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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

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包括在生态驳岸主体前

设置弃流井，并在弃流井的进口安装雨水箅子；

构建生态驳岸：采用素土夯实后浇筑透水混凝土

制成生态驳岸主体，并在透水混凝土上铺设透水

砖和加气砖，生态驳岸主体靠岸边绿地处铺设种

植土壤，种植土壤中种植植被，驳岸主体靠近水

体的一侧悬挂弹性生物填料；初期雨水地表径流

经雨水箅子去除浮渣后落入初期雨水弃流井，初

期雨水弃流后，后期雨水直接流入生态驳岸表

面。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方法所建造的生态

驳岸透水性强，能高效拦截地表径流污染，同时

具有较强的水岸水质交换及水体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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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在生态驳岸主体前设置弃流井，并在弃流井的进口安装雨水箅子；所述的弃流井为一

种容积法弃流井，按6～8mm径流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容积：径流厚度乘以汇水面

积，所述的弃流井内设2个液位浮球开关，控制进水口阀门，弃流井满井后进水口阀门关闭，

雨水从出水管直接流出，弃流井内初期雨水通过排空管在18～24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

井内液位低于10％时雨水出水管阀门关闭，新一轮初期雨水再次进入弃流井开始新的循

环；

构建生态驳岸：采用素土夯实后浇筑透水混凝土制成生态驳岸主体，并在透水混凝土

上铺设透水砖和加气砖，生态驳岸主体靠岸边绿地处铺设种植土壤，种植土壤中种植植被，

驳岸主体靠近水体的一侧悬挂弹性生物填料；所述的透水砖在靠近水体的一侧的边缘伸出

1/3砖长度；

初期雨水地表径流经雨水箅子去除浮渣后落入初期雨水弃流井，初期雨水弃流后，后

期雨水直接流入生态驳岸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雨水箅子为圆形，具有的不同孔径，孔径为0.1～2cm，雨水箅子设置有1～3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雨水箅子的安装方式为根据地势设置，雨水箅子平面由高向低处与水平呈45°倾

斜安装，通过雨水冲刷自动清理格渣的安装方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透水混凝土的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组分：水泥35～42份，骨料165份，粉剂的聚合

氯化铝10～15份，胶结剂2.8～3.5份，水15～17.5份；所述的骨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

成：碎石40～60份，沸石30～40份，颗粒活性炭25～35份，加气砖40～60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骨料粒径为25～35mm，所述的水泥为标号42.5及以上等级的硅酸盐水泥，所有固

体原料搅拌均匀后加水制备得到透水混凝土，透水混凝土一次性浇筑成型，15℃下透水系

数≥1.2mm/s，透水混凝土高度为河道调节水位以上，低于河岸地面水平高度15～2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驳岸主体浇筑透水混凝土时，距离上下高度各1/4处预埋有挂钩的钢筋，用于悬

挂污水处理用弹性生物填料，弹性生物填料总长度不超过6米，水体中微生物附着在弹性填

料上生长，提高水质净化作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透水砖通过以下方法制成：

(1)按重量份称取原料：粉煤灰35～45份，粗砂40～55份，石膏10～15份，沸石25～35

份，颗粒活性炭25～35份，粉剂聚合氯化铝15～20份，水泥35～46份，铝粉0.3～0.5份，钢纤

维0.1～0.3份，纳米二氧化钛涂料5～10份和水15～30份；

(2)将上述原料混合制成浆料；

(3)将浆料浇注成型，得到坯体；

(4)将坯体在180～200℃条件下常压蒸汽养护8～12h形成净水型透水砖；

所述的透水砖长为200～400mm，宽为200～300mm，厚度为80～120mm，耐磨性指标磨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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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不大于35mm，15℃下透水系数≥0.4mm/s；

透水砖是加气砖使用量按体积比的2～4倍，间隔铺设。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植被包括水生植物、草本层、灌木层及乔木层，水生植物选择有较高的水质净化

能力的本地植物、水生蔬菜、药用植物或观赏植物，水生蔬菜包括水芹、茭白、空心菜，药用

植物包括水菖蒲、灯心草，观赏植物包括美人蕉、香菇草，植被以本地植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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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河道驳岸建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

生态驳岸建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每年汛期，内涝问题严重，多地呈现“城市看海”现

象；全国有3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和“缺水”；2019年全国地表水水质类别比例，IV及以下

水质占地仍高达25.1％。这些问题的出现，催生了“海绵城市”概念的产生。其本质是利用

“渗、滞、蓄、净、用、排”等手段措施对城市降雨径流进行水量控制、峰值削减、污染削减和资

源化利用。河流驳岸作为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绵城市”建设中发挥削减污染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

[0003] 河流驳岸是连接水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纽带。最为常见的驳岸是采用石

料、砖或混凝土等砌筑而成的浆砌石护岸、石笼驳岸等硬质驳岸，在防止水土流失、保持堤

岸强度和防洪等方面的防护作用较强。但传统的河岸工程设计中没有考虑水生态系统的生

物多样性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且大多数驳岸处理偏硬质化结构，其景观效果差，河流生

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难以恢复。

[0004] 继这种常规的硬质驳岸之后，生态驳岸得到了发展。生态驳岸是模仿自然岸线具

有的“可渗透性”特点，在湖滨、河道沿岸设置的用于雨水截污、水体净化的终端生态系统技

术设施为了兼顾堤岸防洪和水体的亲水性。生态驳岸为具有一定的抗干扰和自我修复的能

力，能够满足生物生活习性的自然型驳岸。常用复合材料构筑，主要运用自然原型恢复植

被、砼预制块构件或生态砖、石笼挡墙、生态袋、生态混凝土等构筑形式。生态驳岸因植物的

生长而得到绿化、美化，并能在驳岸的水中形成植物根系，为微生物和小动物的生存以及鱼

类的繁殖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使水质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为生物提供栖息环境的同时，

为人们提供亲水环境；与水体结合，具有良好的景观效果。

[0005] 近年来，国内外对生态驳岸做了大量的研究。CN105274966A公开了一种海绵体生

态驳岸的砌筑方法，包括步骤：制备海绵体园林废弃物混凝土；制备透水性砖块；在水体底

面砌筑底部件，在底部件上利用透水性砖块砌筑主体，在主体上砌筑顶部件；CN105887761A

公开了一种用于海绵城市建设的河道岸堤结构，所述的河道岸堤结构包括混凝土或浆砌石

堤坝，还包括絮态回填体系，沿竖直方向在所述混凝土或浆砌石堤坝的中下部设置有排水

系统，在堤坝的中上部设置有反向透水系统，絮态回填体系在堤坝的内侧，排水系统和反向

透水系统的输入端分别与所述的絮态回填体系连通，上述结构在保持岸坡的结构稳定性、

防止水土流失以及防洪排涝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目前大部分生态驳岸仍主要存在

一些问题：透水性差，妨碍了自然水体的正常循环与流动；功能较单一，仅用于阻止水流对

河岸的冲刷，不能多功能利用驳岸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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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用于岸边地表

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所建造的生态驳岸透水性强，能高效拦截地表径流污

染，同时具有较强的水岸水质交换及水体自净能力。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

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在生态驳岸主体前设置弃流井，并在弃流井的进口安装雨水箅子；

[0009] 构建生态驳岸：采用素土夯实后浇筑透水混凝土制成生态驳岸主体，并在透水混

凝土生态驳岸主体顶部铺设透水砖和加气砖，生态驳岸主体靠岸边地块铺设种植土壤，种

植土壤中种植植被，生态驳岸主体靠近水体的一侧悬挂弹性生物填料；

[0010] 初期雨水地表径流经雨水箅子去除浮渣后落入初期雨水弃流井，初期雨水弃流

后，后期雨水直接流入生态驳岸表面，可以减少初期雨水地表径流污染物对生态驳岸的负

担。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雨水箅子为圆形，具有的不同孔径，孔径为0.1～2cm，雨水箅子

设置有1～3道，用以截留漂浮物。

[0012] 所述的雨水箅子的安装方式为根据地势设置，雨水箅子平面由高向低处与水平呈

45°倾斜安装，通过雨水冲刷自动清理格渣的安装方式。

[0013] 所述的弃流井为一种容积法弃流井，按6～8mm径流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

容积(径流厚度乘以集水面积)，所述的弃流井内设2个液位浮球，控制进水口阀门，弃流井

满井后进水口阀门关闭，雨水从出水管直接流出，弃流井内初期雨水通过排空管在18～24

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井内液位低于10％时雨水出水管阀门关闭，新一轮初期雨水再次

进入弃流井开始新的循环。

[0014] 所述的透水混凝土的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组分：水泥35～42份，骨料165份，粉剂

的聚合氯化铝10～15份，胶结剂2.8～3.5份，水15～17.5份；所述的骨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

分组成：碎石40～60份，沸石30～40份，颗粒活性炭25～35份，加气砖40～60份。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骨料粒径为25～35mm，所述的水泥为标号42.5及以上等级的硅

酸盐水泥，所有固体原料搅拌均匀后加水制备得到透水混凝土，透水混凝土一次性浇筑成

型，15℃下透水系数≥1.2mm/s，透水混凝土高度为河道调节水位以上，低于河岸地面水平

高度15～20cm。

[0016] 所述的驳岸主体浇筑透水混凝土时，距离上下高度各1/4处预埋有挂钩的钢筋，用

于悬挂污水处理用弹性生物填料，如果驳岸主体的高度超过4米，则按比例中间增加一排预

埋钢筋，弹性生物填料总长度不超过6米，水体中微生物附着在弹性填料上生长，提高水质

净化作用。

[0017] 所述的透水砖通过以下方法制成：

[0018] (1)按重量份称取原料：粉煤灰35～45份，粗砂40～55份，石膏10～15份，沸石25～

35份，颗粒活性炭25～35份，粉剂聚合氯化铝15～20份，水泥35～45份，铝粉0.3～0.5份，钢

纤维0.1～0.3份，纳米二氧化钛涂料5～10份和水15～30份；

[0019] (2)将上述原料混合制成浆料；

[0020] (3)将浆料浇注成型，得到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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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4)将坯体在180～200℃条件下常压蒸汽养护8～12h形成净水型透水砖；

[0022] 所述的透水砖长为200～400mm，宽为200～300mm，厚度为80～120mm，耐磨性指标

磨坑长度不大于35mm，15℃下透水系数≥0.4mm/s；

[0023] 透水砖是加气砖使用量(按体积比)的2～4倍，间隔铺设。加气砖为市售，其体积密

度(绝干)为600～700kg/m3，孔隙率为在70～85％。其使用可以降低驳岸制造成本，且加气

砖有较好的脱氮和除磷的作用。

[0024] 所述的透水砖在生态驳岸靠近水体的一侧的边缘伸出1/3砖长度。伸出生态驳岸

边缘的透水砖，可以引导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形成跌水瀑布，增加水体与空气的接触，产生

跌水富氧效果，同时，可避免当河道水位较低时，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直接冲下生态驳岸主

体，破坏悬挂的弹性生物填料和其上水体中微生物形成的生物膜。

[0025] 所述的植被包括水生植物、草本层、灌木层及乔木层，水生植物选择有较高的水质

净化能力的本地植物、水生蔬菜、药用植物或观赏植物，水生蔬菜包括水芹、茭白、空心菜，

药用植物包括水菖蒲、灯心草，观赏植物包括美人蕉、香菇草，植被以本地植物为主。水生植

物、草本层、灌木层及乔木层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增强水体的自净能力，也减少了水流对生

态驳岸的冲刷，提高生态驳岸的稳定性。

[0026] 本发明生态驳岸所用材料透水混凝土、透水砖和加气砖等均为透水材料。在河道

水位降至低水位时，经过净化作用后的土体内地下水在自重作用下缓慢自透水生态驳岸下

部外渗，重新回归河道，从而达到污水处理以及存蓄水源的作用。当河道水位上升至高位

时，生态驳岸周边由透水混凝土、弹性生物填料、土壤、植物、微生物所构筑的生态系统对于

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可起到重要作用。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8] 1、本发明更注重对初期雨水地表径流污染的控制，地表径流经雨水箅子去除浮渣

后落入弃流井，初期雨水弃流后才可流入驳岸表面，能高效拦截地表径流污染，可减轻岸边

地表径流对河道水体及生态驳岸污染负荷，同时驳岸主体采用透水性材料，并种植植被，营

建立体生态景观，同时保证了生态驳岸的透水性，增强水岸水质交换及水体自净能力；

[0029] 2、本发明驳岸主体悬挂污水处理用弹性生物填料，水体中微生物可附着在弹性填

料上生长，提高水质净化作用，同时伸出驳岸边缘的透水砖，可以引导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

形成跌水瀑布和产生跌水富氧效果；

[0030] 3、本发明浇筑驳岸主体所用透水混凝土的骨料含沸石、颗粒活性炭、粉剂的聚氯

化铝(PAC)及加气砖废料，加气砖废料是变废为宝的资源化方法，且利用了加气砖能脱氮和

除磷的作用，沸石对氨氮有很强的吸附作用，颗粒活性炭能吸附雨水中的溶解性污染物，

PAC是一种无机高分子混凝剂，可高效去除磷等污染物以净化水质，本生态驳岸较强透水能

力利于水与岸的水质交换，复合材料的透水混凝土作为驳岸主体净化水质功能可大大加

强；

[0031] 4、本发明驳岸靠岸边绿地所种水生植物是选有较高的水质净化能力的本地植物

及有利于价值的水生蔬菜、药用植物及观赏植物等，既提高了水质净化能力，又具有良好的

景观效果，美化环境；

[0032] 5、本发明制备方法简单，施工方便，建设成本较低，适用于需要更高效去除初期雨

水等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情况，尤其是需要同步脱氮除磷净化水质时，适合海绵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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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使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

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

施例。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种用于海绵城市建设用的可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能高效去除地表径流

污染、增强水岸水质交换及水体自净能力的生态驳岸。

[0036] 初期雨水地表径流经圆形雨水箅子去除浮渣后落入初期雨水弃流井，初期雨水弃

流后流入驳岸表面。上面驳岸主体为素土夯实后浇筑透水混凝土驳岸主体，主体上部用水

泥砌筑透水砖和加气砖，驳岸主体靠岸边绿地将种植不同的植被。

[0037] 为了减少初期雨水地表径流污染物对生态驳岸的负担，在雨水地表径流流入生态

驳岸前，上游设置不同孔径圆形雨水箅子3道，截留漂浮物，雨水箅子孔径分别为1‑2cm、

0.5‑1cm及1‑5mm，根据地势尽量设置可通过雨水冲自动清理格渣的安装方式。圆形雨水箅

子安装在初期雨水弃流井上面。初期雨水地表径流弃流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雨污合流

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改进型容积法弃流井按8mm径流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

量设计容积。井内设液位浮球开关控制进水口阀门，弃流井满井后进水口阀门关闭，雨水从

出水管直接流出。弃流井内初期雨水通过排空管在24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井内液位低

于10％时雨水出水管阀门关闭，新一轮初期雨水再次进入弃流井开始新的循环。

[0038] 驳岸主体浇筑透水混凝土所含主要原料质量配比为：骨料1650kg中含碎石600kg，

破碎加气砖400kg，沸石400kg，颗粒活性炭250k。水泥350kg。聚合氯化铝(PAC)有效Al2O3含

量为26％，加粉剂的PAC  150kg。胶结剂28kg，加水150kg。骨料最大粒径选35mm，水泥标号为

42.5的硅酸盐水泥。所有固体原料搅拌均匀后加水制备一次性浇筑成型，透水系数(15℃)

≥1.5mm/s。透水混凝土高度为河道调节水位以上，低于河岸地面水平高度20cm。

[0039] 驳岸主体浇筑透水混凝土时，距离上下高度各1/4处预埋有挂钩的钢筋，用于悬挂

污水处理用弹性生物填料。弹性生物填料总长度不超过6米。水体中微生物会附着在弹性填

料上生长，提高水质净化作用。

[0040] 在透水混凝土上用水泥砌筑透水砖和加气砖。透水砖主要原料质量配比为：粉煤

灰40、粗砂50、石膏15、沸石35、颗粒活性炭35、粉剂聚合氯化铝(PAC)18、水泥46、铝粉0.5、

钢纤维0.3、纳米二氧化钛涂料10和水18。浇注成型的坯体在180‑200℃条件下常压蒸汽养

护12h后形成净水型透水砖。长400mm，宽300mm，厚度120mm。耐磨性指标磨坑长度不大于

35mm。透水系数(15℃)≥0.6mm/s。加气砖为市售，透水砖是加气砖使用量的4倍。透水混凝

土上用水泥砌筑透水砖和加气砖，靠河一则边缘，透水砖伸出130mm。伸出驳岸边缘的透水

砖，可以引导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形成跌水瀑布，增加水体与空气的接触，产生跌水富氧效

果。同时，可避免当河道水位较低时，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直接冲下驳岸墙体及悬挂的弹性

生物填料和其上的生物膜。

[0041] 驳岸靠岸边绿地地块将种植不同的植被，水生植物、草本层、灌木层及乔木层有机

地整合在一起，增强水体的自净能力，也减少了水流对驳岸的冲刷，提高驳岸的稳定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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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植物可选有较高的水质净化能力的本地植物及水生蔬菜如水芹、药用植物如水菖蒲、观

赏植物如美人蕉等。其它类植物以本地植物为主。

[0042] 本生态驳岸所用材料均为透水材料，可增强水岸水质交换。生态驳岸周边由透水

混凝土、弹性生物填料、土壤、植物、微生物所构筑的生态系统对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起到

很好的控制作用。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用于海绵城市建设用的可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能高效去除地表径流

污染、增强水岸水质交换及水体自净能力的生态驳岸。

[0045] 初期雨水地表径流经圆形雨水箅子去除浮渣后落入初期雨水弃流井，初期雨水弃

流后流入驳岸表面。上面驳岸主体为素土夯实后浇筑透水混凝土驳岸主体，主体上部用水

泥砌筑透水砖和加气砖，驳岸主体靠岸边绿地将种植不同的植被。

[0046] 为了减少初期雨水地表径流污染物对生态驳岸的负担，在雨水地表径流流入生态

驳岸前，上游设置不同孔径圆形雨水箅子2道，截留漂浮物，雨水箅子孔径分别为1‑2cm及1‑

5mm，根据地势尽量设置可通过雨水冲自动清理格渣的安装方式。圆形雨水箅子安装在初期

雨水弃流井上面。初期雨水地表径流弃流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水处

理厂进行集中处理。改进型容积法弃流井按7mm径流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容积。井

内设液位浮球开关控制进水口阀门，弃流井满井后进水口阀门关闭，雨水从出水管直接流

出。弃流井内初期雨水通过排空管在20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井内液位低于10％时雨水

出水管阀门关闭，新一轮初期雨水再次进入弃流井开始新的循环。

[0047] 驳岸主体浇筑透水混凝土所含主要原料质量配比为：骨料1650kg中含碎石400kg，

破碎加气砖600kg，沸石350kg，颗粒活性炭300kg。水泥420kg。聚合氯化铝(PAC)有效Al2O3含

量为30％，加粉剂的PAC  100kg。胶结剂35kg，加水175kg。骨料最大粒径选25mm，水泥标号为

42.5的硅酸盐水泥。所有固体原料搅拌均匀后加水制备一次性浇筑成型，透水系数(15℃)

≥1.2mm/s。透水混凝土高度为河道调节水位以上，低于河岸地面水平高度18cm。

[0048] 驳岸主体浇筑透水混凝土时，距离上下高度各1/4处预埋有挂钩的钢筋，用于悬挂

污水处理用弹性生物填料。弹性生物填料总长度不超过5米。水体中微生物会附着在弹性填

料上生长，提高水质净化作用。

[0049] 在透水混凝土上用水泥砌筑透水砖和加气砖。透水砖主要原料质量配比为：粉煤

灰45、粗砂40、石膏12、沸石25、颗粒活性炭30、粉剂聚合氯化铝(PAC)20、水泥43、铝粉0.4、

钢纤维0.2、纳米二氧化钛涂料为8和水18。浇注成型的坯体在180‑200℃条件下常压蒸汽养

护10h后形成净水型透水砖。长300mm，宽250mm，厚度100mm。耐磨性指标磨坑长度不大于

35mm。透水系数(15℃)≥0.5mm/s。加气砖为市售，透水砖是加气砖使用量的3倍。透水混凝

土上用水泥砌筑透水砖和加气砖，靠河一则边缘，透水砖伸出100mm。伸出驳岸边缘的透水

砖，可以引导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形成跌水瀑布，增加水体与空气的接触，产生跌水富氧效

果。同时，可避免当河道水位较低时，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直接冲下驳岸墙体及悬挂的弹性

生物填料和其上的生物膜。

[0050] 驳岸靠岸边地块将种植不同的植被，水生植物、草本层、灌木层及乔木层有机地整

合在一起，增强水体的自净能力，也减少了水流对驳岸的冲刷，提高驳岸的稳定性。水生植

物可选有较高的水质净化能力的本地植物及水生蔬菜如水芹、药用植物如水菖蒲、观赏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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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美人蕉等。其它类植物以本地植物为主。

[0051] 本生态驳岸所用材料均为透水材料，可增强水岸水质交换。生态驳岸周边由透水

混凝土、弹性生物填料、土壤、植物、微生物所构筑的生态系统对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起到

很好的控制作用。

[0052] 实施例3

[0053] 一种用于海绵城市建设用的可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能高效去除地表径流

污染、增强水岸水质交换及水体自净能力的生态驳岸。

[0054] 初期雨水地表径流经圆形雨水箅子去除浮渣后落入初期雨水弃流井，初期雨水弃

流后流入驳岸表面。上面驳岸主体为素土夯实后浇筑透水混凝土驳岸主体，主体上部用水

泥砌筑透水砖和加气砖，驳岸主体靠岸边绿地将种植不同的植被。

[0055] 为了减少初期雨水地表径流污染物对生态驳岸的负担，在雨水地表径流流入生态

驳岸前，上游设置不同孔径圆形雨水箅子2道，截留漂浮物，雨水箅子孔径分别为1‑2cm及

0.5‑1cm，根据地势尽量设置可通过雨水冲自动清理格渣的安装方式。圆形雨水箅子安装在

初期雨水弃流井上面。初期雨水地表径流弃流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

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改进型容积法弃流井按6mm径流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容

积。井内设液位浮球开关控制进水口阀门，弃流井满井后进水口阀门关闭，雨水从出水管直

接流出。弃流井内初期雨水通过排空管在18小时内缓慢流出，当弃流井内液位低于10％时

雨水出水管阀门关闭，新一轮初期雨水再次进入弃流井开始新的循环。

[0056] 驳岸主体浇筑透水混凝土所含主要原料质量配比为：骨料1650kg中含碎石500kg，

破碎加气砖500kg，沸石300kg，颗粒活性炭350kg。水泥385kg。聚合氯化铝(PAC)有效Al2O3含

量为30％，加粉剂的PAC  125kg。胶结剂31kg，加水165kg。骨料最大粒径选30mm，水泥标号为

42.5的硅酸盐水泥。所有固体原料搅拌均匀后加水制备一次性浇筑成型，透水系数(15℃)

≥1.3mm/s。透水混凝土高度为河道调节水位以上，低于河岸地面水平高度15cm。

[0057] 驳岸主体浇筑透水混凝土时，距离上下高度各1/4处预埋有挂钩的钢筋，用于悬挂

污水处理用弹性生物填料。弹性生物填料总长度不超过5.5米。水体中微生物会附着在弹性

填料上生长，提高水质净化作用。

[0058] 在透水混凝土上用水泥砌筑透水砖和加气砖。透水砖主要原料质量配比为：粉煤

灰35、粗砂55、石膏10、沸石35、颗粒活性炭25、粉剂聚合氯化铝(PAC)15、水泥38、铝粉0.3、

钢纤维0.1，纳米二氧化钛涂料为5和水15。浇注成型的坯体在180‑200℃条件下常压蒸汽养

护8h后形成净水型透水砖。长200mm，宽200mm，厚度80mm。耐磨性指标磨坑长度不大于35mm。

透水系数(15℃)≥0.4mm/s。加气砖为市售，透水砖是加气砖使用量的2倍。透水混凝土上用

水泥砌筑透水砖和加气砖，靠河一则边缘，透水砖伸出60mm。伸出驳岸边缘的透水砖，可以

引导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形成跌水瀑布，增加水体与空气的接触，产生跌水富氧效果。同

时，可避免当河道水位较低时，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直接冲下驳岸墙体及悬挂的弹性生物

填料和其上的生物膜。

[0059] 驳岸靠岸边地块将种植不同的植被，水生植物、草本层、灌木层及乔木层有机地整

合在一起，增强水体的自净能力，也减少了水流对驳岸的冲刷，提高驳岸的稳定性。水生植

物可选有较高的水质净化能力的本地植物及水生蔬菜如水芹、药用植物如水菖蒲、观赏植

物如美人蕉等。其它类植物以本地植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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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本生态驳岸所用材料均为透水材料，可增强水岸水质交换。生态驳岸周边由透水

混凝土、弹性生物填料、土壤、植物、微生物所构筑的生态系统对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起到

很好的控制作用。

[0061] 实施例4

[0062] 一种用于岸边地表径流污染控制的生态驳岸建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在生态驳岸主体前设置弃流井，并在弃流井的进口安装1道圆形雨水箅子，圆形雨

水箅子上的开孔具有不同的孔径，孔径范围为0.5～1cm，圆形雨水箅子的安装方式为根据

地势设置，雨水箅子平面由高向低处与水平呈45°倾斜安装，通过雨水冲刷自动清理格渣的

安装方式。

[0064] 构建生态驳岸：采用素土夯实后浇筑透水混凝土制成生态驳岸主体，并在透水混

凝土上铺设透水砖和加气砖，生态驳岸主体靠岸边绿地处铺设种植土壤，种植土壤中种植

植被，驳岸主体靠近水体的一侧悬挂弹性生物填料；

[0065] 初期雨水地表径流经雨水箅子去除浮渣后落入初期雨水弃流井，初期雨水弃流

后，后期雨水直接流入生态驳岸表面。

[0066] 其中，弃流井为一种容积法弃流井，按8mm径流厚度计算降雨初期径流量设计容积

(径流厚度乘以汇水面积)，所述的弃流井内设2个液位浮球，控制进水口阀门，弃流井满井

后进水口阀门关闭，雨水从出水管直接流出，弃流井内初期雨水通过排空管在18小时内缓

慢流出，当弃流井内液位低于10％时雨水出水管阀门关闭，新一轮初期雨水再次进入弃流

井开始新的循环。

[0067] 透水混凝土的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组分：水泥40份，骨料165份，粉剂的聚合氯化

铝15份，胶结剂3.0份，水17.5份；骨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碎石40份，沸石30份，颗粒

活性炭35份，加气砖60份。其中，骨料粒径为25～35mm，水泥为标号42.5等级的硅酸盐水泥，

所有固体原料搅拌均匀后加水制备得到透水混凝土，透水混凝土一次性浇筑成型，15℃下

透水系数≥1.3mm/s，透水混凝土高度为河道调节水位以上，低于河岸地面水平高度20cm。

[0068] 驳岸主体浇筑透水混凝土时，距离上下高度各1/4处预埋有挂钩的钢筋，用于悬挂

污水处理用弹性生物填料，弹性生物填料总长度不超过6米，水体中微生物附着在弹性填料

上生长，提高水质净化作用。

[0069] 透水砖通过以下方法制成：

[0070] (1)按重量份称取原料：粉煤灰45份，粗砂50份，石膏10份，沸石30份，颗粒活性炭

30份，粉剂聚合氯化铝20份，水泥35份，铝粉0.4份，钢纤维0.2份，纳米二氧化钛涂料10份和

水30份；

[0071] (2)将上述原料混合制成浆料；

[0072] (3)将浆料浇注成型，得到坯体；

[0073] (4)将坯体在180～200℃条件下常压蒸汽养护10h形成净水型透水砖。

[0074] 透水砖长为300mm，宽为250mm，厚度为100mm，耐磨性指标磨坑长度不大于35mm，15

℃下透水系数≥0.4mm/s；

[0075] 透水砖是加气砖使用量(按体积比)的3倍，间隔铺设。透水砖在靠近水体的一侧的

边缘伸出100cm，可以引导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形成跌水瀑布，增加水体与空气的接触，产

生跌水富氧效果。同时，可避免当河道水位较低时，地表径流流入河道时直接冲下驳岸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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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悬挂的弹性生物填料和其上的生物膜。

[0076] 植被包括水生植物、草本层、灌木层及乔木层，水生植物选择有较高的水质净化能

力的本地植物、水生蔬菜、药用植物或观赏植物，水生蔬菜选择水芹、茭白、空心菜，药用植

物选择水菖蒲、灯心草，观赏植物选择美人蕉、香菇草，植被以本地植物为主。

[0077] 采用实施例1～4所建造的生态驳岸对雨水进行处理，所得效果参数如下表所示：

[0078]

[0079]

[0080]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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