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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

包括：在河道的中间部位设置人工岛，通过所述

人工岛收窄常水位断面，提升河道流速携砂冲

淤，以降低底泥增量的方式控制底泥污染。该方

法采用束水冲淤的方式，通过优化河道水力条

件，降低底泥增量，控制底泥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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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河道的中间部位设置人工岛，通过所述人工岛收窄常水位断面，提升河道流速携砂

冲淤，以降低底泥增量的方式控制底泥污染；所述人工岛的常水位处抛石基础铲平，该人工

岛的常水位以下采用400～500mm火山岩抛石护堤，坡度≮1:3，火山岩间隙填充种植土，种

植土上种植本地植物；

还包括：在所述人工岛两侧的河堤处扩大洪水位断面，扩大洪水位断面后原河堤顶标

高降低为低于常水位300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岛两侧的

水流流速不小于0.04～0.08m/s。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岛形态与

所述河的形态相匹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土上种植

本地植物为：

在所述人工岛的常水位以下种植土上种植本地水生植物，常水位线与洪水位线之间的

种植土上种植本地耐淹植物，洪水位线以上的种植土上种植本地景观树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中，扩大

洪水位断面后的河道的原河堤上设置的栈道顶标高高于常水位200mm，栈道宽1.5m，护栏高

1100m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中，扩大

洪水位断面后的新河堤采用火山岩挡墙，该火山岩挡墙顶标高与原河堤顶标高一致；

所述栈道与所述火山岩挡墙之间的宽度与断面行洪能力相匹配；

所述栈道与火山岩挡墙之间填充厚度不少于300mm的种植土，种植本地耐淹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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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境治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内河部分河段河堤坚固、河道较宽，水流缓慢，水动力不足，泥沙沉积。沉积的

底泥被认为是造成城市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清淤是控制内源营养物质释放的重要手

段，也是河道水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举措。

[0003] 目前运用较多的清淤方式是机械清淤，虽然简单易行，但也存在以下弊病：一方

面，清淤工程量大，投资较高；另一方面，治标不治本，在整体水动力不足且上游截污未完成

的情况下，底泥极易再次沉积。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结构，

能收窄常水位面，消除水利死区，降低底泥增量，控制底泥污染，改善水体水质和感观。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发明实施方式提供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包括：

[0007] 在河道的中间部位设置人工岛，通过所述人工岛收窄常水位断面，提升河道流速

携砂冲淤，以降低底泥增量的方式控制底泥污染。

[0008] 由上述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城市内河束水冲淤

结构体，其有益效果为：

[0009] 通过在河道中间部位设置人工岛，以收窄常水位断面的方式，提升河道流速，实现

携砂冲淤，控制底泥污染。该方法能消除水利死区，降低底泥增量，控制底泥污染，改善水体

水质和感观。

附图说明

[001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附图。

[001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中的平面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中的抛石护堤处示意图；

[0013] 图3为发明 实施例提供的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中的退堤还河处示意图；

[0014] 图中：1-人工岛；2-洪水位线；3-常水位线；4-收窄常水位断面；5-堤岸线；6-扩大

洪水位断面；7-抛石护堤；8-现状河底；9-常水位线；10-火山岩；11-本地耐淹植物；12-常水

位处抛石；13-坡度≮1:3；14-火山岩挡墙；15-种植土；16-本地耐淹植物；17-原堤岸；18-栈

道基础；19-常水位；20-栈道标高；21-河道护栏；22-原堤岸标高。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8442310 B

3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实施例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

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16] 如图1至3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城市内河束水冲淤方法，包括：

[0017] 在河道的中间部位设置人工岛，通过所述人工岛收窄常水位断面，提升河道流速

携砂冲淤，以降低底泥增量的方式控制底泥污染。

[0018] 上述冲淤方法中，人工岛两侧的水流流速不小于0.04～0.08m/s。

[0019] 上述冲淤方法中，人工岛形态与所述河的形态相匹配。

[0020] 上述冲淤方法中，人工岛的常水位处抛石基础铲平，该人工岛的常水位以下采用

400～500mm火山岩进行抛石护堤，坡度≮1:3，火山岩间隙填充种植土，种植土上种植本地

植物。

[0021] 上述冲淤方法中，种植土上种植本地植物为：

[0022] 在所述人工岛的常水位以下种植土上种植本地水生植物，常水位线与洪水位线之

间的种植土上种植本地耐淹植物，洪水位线以上的种植土上种植本地景观树种。

[0023] 上述冲淤方法还包括：在所述人工岛两侧的河堤处扩大洪水位断面，扩大洪水位

断面后河道原河堤顶标高降低为低于常水位300mm。

[0024] 上述冲淤方法中，扩大洪水位断面后的河道的原河堤上设置的栈道顶标高高于常

水位200mm，栈道宽1.5m，护栏高1100mm。

[0025] 上述冲淤方法中，扩大洪水位断面后的河道的新河堤采用火山岩挡墙，该火山岩

挡墙顶标高与原河堤顶标高一致；

[0026] 所述栈道与所述火山岩挡墙之间的宽度与断面行洪能力相匹配；

[0027] 所述栈道与火山挡墙岩之间填充厚度不少于300mm的种植土，种植本地耐淹植物。

[0028] 本发明通过优化河道水力条件，实现了束水冲淤，很好的解决了目前运用较多的

机械清淤的缺点，具有以下有益效果：(1)在城市内河宽河固堤的情况下，在河道中设置人

工岛、收窄常水位面，消除水利死区，降低底泥增量，控制底泥污染，改善水体水质和感观；

(2)扩大洪水位断面，满足行洪排涝需求；(3)人工岛常水位以下种植本地水生植物，常水位

与洪水位之间种植本地耐淹植物，洪水位以上种植本地景观树种；  (4)河堤的栈道与火山

挡墙岩之间种植本地耐淹植物，原位消纳底泥存量，增加绿化、造景和休闲空间。

[0029]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0030] 本发明方法采用束水冲淤的方式，在河道中间部位设置人工岛，收窄常水位断面，

增强携砂冲淤能力，降低底泥增量，控制底泥污染。

[0031] 本发明方法中，人工岛的形态与河道形状相匹配，控制河道流速不小于0.04～ 

0.08m/s，基本消除水利死区。

[0032] 本发明方法中，人工岛的常水位以下抛石护堤，坡度≮1:3，采用400～500mm火山

岩，间隙填充种植土，种植本地水生植物，原位消纳底泥存量。

[0033] 本发明方法中，人工岛的常水位处抛石基础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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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本发明方法中，人工岛的常水位线与洪水位线之间种植本地耐淹植物，洪水位线

以上种植本地景观树种，不仅原位消纳底泥存量，且增加绿化和造景空间。

[0035] 本发明方法中，在人工岛的两侧河道扩大洪水位断面，满足排涝行洪能力。扩大洪

水位断面后原河堤顶标高降低，低于常水位300mm。

[0036] 本发明方法中，栈道顶标高高于常水位200mm，栈道宽1.5m，护栏高1100mm。

[0037] 本发明方法中，火山岩挡墙顶标高与原河堤标高一致。

[0038] 本发明方法中，栈道与火山岩挡墙之间的宽度根据断面行洪能力确定。

[0039] 本发明方法中，栈道与火山岩挡墙之间的填充厚度不少于300mm种植土，种植本地

耐淹植物，原位消纳底泥存量，增加绿化、造景和休闲空间。

[0040] 本发明方法是一种用于河堤坚固、水面宽阔且水流平缓、淤积严重城市内河的束

水冲淤工艺，该方法在城市内河宽河固堤的情况下，采用束水攻沙的方式，通过优化河道水

力条件，在河道中设置人工岛、收窄常水位面，消除水利死区，降低底泥增量，控制底泥污

染，改善水体水质和感观；扩大洪水位断面，满足行洪排涝需求。本发明在人工岛常水位以

下种植本地水生植物，常水位与洪水位之间种植本地耐淹植物，洪水位以上种植本地景观

树种；栈道与火山挡墙岩之间种植本地耐淹植物，原位消纳底泥存量，增加绿化、造景和休

闲空间。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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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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