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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河道整治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包括步骤S1.开挖护

岸基础；S2.在护岸基础岸脚处施工格宾笼镇脚；

S3.在格宾笼镇脚顶面施工亲水平台，且亲水平

台的高程高于正常水位0.2～0.5m；S4.在护岸基

础的岸坡坡面施工护坡；S5.在护岸基础的岸顶

施工人行通道；S6.在人行通道与亲水平台之间

设置人行梯步。本发明具有不仅能够美化河岸环

境，给人们带来良好亲水环境，而且可形成健康

的水域生态环境，提升场镇形象，改善人居环境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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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开挖护岸基础；

S2.在护岸基础岸脚处施工格宾笼镇脚(1)；

S3.在格宾笼镇脚(1)顶面施工亲水平台(2)，且亲水平台(2)的高程高于正常水位0.2

～0.5m；

S4.在护岸基础的岸坡坡面施工护坡(4)；

S5.在护岸基础的岸顶施工人行通道(5)；

S6.在人行通道(5)与亲水平台(2)之间设置人行梯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施工格宾笼镇

脚(1)，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21.格宾笼组装；

S22.放线确定出格宾笼的外边沿线；

S23.将组装好的格宾笼安装到确定出的位置；

S24.向格宾笼中填充石料形成格宾墙，在格宾墙墙背和底部设置反滤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亲水平台(2)

的宽度为1m或1.5m，亲水平台(2)包括从下至上依次铺设的碎石垫层、C20砼层和青石板层，

亲水平台(2)每隔3m设置一道伸缩缝，该伸缩缝内通过沥青杉木板分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施工护坡(4)

前先进行土石回填(3)，护坡(4)包括填埋在土石回填(3)表面的C25钢筋砼棱格(41)和种植

在C25钢筋砼棱格(41)表面的麦冬草皮(42)，护坡(4)坡比为1:1.8～3.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人行通道(5)

沿河道水流方向贯通全线，人行通道(5)宽度为3m，人行通道(5)两侧设置有路沿，人行通道

(5)包括从下至上依次铺设的碎石垫层和C20砼路面层，人行通道(5)每隔5m设置一道伸缩

缝，该伸缩缝内通过沥青杉木板分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人行通道(5)

内每隔3m种植有植株(8)，植株(8)的高度为1.8～2m；人行通道(5)迎水面侧设置有防护栏

杆(6)，人行通道(5)背水面侧外侧设置有排水沟(7)。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6中人行梯步沿河

道水流方向间隔设置有多组，相邻两组人行梯步之间的间距为200～400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护岸基础埋设有沿

岸脚向岸顶贯通的排水涵管(9)，所述格宾笼镇脚(1)、护坡(4)以及人行通道(5)位于排水

涵管(9)上方，所述排水涵管(9)两端分别设置有集水池(10)和消力池(11)，所述集水池

(10)位于靠近护岸基础岸顶处，所述消力池(11)位于靠近护岸基础岸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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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河道整治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河道的生态指的是“河流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意味着河流像生物一样会“呼气

吸气”、会“喝水排水”。生态治理要求的基本依据是“要尊重自然规划，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

提下，兼顾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需要，尽量保持河道自然形态，促进人水和谐”。

[0003] 传统的河道综合治理技术，注重河道本身的功能，如行洪、排涝、水土保持等，在河

道整治工程中以采用护岸型式最为广泛，如墙式护岸、坡式护岸等。以墙式护岸为例，墙式

护岸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挡墙结构或者浆砌石挡墙结构，其具有结构稳定、抗水流冲击力

强的优点。但是忽略了河流作为城市景观的功能，同时截断了河流与两岸的生态联系，造成

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也就是说采用传统的护岸型式治理河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河道治理

项目是兼顾河流生态环境而开展的综合性治理项目，没有牢固树立人水和谐理念，河道治

理思路、方案没有充分融入生态理念，只是注重防洪安全，却忽视生态功能，灭失了河流生

态环境，没有达到恢复河道的生态和绿化景观功能。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不

仅能够美化河岸环境，给人们带来良好亲水环境，而且可形成健康的水域生态环境，提升场

镇形象，改善人居环境。

[0005]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开挖护岸基础；

S2.在护岸基础岸脚处施工格宾笼镇脚；

S3.在格宾笼镇脚顶面施工亲水平台，且亲水平台的高程高于正常水位0.2～0.5m；

S4.在护岸基础的岸坡坡面施工护坡；

S5.在护岸基础的岸顶施工人行通道；

S6.在人行通道与亲水平台之间设置人行梯步。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护岸基础岸脚处采用格宾笼镇脚，具有柔性、透水性、

整体性和生态性的优点，有效减少水土流失，对河道护坡、泥石流起到控制作用；通过在格

宾笼镇脚顶面施工亲水平台，能够为人们带来良好的亲水环境，方便人们戏水玩耍；通过在

岸顶施工人行通道，满足人们散步、观赏河道风景等需求，有利于提升场镇形象，改善人居

环境，并且通过设置人行梯步，便于人们下行至亲水平台，满足亲水需要。因此，本申请不仅

能够美化河岸环境，给人们带来良好亲水环境，而且可形成健康的水域生态环境，提升场镇

形象，改善人居环境。

[0007]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步骤S2中施工格宾笼镇脚，包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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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步骤：

S21.格宾笼组装；

S22.放线确定出格宾笼的外边沿线；

S23.将组装好的格宾笼安装到确定出的位置；

S24.向格宾笼中填充石料形成格宾墙，在格宾墙墙背和底部设置反滤层。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实现格宾笼镇脚的施工，施工过程简单快捷，方便施工，

且防渗性能好，提升整体使用性能。

[0009]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步骤S3中亲水平台的宽度为1m或

1.5m，亲水平台包括从下至上依次铺设的碎石垫层、C20砼层和青石板层，亲水平台每隔3m

设置一道伸缩缝，该伸缩缝内通过沥青杉木板分隔。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整体结构强度高，防冲刷能力强，满足人们的亲水需求。

[0011]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步骤S4中施工护坡前先进行土石回

填，护坡包括填埋在土石回填表面的C25钢筋砼棱格和种植在C25钢筋砼棱格表面的麦冬草

皮，护坡坡比为1:1.8～3.5。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提高护坡整体结构稳定性和强度，绿化美观，有效减少水

土流失。

[0013]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步骤S5中人行通道沿河道水流方向贯

通全线，人行通道宽度为3m，人行通道两侧设置有路沿，人行通道包括从下至上依次铺设的

碎石垫层和C20砼路面层，人行通道每隔5m设置一道伸缩缝，该伸缩缝内通过沥青杉木板分

隔。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整体结构稳固牢靠，便于人们通行。

[0015]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步骤S5中人行通道内每隔3m种植有植

株，植株的高度为1.8～2m；人行通道迎水面侧设置有防护栏杆，人行通道背水面侧外侧设

置有排水沟。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种植植株，能够美化河岸环境，提升景观效果，还利

于人们遮阳休憩；通过设置防护栏杆，实现安全防护，通过设置排水沟，利于岸顶排水。

[0017]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步骤S6中人行梯步沿河道水流方向间

隔设置有多组，相邻两组人行梯步之间的间距为200～400m。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便于人们从岸顶不同位置下行至亲水平台，更加人性化，

便于使用。

[0019]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护岸基础埋设有沿岸脚向岸顶贯

通的排水涵管，所述格宾笼镇脚、护坡以及人行通道位于排水涵管上方，所述排水涵管两端

分别设置有集水池和消力池，所述集水池位于靠近护岸基础岸顶处，所述消力池位于靠近

护岸基础岸脚处。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实现地面以下水的排放，整体布置合理，施工方便。

[0021] 综上所述，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1.不仅能够美化河岸环境，给人们带来良好亲水环境，而且可形成健康的水域生态环

境，提升场镇形象，改善人居环境；

2.亲水平台采用多层结构，整体结构强度高，防冲刷能力强，满足人们的亲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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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设置排水涵管，实现地面以下水的排放，整体布置合理，施工方便。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排水管涵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图2的A-A向剖视图。

[0023] 附图标记：1、格宾笼镇脚；2、亲水平台；3、土石回填；4、护坡；41、C25钢筋砼棱格；

42、麦冬草皮；5、人行通道；6、防护栏杆；7、排水沟；8、植株；9、排水涵管；10、集水池；11、消

力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参照图1，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河道生态治理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开挖护岸基础，精确测量放线后进行护岸基础开挖，用1立方米挖机按放好的线开

挖护岸基础，护岸基础直至挖到控制标高处。挖机挖除废土后通过人工清理坑底的残土、渣

土，并对坑底、坑壁进行清平，使坑底、坑壁平顺且相互垂直。

[0026] S2.在护岸基础岸脚处施工格宾笼镇脚1，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S21.格宾笼组装。本实施例中格宾笼组装的步骤为：S211.取出一个完整的格宾单元，

校正弯曲变形的部分，可用钳子拉和脚踩整平；S212.立起隔板及前后面板，先用边缘钢丝

延长部分固定住角点，确保每一竖直面板上端边缘在同一水平面上，特别注意隔板的两条

竖直边沿及底部边沿要在同一竖直面上；S213.绞合时注意按每间隔10～15cm双圈-单圈-

双圈间隔进行绞合，隔板绞合时注意沿一条竖直线绞合，而且绞合后的隔板是在同一竖直

面上；S214.用于转弯的格宾，绞合时前面板不绞合，折放到底板下，并用钢丝绳稍微绞几个

点，方便移动安装；S215.组装格宾的原则为，形状规则、绞合牢固，所有竖直面板上边缘在

同一水平面上并且确保盖板边缘能够与面板上端水平边缘绞合。本实施例的格宾笼采用

锌-5%铝-混合稀土合金钢丝，格宾笼长度为3m，宽度为1m和1.5m，高度为1m和1.5m；格宾笼

镀层的粘附力要求：当钢丝绕具有2倍钢丝直径的心轴6周时，用手指摩擦公司，其不会剥落

或开裂，符合YB/T4190-2018标准；格宾笼网孔尺寸8*8cm，网面钢丝直径2.7mm，边丝3.2mm；

格宾笼内部按照1m间隔布置隔板，长度、宽度、高度容许公差正负5%。

[0027] S22.放线确定出格宾笼的外边沿线。

[0028] S23.将组装好的格宾笼安装到确定出的位置；放置时应面对面、背对背，便于石料

填充、盖板绞合以及节约钢丝；碰到拐角时，可采用组装时不绞合前面板，将前面板折叠到

底板下，将格宾笼套进另一个格宾笼，底板重叠来完成；将相邻的格宾笼边缘用长钢丝绞合

起来，用长钢丝单、双间隔10～15cm绞合边缘；第二层及以上部分的格宾笼底部边缘需与下

层绞合在一起，绞合要求与前述相同，边缘钢丝加长部分往相邻的边缘绕紧。

[0029] S24.向格宾笼中填充石料形成格宾墙，填充石料必须同时均匀地向同层的各格宾

笼内放入填充料，不能将单个格宾笼一次性投满，填充石料的石材应石质均匀、不易风化、

无裂纹，饱和抗压强度不低于30MPa；填料施工中，应控制每层投料厚度在30cm左右，一般1m

高的格宾笼分三至四层投料为宜；放置格宾墙的面板受压鼓出及填装导致隔板弯曲；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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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填料的沉降，顶面填充石料宜适当高出格宾笼2～3cm，且必须密实，空隙处应以适当的小

碎石填塞，以增加格宾笼容重；裸露在地面以上的填充石料，表面应以人工码放（干砌石的

方式）或机械砌垒整平，石料件应相互搭接稳定，平面朝外；每层格宾笼填料完成后，应择点

控制测量标高。在格宾墙墙背和底部设置反滤层，反滤层采用透水土工布，该透水土工布采

用长丝纺粘针刺非织造土工布，其规格为300g/m2；该透水土工布拼缝搭接宽度不小于

15cm，详细指标参照国标GB/T17639-2008《长丝纺粘针刺非织造土工布》。完成以上施工后，

最后进行盖板绞合，具体步骤为：a.绞合盖子前，要对整体结构进行检查，对一些弯曲变形、

表面不平整等不符合施工要求的地方进行校正：出现隔板弯曲的现象，可通过将鼓出一边

的石头移到另一方格，然后扳直隔板来加以校正，或者用钢钎扳直，每一层表面的石头必须

用人工清平，确保表面平整、尽量减少孔隙率、有2.5～4cm的超高，对于顶部被埋到石头下

面，绞合不到位的隔板，可用钢钎将其翘起；b.用长1.4m的钢丝单、双圈间隔绞合盖板边缘

与竖直面板上边缘以及改版面板与隔板上边缘；c.靠在一起的竖直面板上边缘与面板边缘

要绞在一起，盖板绞合后，所有绞合边缘成一条直线，而且绞合点的几根钢丝紧密靠拢，绞

合不拢处必须用钢钎校正，同一层面的表面必须在同一水平面上。

[0030] 格宾墙前回填区采用大块石压脚，所选石料要求抗风化性能好且质地坚硬；最短

边尺寸不小于30cm，饱和抗压强度不小于30MPa，软化系数大于0.75，回填块石孔隙率不大

于24%。

[0031] 格宾墙墙背回填区采用黏性土，黏性土按压实度控制，压实度不小于0.91，碾压干

容重不小于15.5KN/m3，相对孔隙率不大于24%。

[0032] 格宾笼镇脚1埋深不低于1m，地基承载力不低于90KPa，承载力不满足要求时采用

块石换填。

[0033] S3.在格宾笼镇脚1顶面施工亲水平台2，且亲水平台2的高程高于正常水位0.2～

0.5m。本实施例中亲水平台2的宽度为1m或1.5m，亲水平台2包括从下至上依次铺设的碎石

垫层、C20砼层和青石板层，其中碎石垫层的厚度为0.07m，C20砼层的厚度为0.1m，青石板层

的厚度为0.03m；亲水平台2每隔3m设置一道伸缩缝，该伸缩缝内通过沥青杉木板分隔，整体

结构强度高，防冲刷能力强，满足人们的亲水需求。

[0034] S4.在护岸基础的岸坡坡面施工护坡4。在施工护坡4前先进行土石回填3，护坡4包

括填埋在土石回填3表面的C25钢筋砼棱格41和种植在C25钢筋砼棱格41表面的麦冬草皮

42，护坡4坡比为1:1.8～3.5。本实施例中种植土的厚度为25cm，C25钢筋砼棱格41为棱形结

构，其边长为3m，端面尺寸为0.3*0.3m。

[0035] S5.在护岸基础的岸顶施工人行通道5。人行通道5沿河道水流方向贯通全线，人行

通道5宽度为3m，人行通道5两侧设置有路沿，路沿采用C20砼路沿，其宽度为0.3m；人行通道

5包括从下至上依次铺设的碎石垫层和C20砼路面层，其中碎石垫层的厚度为0.1m，C20砼路

面层的厚度为0.2m；人行通道5每隔5m设置一道伸缩缝，该伸缩缝内通过沥青杉木板分隔。

人行通道5内每隔3m种植有植株8，植株8的高度为1.8～2m，本实施例中植株8为桂花树，桂

花树的分枝高度为1.2m，胸径为7～8cm，冠幅为2～2.5m。人行通道5迎水面侧设置有防护栏

杆6；人行通道5背水面侧外侧设置有排水沟7，排水沟7采用M7.5浆砌砖排水沟，其厚度为

0.24m，净空尺寸为0.3*0.3m。

[0036] S6.在人行通道5与亲水平台2之间设置人行梯步。人行梯步沿河道水流方向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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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多组，相邻两组人行梯步之间的间距为200～400m，每组人行梯步为99道，人行梯步

采用C20混凝土浇筑而成，便于人们从岸顶不同位置下行至亲水平台2，更加人性化，便于使

用。

[0037] 参照图2和图3，本发明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还可在护岸基础埋设沿岸脚

向岸顶贯通的排水涵管9，格宾笼镇脚1、护坡4以及人行通道5位于排水涵管9上方，排水涵

管9两端分别设置有集水池10和消力池11，集水池10位于靠近护岸基础岸顶处，消力池11位

于靠近护岸基础岸脚处。本实施例中，排水涵管9采用C30钢筋混凝土预制管，管道级别为Ⅱ

级管，承插口连接，管道基础采用C20砼管状基础，基础厚0.5m；集水池10的平面尺寸为1*

1m，池深0.5m，集水池10采用C20砼重力式挡墙结构，其顶宽为0.3m，高度为1.5m；消力池11

的池深为0.5m，池长为1m，池宽为1m，消力池11采用格宾石笼结构，且在墙背和底部设置有

透水土工布反滤层，以防止渗透变形破坏。

[0038]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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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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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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