡土体产生的冲刷、淘蚀和崩岸等形式的破

坏，目前的护岸措施仍然主要表现为硬质护岸的结构形式：

[0003] ①例如干砌块石、浆砌块石、铰链模袋混凝土沉排、预制混凝土六方块、预制混凝

土四方块等的水上护岸型式。

[0004] ②例如抛石、铰链混凝土板沉排、铰链模袋混凝土沉排、软体排、土工织物砂排、四

面六边透水框架群、钢筋混凝土网架促淤沉箱等的水下护脚型式。

[0005] ③例如枯水平台以下在坡脚堆石、打桩、石笼、软体排等防护措施，枯水平台以上

采用浆砌或干砌块石、无纺布反滤层上覆碎石层或干砌块体、混凝土预制块、模袋混凝土护

岸。

[0006] 上述传统的工程措施可以防治由于坡脚的水流冲刷掏空了河岸的基土而形成河

岸的崩塌，但较少考虑护岸与河流生态之间的关系，目前热议的“工程水利”与“生态水利”

这对矛盾就是一例。

[0007] 在植物生态护岸技术的研究方面，国内起步相对较晚。近年来以水利部的董哲仁

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生态水利工程的原理和技术。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经济

发达地区和中西部部分城市在国家水利专项等项目的支持下，开展了一些生态河道治理示

范工程，例如抛石护脚联合植草护岸、木桩联合植被复合护岸等，一般都强调“坡上添绿”的

园林思维和城市景观水利的概念。在有关生态护岸的研究和实践中，在能够实现工程效用

的研究方面，例如过水流消能式的生态护岸结构、防岸坡冲刷破坏、防滑坡堰塞河道以及生

态护岸结构的耐久性等方面，都缺少深入有效的技术手段。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河流冲刷岸坡工程及岸坡滑坡堰塞河道无法消洪等

问题，提供一种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同时实现河道的防岸坡

冲刷破坏、防滑坡堰塞河道、生态护岸以及生态护岸的耐久性。

[0009] 本发明是发明人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51579167，41977239)、四川省重

点研发基金项目(2020YFS0295)、四川省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项目

(2019YFH0076)的资助而提出。

[0010] 本发明针对降雨和河流冲刷等作用对岸坡土体产生的冲刷、淘蚀和崩岸破坏，以

及滑坡堰塞河道的问题，利用亲水性(水生)植物联合土工合成材料做成透水、消能式的生

态护岸的结构，该结构能同时起到过水流、防冲刷及防滑坡导致河道堰塞无法消洪的综合

作用。根据此构思，本发明分为修筑植物顺坝的护岸方法和修筑植物丁坝的护岸方法，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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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属于同一发明构思。进行生态护岸时，根据具体河岸环境和防护需要，可同时修筑植

物顺坝和植物丁坝，也可选择其中一种进行修筑护岸。

[0011] 本发明提供的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的方法一：修筑植物顺

坝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在河岸天然岸坡的坡脚和坡脚下的河滩上沿水流走向铺设无纺布或石笼网

片，穿过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在岸坡和河滩种植亲水性小树或插入扦插类植物树枝，扎根的

小树或树枝作为利用植物根系将坝体与岸坡和河滩连接的第一层植物锚杆；

[0013] (2)在无纺布或石笼网片上均匀铺设坝体砌料块，所述坝体砌料块为装有固化水

泥土块的生态袋、装有石块的石笼网袋和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中的至少一种，在铺设过程

中在坝体砌料块形成的间隙中种植亲水性植物，作为利用植物根系对坝体加固的第二层植

物锚杆；铺设过程中同时将步骤(1)作为植物锚杆的小树或树枝穿过坝体砌料块之间的间

隙露出坝体；

[0014] (3)将岸坡上的无纺布或石笼网片的上部边缘与河滩上的无纺布或石笼网片的下

部边缘拉拢并固定将坝体砌料块和植物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形成沿岸坡坡脚的植物顺

坝；或在坝体砌料块表层再铺设一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将全部坝体砌料块覆盖，铺设过程

中将种植的植物穿过上层的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将上层无纺布和石笼网片与步骤(1)铺设

的底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的边缘对应固定连接，将坝体砌料块和植物下部根茎包裹成一

体，形成植物顺坝；岸坡上的水平或斜向伸出的植物和河滩上的垂直向的植物在生长过程

中交叉成网格状，并将植物顺坝与岸坡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0015] (4)在坝顶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

[0016] 以上步骤(1)的第一层植物锚杆和步骤(2)的第二层植物锚杆同时设置，或选择其

中一层设置。

[0017] 前序步骤岸坡上种植的第一层植物锚杆和坝体中种植的第二层植物锚杆成长到

一定长度后交叉成网格状，与坝顶种植的亲水性灌丛植物(10)一起，形成高低错落的过水

植物林，和坝体一起成为潜在滑坡堰塞后的过水通道。

[0018] 本发明提供的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二：修筑植物丁坝

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从天然岸坡坡脚起，在河滩上沿与水流方向呈一定夹角的方向铺设无纺布或

石笼网片，穿过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在河滩上种植亲水性小树或插入扦插类植物树枝，扎根

的小树或树枝作为利用植物根系将坝体与岸坡和河滩连接的第一层植物锚杆(4)；

[0020] (2)在无纺布或石笼网片上均匀铺设坝体砌料块，所述坝体砌料块为装有固化水

泥土块的生态袋、装有石块的石笼网袋和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中的至少一种，坝体砌料块

形成的间隙中种植亲水性植物，作为利用植物根系对坝体加固的第二层植物锚杆；铺设过

程中同时将步骤(1)作为植物锚杆的小树或树枝穿过坝体砌料块之间的间隙露出坝体；

[0021] (3)将无纺布或石笼网片的沿坝体走向的两侧边缘向拉拢并固定，将坝体砌料块

和植物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形成与水流方向呈一定夹角的植物丁坝；或在坝体砌料块表

层再铺设一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将全部坝体砌料块覆盖，铺设过程中将种植的植物穿过无

纺布或石笼网片，上层无纺布和石笼网片与步骤(1)铺设的底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的边缘

对应固定连接，将坝体砌料块以及种植的植物的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形成与水流方向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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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夹角的植物丁坝；

[0022] (4)在坝顶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

[0023] 以上步骤(1)的第一层植物锚杆和步骤(2)的第二层植物锚杆同时设置，或选择其

中一层设置。

[0024] 本发明的以上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在步骤(2)铺设坝体砌料块，先铺设一层紧

密排列的坝体砌料块基层，然后在基层上一边随机排布坝体砌料块，一边在坝体砌料块的

缝隙中按照一定的排布顺序种植亲水性植物；种植的植物根部应与基层接触，并与种植间

隙周围坝体砌料块靠紧以保持竖立。下层基层作为垫层基础，是为了提高植物顺坝和植物

丁坝的稳固性，上层随机放置坝体砌料块是为了使砌料块之间保持稀疏，使坝体具有透水

性。

[0025] 进一步地，基层的顶部高程一般会低于河水位的高程；基层作为一个垫层基础，基

层厚度优选为60～80厘米；修筑植物顺坝时，一般地，整个植物顺坝向岸坡上的延伸宽度约

为1米，沿河滩的横向延伸宽度一般约为1至2米。

[0026] 进一步地，为了防止河水冲击下坝体砌料袋袋口松开，最好将扎紧的袋口朝向下

游方向，这样也可使植株间距较小(装满后袋宽一般约为30-40厘米)。

[0027] 一步地，在垒砌基层的时候，按照上层砌料块对应下层砌料块之间的缝隙的方式

进行垒砌。

[0028] 进一步地，当仅采用底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包裹坝体砌料时，在铺设底层无纺布

或石笼网片时，最好沿岸坡方向和河滩方向预留一定宽度以方便拉拢。在拉拢包裹的情况

下，植物顺坝的横截面为扇形，植物丁坝的横截面为圆钝的矩形或矩形；当采用上下两层无

纺布或石笼网片包裹坝体砌料时候，植物顺坝的横截面可以垒成扇形，也可以垒成规则的L

形，从岸坡坡脚砌起的植物丁坝的横截面形状可自由垒砌成坝体型。一般地，需要将坝体沿

坡面相对修筑较高，沿河滩修筑相对较宽时，采用上下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进行包裹坝体

砌料。

[0029] 本发明的以上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步骤(3)中将无纺布或石笼网片边缘合拢固

定时候，对于无纺布采用拉结缝合绳进行缝合固定，对于石笼网片采用拉结钢丝绳进行绑

扎固定。

[0030] 本发明的以上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用作植物锚杆的植物可选用小柳树或柳枝，

所述亲水性植物可选用小柳树、柳枝、芦苇、香根草中的至少一种，所述亲水性灌丛植物可

选用菖蒲、芦苇等。

[0031] 进一步地，所述亲水植物和用作植物锚杆的树苗或树枝，采用一年以上生的植株

或扦插枝条，使植株根系锚于坝体(亲水植物)或岸坡中(植物锚杆)约40厘米长，露出坝顶

约60厘米，同时要伸出水面以便长出枝叶。

[0032] 本发明的以上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步骤(4)中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时，对于生

态袋或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种植位置为生态袋或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之间的间隙，对于

石笼网则种植在网洞内石缝中。在坝体下游侧面顺河水方向也可以扦插植株，用袋子重量

压住植株根部。

[0033] 进一步地，亲水性灌丛植物种植时，根据坝体砌料块间隙中的亲水植物以及用作

植物锚杆的亲水植物形成的间隙确定种植位置，使灌丛植物与前序步骤种植的亲水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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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高低错落的植物林。

[0034] 本发明的以上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所述坝体砌料块的大小以重量满足方便搬

运和在岸坡、河滩上布置为宜。为了保证坝体的透水性，坝体砌料最好制作成多个大小不等

的尺寸，且形状最好不规则，在基层上放置时大小不等的生态袋或石笼网袋或聚氨酯固化

碎石块体随机放置，从而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形成间隙保证坝体的透水性。而基层所用生

态袋和石笼网袋或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可以是大小一致形状规则的，这样有利于排布成

型，提高基层稳固性。

[0035] 本发明的以上技术方案中，进一步地，所述生态袋中的固化水泥土块通过将水泥

土或水泥土与其他辅料的混合物在添加水的情况下制作成块体形状后养护至一定强度得

到，水泥固化土块相较散土不容易在水流冲刷下流失；所述石笼网袋中装填单粒结构的相

互之间堆砌稳定的石块，石笼内的石块之间有足够的孔隙以保证透水性，大粒径的石块在

外侧，小于孔径的石块放在里侧防止露出石笼袋，这样小颗粒不会从石笼网孔眼流失。所述

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是通过将聚氨酯液体材料与2～4厘米粒径的石子混合均匀后装模粘

接成透水块体得到。

[0036] 本发明上述技术方案中，如果使用挖掘机直接挖掘河床砂石料，也可以不用坝体

砌料块，而是直接使用一个完整的无纺布或石笼网外包砂石料成为一个整体的坝体。对于

植物顺坝，将河床一侧的无纺布或石笼网片拉起，与岸坡上的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围成U型，

直接用挖掘机把河床砂石料放置在其中，同时再在砂石料面层覆盖一层无纺布或石笼网

片，在砂石料中种植柳树、芦苇、香根草等亲水植物，再将无纺布或石笼网片边缘用拉结缝

合绳固定成一体形成植物顺坝。对于植物丁坝，先在天然河床上铺设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将

两侧的无纺布或石笼网拉起围成U型，直接用挖掘机把河床砂石料放置在其中，同时再在砂

石料面层覆盖一层无纺布或石笼网片，在砂石料中种植柳树、芦苇、香根草等亲水植物，再

将无纺布或石笼网片边缘用拉结缝合绳固定成一体形成植物丁坝。

[003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8] 1.本发明所述方法中，岸坡上的水平或斜向伸出的植物和河滩上的竖直生长的植

物在生长过程中交叉成网格状，并将植物顺坝与岸坡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把植物顺坝、植物

丁坝与岸坡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充分利用植物根系和枝茎的加筋作用，同时柳树枝、芦苇、

香根草等的根系和枝茎将装有固化水泥土块的生态袋或装有石块的石笼网袋或聚氨酯固

化碎石块体束笼成为整体布置于坡脚，大大增加了坡脚的稳定性和抗冲刷能力，且对鱼类

和河流生态不会造成损害，反而有利。此外，由于植物具有再生性，因此彰显出很大的耐久

性的优势。

[0039] 2.一般情况下滑坡土体会堰塞河道，甚至形成堰塞湖。本发明的生态护岸结构由

于联合利用了装有固化水泥土块的生态袋或装有石块的石笼网袋或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

以及植物枝茎来过水流和消能，实现了河道不阻流护岸的良性循环。在可能发生滑坡的地

段设置植物顺坝，滑坡后被埋没的植物顺坝可以作为一个类似泄洪洞的过水建筑物，帮助

滑坡堰塞体实现河道堰塞后的过流消洪。

[0040] 3.相对于灌砌块石和混凝土等传统的不透水丁坝结构，植物短丁坝由于其透水性

就无需考虑上挑还是下挑、淹没式还是非淹没式，表现出较强的抗冲刷护岸的能力和良好

的生态性。可以通过挑流和遮帘效应进行消能，减小河流对坡脚的冲刷力，保护滩岸，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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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阻水形成紊乱的水流从而引起对岸或下游岸坡崩塌。由于植物丁坝的过流消能的作

用，也减缓了河流对岸坡的冲刷，间接地起到护岸防冲刷的作用。

[0041] 4.本发明所述方法与灌砌块石、混凝土等传统的重力式护岸形式相比，就近利用

岸坡附近大量的石块或土体，将装有固化水泥土块的生态袋或装有石块的石笼网袋或聚氨

酯固化碎石块体联合柳树枝、芦苇、香根草等植物，做成植物顺坝和植物短丁坝，施工时不

需要开挖和修筑围堰，可以直接抛填覆植，机械化水平高、施工速度快、自动化程度高，有利

于缩短工期，降低造价，实现很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0042] 5.本发明所述方法设计合理、工艺简单、易于施工、操作方便、成本低、养护容易、

易于推广用于岸坡的生态防护。

附图说明

[0043] 图1为本发明生态护岸的分区示意图；

[0044] 图2为本发明生态护岸断面的植物锚杆的示意图；

[0045] 图3为本发明生态护岸的植物顺坝的示意图：(a)平面布置图、(b)(c)断面图；

[0046] 图4为本发明生态护岸的植物丁坝的示意图：(a)平面布置图、(b)断面图；

[0047] 图5为本发明生态护岸的U型无纺布、U型石笼钢丝网的顶部两端用拉结缝合绳连

接的示意图：(a)植物顺坝、(b)植物丁坝；

[0048] 图6为本发明的植物顺坝在可能的滑坡导致河道堰塞后帮助过流消洪的示意图：

(a)平面图、(b)断面图。

[0049] 图中，1—天然岸坡，2—生态护岸的坡脚河滩，3—天然河床，4—植物锚杆，5—坝

体砌料块，6—无纺布，7—石笼网片，8—植物顺坝，9—植物丁坝，10—亲水性灌丛，11—拉

结缝合绳，12—可能的滑坡导致的堰塞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述一种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

态护岸方法作进一步说明。

[0051] 实施例1

[0052] 本发明提供的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具体是修筑植物

顺坝，步骤如下：

[0053] (1)在河岸天然岸坡1的坡脚和坡脚下的河滩2上沿水流走向铺设无纺布6，穿过无

纺布的开孔在岸坡和河滩种植一年以上生的亲水性小柳树，扎根的柳树作为与岸坡和河滩

连接的植物锚杆4，柳树锚于岸坡中约40厘米长，露出坝顶约60厘米，同时要伸出水面以便

长出枝叶。

[0054] (2)在无纺布上均匀铺设坝体砌料块5，所述坝体砌料块为装有固化水泥土块的生

态袋。铺设坝体砌料块时，先按照上层砌料块对应下层砌料块之间的缝隙的方式垒砌基层，

然后在基层上一边随机排布生态袋一边在坝体砌料块的缝隙中按照一定的排布顺序种植

亲水性植物芦苇，芦苇插入深度40厘米长，露出坝顶约60厘米，同时要伸出水面以便长出枝

叶，种植的植物根部应与基层接触，并与种植间隙周围坝体砌料块靠紧以保持竖立。铺设同

时将步骤(1)作为植物锚杆的柳树穿过坝体砌料块之间的间隙。为了保证坝体的透水性，生

说　明　书 5/9 页

8

CN 111321700 B

8



态袋制作成多个大小不等的尺寸，且形状最好不规则，在基层上随机放置大小不等的生态

袋，从而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形成间隙保证坝体的透水性。而基层所用生态袋是大小一致

形状规则的，这样有利于排布成型，提高基层稳固性。生态袋的大小以重量满足方便搬运和

在岸坡、河滩上布置为宜。生态袋中的固化水泥土块通过将水泥土或泥土与其他辅料的混

合物在添加水的情况下制作成块体形状后养护至一定强度得到。下层基层作为垫层基础，

是为了提高植物顺坝和植物丁坝的稳固性。基层作为一个垫层基础，顶部高程低于河水位

的高程，基层厚度优选为60～80厘米，整个植物顺坝向岸坡上的延伸宽度约为1米，即贴岸

坡约1米高，沿河滩的横向延伸宽度约为1至2米。

[0055] (3)将岸坡上的无纺布上部边缘与河滩上的无纺布下部边缘拉拢并固定将生态袋

和植物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在步骤(1)中的铺设底层无纺布时预先沿坝体走向预留一定

宽度以方便拉拢)，形成沿岸坡坡脚的植物顺坝。在铺设底层无纺布时预先沿岸坡方向和河

滩方向预留一定宽度以方便拉拢，形成横截面为扇形的植物顺坝；岸坡上的水平或斜向伸

出的植物和河滩上的垂直向的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交叉成网格状，并将植物顺坝与岸坡连接

成为一个整体；

[0056] (4)在坝顶生态袋的间隙之间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亲水性灌丛植物种植时，根据

坝体生态袋间隙中的芦苇以及用作植物锚杆的柳树形成的空间间隙确定种植位置，使灌丛

植物与前序步骤种植的柳树和芦苇一起生长成为高低错落的植物林。

[0057] 实施例2

[0058] 本发明提供的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具体是修筑植物

顺坝，步骤如下：

[0059] (1)在河岸天然岸坡1的坡脚和坡脚下的河滩2上沿水流走向铺设无纺布6，穿过无

纺布在岸坡和河滩种植一年以上生的亲水性小柳树，扎根的柳树作为与岸坡和河滩连接的

植物锚杆4，柳树锚于岸坡中约40厘米长，露出坝顶约60厘米，同时要伸出水面以便长出枝

叶。

[0060] (2)在无纺布上均匀铺设坝体砌料块5，所述坝体砌料块为石笼网袋，石笼网袋中

装填单粒结构的相互之间堆砌稳定的石块，石笼内的石块之间有足够的孔隙以保证透水

性，大粒径的石块在外侧，小于孔径的石块放在里侧防止露出石笼袋，这样小颗粒不会从石

笼网孔眼流失。石笼网袋的大小以重量满足方便搬运和在岸坡、河滩上布置为宜。铺石笼网

袋时，先按照上层石笼网袋对应下层石笼网袋之间的缝隙的方式垒砌基层，然后在基层上

一边随机排布石笼网袋一边在石笼网袋的缝隙中按照一定的排布顺序种植亲水性植物香

根草，香根草插入深度40厘米，露出坝顶约60厘米，同时要伸出水面以便长出枝叶，种植的

植物根部应与基层接触，并与种植间隙周围坝体砌料块靠紧以保持竖立。铺设石笼网袋同

时将步骤(1)作为植物锚杆的柳树穿过石笼网袋之间的间隙。为了保证坝体的透水性，石笼

网袋制作成多个大小不等的尺寸，且形状最好不规则，在基层上随机放置大小不等的石笼

网袋，从而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形成间隙保证坝体的透水性。而基层所用石笼网袋是大小

一致形状规则的，这样有利于排布成型，提高基层稳固性。下层基层作为垫层基础提高植物

顺坝的稳固性。基层作为一个垫层基础，顶部高程低于河水位的高程，基层厚度优选为60～

80厘米，整个植物顺坝向岸坡上的延伸宽度约为1米，即贴岸坡约1米高，沿河滩的横向延伸

宽度约为1至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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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3)在石笼网袋表层再铺设一层石笼网片将全部石笼网袋覆盖，铺设过程中将种

植的植物穿过上层的石笼网片，将上层石笼网片与步骤(1)铺设的底层石笼网片的边缘对

应固定连接，将坝体砌料块和植物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形成沿植物顺坝，植物顺坝的横截

面垒成顺岸坡和河滩的L形。岸坡上的水平或斜向伸出的植物和河滩上的垂直向的植物在

生长过程中交叉成网格状，并将植物顺坝与岸坡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0062] (4)在坝顶石笼网袋的间隙和石缝中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亲水性灌丛植物种植

时，根据坝体石笼网袋间隙中的芦苇以及用作植物锚杆的柳树形成的空间间隙确定种植位

置，使灌丛植物与前序步骤种植的柳树和芦苇形成高低错落的植物林。

[0063] 实施例3

[0064] 本发明提供的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具体是修筑植物

丁坝，步骤如下：

[0065] (1)从岸坡1坡脚起，在河滩2上沿与水流方向呈一定夹角的方向铺设石笼网片7，

穿过石笼网片在河滩上插入柳枝，扎根的柳枝与河滩2连接的植物锚杆4。

[0066] (2)在石笼网片上均匀铺设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是通过将

聚氨酯液体材料与2～4厘米粒径的石子混合均匀后装模粘接成透水块体得到。铺聚氨酯固

化碎石块体时，先按照上层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对应下层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之间的缝隙

的方式垒砌基层，然后在基层上一边随机放置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一边在聚氨酯固化碎石

块体的缝隙中按照一定的排布顺序种植亲水性植物香根草，香根草插入深度40厘米，露出

坝顶约60厘米，同时要伸出水面以便长出枝叶，种植的植物根部应与基层接触，并与种植间

隙周围坝体砌料块靠紧以保持竖立。在铺设同时将步骤(1)作为植物锚杆的柳枝穿过坝体

砌料块之间的间隙。为了保证坝体的透水性，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制作成多个大小不等的

尺寸，且形状最好不规则，在基层上随机放置大小不等的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从而在保持

稳定性的同时形成间隙保证坝体的透水性。而基层所用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是大小一致形

状规则的，这样有利于排布成型，提高基层稳固性。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的大小以重量满足

方便搬运和在岸坡、河滩上布置为宜。基层作为一个垫层基础，顶部高程低于河水位的高

程，基层厚度为60～80厘米，沿河滩的横向延伸宽度约为2米。

[0067] (3)将石笼网片的沿坝体走向的两侧边缘向中部拉拢并用钢丝绳固定成一体(在

步骤(1)中铺设底层石笼网片时预先沿坝体走向预留一定宽度以方便拉拢)，将聚氨酯固化

碎石块体和植物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形成与水流方向呈一定夹角的植物丁坝。

[0068] (4)在坝顶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的间隙之间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亲水性灌丛植

物种植时，根据坝体聚氨酯固化碎石块体间隙中的芦苇以及用作植物锚杆的柳枝形成的空

间间隙确定种植位置，使灌丛植物与前序步骤种植的柳树和芦苇形成高低错落的植物林。

[0069] 实施例4

[0070] 本发明提供的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具体是修筑植物

丁坝，步骤如下：

[0071] (1)从岸坡1坡脚起，在河滩2上沿与水流方向呈一定夹角的方向铺设石笼网片7，

穿过石笼网片在河滩上插入柳枝，扎根的柳枝与河滩2连接的植物锚杆4。

[0072] (2)在石笼网片上均匀铺设石笼网袋，石笼网袋中装填单粒结构的相互之间堆砌

稳定的石块，石笼内的石块之间有足够的孔隙以保证透水性，大粒径的石块在外侧，小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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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石块放在里侧防止露出石笼袋，这样小颗粒不会从石笼网孔眼流失。石笼网袋的大小

以重量满足方便搬运和在岸坡、河滩上布置为宜。铺石笼网袋时，先按照上层石笼网袋对应

下层石笼网袋之间的缝隙的方式垒砌基层，然后在基层上一边随机放置石笼网袋一边在石

笼网袋的缝隙中按照一定的排布顺序种植亲水性植物香根草，香根草插入深度40厘米，露

出坝顶约60厘米，同时要伸出水面以便长出枝叶，种植的植物根部应与基层接触，并与种植

间隙周围坝体砌料块靠紧以保持竖立。同时将步骤(1)作为植物锚杆的柳枝穿过石笼网袋

之间的间隙。为了防止河水冲击下坝体砌料袋袋口松开，将扎紧的袋口朝向下游方向。为了

保证坝体的透水性，石笼网袋制作成多个大小不等的尺寸，且形状最好不规则，在基层上随

机放置大小不等的石笼网袋，从而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形成间隙保证坝体的透水性。而基

层所用石笼网袋是大小一致形状规则的，这样有利于排布成型，提高基层稳固性。下层基层

作为垫层基础，是为了提高坝体的稳固性。基层作为一个垫层基础，顶部高程低于河水位的

高程，基层厚度为60～80厘米，沿河滩的横向延伸宽度为宽度约为2米。

[0073] (3)在坝体石笼网袋表层再铺设一层石笼网片将石笼网袋全部覆盖，铺设过程中

将种植的植物穿过石笼网片，上层石笼网片与步骤(1)铺设的底层石笼网片的边缘对应通

过钢丝绳拉结绑扎连接，将石笼网袋以及种植的植物的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形成与水流

方向呈一定夹角的植物丁坝。

[0074] (4)在坝顶石笼网袋的间隙之间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亲水性灌丛植物种植时，根

据坝体石笼网袋间隙中的芦苇以及用作植物锚杆的柳枝形成的空间间隙确定种植位置，使

灌丛植物与前序步骤种植的柳树和芦苇形成高低错落的植物林。在坝体下游侧面顺河水方

向扦插香根草，用袋子重量压住植株根部。

[0075] 实施例5

[0076] 本发明提供的防冲刷和防滑坡堰塞的过流消能式生态护岸方法，具体是修筑植物

丁坝，步骤如下：

[0077] (1)从岸坡1坡脚起，在河滩2上沿与水流方向呈一定夹角的方向铺设石笼网片7。

[0078] (2)在石笼网片上均匀铺设石笼网袋，石笼网袋中装填单粒结构的相互之间堆砌

稳定的石块，石笼内的石块之间有足够的孔隙以保证透水性，大粒径的石块在外侧，小于孔

径的石块放在里侧防止露出石笼袋，这样小颗粒不会从石笼网孔眼流失。石笼网袋的大小

以重量满足方便搬运和在岸坡、河滩上布置为宜。铺石笼网袋时，先按照上层石笼网袋对应

下层石笼网袋之间的缝隙的方式垒砌基层，然后在基层上一边随机放置石笼网袋一边在石

笼网袋的缝隙中按照一定的排布顺序种植亲水性植物香根草，香根草插入深度40厘米，露

出坝顶约60厘米，同时要伸出水面以便长出枝叶，种植的植物根部应与基层接触，并与种植

间隙周围坝体砌料块靠紧以保持竖立。为了防止河水冲击下坝体砌料袋袋口松开，将袋口

朝向下游方向。为了保证坝体的透水性，石笼网袋制作成多个大小不等的尺寸，且形状最好

不规则，在基层上随机放置大小不等的石笼网袋，从而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形成间隙保证

坝体的透水性。而基层所用石笼网袋是大小一致形状规则的，这样有利于排布成型，提高基

层稳固性。下层基层作为垫层基础，是为了提高坝体的稳固性。基层作为一个垫层基础，顶

部高程低于河水位的高程，基层厚度为60～80厘米，沿河滩的横向延伸宽度约为2米。

[0079] (3)在坝体石笼网袋表层再铺设一层石笼网片将石笼网袋全部覆盖，铺设过程中

将种植的植物穿过石笼网片，上层石笼网片与步骤(1)铺设的底层石笼网片的边缘对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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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钢丝绳拉结绑扎连接，将石笼网袋以及种植的植物的下部根茎包裹成一体，形成与水流

方向呈一定夹角的植物丁坝。

[0080] (4)在坝顶石笼网袋的间隙之间种植亲水性灌丛植物。亲水性灌丛植物种植时，根

据坝体石笼网袋间隙中的芦苇以及用作植物锚杆的柳枝形成的空间间隙确定种植位置，使

灌丛植物与前序步骤种植的柳树和芦苇形成高低错落的植物林。在坝体下游侧面顺河水方

向扦插香根草，用袋子重量压住植株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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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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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6

CN 111321700 B

1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RA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