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047357.X

(22)申请日 2015.01.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98656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0.05

(73)专利权人 重庆任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09900 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物流

园区永康机电城1幢1-6-10号

(72)发明人 任立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元本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08

代理人 黎昌莉

(51)Int.Cl.

E02D 3/00(2006.01)

C02F 3/32(2006.01)

审查员 聂春洁

 

(54)发明名称

一种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

方法。该方法包括水滞蓄管网和生态治理层(含

其上植物形成的植物制氧层)的建设；所述水滞

蓄管网从地表和/或地下集拢水并进行储存，还

将储存的水输送到生态治理层的植物，向生态治

理层生物的生长和演化供水。该方法将水资源的

再利用与生态治理工程相结合，解决了洪涝和干

旱问题，还促进了生态治理系统的形成、发展和

维护，助推生物氧气运动大发展、大革命。适合应

用于城市、集镇、新农村和人工湿地、工矿企业等

建设领域，具体可应用于矿山、油田、地质灾害易

发区、荒漠地、盐碱地、沙漠地、河口、海岸、滩涂、

湿地、消落带、交通道路两旁等区域的生态治理，

以及其他人们生产生活环境中需要生态修复的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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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水滞蓄管网和生态治理层的

建设；所述水滞蓄管网从地表和/或地下集拢水并进行储存，还将储存的水输送到生态治理

层，向生态治理层生物的生长和演化进行供水；

所述生态治理层的建设包括在所需治理场地的表面建设加劲笼层；所述加劲笼包括加

劲网形成的加劲笼底、笼身和笼顶，以及一端与加劲网固定、其余部分与加劲笼笼身和/或

加劲笼笼顶固定的加劲筋；所述加劲笼中包括填装的土和/或块状物，所述加劲笼中和/或

加劲笼顶部栽植和/或播种有植物；所述加劲笼中栽植的植物从加劲笼中伸出，或者加劲笼

中预留有植物栽植的空隙；

所述生态治理层的建设还包括生物栖息池的建设；所述生物栖息池为顶部开口的池

子，其镶嵌在加劲笼层，生物栖息池内栽植和/或播种有植物；

所述加劲笼中栽植的植物的根部附近还预埋有微型储水器，预埋方法为：在将要栽植

植物的根的周围预埋废旧或特制的能储一定水的微型器皿，用于水资源可能枯竭时为植物

提供水源；

所述微型储水器与水滞蓄管网连接，将地下水和地表水引到植物根部，自动或人为地

发挥该器皿的滞蓄水和自然蒸发过程中补给植物根部水分的作用；

所述生态治理层的建设还包括生物栖息塔的建设；所述生物栖息塔为建于加劲笼层上

的塔状结构，生物栖息塔上栽植和/或播种有植物；

所述生物栖息塔如建成五层塔，从下往上依次采用的材料为：土夹石、土夹炉渣、土夹

木屑、废弃砖和土、废木条和土；

所述生物栖息塔中设有给水管，用于在干旱期供水给所述生物栖息塔，以维持其上植

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生活；

所述生物栖息塔中设有空心的管或筒，所述空心的管或筒的两端头露出所述生物栖息

塔的表面层，以便动物和微生物栖息。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滞蓄管

网包括积水部、储水部、来水管和给水管；所述积水部包括以下中的一个或多个：地下水域、

河流、湖泊、海洋和地表水的收集池；所述储水部设于地下，通过来水管与积水部连通，并通

过给水管对生态治理层进行浇灌和/或加湿。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劲笼层

的建设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A、整地：对所需治理的施工场地进行整理，使其成为所需的平面或坡面；

B、铺设加劲网和固定加劲筋：在整地好的面上铺设加劲网，使其作为加劲笼的底；将加

劲筋的一端固定在加劲网上；

C、回填土和栽植植物：在加劲笼底层以上回填土为土层，再回填块状物为块状物层；在

回填过程时，加劲网卷折形成加劲笼笼身和笼顶，最后封闭加劲网形成加劲笼；回填时，还

不断梳理出已与加劲笼底连接的加劲筋，使加劲筋与加劲笼笼身和/或笼顶固定，并在回填

过程中栽植和/或播种植物，或预留植物栽植的空隙。

4.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部为

设于生态治理层下的水滞蓄管和/或池；所述积水部为生物栖息池，和/或设于生态治理层

上或生态治理层附近的积水池，和/或设于河流、湖泊或海洋的岸边并由拦水埂围成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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壑。

5.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

态治理层还设有浇灌加湿系统，所述浇灌加湿系统的供水方式为其中的一种或两种结合：

所述浇灌加湿系统与水滞蓄管网连接，由水滞蓄管网供水；

所述浇灌加湿系统连接城市供水系统进行供水。

6.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

态治理层还辅助设有植物氧吧；所述植物氧吧包括收氧大棚、输氧管道和吸氧体验室；所述

收氧大棚罩于生态治理层上方，并通过输氧管道与吸氧体验室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

态治理层附近还辅助设有太极防护堤；所述太极防护堤为建于生态治理层的迎风区、迎水

区或迎浪区的弯曲墙体和/或堆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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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态治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联合国气候大会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

定书》，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世界第一个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

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13次

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规定，确定了世界各国今后加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的具体领域。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议定

书》，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

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003] 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机构(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的1360

名专家在95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过去50年来，人口增加使得人类赖以生活

的三分之二的生态系统，包括空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和过度开发。该机构由45个成员组成的

董事局发表的报告指出：“人类的活动已经对地球的自然规律带来很大的压力，地球的生态

系统因此未必能养活得了未来的人口。”报告还指出，10％至30％的哺乳动物、鸟类和两栖

动物濒临灭绝的边缘。这项历来最大规模的地球生态系统研究工作发现：“过去50年来，人

类为了取得食物、净水、木材、纤维和燃料，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年

代都要来得快，破坏面也比任何一个年代来得广。这使得生物的多样性承受着无法扭转的

损失。”报告补充道，从1945年至今，人类开垦的耕地面积比18世纪和19世纪开垦的土地加

起来还要多。报告说：“未来50年，地表剥蚀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整理报告的专家解

释说，生态系统未来的变化可能会造成疾病爆发，非洲大湖区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而成为

霍乱散播的温床，肥料中的氮累积在农田里，接着再冲刷入海，会导致海藻生长茂盛，从而

使得鱼儿因缺氧而大量死亡，并使得沿海地区因而出现没有氧气的“死区”。

[0004] 据世界气象组织宣布，1998年至2007年是有记载以来最暖和的10年。没有人知道

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才能算是“安全”，但我们却知道全球气候变化为人类及生态

系统带来的灾难：极端天气、冰川消融、永久冻土层融化、珊瑚礁死亡、海平面上升、生态系

统改变、旱涝灾害增加、致命热浪等等。现在，不再是科学家在预言着这些改变，从北极到赤

道，人类已开始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挣扎着求生存。而这一切也只不过是气候变化的

影响之序幕，我们正在经历危险的气候变化，升温的车轮越转越快。要阻止这场灾难，我们

必须马上行动。

[0005] 从联合国一份新出炉报告显示，世界每天因盐分太高而失去的农业用地面积大约

为19.9平方公里，到目前已有相当于法国面积大小的农田因此无法再种植庄稼。这类盐碱

地使得包括中国、印度、南美洲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地区，每年的粮食产出损失高达170亿英

镑。如果不进行有效治理，盐碱地作威作福，有一天甚至会出现《星际穿越》中描述的恶虐境

地——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土壤严重退化，被迫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干旱尘暴区，几乎无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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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任何农作物。

[0006] 上述盐碱地的生态恶化也仅为生态恶化的一个具体方面。根据《中国生态修复行

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显示，生态环境恶化表现为植被破坏、水土流

失、沙漠化等。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地侵蚀遥感调查，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沙

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亿吨，全国113108座矿山中，采空区面积

约为134.9万公顷，采矿活动占用或破坏的土地面积238.3万公顷，植被破坏严重。近年来生

态环境恶化对人类不良影响的表现越来越明显，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投入以保护越来越脆弱

的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

[0007] 从植物来看，植物在整个地球的繁衍和生长来自1.5亿公里之外的太阳光芒，植物

可以从太空获取能量制造食物，这的确令人惊叹，吸收阳光，然后将其转化为生命，致使植

物主宰着我们的星球，这是光合作用，也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进程，植物王国通过这一进

程，现贫瘠的地球，变得生机盎然，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简单，为了究其原因，必须追溯

到30亿年前，起初，我们的星球一片荒蛮，当时几乎没有多少空气，大气中充满了各种有毒

气体，而罪魁祸首就是火山喷发，陆地上毫无氧气而言，因为远古大气，根本无法阻挡太阳

的紫外线，生命根本无法在地表生存，但是后来有了转机，一次重大事件，为地球带来了早

期维系生命的大气，这一事件大约发生在25亿至30亿年前，它成为地球生命史上最伟大的

转折点，一切都是植物最古老的祖先缔造的。这就是——当太阳光线的光子撞击植物的叶

绿体表面时，它们的能量会被一种叫受光体的环体组织吸收，在受光体内部两个光子的能

量被用于分解一个水分子，它内部的氢元素和氧元素被重新分解开来，氢元素用于植物自

身的生长，而被植物作为废料排除体外的氧元素就这样贡献给地球；每一张植物叶子的背

后都有成千上万个气孔，通过气孔吸收所需的二氧化碳，排放不要的氧气；植物内部的氢元

素与吸收进去的二氧化碳化合后又形成糖，糖不仅是植物生长的必要养料，也为所有动物

提供了食物来源。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不仅需要光，还需要大量的水，地质学家称

之为“伟大的氧气运动”。因此，植被破坏在产生水土流失、沙漠化等严重问题的同时，还会

造成氧气产量的骤减和水循环从地下到空气中的停止，致使二氧化碳的累积增加，致使自

然界对气候和环境的调节作用减弱，导致干旱、洪涝、雾霾、沙尘暴等极端恶虐灾害的频繁

发生。

[0008] 另一统计显示，2011-2014年，全国超过360个城市遭遇内涝，其中六分之一单次内

涝淹水时间超过12小时，淹水深度超过半米，北京、济南等城市甚至发生了伤亡惨重的内

涝。但与此同时，全国有1100座城市严重缺水。城市排水标准偏低和雨水利用系统的缺乏，

让水这种城市紧缺的资源成为了灾害发生的诱因。

[0009] “中国是一个中度缺水的国家”，原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季松说，这是从水资源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上得出的判断。据统计，我国目前缺水总量估计为400亿立方

米，每年受旱面积200万-260万平方千米，影响粮食产量150亿-200亿千克，影响工业产值

2000多亿元，全国还有7000万人饮水困难。缺水对环境和人的身心健康都有着严重的影响。

就在2015年1月3日的江西省九江县，受上游来水减少和久旱少雨的影响，我国第一大淡水

湖鄱阳湖逼近极枯水位，星子县标志性景观落星墩“水落石出”，丰水期需要渡船才能前往

落星墩，现在步行就可以到达了。

[0010] 另外，近几年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已危及到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2013年初，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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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主导完成的《中国环境分析》报告显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七个在中国。2013年中国二

氧化碳排放量为95.24亿吨，比2012年增加4.2％，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7.1％，中国已

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0011] 综上所述，恶劣的气候变化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如何进行有效的生态治理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并改善生态环境，我国政府提出了2020年全国

森林覆盖率从目前的20％增加到23％，205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的目标。

目前有关部门已开始重点投入矿山生态修复和沙漠化治理等方面的国土整治工作，其中生

态修复/治理已成为一个新兴的生态环境建设领域。

[0012] 生态修复/治理具体涉及的地域包括消落带、湿地、荒地、沙滩、沙漠、戈壁或交通

道路两侧等，修复/治理的方式包括护坡、护岸、绿化墙、绿化带等的建设等。

[0013] 例如，中国专利文献CN103866776公开了一种建筑垃圾石笼墙生态护坡方法，其通

过建筑垃圾装填在金属丝线制作的石笼中，用于边坡或河岸生态防护，形成石笼护坡墙体；

采取干式喷射工艺将水泥、粘土、河沙、有机质、改进型植被混凝土绿化添加剂和植物种子

喷射到石笼护坡墙体上对其进行快速绿化。该发明虽然实现了建筑垃圾的循环利用，但是，

其采用水泥喷射的方式实则是又一次对生态的破坏，石笼墙表面的养分有限，植物的生长

力和维持时间也有限，而且，由于石笼墙缺乏有效的固定手段，经过长期的自然风化腐蚀，

也会逐渐崩塌损坏。

[0014] 中国专利文献CN103898870公开了一种格宾网生态石笼河道护坡施工方法，其在

石笼护坡施工结束后，在面层块石之间的缝隙内用土回灌，浇水，让土填满块石的缝隙，再

在块石护坡上面覆盖一层耕植土，水面下种植水生植物，河岸种植草坪。该方法虽然达到了

护坡和生态绿化的目的，但是种植的植物仅依靠石笼表层薄薄的土壤进行生长，其生长绿

化能力有限；长期的流水冲刷也会带走石笼表层部分的土壤及养分，进一步损害植物的生

长，越来越削弱绿化功能；而位于植物下的石笼层由于缺乏稳固措施，随着自然的风化腐蚀

以及表层植物的破坏，也会逐渐崩塌损坏。

[0015] 中国专利文献CN102561264公开了一种生态护坡及其构建方法，其生态护坡是一

组设置在硬质护坡上的分隔区，每块分隔区内由下至上依次设置为基质土层、碎石层以及

植被层；其构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配制基质土，在硬质护坡上砌筑分隔区，并将上步骤中

配置的基质土填入分隔区，在基质土层上种植植被层，并在植被层上铺上碎石层。该方法

中，所述分隔区是由水泥分隔墙组成，水泥分隔墙自身就是对环境的一种破坏；而且，建成

后，植物虽然能在基质土层中生长，但是铺于其上的碎石固定力差，对于流水冲蚀较大的区

域，碎石和土层都容易被流水带走，在防止水土流失上的功能很弱。

[0016] 除了上述文献存在的护坡/石笼不稳定、植物生长力有限、破坏原有环境等缺点

外，现有的生态修复方法还存在以下缺点：1)通用性差，没有能同时兼顾三峡库区消落带、

湿地、荒地、沙滩、沙漠、戈壁及交通道路两侧等多种环境的生态修复方法；2)只考虑防止水

土流失和绿化的问题，忽略了动物与植物的和谐共处，没有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动态生态修

复可在同一工程建设项目上系统地完成；3)自然中的水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再利用，植物对

环境的调节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0017] 基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发明人探索了一种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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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8]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该方法将自然中水资

源的重复利用与生态治理相结合，既解决了洪涝和干旱问题，还促进了生态治理系统的形

成、发展和维护，并将生态治理系统的功能扩大化。

[001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20] 一种海绵体多功能生态治理的方法，包括水滞蓄管网和生态治理层(含其上植物

形成的植物制氧层)的建设；所述水滞蓄管网从地表和/或地下集拢水并进行储存，还将储

存的水输送到生态治理层，向生态治理层生物的生长和演化进行供水。

[0021] 本发明方法的水滞蓄管网，在水资源丰沛的时期，从地表和/或地下集拢水资源并

对其进行储存，再在干旱时期或者生态治理层随时需要浇灌的时候，从水滞蓄管网取水进

行循环使用。具体地，所述水滞蓄管网的水按以下的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集拢：抽取的地下

水，地表集拢的雨水，以及截留或抽取的来自于河流、湖泊或海洋的水等。水滞蓄管网就像

海绵体一样，在外界水丰沛的时候吸收水，再在外界水枯竭或随时需要的时候“挤出”水。本

发明方法将海绵体的水与生态治理层的维护相结合，在合理充分利用水资源、应对如雨水

排放和洪涝等问题的同时，还为生态治理层生物的生长和演化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达到了

环境和生态综合治理的双重目的。

[0022] 进一步，所述水滞蓄管网包括积水部、储水部、来水管和给水管；所述积水部包括

以下中的一个或多个：地下水域、河流、湖泊、海洋和地表水的收集池；所述储水部设于地

下，通过来水管与积水部连通，并通过给水管对生态治理层进行浇灌和/或加湿。

[0023] 所述水滞蓄管网的建设一般包括地勘、整地、开挖和安装的步骤。所述储水部一般

建于地下；来水管和给水管根据积水部和待浇灌和/或加湿区的位置分别进行布置。为方便

检修维护，所述水滞蓄管网还可相应设置检修口；对于来水中夹杂有较多泥沙或杂物的水

源，还可在相应的给水管进口或是积水部设置相应的过滤结构。

[0024] 进一步，所述生态治理层为建于生态治理场地上的护坡或护面。所述生态治理层

上种植的植物形成了植物制氧层。

[0025] 进一步，所述生态治理层的建设包括在所需治理场地的表面建设加劲笼层；所述

加劲笼包括加劲网形成的加劲笼底、笼身和笼顶，以及一端与加劲网固定、其余部分与加劲

笼笼身和/或加劲笼笼顶固定的加劲筋；所述加劲笼中包括填装的土和/或块状物，所述加

劲笼中和/或加劲笼顶部栽植和/或播种有植物；所述加劲笼中栽植的植物从加劲笼中伸

出，或者加劲笼中预留有植物栽植的空隙。

[0026] 本发明通过加劲网逐步围成加劲笼，使加劲筋与加劲笼坚实固定，将土和/或块状

物填装于加劲笼内，还通过植物的种植，获得了一种坚实并适于植物生长的加劲笼层。该加

劲笼层的建设意义重大，即涉及到整个工程建成后一定时期内，当植物的根还未生长到能

牢牢地稳定该工程段的水土流失及外力侵蚀时，由该层位的工程技术阶段性地保护和防止

该工程段不发生水土流失以及外力的侵蚀。加劲笼底层越深、加劲筋越密该层位越稳定。而

且，随后植物逐渐长大，通过植物枝条间的嫁接、缠绕或绑定，以及植物根系的发展，可以逐

步代替加劲笼的加劲网达到固定笼中块状物的作用，从而有效避免自然的风化腐蚀对加劲

笼的破坏，达到长久保护生态的作用。长时间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综合的动植物和谐相处

共存的生态系统。整个加劲笼层主要用于植物根的生长和其他生物的栖息，为生态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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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利于生物多态性的形成、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氧气产生。

[0027] 进一步，所述加劲笼层的建设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8] A、整地：对所需治理的施工场地进行整理，使其成为所需的平面或坡面；

[0029] B、铺设加劲网和固定加劲筋：在整地好的面上铺设加劲网，使其作为加劲笼的底；

将加劲筋的一端固定在加劲网上；

[0030] C、回填土和栽植植物：在加劲笼底层以上回填土为土层，回填块状物为块状物层；

在回填过程时，加劲网卷折形成加劲笼笼身和笼顶，最后封闭加劲网形成加劲笼；回填时，

还不断梳理出已与加劲笼底连接的加劲筋，使加劲筋与加劲笼笼身和/或笼顶固定，并在回

填过程中栽植和/或播种植物，或预留植物栽植的空隙。

[0031] 进一步，所述加劲笼中从下往上依次填装土层和块状物层。

[0032] 具体地，所述加劲笼可用金属丝、外表塑料内含金属丝的绳索、热塑性树脂制成的

绳索、藤本植物的茎或者竹条等编制而成；加劲笼的横截面为圆形、椭圆形、梯形、菱形、方

形等；所述加劲笼内填充的块状物具体可为石块、石子胶结物、鹅卵石、建筑废料、沙、泥等，

其可为块状物的单一填充，也可为这些块状物与沙、泥土的混合填充，可根据修复地资源进

行选择利用。

[0033] 所述加劲筋可用金属材料制成，也可是其他材料形成的丝、条、片，优选长时期不

易生锈、不易腐蚀、不易破碎、不易断裂的金属丝或金属条。加劲筋可通过连接或绑扎在加

劲筋受外力影响时不被拉出的加劲笼底层的加劲网上，以确保加劲筋原位不动。所述加劲

筋伸出土层的一端，与土层的平面呈0-180°的夹角，优选呈90°角，以利于加劲笼的稳定性。

首选耐腐蚀、耐破碎、抗拉力且易编制的10年以上不生锈金属丝。

[0034] 加劲网和加劲筋的核心作用是在本方法的植物的根还没有生长到足以稳定该小

环境的土层结构时的前期代替作用。加劲筋的大小、长度等规格和加劲笼层的厚度可根据

该修复地环境和工程要求具体设置。具体如，加劲筋总长度为280cm，施工时，20cm长的加劲

筋预埋并绑扎在加劲笼底层的加劲网上，200cm长的加劲筋从预埋在加劲笼底层的加劲网

上穿过土层到防水土流失物层，40cm长的加劲筋从防水土流失物层穿过块状物层到达加劲

笼顶层的加劲网，20cm长的加劲筋弯转回来与加劲笼顶层的加劲网绑扎固定。所述加劲筋

的设置密度优选为每根横向间布筋1根/30cm、每根纵向间布筋1根/50cm，同一方向的筋与

筋之间为一组，每组横向布筋与相邻一组横向布筋之间的距离100cm、每组纵向布筋与相邻

一组纵向布筋之间的距离100cm。

[0035] 加劲筋与加劲笼的固定，可通过相互绑定(或焊接)和/或加劲筋穿过加劲笼的方

式进行固定，而加劲笼之间又可以通过自身或加劲筋的连接进一步进行固定。如，通过加劲

笼顶部表面层连接筋锁合固定，具体地，安装加劲笼过程中，若不是整体一次性安装，而是

由多个单体或多个大小不等的加劲笼用人工和/或机具安装组成，就需要将每一个加劲笼

与加劲笼之间用加劲筋绑扎从而形成稳定的统一体，施工环境可能的情况，可以用人工与

机具吊装式予以安装，并在加劲笼顶部表面层再用加劲筋连环式锁接固定。加劲笼顶部的

连环式锁接就相当于连接筋的使用。

[0036] 所述土层为含土层，为泥土或者泥夹块状物构成。所述泥土可以是黑土、黄土等耕

作土，也可是盐碱地、荒漠地(含沿海的盐碱地的盐碱土、高寒地的冻土、沙漠及沙漠边缘地

的沙土、河滩地的淤泥及潮泥、石漠化地的钙质土等)的贫瘠土和沙土，只要因时、因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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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和植被需要，适应栽植的植物在此生长的土壤即可。土层的厚度为适宜栽植的植物生

长的最低厚度或更厚即可，优选1米以上的厚度。

[0037] 所述块状物层具体可为石块、石子胶结物、鹅卵石、建筑废料、沙、泥等的填充层，

其可为块状物的单一填充，也可为这些块状物与沙、泥土的混合填充，可根据修复地资源进

行选择利用。所述块状物层的设置主要是应对可能的大水、大浪和暴风等外力的冲刷和侵

蚀，对于冲刷和侵蚀力弱的地域也可不回填块状物仅回填土。

[0038] 所述预留植物栽植的空隙，就是在加劲笼施工时，若暂不种植植物，可在土层与块

状物层预留适宜的孔隙，为今后植物的种植提供空间。具体如，在加劲笼中预埋植物栽植孔

的临时性替代物，即根据所需栽植植物根系或土球规格，预埋比该植物根系或土球规格大

的临时性替代物(比如竹筒、塑料管等)，该替代物要下埋到所需植物栽植的土层深度，高度

要延伸到加劲笼顶层。

[0039] 所述栽植植物，可从回填土层的任一位置开始栽植植物。栽植的植物为适宜在修

复地生长，且能与该小环境内其他生物和谐共生的乔、灌、草等水陆生植物，如刺梨子、千年

矮、小叶女贞、万年青、火棘、兰天竹、杜鹃、红继木、中华蚊母、水麻、水紫、水桦、中山杉、垂

柳、竹柳、木芙蓉、小叶榕、江南桤木、乌桕、桑树、秋华柳、兰草、西伯利亚鸢尾、常绿风车草、

狗牙根、早熟禾、苔草、香根草、蕨草、红树、木榄、老鼠簕、榄李、苦郎树、秋茄树、海桑、桐花

树、弗吉尼亚栎、海滨木槿、马鞍藤、蔓荆、红柳、梭梭、沙枣、胡杨黄柳、竹垂柳、沙漠玫瑰、斑

纹犀角、大犀角、绿之铃、仙人掌等。栽植的植物首选灌木。栽植的同科植物的株行距离优选

50cm×50cm，不同植物配置优选呈“品”字形栽植。所述播种的植物，是在加劲笼土层或顶层

的有土或有预留口的地方，播种所需的植物的种子。植物长到适宜大小时，可用常规嫁接法

和/或编织法，将该需嫁接的同科植物枝条和上下左右的植物枝条嫁接和/或编织成网状型

的植物笼身，即形成永久性固定的笼身和景观型的生态型绿壁。

[0040] 通过栽植植物或播撒植物，可科学利用植物的特异功能，即植物的根毛细胞能吸

收土壤中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不仅吸收了人们生产生活中排放的大量超负荷的氮、磷、

钾等物质，还促进了植物根的快速生长。而且随时间的延长根快速生长，从而使该地域内的

土壤越来越稳定，即使恶劣气候下突发暴风、洪水、热浪等自然灾害，都将稳如泰山。

[0041] 本发明通过加劲笼的合理设置，能为植物生长长久的提供养分支撑。再通过合理

利用植物的根系，并通过植物的枝条嫁接和/或编织，可持续、长期地解决地表上所回填的

石材或土或土夹石的稳定性的问题，从而形成天然的“生物网”构造。地表下的生物网为人

类构建了一个天然的可持续、重复利用的地下洁净的储水库。地表上的生物网为该环境下

的各类动物、微生物和其他植物构建了一个栖息和自然演化的生活、生存环境，可快速地形

成和推动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重大修复。地表上的生物网上的叶片中的叶绿体与水分子通

过光合作用，吸收大量的减少二氧化碳的同时，还释放充足的氧气；植物在这一过程中又进

行有机物的合成，为栖息生活在这环境中的动物、微生物和植物提供大量的能量来源。

[0042] 进一步，所述栽植植物的根部附近还预埋有微型储水器。具体地，在将要栽植植物

的根的周围预埋废旧或特制的能储一定水的微型器皿，主要用于水资源可能枯竭时为植物

提供水源。更进一步，所述微型储水器还可通过与水滞蓄管网连接，将地下水和地表水引到

植物根部，自动或人为地发挥该器皿的滞蓄水和自然蒸发过程中补给植物根部水分的作

用。或者，进一步，所述微型储水器是指能为栽植的植物提前或事后储蓄一定水的易腐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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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或其他合成材料杯或不易腐的废塑料杯、废玻璃杯等做成的储水容器，其为可能长时间

无水源供给时的蓄水容器。具体地，微型储水器可为生产生活中废弃或人造的各类瓶、罐、

缸、桶等合成器皿，优选经人为打孔的兰竹筒。

[0043] 进一步，所述生态治理层的建设还包括生物栖息塔的建设；所述生物栖息塔为建

于加劲笼层上的塔状结构，生物栖息塔上栽植和/或播种有植物。生物栖息塔可就地取材进

行建设，并且优选每层塔交替使用不同的材料，利于多样生物的生长或栖息。如建成五层

塔，从下往上依次采用的材料为：土夹石、土夹炉渣、土夹木屑、废弃砖和土、废木条和土。进

一步，所述生物栖息塔中设有给水管，在干旱期，可供水给栖息塔，以维持其上植物的生长

和动物的生活。进一步，所述生物栖息塔中设有空心的管或筒，管或筒可是熟料材料的、木

质的、竹质的、金属的等制成，优选经人工或机具加工成的空心兰竹筒。空心的管或筒的两

端头要露出塔的表面层，以便动物和微生物栖息，如同它们的“游乐园”。

[0044] 进一步，所述生态治理层的建设还包括生物栖息池的建设；所述生物栖息池为顶

部开口的池子，其镶嵌在加劲笼层，生物栖息池内栽植和/或播种有植物。所述生物栖息池

为顶部低于加劲笼层的池子或浅塘，可用就近的石材、废石材、废建渣、废炉渣、土或沙土等

建成。生物栖息池可给该环境下的水陆生生物提供自由自在的栖息环境或空间，从而利于

综合生态系统的修复、形成和发展。

[0045] 进一步，所述生物栖息池的底部和四壁由加劲笼构成，所述加劲笼内混合填有块

状物和泥土，且生物栖息池的底部铺有一层土或沙或土和沙的混合物。所述块状物和泥土

的泥夹石结构以及底部铺设的泥土，可以为水陆生植物、动物、微生物提供营养贮备，利于

生物多样性系统的形成。所述底部铺设的除了泥土外，也可为沙土或细石等，还可为泥、沙

和石的任意混合物。

[0046] 进一步，所述储水部为设于生态治理层下的水滞蓄管和/或池；所述积水部为生物

栖息池，和/或设于生态治理层上或生态治理层附近的积水池，和/或设于河流、湖泊或海洋

的岸边并由拦水埂围成的沟壑。该结构充分利用了生态治理层附近的空间和自然资源，对

可能的水资源进行了充分的收集再利用，可缓解水资源的紧张并降低今后的管护成本。

[0047] 具体地，所述水滞蓄管和/或池主要为设置在地下水丰富的低水位或突然富集的

地下水低水位土层中，以确保地下水正常渗漏下的收集、储存、滞蓄等，利于土层和土层中

生物的和谐生存。进一步，具体地，在地下水滞蓄管或池顶部预留或打孔，以便地下水自流

进入该管或池里，这里只安装抽水管网到加劲网底层。

[0048] 同时具有积水部作用的生物栖息池安装有给排水管网，通过给排水管将水引入水

滞蓄管网中，或者从水滞蓄管网中引出水对生物栖息池进行灌溉。将生物栖息池内的水引

走的管道的进水口要高出该生物栖息池里的土层，并安装有防土或沙流进管内的防尘网。

具体地，这些给排水管的建设与地表水滞蓄管网的建设同步进行。该生物栖息池是该小环

境地表径流的水质净化池，又是该小环境地表径流的水质监测取样池。

[0049] 所述积水池具体可为设于加劲笼层上的过滤池。所述过滤池参照生物栖息池进行

建设，但池内土层表面要有块状物，可以不栽植植物；土层和块状物层之间也可铺放防水土

流失物，优选铺放土工布。过滤池中，将水引入地表水滞蓄管或池的管道的管口要高于过滤

池内的土层，并在管口安装防渣或防尘罩。

[0050] 多塘系统可在生态治理层的任何位置建设，优选最低位置。可参照生物栖息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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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池、稻田、浅塘等的建设方法进行建设。优选建3个以上的塘或池，在里面栽植适生植物并

放养动物，优选喜水灌木、水生花卉、水生蔬菜和养鱼、贝共生，提高生态价值。在多塘系统

中直接安装如同圆柱体、椎体式的玻璃罩，口朝下，就不需要安装给水系统和喷雾头。因为，

植物的叶片与太阳光发生光合作用时，多塘系统里的水与此同时也自动蒸发水蒸气，为植

物叶片中的叶体绿与太阳光发生光合作用补充水分。为了方便管理植物，可安装随时可吊

装或随时可升降的玻璃罩。

[0051] 进一步，所述土层与块状物层之间还设有防水土流失物层；和/或所述生物栖息池

内壁设有防水土流失物层。所述防水土流失物层为透水、透气、易腐的材料铺成，具体可为

涤纶、丙纶、晴纶、锦纶等高分子聚合物的合成纤维或其他合成物等形成的透水透气的材

料，首选工程常用的土工布。铺设的方式，具体地，在植物栽植好后，可单次或多次、单层或

多层的在土层上进行铺设。其可保护该层位的土不被水或风等自然冲刷，确保该层位的稳

定性，并确保在防水土流失物层遮盖下，土壤里的适生生物与地表上的适生生物自由的生

长和活动。

[0052] 进一步，所述生态治理层的建设还包括生物观测系统的建设；所述生物观测系统

为建于加劲笼层上的有线或无线的自动拍照或摄像系统。具体地，可为有线或无线的自动

拍照或摄像的生物拍摄架，其如同固定的电线桩一样，用稳定性好的抗暴风、抗寒冷、抗高

温的材料建成，在该架上安装自动拍摄器件，以记录该环境内各类动物、微生物、植物、自然

环境的变化和活动状态，为科研和科考提供真实、科学、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0053] 进一步，所述生态治理层中还预埋有渗漏水管。所述渗漏水管主要设置在地下水

丰富或突然富集的土层中，以确保地下水的正常渗漏，利于土层的维持，具体可采用空心的

兰竹或其他人造空心管道。渗漏的水也可引入水滞蓄管网中储存并使用。

[0054] 进一步，所述生态治理层还设有浇灌加湿系统，所述浇灌加湿系统与水滞蓄管网

连接，由水滞蓄管网供水，和/或连接城市供水系统进行供水。与城市供水系统的连接，可在

水滞蓄管网供水不足时进行补充。更进一步，所述浇灌加湿系统包括伸出加劲笼层的喷雾

头，所述喷雾头与水滞蓄管网的给水管连通，所述喷雾头向植物喷水加湿，既帮助植物生长

又在植物光合作用时予以补水并制造大量氧气，优选将喷雾头安装于植物顶部叶片的上

方。

[0055] 进一步，所述生态治理层还辅助设有植物氧吧；所述植物氧吧包括收氧大棚、输氧

管道和吸氧体验室；所述收氧大棚罩于生态治理层上方，并通过输氧管道与吸氧体验室连

通。该植物氧吧氧气的来源，包括种植于加劲笼笼中和笼顶、生物栖息塔和生物栖息池中的

一切植物的光合作用(这些植物相当于生物制氧层)。本发明还结合喷灌加湿系统的使用，

适时对这些植物进行浇灌或加湿，特别是当太阳出来后上午8-10时和下午4-6时，通过给予

适当的水分配合植物的光合作用，大大提高氧气的产生量。

[0056] 进一步，所述生态治理层还辅助设有太极防护堤；所述太极防护堤为建于生态治

理层的迎风区、迎水区或迎浪区的弯曲墙体和/或堆积物，优选太极理念式的弯曲墙体。例

如，在主体工程外一定距离建太极防护墙或堤，使该工程区域自动调节为背风区、回水区、

回浪区等，以防止刚完成的工程因短期内遇到强大的暴风、洪水、浪潮等外力的袭击而遭到

破坏。

[0057]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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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本发明通过水滞蓄管网的建设，生态治理层的加劲笼层、生物栖息池、生物栖息

塔、生物观测系统、植物氧吧、太极防护墙等的建设，在加劲笼笼中和笼顶、生物栖息池和生

物栖息塔植物的种植，以及喷灌加湿系统的建设等，实现了一个集水资源充分利用和生态

治理合理布局的海绵体工程系统。

[0059] 本发明不需要混凝土工程技术，就能将需要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予以逐渐修复，

不仅有利于加劲笼层和生物群落演化层的稳定性，还有利于该海绵式柔性生态修复系统给

人们提供的各种效益，包括：一是通过滞蓄层的建设，能为人们提供不可多得的地下水、地

表水的合理循环再利用，并有效提高排水质量、缓减洪涝灾害、降低给水管护成本等效益；

二是通过加劲笼层的建设，能在一定时期内为该发明创意的顺利实现提供稳定的自然生态

环境；三是通过生物群落演化层和生物制氧层的建设，能为适生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在此

自然演化提供充足条件，也能为人们制造氧气、提供洁净水、提供生物遗传资源，并改善空

气质量、调节当地气候、防治雾霾、净化水源、形成优质土壤等，以达到控制侵蚀和控制人类

疾病的作用；四是建设好后，人们可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丰富精神生活、发展认知、休闲娱

乐以及美学欣赏等方式，获得非物质的效益。

[0060] 本方法在全球化大力推行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发明了海绵

体式的生态治理工程方法，特别适合应用于城市、集镇、新农村和人工湿地、工矿企业等建

设领域，具体可应用于矿山、油田、地质灾害易发区、荒漠地、盐碱地、沙漠地、河口、海岸、滩

涂、湿地、消落带、交通道路两旁等区域的生态治理，以及其他人们生产生活环境中需要生

态修复的区域。

[0061] 回看今天如此恶劣的气候变化，只有将身边被破坏的生态系统修复好后，气候才

有所好转。而生态修复又必须通过人工方法，按照自然规律，恢复天然的生态系统。“生态恢

复”的含义远远超出以稳定水土流失地域为目的种树，也不仅仅是种植多样的当地植物，

“生态恢复”是试图重新创造、引导或加速自然演化过程。人类没有能力去恢复出真的天然

系统，但是我们可以帮助自然，像海绵体一样，遇到有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

渗透、净化雨水，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在干旱缺水时有条件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

以科学合理再利用，从而让水在人们生存生活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有了水，就能把一

个地区需要的基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引到或放到一起，提供基本群落栖息的条件，然后让

它们自然演化，促进一个群落发展成为由这些物种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

附图说明

[0062] 图1为一种平台和坡度交替的生态治理层形成的生态治理系统的结构概览图；

[0063] 图2为本发明第一种带坡度的生态治理层形成的生态治理系统的横断面示意图；

[0064] 图3为图2中水滞蓄管网的结构示意图；

[0065] 图4为本发明第二种带坡度的生态治理层形成的生态治理系统的横断面示意图；

[0066] 图5为本发明第三种带坡度的生态治理层形成的生态治理系统的横断面示意图；

[0067] 图6为图5中拦水埂的一种放大结构示意图；

[0068] 图7为本发明的一种不带坡度的生态治理层形成的生态治理系统的横断面示意

图；

[0069] 图8为生物栖息池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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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图9为一种边缘设有休闲踏步区的生物栖息池；

[0071] 图10为生物栖息塔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72] 图11为太极防护堤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73] 图12为本发明的一种带植物氧吧的生态治理系统的横断面示意图；

[0074] 图13为生物栖息塔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75]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如图1-12所示：

[0076] 图1为一种带坡度的生态治理层形成的生态治理系统的结构概览图。由图可知，其

具体为护坡和平台交替的护面建设而成，在所述生态治理层中设有水滞蓄管网，并在生态

治理层的旁侧设有太极防护堤。

[0077] 图2为本发明第一种带坡度的生态治理层形成的生态治理系统的横断面示意图。

由图可知，在生态修复的坡面内设置了水滞蓄管网，水滞蓄管网可从生态治理层的过滤池

和生物栖息池集拢水资源；生态治理层主要由加劲笼层构成，加劲笼中依次填装有土层和

块状物层，加劲笼通过加劲筋固定；此外，生态治理层还建有生物观测架、生物栖息塔、生物

栖息池等；图中省略了植物，但可以看到为植物设置的微型储水器。

[0078] 图3为图2中水滞蓄管网的结构示意图。由图可知，该水滞蓄管网为防止管道堵塞

和泥沙沉积，设计了专门的渣池；为方便检修，设计了专门的检修口；还设计了相应的给排

水管与地表水滞蓄管相连，以收集地表水。

[0079] 图4为本发明第二种带坡度的生态治理层形成的生态治理系统的横断面示意图。

由图可知，生态治理层主要由加劲笼层构成，加劲笼中依次填装有土层和块状物层，加劲笼

通过加劲筋固定；此外，生态治理层还建有生物观测架、生物栖息塔、生物栖息池、过滤池、

多塘系统等。图中省略了地下的水滞蓄管网，但可以看到设于加劲笼层上的给水管和喷雾

头；省略了植物，但可以看到为植物设置的微型储水器。

[0080] 图5为本发明第三种带坡度的生态治理层形成的生态治理系统的横断面示意图。

由图可知，在生态修复的坡面内设置了水滞蓄管网，水滞蓄管网可从生态治理层的过滤池、

生物栖息池、拦水埂等集拢水资源，水滞蓄管网设有检修口等。生态治理层主要由加劲笼层

构成，加劲笼中依次填装有土层和块状物层，加劲笼通过加劲筋固定；此外，生态治理层还

建有生物观测架、生物栖息塔、生物栖息池等；图中省略了植物，但可以看到为植物设置的

微型储水器。

[0081] 图6为图5中拦水埂的一种放大结构示意图。通过拦水埂围成的沟壑，在河流、湖泊

或海岸涨水时可截留部分水，或者下雨时收集部分水，再转移到水滞蓄管网的储水部，储存

备用。

[0082] 图7为本发明的一种不带坡度的生态治理层形成的生态治理系统的横断面示意

图。由图可知，该生态治理系统的基础为沙土层(如沙漠或其他荒漠区生态修复时的基础)，

水滞蓄管网设于加劲笼层下，在收集地表水的同时，还可抽取地下水进行储存和使用。生态

治理层设有过滤池、生物栖息塔、生物栖息池(底部铺有沙土)、微型储水器等。

[0083] 图8为生物栖息池的一种结构示意图。该生物栖息池由加劲笼围成，生物栖息池内

壁设有防水土流失的土工布，池底铺有泥、沙、石填充层，池内种植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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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图9为一种边缘设有休闲踏步区的生物栖息池。所述休闲踏步区设于生物栖息池

的四周，如，具体可设置为铺设有鹅卵石的步道，人们可在其上行走，休闲健身又娱乐。

[0085] 图10为生物栖息塔的一种结构示意图。该生物栖息塔为五层塔，从下往上依次采

用的材料为：土夹石、土夹炉渣、土夹木屑、废弃砖中间加土、四周废木竹条中间加土(每层

是否栽植植物与是否用土还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此外，为应对干旱，在塔中还设置了给

水管(给水管可与水滞蓄管网相连)，可适时对塔上生长的植物进行浇灌。图13为生物栖息

塔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其中示出了塔中设置的生物栖息管，生物栖息管的两端头露出塔

的表面层，以便动物和微生物栖息，如同它们的“游乐园”。

[0086] 图11为太极防护堤的一种结构示意图，其为弯曲的墙体。

[0087] 图12为本发明的一种带植物氧吧的生态治理系统的横断面示意图。由图可知，在

生态治理层的上方设置了收氧大棚，以供收集生态治理层植物产生的氧气或供游客等作为

体验新鲜氧气的通道；收氧大棚聚拢的氧气再通过输氧管道输送到吸氧体验室，人们即可

享用。此外，图中还显示出了设置的沼气池、风能、太阳能利用装置以及地气管等，目的是在

适宜的环境下，通过本方法的综合修复后，不需要自来水公司的供水就能解决生产生活用

水的问题，不需要天然气公司供气就能解决燃料的问题，不需要供电公司供电就能解决照

明的问题，从而提供一种自给自足的现代生态田园式宜居环境，充分实现了各种能源的整

合利用。图2、4、5和7所示的生态治理系统都可与该图所示的植物氧吧相结合，以将本发明

生态治理系统的效益发挥到最大。

[0088] 以下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优选实施例中未详细描述的步骤，按

照常规方法进行。

[0089] 实施例

[0090] 1)水滞蓄管网的初期建设

[0091] 地勘，整地，开挖，安装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水滞蓄管网系统。为方便检修维护，所述

水滞蓄管网相应设置检修口；对于来水中夹杂有较多泥沙或杂物的水源，在相应的给水管

进口或是积水部设置相应的过滤结构。回填土。

[0092] 2)生态治理层的建设

[0093] (1)整地

[0094] 将上述回填后的场地，通过人工或机具的方式整理到工程所需的平面或斜面，以

便人工或机具正常开展下一步工序。

[0095] (2)安装加劲笼底层和连接加劲筋

[0096] 用加劲筋编织的加劲网作为加劲笼的底层并将其平整地安装到已平整好的工地

地面或坡度上，再将加劲筋一端牢固地绑扎在加劲笼底层的加劲网上，加劲筋另一端向外

伸出。加劲笼底层越深,加劲筋越密,该层位越稳定。

[0097] 所述加劲筋伸出土层的一端，与土层的平面呈0-180°的夹角，优选90°，以利于加

劲笼的稳定性。例如，在一具体施工中，加劲筋长度为280cm，施工时，20cm长的加劲筋预埋

并绑扎在加劲笼底层的加劲网上，200cm长的加劲筋从预埋在加劲笼底层的加劲网上穿过

土层到防水土流失物层，40cm长的加劲筋从防水土流失物层穿过块状物层到达加劲笼顶层

的加劲网，20cm长的加劲筋弯转回来与加劲笼顶层的加劲网绑扎固定。所述加劲筋的设置

密度为：每根横向间布筋1根/30cm，每根纵向间布筋1根/50cm，每根筋在同一方向的为每组

说　明　书 11/14 页

14

CN 105986566 B

14



筋，斜面或平面的每组横向布筋与相邻一组横向布筋之间的距离为100cm，每组纵向布筋与

相邻一组纵向布筋之间的距离为100cm。

[0098] 加劲筋与加劲笼的固定，可通过相互绑定(或焊接)和/或加劲筋穿过加劲笼的方

式进行固定，而加劲笼之间又可以通过自身或加劲筋的连接进一步进行固定。优选用耐腐

蚀、耐破碎、抗拉力且易编制的10年以上不生锈的金属丝。

[0099] (3)回填土和块状物，种植植物，缝合和固定加劲笼

[0100] 用人工或机具将土或土夹石回填到加劲笼底层以上，边回填边梳理出已与加劲笼

底层连接的加劲筋并夯实，土层的厚度为适宜栽植的植物生长的最低厚度或更厚即可，但

不要破坏已安装好的滞蓄官网系统。

[0101] 在回填好土层后开始回填块状物前，在土层顶部还用一种透水透气的可防止水土

流失的材料平整有序地予以铺放，保护该层位的土不被水或风等自然冲刷，确保该层位的

稳定性。此处铺放的防水土流失物层为单或多层的土工布，具体根据现场自然气候环境而

定。

[0102] 栽植植物：可从回填土层的任一位置开始栽植适生植物，并留有适当间隙。栽植的

植物首选灌木，栽植的同科植物的株行距离首选50cm×50cm，同科植物配置优选呈“品”字

形栽植。栽植的植物为适宜在修复地生长，且能与该小环境内其他生物和谐共生的乔、灌、

草等水陆生植物，如刺梨子、千年矮、小叶女贞、万年青、火棘、栀子、红继木、兰天竹、中华蚊

母、水麻、水紫、水桦、中山杉、垂柳、竹柳、小叶榕、江南桤木、美国红乌桕、桑树、秋华柳、兰

草、西伯利亚鸢尾、常绿风车草、狗牙根、早熟禾、苔草、香根草、红树、木榄、老鼠簕、榄李、苦

郎树、秋茄树、海桑、桐花树、弗吉尼亚栎、海滨木槿、马鞍藤、蔓荆、红柳、梭梭、沙枣、胡杨黄

柳、竹垂柳、沙漠玫瑰、斑纹犀角、大犀角、绿之铃、仙人掌等。还可在加劲笼笼中和笼顶有土

或有预留口的地方，播种植物的种子。

[0103] 在回填和栽植植物的过程中，同时还完成前述加劲笼的缝合和固定。对加劲笼进

行缝合和固定时，当修复面为一坡面，可首选将加劲笼底层的加劲网的一端沿基础延伸出

来的一端，从低到高方向，平整有序地铺放并安装在已回填的块状物或土层的顶部，同时梳

理出加劲筋并将加劲筋绑扎在该层位的加劲网上，使加劲笼底层经该加劲筋与加劲笼底层

的绑扎形成稳固的加劲笼。安装加劲笼过程中，若不是整体一次性安装，而是由多个单体或

多个大小不等的加劲笼用人工和/或机具安装组成，就需要将每一个加劲笼与加劲笼之间

用加劲筋绑扎从而形成稳定的统一体，施工环境可能的情况，可以用人工与机具吊装式予

以安装，并在加劲笼顶部表面层再用加劲筋连环式锁接固定。加劲笼顶部的连环式锁接就

相当于连接筋的使用。

[0104] 回填或安装时，既要梳理出从底部伸出的加劲筋，又要注意已安装的水滞蓄管网，

还要保护好已栽植的各类植物。

[0105] (4)预埋微型储水器：回填过程中，在将要栽植植物的根的周围预埋废旧或定制的

能储一定水的微型器皿，主要用于水资源可能枯竭，特别是干旱环境时，将地下水和地表水

补到植物的根部。

[0106] (5)预埋植物栽植孔的临时性替代物：回填过程中，根据所需栽植植物根系或土球

规格，预埋比该植物根系或土球规格大的临时性替代物(比如竹筒、塑料管等)。该替代物要

下埋到所需植物栽植的土层深度，高度要延伸到加劲笼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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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6)建生物栖息池：生物栖息池镶嵌在加劲笼层，是顶部开口的池子、底部和四壁

由加劲笼构成，并安装有给排水管网。在该池子里栽植和/或播种植物。

[0108] 生物栖息池主要用就近的石材、废石材、废建渣、废炉渣、土或沙土建成。生物栖息

池的底部和四壁由加劲笼构成，所述加劲笼内混合填有块状物和泥土，且生物栖息池的底

部铺有一层泥土。所述块状物和泥土的泥夹石结构以及底部铺设的泥土，可为水陆生植物

提供营养贮备，利于蓄水和动态生态系统的形成。所述底部铺设的除了泥土外，也可为沙土

或细石等，还可为泥、沙和石的任意混合物。生物栖息池内壁还铺有防水土流失物层——土

工布。

[0109] 同时具有积水部作用的生物栖息池安装有给排水管网(其为水滞蓄管网建设的继

续)，通过给排水管将水引入水滞蓄管网中，或者从水滞蓄管网中引出水对生物栖息池进行

灌溉。将生物栖息池内的水引走的管道的进水口要高出生物栖息池里的土层，并安装有防

土或沙流进管内的防尘网。具体地，这些给排水管的建设与地表水滞蓄管网的建设同步进

行。该生物栖息池是该小环境地表径流的水质净化池，又是该小环境地表径流的水质监测

取样池。

[0110] (7)建生物栖息塔

[0111] 生物栖息塔建于加劲笼层上，塔上栽植和/或播种有植物，优选吸引飞鸟和蝴蝶、

蜻蜓、萤火虫等的植物。生物栖息塔就地取材进行建设，并且优选每层塔交替使用不同的材

料，并在塔上安装一些两端头都暴露出来的空心塑料管和竹筒，利于多样生物的生长或栖

息。进一步，所述生物栖息塔中设有给水管(其为水滞蓄管网建设的继续)，在干旱期，可供

水给栖息塔，以维持其上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生活。

[0112] (8)建设生物观测系统

[0113] 生物观测系统建于加劲笼层上，具体地为有线或无线的自动拍照或摄像的生物拍

摄架，其如同固定的电线桩一样，用稳定性好的抗暴风、抗寒冷、抗高温的材料建成，在该架

上安装自动拍摄器件，以记录该环境内各类动物、植物、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活动状态，为科

研和科考提供真实、科学、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0114] (9)建浇灌加湿系统(其为水滞蓄管网建设的继续)

[0115] 在加劲笼层建浇灌加湿系统。具体地，浇灌加湿系统包括给水管和伸出加劲笼层

的喷雾头，所述喷雾头与水滞蓄管网的给水管连通，所述喷雾头向植物喷水加湿。

[0116] 3)水滞蓄管网的进一步建设

[0117] 在加劲笼层上建地表水过滤池、多塘系统和拦水埂，并安装管道将其中的水引入

水滞蓄管网。

[0118] 具体地，过滤池建在生态治理层上的最高处，是雨水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后的散水

进入本生态治理层的第一区域，该过滤池的最高点要低于本生态治理层以外的地面最低

点，以便来水不受任何影响而顺利进入本生态治理层。过滤池参照生物栖息池进行建设，但

池内土层表面要有块状物，可以不栽植植物；土层和块状物层之间也可铺放防水土流失物，

优选铺放土工布。过滤池中，将水引入地表水滞蓄管或池的管道的管口要高于过滤池内的

土层，并在管口安装防渣或防尘罩。过滤池解决了当今城市洪涝灾害问题发生的直接原因，

即当今中国城市建设中的道路几乎低于旁边的绿化带，且安装有拦泥石或砖，以至于暴雨

来后，有限的下水道无法快速泄洪而漫延停滞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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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9] 多塘系统可建在生态治理层的任何位置，优选最低位置。可参照生物栖息池、过滤

池、稻田、浅塘等的建设方法进行建设。优选地，建3个以上的塘或池，在里面栽植适生植物

并放养动物，优选水生花卉、蔬菜和养鱼共生，提高生态价值。

[0120] 4)建太极防护堤

[0121] 在主体工程外一定距离建太极防护墙或堤，以防止刚完成的工程短期内遇到强大

的暴风、洪水、浪潮等外力的袭击。即在该生态治理层的迎风区、迎水区、迎浪区等建一堵太

极防护墙或堤，使该工程区域自动调节为背风区、回水区、回浪区等。

[0122] 5)建植物氧吧

[0123] 在生态治理层上方建收氧大棚，并安装输氧管道，将加劲笼、生物栖息池和生物栖

息塔上生长的植物产生的氧气输送到吸氧体验室。

[0124] 6)日常养护和记录

[0125] 对栽种的植物进行施肥、浇水等维护操作，长到一定程度后，将同科植物间的枝条

和上下左右的植物枝条嫁接成网状型的通透式植物笼身。生物拍摄架记录动植物生物迹象

状况、消落带水位涨落和水土流失等情况。

[0126]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说　明　书 14/14 页

17

CN 105986566 B

1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7 页

18

CN 105986566 B

18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7 页

19

CN 105986566 B

19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20

CN 105986566 B

20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7 页

21

CN 105986566 B

21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22

CN 105986566 B

22



图9

图10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23

CN 105986566 B

23



图12

图13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24

CN 105986566 B

2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ES00015
	DES00016
	DES00017

	DRA
	DRA00018
	DRA00019
	DRA00020
	DRA00021
	DRA00022
	DRA00023
	DRA0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