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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防止沟壁土壤流失的农田生态排水沟渠构

建方法

(57)摘要

一种防止沟壁土壤流失的农田生态排水沟

渠构建方法，通过对原排水沟渠进行初步整理，

然后在农田排水口与生态排水沟渠交接处设置

集水井，农田径流在集水井中初步沉淀后，经出

水堰进入生态排水沟渠；在对生态排水沟渠的沟

底留孔固化及沟壁放坡处理基础上，再用多孔性

生态排水沟渠侧板对生态排水沟渠的沟壁进行

加固处理，并在生态排水沟渠的边坡和底部预留

植生种植孔中种植净化植物；最后在生态排水沟

排水口设置挡水墙，使农田降雨径流经生态排水

沟渠净化后入河。本发明具有简便实用、避免沟

壁土壤流失、结构稳定、净化效果好以及具备良

好的景观效果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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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止沟壁土壤流失的农田生态排水沟渠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对原排水

沟渠进行初步整理，然后在农田排水口与生态排水沟渠交接处设置集水井，农田径流在集

水井中初步沉淀后，经出水堰进入生态排水沟渠；在对生态排水沟渠的沟底留孔固化及沟

壁放坡处理基础上，再用可防止沟壁土壤流失的多孔性生态排水沟渠侧板对生态排水沟渠

的沟壁进行加固处理，并在生态排水沟渠的边坡和底部预留植生种植孔中种植净化植物；

最后在生态排水沟渠末端设置水位控制单元，使农田降雨径流经过生态排水沟渠净化后入

河；

所述的放坡处理是指：对沟渠边坡按照60-70°的坡度进行放坡，并夯实土壤；

所述的加固处理是指：在生态排水沟渠的沟底留孔固化处理及边坡夯实基础上，在多

孔性生态排水沟渠侧板的降渍部对应位置放置碎石层，然后在边坡依次序放置可防止沟壁

土壤流失的多孔性生态排水沟渠侧板，沟底接缝处采用底梁固定，沟渠侧板后及种植孔中

覆土后土壤采用水夯方式让其沉降均匀；最后采用碎石压顶加固；

所述的降渍部为若干降渍孔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集水井为下沉式长方体结构，长

度为1.5-2米，宽度为1.0-1.2米，深度为0.8-1.0米，砖砌后内壁粉刷平整；集水井出水端设

0.3⨯0.1米的出水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可防止沟壁土壤流失的多孔性生

态排水沟渠侧板包括：位于上方的种植部和位于下方的降渍部，其中：种植部由种植孔和正

对其设置的可防止沟壁土壤流失的侧板种植单元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可防止沟壁土壤流失的侧板种植

单元，包括：托盘式结构、百叶窗式结构或组合式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托盘式结构，包括：碗式结构或锯

齿式结构，百叶窗式结构：由至少两排百叶窗式斜孔组成，组合式结构包括：组合式护板外

框和PVC植生格栅。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多孔性生态排水沟渠侧板下部区

域表面做拉毛处理，以利于微生物附着挂膜，提高系统净化效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碎石层的直径10厘米，其中的碎

石位于中间部分为3-5厘米粒径，位于外围部分依次为2-4及1-2厘米粒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种植净化植物，具体是指：多孔性

生态排水沟渠侧板的种植孔中种植草本植物，在生态排水沟渠的底部沿径流在生态排水沟

渠中的流向，呈S型依次混和交替种植各类经筛选湿生植物，从而构建并恢复沟渠湿地生态

系统，提高农田排水沟渠的污染物拦截及净化能力，减少面源污染排放。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草本植物是指：麦冬、高羊茅、黑

麦草中的一种或其组合；所述的湿生植物是指：美人蕉、芦苇、水葱、黄菖蒲、水竹或千屈菜

中的一种或其组合，每丛植物间距0.5米。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构建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在生态排水沟渠末端设置水位

控制单元，该水位控制单元是指：在生态排水沟渠末端设置的高20-30厘米的小型水坝，土

壤就地夯筑，从而保持沟内水位，维持沟渠植物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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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沟壁土壤流失的农田生态排水沟渠构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环境保护领域的技术，具体是一种用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的、可以防止沟壁土壤流失的农田生态排水沟渠构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农田排水沟渠是位于道路两旁或田间用于农田排水(泄洪)的水道，其形成过程就

是人类为满足生产、生活安全保障等需要而人工挖掘的过水通道。排水沟渠是一种人类活

动影响下的半自然化的湿地生态系统，对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农业区

常见的景观要素。沟渠的排灌功能是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随着水环境问题的

日益严重，沟渠在水环境污染的防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作用开始引起关注，成为

减轻氮、磷和农药等农田非点源污染的有效途径之一。

[0003] 国内外与农田排水沟渠相关的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相关

研究表明，沟渠对农业生产，尤其是对排水不畅地区的农业生产非常重要，是提高农业生产

力的有效措施之一；作为过水通道，沟渠系统影响着流域的降水分配和径流形成过程，并控

制着农田区的地下水位变化；沟渠同时具有河流和湿地特征的景观要素，可以为水生和湿

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极大地影响着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此外，作为一种人工湿地，沟渠可

以通过植物吸收、沉降、化学转化和微生物转化等过程有效地截留和转化农业生产造成的

面源污染，是减少地表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的有效途径之一。相关研究表明，生态排水沟渠

具备良好的农田径流污染物拦截效果，合理构建的农田生态排水沟渠系统对水田径流TN、

TP污染物拦截量分别可达1.6kg/亩·年、0.04kg/亩·年，对旱地径流TN、TP污染物拦截量

分别可达0.9kg/亩·年、0.06kg/亩·年，极大的减轻了河道污染负担，降低了富营养化风

险。

[0004] 整体上看，传统的水泥护板排水渠不能有效截留、去除农田降雨径流中的污染物

质，不具备生物栖息地功能，景观品质单一，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效应；目前构建的生态排

水沟渠系统相对传统的水泥明沟具有很大的进步，不但恢复了沟渠生境，而且对农田径流

污染物具有良好的净化效果。但是，对现行常规的圆孔沟渠侧板生态沟渠长期跟踪监测结

果发现，在经历了几年的使用后，由于排水冲刷及浸泡等作用，沟渠侧面泥土通过圆孔逐渐

流失，最终导致护板后泥土被掏空，大量泥土淤积沟渠底部，同时侧面水生植物失去附着

面，逐渐枯萎死亡，失去了沟渠构建初期的勃勃生机和净化能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结构不稳定、使用寿命短、沟壁土壤易流失、沟渠容易淤积、

维护管理不方便等缺陷，提出一种防止沟壁土壤流失的农田生态排水沟渠构建方法，具有

简便实用、结构稳定、避免沟壁土壤流失、对农田径流污染物净化效果好以及具备良好的景

观效果等特点。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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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发明通过对原排水沟渠进行初步整理，然后在农田排水口与生态排水沟渠交接

处设置集水井，农田径流在集水井中初步沉淀后，经出水堰进入生态排水沟渠；在对生态排

水沟渠的沟底留孔固化及沟壁放坡处理基础上，再用多孔性生态排水沟渠侧板对生态排水

沟渠边坡进行加固处理，并在生态排水沟渠的边坡和底部预留植生种植孔中种植净化植

物；最后在生态排水沟渠末端设置挡水墙，使农田降雨径流经过生态排水沟渠净化后入河。

[0008] 技术效果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选取过水能力强、对氮磷污染物截除效率高的水生、湿生

植物及合理的搭配方式，构建生态沟渠的植物体系，能有效降低有效截留、去除农田径流中

氮、磷等污染物质，恢复生物多样性，营造良好的沟渠湿地生态系统。同时，相对现有的一般

圆孔型生态排水沟渠，本发明提出的托盘式、组合式及百叶窗式生态沟渠侧板可以有效解

决一般圆孔排水沟渠侧板后被掏空、水土流失等问题，提高生态沟渠水土保持能力，更好的

营造植物生境，延长沟渠使用寿命，提供更好的农田径流污染净化效果，同时建立更完善的

农业景观，对于农田径流污染防治及农田生态系统保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托盘式(A：碗式托盘)生态排水沟渠护板结构图；

[0011] 图中：a为三视图；b为剖视图；c为安装断面示意图；

[0012] 图2为托盘式(B：锯齿托盘)生态排水沟渠护板结构图；

[0013] 图中：a为三视图；b为剖视图；c为安装断面示意图；

[0014] 图3为百叶窗式生态排水沟渠护板结构图；

[0015] 图中：a为三视图；b为剖视图；c为安装断面示意图；

[0016] 图4为组合式生态排水沟渠护板结构图；

[0017] 图中：a为三视图；b为剖视图；c为安装断面示意图；d为网格板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侧板种植单元、2降渍孔、3生态沟渠底部种植孔、4PVC植生格栅、5PVC格栅

种植孔、6沟底植物(湿生植物)、7沟壁植物(草本植物)。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实施例位于上海市某现代农业园区内，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0] 步骤1)进行初步整理，拆除农田排水沟渠的原混凝土护坡及底板。

[0021] 所述的初步整理是指：拆除传统排水沟渠的明沟护板及底板，恢复排水沟渠自然

状态，从而打通排水沟渠中水体和沟底、沟壁的物质能量交换通道，恢复植物、动物生境；

[0022] 步骤2)在农田排水口和生态排水沟渠交接处设置1.5米×1 .0米×0.8米(长×宽

×深)的集水井，集水井出水端设0.3×0.1米(宽×深)的出水堰。

[0023] 所述的集水井为下沉式长方体结构，长度为1.5-2米，宽度为1.0-1 .2米，深度为

0.8-1.0米，砖砌后内壁粉刷平整，从而使得农田排水携带的大量泥沙颗粒(SS)在集水井中

得以沉淀去除，减轻了生态沟渠的处理负荷；

[0024] 所述的出水堰设置成高度可调节，出水口标高和田面水常水位持平，从而调节高

度的出水堰口有利于调节田面水深度，以满足农田作物在不同生长季节对水位的不同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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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步骤3)对沟渠底部进行沟底留孔固化，并对沟渠边坡进行放坡处理，然后在边坡

进行加固处理。

[0026] 所述的沟底留孔固化是指：对沟渠底部采用生态混凝土沿水流方向每隔0.5米分

别左右交替留孔固化，预留直径15厘米圆孔作为生态沟渠底部种植孔3。

[0027] 所述的放坡处理是指：对沟渠边坡按照60-70°的坡度进行放坡，并夯实土壤，从而

为后续边坡加固处理提供良好基础。

[0028] 如图1～图4所示，所述的加固处理是指：在生态排水沟渠的沟底留孔固化处理及

边坡夯实基础上，在多孔性生态排水沟渠侧板降渍孔对应位置放置碎石层，然后在边坡依

次序放置多孔性生态排水沟渠侧板，沟底接缝处采用底梁固定，然后将碎土施于板后有空

隙处及种植孔中，采用水夯的方式让板后土壤及种植孔中土壤沉降均匀，1-2天后采用碎石

压顶，生态混凝土加固，在具有传统明沟护板版图护坡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底部种植孔和边

坡种植孔的开设，恢复了农田径流水和沟渠的物质能量交换通道；

[0029] 所述的多孔性生态排水沟渠侧板，具体尺寸为1×0.5米(长×宽，包括但不限于该

尺寸)，该农田生态排水沟渠护板包括：位于上方的种植部和位于下方的降渍部，其中：种植

部由种植孔和正对其设置的侧板种植单元组成。

[0030] 所述的侧板下部区域表面做拉毛处理，以利于微生物附着挂膜，提高系统净化效

果。

[0031] 所述的降渍部为若干降渍孔2组成。

[0032] 所述的侧板种植单元1，包括：如图1、图2所示的托盘式结构、如图3所示的百叶窗

式结构或如图4所示的组合式结构，从而在确保沟渠结构稳定的基础上，为沟渠植物提供更

多的生长空间，为水生动、植物等提供生境，进而构建并恢复农田排水沟渠生态系统，恢复

生物多样性。

[0033] 所述的托盘式结构，包括：如图1所示的碗式结构或如图2所示的锯齿式结构，其

中：托盘式结构的上部开口8-10厘米，深10厘米；背部开口直径10厘米。

[0034] 所述的百叶窗式结构，包括：如图3所示的至少两排百叶窗式斜孔组成，该百叶窗

式结构的上部开口10厘米，高5厘米，斜度45°。

[0035] 所述的组合式结构，包括：如图4a所示的组合式护板外框、PVC植生格栅4和如图4d

所示的PVC格栅种植孔5，PVC植生格栅4的尺寸为40厘米×50厘米(宽×高)，PVC格栅种植孔

5呈菱形、六边形孔或百叶窗型种植孔等其它任意结构布置，边长3厘米，深5厘米，斜度45°。

[0036] 所述的碎石层的直径10厘米，其中的碎石位于中间部分为3-5厘米粒径，位于外围

部分依次为2-4及1-2厘米粒径，从而防止护板后的泥土通过降渍孔2流失，保持沟壁稳定；

[0037] 步骤4)在生态沟渠底部种植孔3、侧板种植单元1和/或PVC格栅种植孔5内种植净

化植物，并在生态排水沟渠排水口设置挡水墙，以保持沟内一定水位，使得农田降雨径流经

生态排水沟渠净化后入河。

[0038] 所述的种植净化植物，具体是指：在生态排水沟渠的多孔性生态排水沟渠侧板的

种植孔中种植草本植物，在生态排水沟渠的底部沿径流水在生态排水沟渠中的流向，呈S型

依次混和交替种植各类经筛选湿生植物，从而构建并恢复沟渠湿地生态系统，提高农田排

水沟渠的污染物拦截及净化能力，减少面源污染排放。

[0039] 所述的草本植物是指：麦冬、高羊茅、黑麦草中的一种或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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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所述的湿生植物是指：美人蕉、芦苇、水葱、黄菖蒲、水竹或千屈菜中的一种或其组

合，每丛植物间距0.5米。

[0041] 所述的挡水墙是指：在生态排水沟渠末端设置的高20厘米的小型水坝，土壤就地

夯筑，从而保持沟内水位，维持沟渠植物正常生长。

[0042] 通过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了为期2年的监测，结果表明利用本发明构建的生态排水

沟渠系统对径流水SS去处率达到90％以上，对氮、磷养分的去处率达到35％以上。同时，2年

运行结果发现，碗式侧板种植单元中土壤不外流，渠底沉降的污泥量比现行圆孔型生态护

板减少45％以上。结果证明本发明提出的碗式侧板种植单元的生态排水沟渠能有效避免护

坡水土流失，降低径流污染物的入河量，减轻地表水环境污染负荷。

[0043] 上述具体实施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背离本发明原理和宗旨的前提下以不同

的方式对其进行局部调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且不由上述具体实施所

限，在其范围内的各个实现方案均受本发明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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