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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

加固设施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

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包括设于河道岸堤上

部的第一加固单元和埋设于河床内的第二加固

单元，在第一加固单元和第二加固单元间设置生

态连锁块，并将生态连锁块铺设于河道岸堤上。

本实用新型固着易垮塌地区的河道岸堤，在生态

连锁块的洪水位以上的孔内种植可以富集重金

属的植物、洪水位以下的孔内种植吸收氮磷等元

素的植物，可以稳定岸堤，满足其行洪、灌溉功

能，净化水质，实现其水清、岸绿的环保及景观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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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设施包括设

于河道岸堤上部的第一加固单元和埋设于河床内的第二加固单元，所述第一加固单元和第

二加固单元间设有生态连锁块，所述生态连锁块铺设于河道岸堤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一加固单元包括横向加固机构，所述横向加固机构的一端配合设有纵向加固

机构，所述纵向加固机构与生态连锁块配合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其特征

在于：所述纵向加固机构包括若干并列埋设于河道岸堤上部的预应力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其特征

在于：配合所述预应力桩的河道岸堤上部还埋设有钢筋，所述钢筋与预应力桩配合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其特征

在于：所述横向加固机构包括若干平行的砼横梁，任一所述砼横梁的一端与对应的纵向加

固机构配合设置，另一端对应砼基础设置，配合所述砼基础设有排水沟。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其特征

在于：配合所述排水沟向下设有排水管。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其特征

在于：除排水沟外的第一加固单元上铺设有顶板，所述顶板与纵向加固机构间通过刚性件

配合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其特征

在于：所述第二加固单元为埋设于河床内的混凝土固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其特征

在于：所述生态连锁块上开设有种植孔。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其特征

在于：所述生态连锁块上的种植孔的开孔率为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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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与溪流、河道、海岸或其他海域的控制与利用有关的工程；一般水

工结构物的接缝或密封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

固设施。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物质越来越丰富，人民生活水平亦显著提高，目前我国已

步入了小康社会。然而，工业文明的发达却对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对河道的过度开

挖，破坏了其原有的生态环境，而粗放型的采矿工业造成重金属废水排入自然水体，又产生

了重金属污染。

[0003] 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水利工程中，护岸常采用浆砌石、干砌石、现浇混凝土板、预制

混凝土块及土工膜袋混凝土等土建工程及技术对河岸进行加固，这些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河水对岸堤的冲刷，满足了防洪排涝功能，但却进一步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使水不再

清、岸不再绿、景不再美。

[0004] 现有技术中，常用的河道护岸方法包括全自然型护坡技术和半自然型护坡技术。

全自然型护坡技术利用自然植物的根系进行边坡的固定；而半自然型结合护坡技术是结合

自然植物与传统水利工程的部分措施（如浆砌石、石笼等）以实现岸坡稳定。然而，由于我国

部分地区的河道岸堤处未易垮塌地质，针对这种特殊的地质，事实上采用植物护坡技术不

足以实现快速永久固定边坡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优化的可富集重金属的易

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针对易垮塌地质伴生重金属污染的河道设置，是一种既能保

证防止垮塌的稳定性、又能富集重金属的生态护岸结构。

[0006]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

设施，所述设施包括设于河道岸堤上部的第一加固单元和埋设于河床内的第二加固单元，

所述第一加固单元和第二加固单元间设有生态连锁块，所述生态连锁块铺设于河道岸堤

上。

[0007] 优选地，所述第一加固单元包括横向加固机构，所述横向加固机构的一端配合设

有纵向加固机构，所述纵向加固机构与生态连锁块配合设置。

[0008] 优选地，所述纵向加固机构包括若干并列埋设于河道岸堤上部的预应力桩。

[0009] 优选地，配合所述预应力桩的河道岸堤上部还埋设有钢筋，所述钢筋与预应力桩

配合设置。

[0010] 优选地，所述横向加固机构包括若干平行的砼横梁，任一所述砼横梁的一端与对

应的纵向加固机构配合设置，另一端对应砼基础设置，配合所述砼基础设有排水沟。

[0011] 优选地，配合所述排水沟向下设有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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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地，除排水沟外的第一加固单元上铺设有顶板，所述顶板与纵向加固机构间

通过刚性件配合设置。

[0013] 优选地，所述第二加固单元为埋设于河床内的混凝土固脚。

[0014] 优选地，所述生态连锁块上开设有种植孔。

[0015] 优选地，所述生态连锁块上的种植孔的开孔率为50%—70%。

[0016]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优化的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包括

设于河道岸堤上部的第一加固单元和埋设于河床内的第二加固单元，在第一加固单元和第

二加固单元间设置生态连锁块，并将生态连锁块铺设于河道岸堤上。

[0017] 本实用新型通过第一加固单元和第二加固单元固定生态连锁块，以生态连锁块加

固岸堤，使得易垮塌地质条件下的岸堤更加稳定，并可以在生态连锁块内种富集重金属用

的植物，既能满足河道的防洪排涝功能，又能营造绿色堤岸，减轻污染。

[0018] 本实用新型在第一加固单元、第二加固单元和生态连锁块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固

着易垮塌地区的河道岸堤，在生态连锁块的洪水位以上的孔内种植可以富集重金属的植

物、洪水位以下的孔内种植吸收氮磷等元素的植物，可以稳定岸堤，满足其行洪、灌溉功能，

净化水质，实现其水清、岸绿的环保及景观功能。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的A‑A向剖面图；

[0021] 图3为图1的B‑B向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

不限于此。

[0023]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富集重金属的易垮塌地质河道岸堤加固设施，所述设施包

括设于河道岸堤上部的第一加固单元和埋设于河床内的第二加固单元，所述第一加固单元

和第二加固单元间设有生态连锁块9，所述生态连锁块9铺设于河道岸堤上。

[0024] 本实用新型中，以第一加固单元设置于河道岸堤上部，为生态连锁块9提供岸堤上

部的着力点，以第二加固单元埋设在河床内，为生态连锁块9提供河道内的着力点，在三者

的共同作用下固着易垮塌地区的河道岸堤。

[0025] 本实用新型中，在岸堤上以预设距离沿岸堤设置多组第一加固单元、第二加固单

元和生态连锁块9。

[0026] 本实用新型中，需要说明的是，每一生态连锁块9的周边有形似透水砖的拼接凹凸

缘，相邻的生态连锁块9的外边缘彼此可以咬合；生态连锁块9从下至上的结构为土工布、

砂、土，土工布将生态联锁块视为整体进行考虑，种子埋在土里，土下层有砂做保护，砂层下

面由土工布防冲刷。

[0027] 所述第一加固单元包括横向加固机构，所述横向加固机构的一端配合设有纵向加

固机构，所述纵向加固机构与生态连锁块9配合设置。

[0028] 所述纵向加固机构包括若干并列埋设于河道岸堤上部的预应力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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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配合所述预应力桩7的河道岸堤上部还埋设有钢筋11，所述钢筋11与预应力桩7配

合设置。

[0030] 所述横向加固机构包括若干平行的砼横梁6，任一所述砼横梁6的一端与对应的纵

向加固机构配合设置，另一端对应砼基础3设置，配合所述砼基础3设有排水沟1。

[0031] 配合所述排水沟1向下设有排水管4。

[0032] 除排水沟1外的第一加固单元上铺设有顶板14，所述顶板14与纵向加固机构间通

过刚性件配合设置。

[0033] 本实用新型中，以横向加固机构提供横向固定力，以纵向加固机构提供纵向固定

力，横向加固机构和纵向加固机构配合，实现第一加固单元的位置固定，同时，以纵向加固

机构与生态连锁块9配合设置。

[0034] 本实用新型中，以预应力桩7为纵向加固机构，深入岸堤，通过仿木纹的表面结构

实现其与岸堤间的咬合度，防止岸堤垮塌；配合预应力桩7在河道岸堤上部埋设钢板，通过

钢板确保任何一个第一加固单元的稳定。

[0035] 本实用新型中，对预应力桩7设置钢筋11，配合钢筋11还可以设置铁板（或钢板）10

进行加固、以纵梁12进行全幅包围。

[0036] 本实用新型中，以多个砼横梁6分别与预应力桩7配合，进而实现水平方向的加固，

砼横梁6的另一端对应砼基础3，同时对应砼基础3设置路沿石2，在砼基础3下一般设置有砼

垫层5。

[0037] 本实用新型中，配合所有的砼基础3设置排水沟1，位于洪水位之上，用于收集顶板

14积流的雨水，后沿生态连锁块9流入河中；特别适用于在暴雨的情况下迅速退排水，确保

本设施的完整，排水沟1可以对应设置排水管4，确保排水速度。

[0038] 本实用新型中，进一步地，在若干砼横梁6上铺设顶板14，并以刚性件与预应力桩7

实现配合，将所有独立的第一加固单元连接成片，增加设施整体的完整性，提升稳定性；预

应力桩7与顶板14之间有若干根钢筋11分别深入预应力桩7与顶板14间，以确保顶板14的稳

定性。

[0039] 本实用新型中，顶板14位于洪水位以上；此顶板14上部还可以铺设透水砖、其上部

滨水侧还可以设置仿大理石栏杆13。

[0040] 所述第二加固单元为埋设于河床内的混凝土固脚8。

[0041] 本实用新型中，混凝土固脚8为砼固脚8。

[0042] 所述生态连锁块9上开设有种植孔。

[0043] 所述生态连锁块9上的种植孔的开孔率为50%—70%。

[0044] 本实用新型中，生态连锁块9具有种植孔，透气的同时可种植植物；举例来说，洪水

位以上可以种植包括但不限于狗牙根或黑麦草的植物，用于富集重金属，而洪水位以下可

以种植包括但不限于香蒲、再力花、茭白等植物，用于吸收氮磷，从而稳定岸堤，满足其行

洪、灌溉功能，又能净化水质，实现其水清、岸绿的环保及景观功能。

[0045] 本实用新型中，原则上，生态连锁块9下应铺设土工布，以防止水土流失。

[0046] 本实用新型中，给出一种实施例；

[0047] 预应力桩7顶部与砼横梁6相连、中上部与生态连锁块9相接，长度为300‑600cm，直

径为20‑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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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砼基础3，厚度为35cm；

[0049] 对应在砼基础3设置路沿石2，路沿石2高度30cm；

[0050] 顶板14为砼预制板，宽度为200cm‑250cm，厚度为10‑15cm；顶板14与预应力桩7顶

部采用钢筋11相连；

[0051] 排水沟1沿路沿石2铺设，型号为25cm*28cm；

[0052] 生态连锁块9开孔率为50%—70%；洪水位以上生态连锁块9种植孔中种植狗牙根或

黑麦草，吸收重金属，洪水位以下生态连锁块9中种植香蒲、再力花、茭白中等挺水植物的一

种或几种，带来舒适的景观效果同时还可以吸收水中的氨氮和磷。

[0053] 固脚8为混凝土材质，尺寸为50cm*50cm。

[0054] 本实施例用于河道生态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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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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