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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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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

养袋结构及生态修复方法，包括以下内容：在水

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上开挖形成U型沟，所述U型

沟与坡面等高线形成一定夹角，并沿坡面分层布

置，每条U型沟的下端与排水沟相接；在U型沟中

放置有营养袋，所述营养袋袋体为双层结构，将

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夹在双层之间，袋内填充有

种植基材，并戳破营养袋种植草本植物。本发明

提供的袋体和种植基材配方，能够吸附营养土中

的营养物质，有效防止水污染；设计的U型沟中放

置营养袋的做法既有利于土壤保持，又避免了下

雨时浸渍的危害。本发明为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

创造了可持续的动植物生境，对水岸或消落带岩

质岸坡生态修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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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U型沟（2）、营养

袋（3）、排水沟（5），在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上有U形沟（2），所述U型沟（2）为条形结构，走

向与坡面（1）等高线形成一定夹角，并在坡面（1）上分层布置，且每条U型沟（2）的下端与排

水沟（5）相接；在每条U型沟（2）中放置有营养袋（3），所述营养袋（3）袋体采用双层结构，在

双层之间夹有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营养袋（3）内填充有种植基材（8），植物（4）从营养

袋（3）长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相邻两条U型沟（2）之间距离L为1.5-2.5m，每条U型沟（2）的深度H为15-25cm，宽度C

为10-30  cm；相邻排水沟（5）之间距离M为6-12  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营养袋（3）袋体采用无纺布制成，无纺布厚度为0.5-1 .0mm，单位重量为50-90  g/

m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颗粒为3-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用膨润土替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种植基材（8）采用壤土、腐殖质、草木灰、经过处理的硅藻土配制而成；种植基材（8）

的配方为（按体积比）：壤土80%，腐殖质10%，草木灰2%，经过处理的硅藻土8%；硅藻土的处理

方法采用浓度为7%-8%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后晾干。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经过处理的硅藻土用经过处理的沸石或浮石代替；沸石或浮石的处理方法采用浓

度为7%-8%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后晾干。

8.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有以下步骤：

（1）制作好营养袋（3），扎破营养袋（3）并种植植物（4）；

（2）选择枯水期进行施工，清理岩石坡面（1）碎石、表土、杂物；

（3）在岩石坡面（1）测量放样，确定每条U型沟（2）的位置及排水沟（5）的走向；

（4）开挖岩石坡面（1），修整成U型；

（5）将营养袋（3）安放到U型沟（2）内，覆盖上遮阳网并洒水养护。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1）完成后，将种植有植物（4）的营养袋（3）的置于大棚或温室中育苗。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结构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植物（4）为狗牙根、廖草或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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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及生态修复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岸或消落带生态修复领域，具体涉及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

安置营养袋的生态修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立地条件差，坡度大，缺少可供植物生长的土壤。岩质岸坡

在淹没期虽然可能有泥沙沉积，但在出水期要遭受雨水侵蚀和波浪冲刷，泥沙往往难以长

期保存。通过对三峡地区的调查发现，土质边坡的消落带有以狗牙根、廖草和苍耳为主的植

物群落，即使在水淹几个月后，露出水面的消落带仍能够很快覆盖边坡，植被的覆盖状况好

于岩质消落带。因此，在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上，想办法让土壤能长期保持，是生态修复

的关键。

[0003] 对于普通的岩质岸坡，人们通常采用飘台法进行绿化，种植藤蔓植物；对于被水淹

没的河岸，人们采用浮床法进行绿化，种植水生植物。但对水陆交替控制的水岸或消落带绿

化，采用飘台法或浮床法或其他方法存在应用不理想的问题。采用飘台法虽然能在岩质岸

坡上提供植物生长的土壤，但飘台种植槽内容纳的种植营养基质含有较多的有机质，在水

淹时进入水体，造成水体污染；采用浮床法虽能通过浮板为植物提供生长环境，但盛装的营

养基质易污染水体、漂浮单元固定困难。上述两种方法成本较高，不利于大面积推广。

[0004] 为此，需要采用新的更经济的方法来进行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的生态修复，一

方面解决土壤长期保持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基材早期对水质污染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生态修

复方法，以缓解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生态修复技术存在无法提供植物生长条件、种植基

材污染水体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在于：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

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包括U型沟、营养袋、排水沟，在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上有U形沟，U

形沟为条形结构，U型沟走向与坡面等高线形成一定夹角，并在坡面上分层布置，且每条U型

沟的下端与排水沟相接；在每条U型沟中放置有营养袋，所述营养袋袋体采用双层结构，在

双层之间夹有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袋内填充有种植基材，植物从营养袋长出。

[0007] 所述相邻U型沟之间距离L为1.5-2.5m，每条U型沟的深度H为15-25cm，宽度C为10-

30  cm；相邻排水沟之间距离M为6-12  m。

[0008] 所述营养袋袋体采用无纺布制成，无纺布厚度为0.5-1.0mm，单位重量为50-90  g/

m2。

[0009] 所述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颗粒为3-5  mm。

[0010] 所述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用膨润土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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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种植基材采用壤土、腐殖质、草木灰、经过处理的硅藻土配制而成；种植基材

的配方为（按体积比）：壤土80%，腐殖质10%，草木灰2%，经过处理的硅藻土8%；硅藻土的处理

方法采用浓度为7%-8%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后晾干。

[0012] 所述经过处理的硅藻土用经过处理的沸石或浮石代替；沸石或浮石的处理方法采

用浓度为7%-8%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后晾干。

[0013] 所述的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有以下步

骤：

（1）制作好营养袋，扎破营养袋并种植适宜南方地区生长的狗牙根、廖草、苍耳，在大棚

或温室中育苗。

[0014] （2）选择枯水期进行施工，清理岩石坡面碎石、表土、杂物，消除安全隐患。

[0015] （3）在岩石坡面测量放样，确定每条U型沟的位置及排水沟的走向。

[0016] （4）开挖岩石坡面，修整成U型。

[0017] （5）将营养袋安放到U型沟内，覆盖上遮阳网并定期洒水养护。

[0018] 结合以上技术方案，本发明达到的有益效果在于：

第一，利用U型沟和袋体装填的基材，能够长期保持基材，且能沉积一些泥沙，建立可持

续的生境；第二，基材配方中有硅藻土，袋体内装有活性炭或竹炭，可以有效减轻基材营养

物质流失，减轻水体污染；第三，结构简单，成本低；第四，可先进行大棚或温室育苗，实现即

时快速绿化。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20] 图1为本发明使用排水沟时的立面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用于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的沿A-A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营养袋的截面示意图。

[0023] 图中：坡岸1、U型沟2、营养袋3、草本植物4、排水沟5、枯水期水位线6、活性炭或竹

炭吸附剂7、种植基材8、缝线9。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西南地区乌东德水电站某岩质消落带岸坡，坡度为45°拟采用本发明进行生态护坡。

[0025] 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包括U型沟2、营养袋3、排水沟

5，在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上有U形沟2，U型沟2为条形结构，其走向与坡面1等高线形成一

定夹角，并在坡面1上分层布置，且每条U型沟2的下端与排水沟5相接；在每条U型沟2中放置

有营养袋3，所述营养袋3袋体采用双层结构，在双层之间夹有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由缝

线9缝合，袋内填充有种植基材8，草本植物4从营养袋3长出。

[0026] 所述相邻两条U型沟2之间距离L为1.5m，每条U型沟2的深度H为15cm，宽度C为10 

cm；相邻排水沟5之间距离M为6  m。

[0027] 所述营养袋3袋体采用无纺布制成，由缝线9缝合，无纺布厚度为0.5  mm，单位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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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0  g/m2。

[0028] 所述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颗粒为3  mm。

[0029] 所述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用膨润土替代。

[0030] 所述种植基材8采用壤土、腐殖质、草木灰、经过处理的硅藻土配制而成；种植基材

8的配方为（按体积比）：壤土80%，腐殖质10%，草木灰2%，经过处理的硅藻土8%；硅藻土的处

理方法采用浓度为7%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后晾干。

[0031] 所述经过处理的硅藻土用经过处理的沸石或浮石代替；沸石或浮石的处理方法采

用浓度为7%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后晾干。

[0032] 本实施例的施工方法如下：

（1）制作好营养袋3，扎破营养袋3并种植适宜南方地区生长的狗牙根、廖草、苍耳，在大

棚或温室进行育苗。

[0033] （2）选择枯水期进行施工，清理岩石坡面1碎石、表土、杂物，消除安全隐患。

[0034] （3）在岩石坡面1测量放样，确定每条U型沟2的位置及排水沟5的走向。

[0035] （4）开挖岩石坡面1，修整成U型。

[0036] （5）将营养袋3安放到U型沟2内，覆盖上遮阳网并洒水养护。

[0037] 实施例2

西南地区溪洛渡水电站某岩质消落带岸坡，坡度为60°，拟采用本发明进行生态护坡。

[0038] 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包括U型沟2、营养袋3、排水沟

5，在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上有U形沟2，U型沟2为条形结构，其走向与坡面1等高线形成一

定夹角，并在坡面1上分层布置，且每条U型沟2的下端与排水沟5相接；在每条U型沟2中放置

有营养袋3，所述营养袋3袋体采用双层结构，在双层之间夹有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由缝

线9缝合，袋内填充有种植基材8，草本植物4从营养袋3长出。

[0039] 所述相邻两条U型沟2之间距离L为2.0m，每条U型沟2的深度H为20cm，宽度C为20 

cm；相邻排水沟5之间距离M为8  m。

[0040] 所述营养袋3袋体采用无纺布制成，由缝线9缝合，无纺布厚度为0.7  mm，单位重量

为70  g/m2。

[0041] 所述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颗粒为4  mm。

[0042] 所述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用膨润土替代。

[0043] 所述种植基材8采用壤土、腐殖质、草木灰、经过处理的硅藻土配制而成；种植基材

8的配方为（按体积比）：壤土80%，腐殖质10%，草木灰2%，经过处理的硅藻土8%；硅藻土的处

理方法采用浓度为8%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后晾干。

[0044] 所述经过处理的硅藻土用经过处理的沸石或浮石代替；沸石或浮石的处理方法采

用浓度为8%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后晾干。

[0045] 本实施例的施工方法如下：

（1）制作好营养袋3，扎破营养袋3并种植适宜南方地区生长的狗牙根、廖草、苍耳，在大

棚或温室中育苗。

[0046] （2）选择枯水期进行施工，清理岩石坡面1碎石、表土、杂物，消除安全隐患。

[0047] （3）在岩石坡面1测量放样，确定每条U型沟2的位置及排水沟5的走向。

[0048] （4）开挖岩石坡面1，修整成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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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5）将营养袋3安放到U型沟2内，覆盖上遮阳网并洒水养护。

[0050] 实施例3

西南地区向家坝水电站某岩石消落带岸坡，坡度为75°，拟采用本发明进行生态护坡。

[0051] 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开沟并安置营养袋的结构，包括U型沟2、营养袋3、排水沟

5，在水岸或消落带岩质岸坡上有U形沟2，U型沟2为条形结构，其坡面1等高线形成一定夹

角，并沿坡面1分层布置，且每条U型沟2的下端与排水沟5相接；在每条U型沟2中放置有营养

袋3，所述营养袋3袋体采用双层结构，在双层之间夹有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由缝线9缝

合，袋内填充有种植基材8，草本植物4从营养袋3长出。

[0052] 本实施例中，，相邻两条U型沟2之间距离L为2.5m，每条U型沟2的深度H为25cm，宽

度C为30cm；相邻排水沟5之间M相距12m；

营养袋3袋体采用两层缝编无纺布制成，每层无纺布厚度为1.0mm，单位重量为90g/m2。

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颗粒为5mm。活性炭或竹炭吸附剂7可采用膨润土替代。

[0053] 种植基材8采用壤土、腐殖质、草木灰、经过处理的硅藻土配制而成，种植基材8中

的壤土体积占80%，腐殖质体积占10%，草木灰体积占2%，经过处理的硅藻土体积占8%，硅藻

土的处理方法采用浓度为7%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后晾干。

[0054] 经过处理的硅藻土用已处理的沸石、浮石代替，沸石、浮石的处理方法采用浓度为

8%磷酸二氢钾水溶液浸泡后晾干。

[0055] 本实施例的施工方法如下：

（1）制作好营养袋3，扎破营养袋3并种植适宜在南方地区生长的狗牙根、廖草、苍耳，在

大棚或温室进行育苗。

[0056] （2）选择枯水期进行施工，清理岩石坡面1碎石、表土、杂物，消除安全隐患。

[0057] （3）在岩石坡面1测量放样，确定每条U型沟2的位置及排水沟5的走向。

[0058] （4）开挖岩石坡面1，修整成U型沟2。

[0059] （5）将营养袋3填充到U型沟2内，覆盖上遮阳网并定期洒水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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