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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

(57)摘要

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包括岸坡生态恢

复装置和服务器，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包括河

岸固定部分和岸坡部分，所述河岸固定部分通过

转动轴与所述岸坡部分固定连接；所述岸坡部分

包括支撑杆、控制杆和透气板，所述支撑杆与所

述控制杆连接，所述透气板固定在所述控制杆一

侧；所述服务器包括存储单元、分析单元和通讯

单元，所述存储单元用于存储所述岸坡生态恢复

装置安装信息及河段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数

据，所述分析单元分析所述透气板与河床距离，

所述通讯单元发送分析结果。一种硬化岸坡的生

态恢复系统为被硬化河道内的微生物或者动植

物提供生存环境，不仅解决了泄洪问题，同时还

保证了河道内微生物或者动植物生存环境，提高

了河水的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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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包括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和服务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包括河岸固定部分和岸坡部分，所述河岸固定部分通过转动轴

与所述岸坡部分固定连接；

所述岸坡部分包括支撑杆、控制杆和透气板，所述支撑杆一端与所述转动轴固定连接，

另一端与所述控制杆连接，所述透气板固定在所述控制杆远离河床的一侧，所述透气板为

河段内微生物或动植物提供生活环境；

所述服务器包括存储单元、分析单元和通讯单元，所述存储单元用于存储所述岸坡生

态恢复装置安装数据信息及河段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数据，所述分析单元根据河段内微

生物或动植物生活种类和数量，分析所述透气板与河床距离，所述通讯单元用于向所述岸

坡生态恢复装置发送分析结果或调整命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气板为鹅卵石

拼接而成的具有透气孔洞的面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包括两

个，所述的两个支撑杆分别固定在所述转动轴的两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杆内部设有

容置空间，所述容置空间远离所述支撑杆的一端固定有伸缩杆，所述伸缩杆另一端与所述

支撑杆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杆与所述支

撑杆连接一端设有开口，所述开口大小、形状与所述支撑杆横截面的大小、形状相同，所述

开口与所述支撑杆接触面设有密封条，所述密封条用于防止河水从所述开口与所述支撑杆

的接触缝隙进入所述控制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气板与所述控

制杆连接的两侧边缘分别固定有两个调整杆，所述调整杆与所述透气板连接处设有随动

轴，所述调整杆与所述透气板通过所述随动轴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调整杆与所述控

制杆通过调整轴固定连接，所述调整轴通过调整所述调整杆与所述控制杆的角度来调节所

述透气板与河床的距离。

8.根据权利要求1或4或7所述的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岸坡生态

恢复装置还包括主控芯片和太阳能收集板；

所述主控芯片分别与所述转动轴、伸缩杆、所述调整轴连接，所述主控芯片用于控制所

述转动轴、所述调整轴的转动，所述伸缩杆的伸长/缩短；

所述太阳能收集板分别与所述转动轴、所述伸缩杆、所述调整轴连接，所述太阳能为所

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提供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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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境技术保护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流域内为了泄洪需要，对河流进行改造，将河道裁弯取直，河流两岸三面被水泥钢

筋固化，尤其在城市，只从工程角度，这样的设施隔绝了河水与河床及河岸系统的连接，使

水体内的微生物或者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消失了，其生态功能和净能力也随之退化，高负荷

的污染排放轻易使河道水体内部生态系统崩溃瓦解，所以现阶段城市河道大多变得又黑又

臭，成了典型的臭水沟，淤积严重也基本丧失排洪功能。

[0003] 如何恢复河流原有生态结构，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人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目前国内外主要通过投加微生物细菌、种植挺水植物等，增加水体内微生物或者动植物的

数量，但投入水体的微生物或者动植物没有生存环境，存活数量有限，效果也十分有限。

[0004] 因此，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发展。

发明内容

[0005] （一）发明目的：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硬

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为被硬化河道内的微生物或者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

[0006] （二）技术方案：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技术方案提供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

统，包括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和服务器，

[0007] 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包括河岸固定部分和岸坡部分，所述河岸固定部分通过转

动轴与所述岸坡部分固定连接；

[0008] 所述岸坡部分包括支撑杆、控制杆和透气板，所述支撑杆一端与所述转动轴固定

连接，另一端与所述控制杆连接，所述透气板固定在所述控制杆远离河床的一侧，所述透气

板为河段内微生物或动植物提供生活环境；

[0009] 所述服务器包括存储单元、分析单元和通讯单元，所述存储单元用于存储所述岸

坡生态恢复装置安装数据信息及河段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数据，所述分析单元根据河段

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种类和数量，分析所述透气板与河床距离，所述通讯单元用于向所

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发送分析结果或调整命令。

[0010] 其中，所述透气板为鹅卵石拼接而成的具有透气孔洞的面板。

[0011] 其中，所述支撑杆包括两个，所述的两个支撑杆分别固定在所述转动轴的两端。

[0012] 其中，所述控制杆内部设有容置空间，所述容置空间远离所述支撑杆的一端固定

有伸缩杆，所述伸缩杆另一端与所述支撑杆固定连接。

[0013] 其中，所述控制杆与所述支撑杆连接一端设有开口，所述开口大小、形状与所述支

撑杆横截面的大小、形状相同，所述开口与所述支撑杆接触面设有密封条，所述密封条用于

防止河水从所述开口与所述支撑杆的接触缝隙进入所述控制杆。

[0014] 其中，所述透气板与所述控制杆连接的两侧边缘分别固定有两个调整杆，所述调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8842715 B

3



整杆与所述透气板连接处设有随动轴，所述调整杆与所述透气板通过所述随动轴固定连

接。

[0015] 其中，所述调整杆与所述控制杆通过调整轴固定连接，所述调整轴通过调整所述

调整杆与所述控制杆的角度来调节所述透气板与河床的距离。

[0016] 其中，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还包括主控芯片和太阳能收集板；

[0017] 所述主控芯片分别与所述转动轴、所述伸缩杆、所述调整轴连接，所述主控芯片用

于控制所述转动轴、所述调整轴的转动，所述伸缩杆的伸长/缩短；

[0018] 所述太阳能收集板分别与所述转动轴、所述伸缩杆、所述调整轴连接，所述太阳能

为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提供电能。

[0019] （三）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为被硬化河道内的微生物

或者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不仅解决了泄洪问题，同时还保证了河道内微生物或者动植物

生存环境，提高了河水的自净能力。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河流修复装置的纵切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控制架河床部分的俯视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流程图；

[0023] 100-河岸固定部分；101-太阳能收集板；102-转动轴；103-固定装置；200-岸坡部

分；201-支撑杆；202-控制杆；203-伸缩杆；204-透气板；205-调整轴；206-调整杆；207-开

口；208-随动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优选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在以下的描述中阐述了更多

的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显然能够以多种不同于此描述的其他方式来

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根据实际应用情况作类似推广、

演绎，因此不应以此具体实施例的内容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5] 示意图是本发明的实施例的示意图，需要注意的是，此附图仅作为示例，并非是按

照等比例的条件绘制的，并且不应该以此作为对本发明的实际要求保护范围构成限制。

[0026] 下面结合本发明提供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一个优选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27] 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包括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和服务器，

[0028] 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包括河岸固定部分100和岸坡部分200，所述河岸固定部分

100通过转动轴102与所述岸坡部分200固定连接。

[0029] 所述河岸固定部分100包括固定装置103，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通过将固定装置

103固定在河岸表面，确保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与河岸固定连接，所述固定装置103就可

以是通过螺钉、膨胀钉与河岸固定连接，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连接，这里不做具体限制。

[0030] 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还包括太阳能收集板101，所述太阳能收集板101固定在所

述固定装置上表面，所述太阳能收集板101为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提供电能。

[0031] 所述固定装置103与河岸边沿接触的一端设有转动轴102，所述转动轴102将所述

河岸固定部分100和所述岸坡部分200连接。所述岸坡部分200可以通过所述转动轴102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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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来调整与河岸岸坡的夹角。

[0032] 所述岸坡部分200包括支撑杆201、控制杆202和透气板204，其中，所述支撑杆201、

所述控制杆202分别包括两个，所述的两个支撑杆201分别固定在所述转动轴102的两端。

[0033] 所述的两个支撑杆201一端分别与所述转动轴102两端固定连接，所述的两个支撑

杆201另一端分别与所述控制杆202连接。

[0034] 所述控制杆202内部设有容置空间，所述容置空间远离所述支撑杆201的一端固定

有伸缩杆203，所述伸缩杆203另一端与所述控制杆202连接的支撑杆201固定连接。

[0035] 所述控制杆202与所述支撑杆201连接一端设有开口207，所述开口207大小、形状

与所述支撑杆201横截面的大小、形状相同。所述开口207与所述支撑杆201接触面设有密封

条，所述密封条用于防止河水从所述开口207与所述支撑杆201的接触缝隙进入所述控制杆

202的容置空间。所述伸缩杆203伸长/缩短时带动所述支撑杆201在所述开口207滑动，从而

调整所述岸坡部分200的整体长度。

[0036] 所述透气板204为鹅卵石拼接而成的具有透气孔洞的面板，所述透气板204也可以

是由贝壳或其他材质拼接而成的具有透气孔洞的面板，这里不做具体限制。

[0037] 所述透气板204的鹅卵石/贝壳可以是通过云石胶粘连的带有孔洞的面板，鹅卵

石/贝壳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粘连，这里不做具体限制。

[0038] 所述透气板204固定在所述控制杆202远离河床的一侧，所述透气板204为河段内

微生物或动植物提供生活环境。

[0039] 所述透气板204与所述控制杆202连接的两侧边缘分别固定有两个调整杆206，所

述调整杆206与所述透气板204连接处均设有随动轴208，所述调整杆206与所述透气板204

通过所述随动轴208固定连接。所述调整杆206可以设置一层所述透气板204，也可以设至两

层以上所述透气板204，这里不做具体限制。

[0040] 所述调整杆206与所述控制杆202通过调整轴205固定连接，所述调整轴205设置在

所述调整杆206与所述控制杆202连接的一端。通过所述调整轴205的转动，调整所述调整杆

206与所述控制杆202的角度，从而改变所述透气板204与河床的距离。

[0041] 所述太阳能收集板101与所述转动轴102、所述伸缩杆203、所述调整轴205分别连

接。

[0042] 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还包括主控芯片，所述主控芯片包括命令转化模块和通讯

模块。所述命令转化模块将所述服务器发送至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的信息转化为控制命

令，并发送至各个部件。所述通讯模块用于将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各个部件的工作情况

发送至所述服务器。

[0043] 所述主控芯片分别与所述转动轴102、所述伸缩杆203、所述调整轴205连接，所述

主控芯片控制所述转动轴102、所述调整轴205的转动，控制所述伸缩杆203的伸长或缩短。

[0044] 所述服务器包括存储单元、分析单元和通讯单元，所述存储单元用于存储所述岸

坡生态恢复装置安装数据信息及河段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数据，所述分析单元根据河段

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种类和数量，分析所述透气板204与河床距离，所述通讯单元用于向

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发送分析结果或调整命令。

[0045] 所述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还包括智能终端，所述智能终端通过无线信号与所

述服务器连接，所述智能终端用于输入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安装数据信息、河段内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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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动植物生活数据及安装河段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种类和数量。所述智能终端可以是

智能手机、ipad、PC终端，这里不做具体限制。

[0046] 安装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时，操作员首先测量或者查找安装岸坡生态恢复装置

河道的数据，并将河道数据输入所述智能终端，所述智能终端将输入的河道数据发送至服

务器并储存在所述服务器的存储单元。

[0047] 操作员通过螺钉将所述固定装置103固定在河岸上，并将所述太阳能收集板101固

定在所述固定装置103表面，并将所述太阳能收集板101与所述转动轴102、所述伸缩杆203、

所述调整轴205分别连接。

[0048] 当所述太阳能收集板101与所述转动轴102、所述伸缩杆203、所述调整轴205连接

后，所述服务器分析单元根据河道数据计算所述转动轴102的转动角度和所述伸缩杆203的

长度，所述通讯单元将所述分析单元的分析结果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所述主控芯片的命

令转化模块将分析结果转化为控制命令，并将控制命令分别发送至所述转动轴102和所述

伸缩杆203，所述转动轴102转动至合适角度，所述伸缩杆203调整长度，使所述透气板204置

于河水水位以内。

[0049] 当所述转动轴102和所述伸缩杆203调整至适合安装河岸的位置后，所述服务器分

析单元根据河段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数据及安装河段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种类和数

量分析所述透气板204与岸坡的距离，并计算所述调整轴205与所述调整杆206的角度，所述

通讯单元将计算结果发送至所述主控芯片。所述主控芯片的命令转化模块将计算结果转化

为控制命令，并将控制命令发送至所述调整轴205，所述调整轴205调整角度，以保证所述透

气板204与岸坡的距离适合河道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

[0050] 下面结合本发明提供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

明。

[0051] 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包括测距传感器和摄像头，所述测距传感器分别设置在所

述支撑杆201与所述转动轴102连接一端底部，和所述控制杆202远离所述支撑杆201的一

端。

[0052] 所述测距传感器与所述主控芯片连接，用于保证所述岸坡生态恢复装置安装位置

与岸坡相适应。

[0053] 所述摄像头设置在所述透气板204远离岸坡的一侧，可以是透气板204远离岸坡一

侧的顶端、中心，也可以是底端，这里不做具体限制。

[0054] 所述摄像头与所述主控芯片连接，所述主控芯片通讯单元实时将河道内微生物或

动植物生活情况发送至所述服务器，所述服务器将河道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的实时情况

存储在所述存储单元。

[0055] 操作员可以通过智能终端发送查看河道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情况命令，所述通

讯单元将所述存储单元存储的各个时段河道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情况、河道内微生物或

动植物生活实时情况发送至所述智能终端，以保证操作员实时监控河道内微生物或动植物

生活情况，并根据河道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情况对所述透气板204与岸坡的距离进行调

整。

[0056] 硬化岸坡的生态恢复系统为被硬化河道内的微生物或者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不

仅解决了泄洪问题，还保证了河道内微生物或者动植物生存环境，提高了河水的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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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操作员还可以实时监控河道内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情况，并根据微生物或动植物生活

情况对微生物或动植物的生活环境进行调整，以保证环境适合微生物或动植物的生活。

[0057] 以上内容是对本发明创造的优选的实施例的说明，可以帮助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充

分地理解本发明创造的技术方案。但是，这些实施例仅仅是举例说明，不能认定本发明创造

的具体实施方式仅限于这些实施例的说明。对本发明创造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和变换，都应当视为属于

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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