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619105.X

(22)申请日 2019.09.26

(73)专利权人 广东义方致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51063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

路190号911房(仅限办公)(不可作厂

房使用)

(72)发明人 于素英　黄汉林　钟智清　于建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国海智峰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44489

代理人 刘军锋

(51)Int.Cl.

C02F 3/32(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态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该浮岛包括

多个相互连接的浮床、种植在浮床上的水生植

物，以及与浮床固定连接的自动升降装置，自动

升降装置由从下至上设置的找平层、预制锚板和

升降杆组成，升降杆由多个直径不同的锚杆套接

组成。本实用新型通过在原河床上铺设找平层，

对局部河床整平，使得置于找平层上的预制锚板

为水平状态；预制锚板与升降杆一端垂直固定连

接，避免了升降杆不能直接打入硬质河床的情

况，对于河底多为淤泥的软质河床，也避免了升

降杆固定效果不佳的现象，扩大了本实用新型浮

岛的应用范围，且在施工过程中不破坏原有河

床、河岸结构，施工简便，施工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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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浮岛包括多个相互连接的浮床、

种植在所述浮床上的水生植物，以及与所述浮床固定连接的自动升降装置，其中：所述自动

升降装置由从下至上设置的找平层、预制锚板和升降杆组成，所述升降杆由多个直径不同

的锚杆套接组成，所述升降杆上端与所述浮床固定连接，下端与所述预制锚板垂直固定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找平层为花岗

岩碎石垫层，铺设于河床上，所述预制锚板为置于所述找平层上的预制混凝土沉重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杆包括第

一锚杆和套接于所述第一锚杆外部的第二锚杆，所述第一锚杆的长度大于所述第二锚杆的

长度，所述第一锚杆的下端与所述预制锚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锚杆的上端与所述浮岛固

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锚杆和所

述第二锚杆的长度满足以下条件：

(1)河面最低水位下，所述升降杆露出水面高度不高于植物长成后高度；

(2)浮岛整体下沉的最低高度不大于最低水位的水面高度；

(3)在河面最高水位及最大风浪作用下，所述第一锚杆和所述第二锚杆套接重叠部分

富余长度不小于0.1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其特征在于，设所述第一锚杆长

度为h1，所述第二锚杆长度为h2，所述找平层厚度为d1，预制锚板厚度为d2，河面的最低水位

高度为H1，最高水位高度为H2，河床高度为H3，最大风浪下平均波高为hm，植物长成后高度为

L，所述第一锚杆h1和第二锚杆长度h2满足以下条件：

h1+d1+d2-(H1-H3)≤L；

h2+d1+d2≤H1-H3；

h1+h2+d1+d2-(H2-H3+hm)≥0.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浮床与浮床之

间通过连接扣连接，所述浮床的中部设置有种植孔，在所述种植孔内固定连接有定植篮，水

生植物固定于所述定植篮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浮床下部设置

有防护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结构为

1400目聚酯网，在所述聚酯网上固定有砖块，防止聚酯网贴合在浮床底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其特征在于，靠近河岸位置设置

的所述升降杆，距离河岸25-40c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植物为

水生美人蕉、再力花、菖蒲、花叶芦竹、翠芦莉、梭鱼草、水芋、睡莲中任意几种，所述水生植

物的高度为80-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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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态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

背景技术

[0002] 生态浮岛是一种针对富营养化的水质，利用生态工学原理，降解水中的氮、磷的含

量的人工浮岛，利用能够漂浮在水面上的浮体，把高等水生植物或驯化的陆生植物种植到

水面浮岛上，植物在浮岛上生长，营造水上植物景观，并通过根部的吸收、吸附作用和物种

相克机理，消减富氧化水体中的氮、有机磷及污染物质，从而达到生态净化水质的效果，同

时具有创造生物的生息空间、改善景观、消波等综合性功能。

[0003] 浮岛植物是生态浮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浮岛生态功能的承担者，同时也是

浮岛景观效果的体现者，但现有浮岛的植物配制难以兼顾景观和生态两大功能。另一方面，

传统的生态浮岛的固定方式多采用绳索配合石笼或者锚钩沉水后将其固定，这种方式不利

于浮岛的固定。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兼具净化

水质以及美化水景的效果，同时对浮岛的固定效果佳。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浮岛包括多个相互连接的浮床、种植在浮床上

的水生植物，以及与浮床固定连接的自动升降装置，其中：自动升降装置由从下至上设置的

找平层、预制锚板和升降杆组成，升降杆由多个直径不同的锚杆套接组成，升降杆上端与浮

床固定连接，下端与预制锚板垂直固定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找平层为花岗岩碎石垫层，铺设于河床上，预制锚板为置于找平层上的

预制混凝土沉重物。

[0008] 进一步的，升降杆包括第一锚杆和套接于第一锚杆外部的第二锚杆，第一锚杆的

长度大于第二锚杆的长度，第一锚杆的下端与预制锚板固定连接，第二锚杆的上端与浮岛

固定连接。

[0009] 进一步的，第一锚杆和第二锚杆的长度满足以下条件：

[0010] (1)河面最低水位下，升降杆露出水面高度不高于植物长成后高度；

[0011] (2)浮岛整体下沉的最低高度不大于最低水位的水面高度；

[0012] (3)在河面最高水位及最大风浪作用下，第一锚杆和第二锚杆套接重叠部分富余

长度不小于0.1m。

[0013] 进一步的，设第一锚杆长度为h1，第二锚杆长度为h2，找平层厚度为d1，预制锚板厚

度为d2，河面的最低水位高度为H1，最高水位高度为H2，河床高度为H3，最大风浪下平均波高

为hm，植物长成后高度为L，第一锚杆h1和第二锚杆长度h2满足以下条件：

[0014] h1+d1+d2-(H1-H3)≤L；

说　明　书 1/7 页

3

CN 211283878 U

3



[0015] h2+d1+d2≤H1-H3；

[0016] h1+h2+d1+d2-(H2-H3+hm)≥0.1。

[0017] 进一步的，浮床与浮床之间通过连接扣连接，浮床的中部设置有种植孔，在种植孔

内固定连接有定植篮，水生植物固定于定植篮内。

[0018] 进一步的，升降杆沿河岸方向每隔15-30米设置一根。

[0019] 进一步的，浮床下部设置有防护结构。

[0020] 进一步的，防护结构为1400目聚酯网，在聚酯网上固定有砖块，防止聚酯网贴合在

浮床底部。

[0021] 进一步的，靠近河岸位置设置的升降杆，距离河岸25-40cm。

[0022] 进一步的，水生植物为水生美人蕉、再力花、菖蒲、花叶芦竹、翠芦莉、梭鱼草、水

芋、睡莲中任意几种，水生植物的高度为80-100cm。

[0023] 本实用新型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本实用新型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自动升降装置由依次设置的找平

层、预制锚板和升降杆组成，通过在原河床上铺设找平层，对局部河床整平，使得置于找平

层上的预制锚板为水平状态；预制锚板水平设置在找平层上，并与升降杆一端垂直固定连

接，避免了升降杆不能直接打入硬质河床的情况，另一方面对于河底多为淤泥的软质河床，

也避免了升降杆固定效果不佳的现象；升降杆另一端与浮岛固定连接，并采用不同直径的

锚杆套接组成，使得升降杆可随着水位高低自动升降，进而保证浮岛在水平方向位置固定，

竖直方向可随水位高低自由升降。本实用新型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通过自动升

降装置的设置，使其对软质河床和硬质河床均可适应，扩大了浮岛的应用范围，且在施工过

程中不破坏原有河床、河岸结构，施工简便，施工速度快。

[0025] (2)本实用新型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选用水生美人蕉、花叶芦竹等水生

植物，并采用无土栽培方法，使得水生植物根系直接吸收水体中的养分，削减了富集水体中

的氮、磷及有机污染物质，可有效降解水中的N、P及有机物等营养物质，以自然生态的方式

达到平衡、净化水质的目的，使水质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有效改善。同时在河岸设置浮岛，

不仅可以遮挡受污染的河岸，还可通过挺水植物和浮水植物等的搭配组合，形成美丽的水

景景观，起到美化水景及河岸的目的。

[0026] (3)本实用新型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在浮岛下方设置有防护结构，采用

孔径较细的聚酯网并用砖块固定，一方面使得水生植物根茎有较大的空间进行生长，避免

了鱼虾等对植物根系的啃食，另一方面较小的鱼籽等仍可进入聚酯网内并依附在植物根系

上，有助于鱼虾类水生动物的繁殖，保证河水内形成稳定、平衡的生态系统。

[0027] (4)本实用新型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浮床与浮床之间用连接扣连接在

一起，可以拼接成任意形状的生态景观，提高了浮岛的观赏效果。

[0028] (5)本实用新型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靠近河岸设置的升降杆仍保持与

河岸有一定距离，有效防止在有风浪的情况下植物因与河岸摩擦而损坏，有利于植物生长。

附图说明

[0029]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的，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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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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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附图。

[003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图1中A-A方向剖视图；

[0032] 图3为图1中B-B方向剖视图；

[0033] 图中：1-浮床，11-种植孔，12-复氧通气孔，2-水生植物，3-找平层，4-预制锚板，5-

升降杆，51-第一锚杆，52-第二锚杆，53-第三锚杆，54-水平锚杆，6-河床，7-河岸,8-聚酯

网，9-砖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

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的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35] 一种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岛，如图1-3所示，浮岛包括多个相互连接的浮床1、

种植在浮床1上的水生植物2，以及与浮床1固定连接的自动升降装置，其中：自动升降装置

由从下至上设置的找平层3、预制锚板4和升降杆5组成，升降杆5由多个直径不同的锚杆套

接组成，升降杆5上端与浮床1固定连接，下端与预制锚板4固定连接。

[0036] 通过在原河床上铺设找平层3，对局部河床整平，使得置于找平层3上的预制锚板4

为水平状态；预制锚板4水平设置在找平层3上，并与升降杆5一端垂直固定连接，一方面避

免了升降杆5不能直接打入硬质河床的情况，另一方面对于河底多为淤泥的软质河床，也避

免了升降杆5直接打入而固定效果不佳的现象，使得本实用新型的浮岛结构对软质河床和

硬质河床均可适应，扩大了浮岛的应用范围，且在施工过程中不破坏原有河床、河岸结构，

施工简便，施工速度快。同时升降杆5另一端与浮岛固定连接，并采用不同直径的锚杆套接

组成，使得升降杆可随着水位高低自动升降，进而保证浮岛在水平方向位置固定，竖直方向

可随水位高低自由升降。

[0037] 具体的，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找平层3为花岗岩碎石垫层，铺设于河床6

上，用于对河床进行整平。预制锚板4为置于找平层3上的预制混凝土沉重物。用水上专用挖

机，在将要放置预制锚板的位置往河底填充花岗岩碎石，并用挖斗水下整平。混凝土沉重物

通过水上专用吊机吊入水中找平层上。

[0038] 更具体的，预制锚板的重量及尺寸大小的设置与不同河面可能遭遇的风载荷大小

以及连接杆设置距离等因素有关。其中，风载荷Wk＝βz·μs·μz·W0，W0为基本风压值(kN/

m2)，μs为风载体型系数，μz为风压高度变化系数，βz为z高度处的风振系数。假设每h米设置

两根升降杆，植物高度为L，则每两根升降杆受到的水平力为：F＝Wk·h·L。

[0039] 设预制锚板与河床的摩擦系数为μ，预制锚板密度为ρ，体积为V，则需满足预制锚

板与河床的摩擦力大于升降杆受到的水平力，即：

[0040] μgV(ρ-ρ水)＞Wk·h·L。

[0041] 由上可以确定预制锚板的体积大小范围，再根据实际浮岛的尺寸、预制锚板混凝

土的用量等确定具体的预制锚板长宽高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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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以广州市南沙区某滨水景观带设置生态浮岛为

例。本实施例中，南沙区10年一遇基本风压W0＝0.35，风压高度变化系数μz＝1，风载体型系

数μs＝0.5(参照安全网)，风振系数βz＝1，可得风载荷Wk＝1×0.5×1×0.35＝0.175kN/m2。

[0043] 按照沿河岸方向每15米设置两根升降杆，植物高度为1米，每两根升降杆受到的水

平力为：F＝Wk·h·L＝0.175×15×1＝2.625kN。

[0044] 预制锚板与河床的摩擦系数为0.5，预制锚板密度为2200kg/m3，体积为V，则需满

足预制锚板与河床的摩擦力大于升降杆受到的水平力，即：

[0045] μgV(ρ-ρ水)＞Wk·h·L。

[0046] 得到预制锚板体积V＞2625/(0.5×9.8×(2200-1000))，即V＞0.446m3。

[0047] 本实施例中预制锚板的长度根据对应浮岛的宽度设置为2.6m，为保证升降杆插入

预制锚板内具有较大的厚度，以提高升降杆的横向受力能力，设置预制锚板厚度为0.2m，再

综合考虑成本因素、工艺难度等，设置预制锚板宽度为0.9m，得到预制锚板体积V＝2.6×

0.9×0.2＝0.468＞0.446m3。

[0048] 因此，采用尺寸2.6m(长)×0.9m(宽)×0.2m(厚)的预制锚板，可抵抗南沙区10年

一遇的大风。

[0049] 具体的，如图3所示，升降杆5包括第一锚杆51和套接于第一锚杆51外部的第二锚

杆52，第一锚杆51的长度大于第二锚杆52的长度。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升降杆5

还包括第三锚杆53，第三锚杆53下端预埋于预制混凝土沉重物中，第一锚杆51的公称直径

小于第三锚杆53的公称直径，第三锚杆53上端套接在第一锚杆51的下端外部，并与第一锚

杆51通过螺丝固定连接。第三锚杆53的长度较短，并直接预埋于混凝土中并固化，通过第三

锚杆53的设置，相较于直接将长度较长的第一锚杆51与预制锚板4固定连接，简化了预制锚

板4的整体结构，易于运输及吊装。更具体的，第一锚杆51的公称直径小于第二锚杆52的公

称直径，第二锚杆52套设在第一锚杆51外，第一锚杆51的长度大于第二锚杆52的长度。通过

升降杆5套管结构的设置，来控制浮岛随着水位的高低自由升降。对于升降杆5的公称直径

的选取，要保证升降杆5的抗弯承载力大于强风下的水平推力。

[0050] 具体的，第一锚杆51和第二锚杆52的长度满足以下条件：

[0051] (1)河面最低水位下，升降杆露出水面高度不高于植物长成后高度；

[0052] (2)浮岛整体下沉的最低高度不大于最低水位的水面高度；

[0053] (3)在河面最高水位及最大风浪作用下，第一锚杆和第二锚杆套接重叠部分富余

长度不小于0.1m。

[0054] 具体的，设第一锚杆长度为h1，第二锚杆长度为h2，找平层厚度为d1，预制板层厚度

为d2，河面的最低水位高度为H1，最高水位高度为H2，河床高度为H3，最大风浪下平均波高为

hm，植物长成后高度为L，第一锚杆h1和第二锚杆长度h2满足以下条件：

[0055] h1+d1+d2-(H1-H3)≤L

[0056] h2+d1+d2≤H1-H3

[0057] h1+h2+d1+d2-(H2-H3+hm)≥0.1。

[0058] 在满足上述条件下，使得升降杆等结构构件无论在何种水位下，均藏于水面或者

植物以下，以确保不影响浮岛造型，更加美观。同时也保证在任何水位下，植物根系均可沉

浸在水中吸取养分。本实用新型的浮岛结构稳定可靠，可保证浮岛不被风浪带走，防止浮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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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风浪打翻，在水位剧烈变动、风浪大的情况下，能够缓冲浮岛与浮岛之间的相互碰撞，使

得浮岛结构稳定耐用。本实用新型的浮床，抗风险能力高，浮床可抵抗8级台风、水生植物可

抵抗7级台风(台风过后需做出适当修建处理)。

[005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以广州市南沙区某滨水景观带设置生态浮岛为

例。本实施例中，设第一锚杆长度为h1，第二锚杆长度为h2，找平层厚度为d1＝0.2m，预制锚

杆厚度为d2＝0.2m，河面的最低水位高度为H1＝4.7m，最高水位高度为H2＝6.3m，河床高度

为H3＝3.2m，最大风浪下平均波高为hm，植物长成后高度为(0.8-1)m，取L＝0.8m。

[0060] 其中，最大风浪下平均波高根据《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274-2011，附录A波浪

和护坡计算，具体的莆田试验站公式如下：

[0061] A.1 .4风区内水域平均深度Hm宜沿风向作出地形剖面图求得，计算水位应于相应

设计状况下的静水位一致。

[0062] A.1 .5波浪的平均波高和平均波周期宜采用莆田试验站公式，按式(A.1.5-1)、式

(A.1.5-2)计算：

[0063]

[0064]

[0065] 式中hm——平均波高，m；

[0066] Tm——平均波周期，s；

[0067] W——计算风速，m/s；

[0068] D——风区长度，m；

[0069] Hm——水域平均水深，m；

[0070] g——重力加速度，取9.81m/s2。

[0071] 按照8级风风速最大值：20.7米/秒；风速修正系数：1.0；风区长度：取5倍河道宽

度，100米计算；水域平均深度取50年一遇的河水深度：6.3-3.2＝3.1米；坡度系数：0。

[0072] 计算得出平均波高：hm＝0.1129米。

[0073] 综上，第一锚杆h1和第二锚杆长度h2满足以下条件：

[0074] h1+0.2+0.2-(4.7-3.2)≤0.8

[0075] h2+0.2+0.2≤4.7-3.2

[0076] h1+h2+0.2+0.2-(6.3-3.2+0.1129)≥0.1。

[0077] 由上述条件计算得到，1.4129≤h1≤1.9，1.0129≤h2≤1.5。

[0078] 在此条件下，本实施例中选取第一锚杆长度为1.9m，第二锚杆长度为1.2m，满足上

述要求。此时第一锚杆和第二锚杆套接重叠部分富余长度为1.9+1.2+0.2+0.2-(6.3-3.2+

0.1129)＝0.29m，即升降杆长度在最高水位、8级风的情况下，尚有29cm重叠部分，升降杆长

度符合要求。最低水位下升降杆露出水面高度为1.9+0.2+0.2-1.5＝0.8m，植物长成后高度

为0.8-1m≥0.8m。浮岛整体下沉的最低高度为0.2+0 .2+1 .2＝1 .6m，大于最低水位水面

1.5m。因此，本实施例中第一锚杆和第二锚杆的长度设置满足要求。

[0079] 具体的，如图1-3所示，浮床1与浮床1之间通过连接扣(图中未视出)连接，同时升

降杆5还包括水平锚杆54，水平锚杆54与第二锚杆52的上端垂直固定连接，水平锚杆54与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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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固定连接。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实施方式，水平锚杆54与第二锚杆52的上端焊接连接，

水平锚杆54与位于浮岛边缘的浮床1通过绑扎固定，保证了浮岛在水平方向位置固定，竖直

方向可在第一锚杆51和第二锚杆52的作用下随水位高低自由升降。

[0080]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浮床1为1000mmx500mmx60mm尺寸的高分子聚乙烯

材料，每组浮床包括8个种植孔，孔径为160mm；作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实施方式，浮床为

直径为330mm、厚度为65mm的圆形结构，中间设置有种植孔，孔径为170mm。优选的，在本实用

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如图1-2所示，浮床为330mmx330mmx65mm尺寸的长方体结构，浮床1的

中部设置有种植孔11，孔径为170mm，在种植孔11内固定连接有定植篮13。上述浮床可承担3

公斤浮力，可满足大型水生植物的种植需求。更具体的，在浮床1上种植孔11四周还设置有

复氧通气孔12，可实现空气与水体之间的氧传输，达到自然复氧的目的。同时对浮床采取抗

氧化抗紫外技术处理，使得浮床的使用寿命大于6年，且实际使用成本仅为泡沫板的一半。

采用此种结构，单个浮床的尺寸更小，使得布置方式更加灵活，可根据河道的形状，布置出

贴合河道的造型；通过连接扣将浮床与浮床之间连接，可以拼接成任意形状的生态景观，提

高浮岛的观赏效果。同时浮床种植孔间距更大，为每株植物提供更多的生长空间，有利于植

物后期生长。

[0081] 更具体的，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定植篮13为聚丙烯材质，定植篮13内设

置有卡槽(图中未视出)，保证水生植物稳定固定在定植篮13内。每个定植篮13内种植有3株

水生植物。

[0082] 更具体的，水生植物为水生美人蕉、再力花、菖蒲、花叶芦竹、翠芦莉、梭鱼草、水

芋、睡莲中任意几种，水生植物的高度为80-100cm。本实用新型利用水生植物浮岛种植的植

物，由于根系直接吸收水体中的养分，削减富集水体中的氮、磷及有机污染物质，可有效降

解水中的N、P及有机物等营养物质；增加水体生物接触氧化的边缘面积，抑制藻类生长；创

造适宜多种生物生息繁衍的水生态系统；起到水体净化作用，以自然生态的方式达到平衡、

净化水质的目的，使水质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有效改善，并长期维系水体清澈的生态效果。

目前河岸大理石挂板易被河水里的污染物污染，导致大理石表面污渍严重，影响美观。通过

设置河岸浮岛，不仅可以遮挡受污染的河岸，而且通过在水面上择水生美人蕉、再力花、菖

蒲、花叶芦竹、翠芦莉等挺水植物，同时与睡莲等浅水性的浮水植物搭配组合，形成挺浮植

物自然结合后美丽的水景景观。还可采用四季常绿的草坪植物在水面种植，形成水面草坪

景观的神奇效果。

[0083] 具体的，升降杆5沿河岸方向每隔15-30米设置一根。两两升降杆之间的浮床构成

一组，具体长度根据河道现场情况进行调整。每一组浮床种植一种植物，重要展示区域以花

草结合间隔种植为主，其它区域以水草间隔种植为主。本实用新型以大段种植，色彩搭配美

观大方，色块效果好，可形成郁郁葱葱的效果，与周围环境配置相协调；且同一段花期基本

相同，便于后期养护管理，减少病虫害。

[0084] 具体的，浮床1下部设置有防护结构。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如图2-3所

示，防护结构为1400目的聚酯网8，在聚酯网8上固定有砖块9，防止聚酯网8在浮力作用下贴

合在浮床1底部。通过在浮岛下方设置防护结构，采用孔径较细的聚酯网并用砖块固定，一

方面使得水生植物根茎有较大的空间进行生长，避免了鱼虾等对植物根系的啃食，另一方

面较小的鱼籽等仍可进入聚酯网内并依附在植物根系上，有助于鱼虾类水生动物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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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河水内形成稳定、平衡的生态系统。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中，以每组浮床为单位

设置防护结构。

[0085] 具体的，靠近河岸7位置设置的升降杆5，距离河岸25-40cm。靠近河岸7设置的升降

杆5仍保持与河岸7有一定距离，有效防止在有风浪的情况下植物因与河岸7摩擦而损坏，有

利于植物生长。

[0086] 本实用新型的自动升降水生植物生态浮床，通过激发浮床自身的能量，达到自由

的“吐故纳新”，维持健康的水生生态环境。在受污染水域安放生物浮床，并在浮床上利用介

质种植兼具净水、观赏及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利用植物的根系吸附吸收、微生物的生化降

解等作用，改善和净化水质。同时，水生植物群落的形成也可为野生动物和昆虫提供栖息

地。这样一来，污染水体流经植物、动物形成的生态群落，形成持续而稳定的循环净化过程，

确保浮岛作用水域的水质持续良好。

[0087] 以上借助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了进一步描述，但是应该理解的是，这里具

体的描述，不应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实质和范围的限定，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在阅

读本说明书后对上述实施例做出的各种修改，都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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