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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态水系建设措施和治理技术
***以武夷山市大布小流域综合农场和鸭母洲河段治理为例

郑锦文
!福建省水保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 福州!IL###"#

!摘!要"!本文从改善武夷山市大布小流域综合农场和鸭母洲河段岸线杂草丛生$沿岸线倾倒垃圾$局部河道渠

化$硬质护岸$河道亲水性体验差$占用河滩开垦菜地等河流现状入手"浅析生态水系治理理念和措施'即从大布小

流域的河水$河床$河滩$河岸等四个方面切入"以改善流域水生态$水质"维护自然弯曲岸线"营造深潭浅滩和泛洪

漫滩等为目标"采取生态护岸$生态缓冲带$河床修复措施"对改善小流域污染"促使水系恢复到较为自然的状态"

提升水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可持续性"营造河道亲水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小流域生态治理& 生态护岸& 生态缓冲带& 河床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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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生态水系建设范围重点在城镇)乡村所在

河段#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区)主要生态敏感区所在水系

河段#主要河源区)河口区所在河段' 目的是恢复河流

生态环境#改造渠化河道#重塑健康自然弯曲河岸线#

营造自然深潭浅滩和泛洪漫滩#构建水量充足)水流自

然)水质良好的生态水系#总体目标是实现.河畅)水

清)岸绿)安全)生态/' 本文以武夷山大布小流域综合

农场和鸭母洲河段治理为例#浅析小流域生态治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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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措施'

$&基本情况

大布小流域位于武夷街道东部#一段位于武夷山

综合农场#另一段位于鸭母洲#涉及武夷街道的大布

村)赤石村#新丰街道的五里村)里洋村等 E 个行政村'

项目工程区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

和#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多年平均气温

"FDJn#" 月平均气温 Fn#F 月平均气温 JFDFn#极端

最高气温 E#DEn#极端最低气温达OGD"n' 年日照时

间为 "K"#DJ.#无霜期约 JHK7' 多年平均风速 "DH<N;#

以西北风和东南风居多' 多年平均降雨量 "F""<<#降

水量年际变化较大#年内分配不均#每年 I(F 月为雨

季#降水量占全年的 H#DLM以上' 降水是小流域水资

源的主要来源' 项目区土壤成土母质主要是残积物和

坡积物#部分为冲积物'

小流域水土流失总面积 I"J.<

J

#占总土地面积

"#D"JM#其中!轻度流失 "EG.<

J

#中度流失 GE.<

J

#强

烈流失 FF.<

J

#极强烈 J.<

J

#分别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EFDL"M)JHDKFM)JEDGJM)#DF"M#属水力侵蚀类型#

面蚀为主要形式#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HEH-N"^<

J

*1$'

大布小流域内人口集中#环境受人为影响较大#综

合农场段两条支流岸线杂草丛生#沿岸线有较多垃圾#

局部河道被渠化或采用了硬质护岸#对河道的水生态

环境影响较大#河道亲水性体验较差-鸭母洲河段生态

基础较好#有深潭)浅滩)河岸曲折变化#水流清澈#乔

木茂盛#但周边居民随意往滩地内倾倒垃圾)占用河滩

开垦菜地等现象极其严重#该河段与崇安街道一河之

隔#居民希望适度开发该河段#提高其亲水性#进一步

营造生态亲水环境'

#&治理理念

通过修复河道护岸#保护堤岸边坡稳定)美化新农

村环境#将水环境的改善和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结合'

大布小流域生态水系治理实施结合现有滩地原始植

被#从亲水功能出发进行布置#从生态护岸)河道清障

和垃圾清理)生态缓冲带)河床修复)生态亲水工程)堤

岸步行道和绿化带六个方面进行建设#提高河道的健

康性)改造流域环境#打造清洁型)趣味性的小流域环

境#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城郊河道环境#一个亲

水)生态的休闲场所'

,&治理措施

大布小流域综合农场涉及下东埠支流和山边村支

流#其河道岸线杂乱#对岸线进行防护#结合美丽乡村

和安全生态水系建设#在河岸两旁配置景观和林草措

施#达到护岸固坡#绿化美化的作用#打造清洁型小流

域-鸭母州位于武夷山市北#东溪和西溪在此汇合#河

道左岸为防洪堤#右岸为滩地#通过岸线生态水系建

设#结合安全生态水系建设#为居民提供一个亲水休闲

的场所'

ID"!生态护岸

生态护岸防护高度以现有地面高程进行控制#防

护至现有地面高程' 常用的护岸形式有现浇混凝土挡

墙和护坡)生态毯护坡)生态挡墙)格宾石笼等#根据生

态水系建设的目标要求#对于现浇混凝土结构在综合

农场支流治理应减少采用#生态护岸可根据河道的坡

面形状#分别采取生态毯坡式护岸或生态挡墙护岸#格

宾石笼用于坡式护岸固脚#增加水体和土体的交换空

间' 对于下东埠支流可采用坡式护岸#护岸下部采用

格宾挡墙#平整原坡面#铺设水土保护毯固土#坡面种

植多样挺水植物#如千屈菜)梭鱼草#芦竹' 山边村支

流可采取生态砌块挡墙护岸#生态砌块孔内种攀缘植

物络石#H 株N<

J

' 挡墙基础采用混凝土浇筑#基础设

计持力层均为卵石层#若遇软弱地基#采用中粗砂

换填'

IDJ!生态缓冲带

对于综合农场段两条支流交汇地带#可以设置生

态缓冲带' 在河道两侧垒砌大卵石护脚#内侧种植多

样性挺水植物#如千屈菜)梭鱼草)芦竹' 对于左岸紧

*&'*



邻道路高边坡以及居民现有墙式硬质的护岸#可在左

岸岸脚设置生态缓冲带#在墙脚垒砌大卵石护脚#内侧

种植多样性挺水植物#如千屈菜)梭鱼草)芦竹-对于鸭

母洲河段#可沿河段在防腐木步道边布置多样水生植

物#如水生鸢尾)黄菖蒲)梭鱼草)花叶芦竹)千屈菜)芦

苇)蒲苇#以增加岸线色彩多样性#同时构造绿色生态

缓冲带'

IDI!河床修复

在综合农场段下东埠支流处可设置一道生态跌水

坎#形成微小地形变化' 坎高 I#:<#顶宽 #DG<#下游

坡 "S"#上下游高差 #DL<#下游护坦长 J<#h"# 浆砌卵

石#面层 I PL:<清缝'

鸭母洲河段现有涵洞出水口无有效的消能措施#

造成滩地破坏#可沿现有出口冲刷形成的沟道底部和

两侧人工垒砌大粒径漂石#进行溪石景观改造#修复

河床'

IDE!生态亲水工程

在综合农场段下东埠支流可设置下河亲水台阶#

台阶采用浇筑#面层 "SJ水泥砂浆嵌厚 L# PF#<<

卵石'

鸭母洲河段生态本底较好#可采用卵石铺装亲水

平台和亲水台阶#卵石亲水平台自上而下依次为 "SJ

水泥砂浆嵌卵石粒径 H# P"##<<)H#<<厚 3"L 混凝

土基层)"##<<厚碎石垫层' 台阶步高 "L#<<#宽

I##<<#3J# 混凝土浇筑#面层 "SJ水泥砂浆贴 L# P

F#<<卵石面层'

在相应河段青石板铺筑亲水广场#广场周边设置

花池#长 "H#<#广场南端种植人工草坪 JH#<

J

#广场内

设置树池坐凳 I 个' 青石板广场铺筑自上而下依次为

厚 H#<<青石板碎拼#厚 J#<<"SI水泥砂浆#厚 H#<<

3"L 混凝土基层#厚 "L#<<ISF灰土垫层' 花池)树池

的坐凳均采用砖砌体#顶部贴厚 L#<<黑色花岗岩#侧

面贴厚 J#<<芝麻灰光面花岗岩' 花池宽 "DJ<c

"DJ<#高 #DEL<#花池内种植特殊花卉-树池平面 I<c

I<#高 #DH<#将现有乔木围在其中' 人工草坪铺种马

尼拉草或假俭草草皮'

同时#可设置部分防腐木平台#用于居民亲水和观

景' 一是防腐木亲水平台可采用架空形式#高程同漫

水桥顶部高程#栈道采用钢筋混凝土柱基础#柱直径

"J#<<#外饰仿木纹#基础为台型#下部尺寸 E##<<c

E##<<#高 J##<<#顶部 JJ#<<cJJ#<<#基础下部为

3"L 混凝土垫层#埋深 #DL<-横梁采用 H#<<c"L#<<

经防腐处理的硬木梁#面层采用 "J#<<cL#<<防腐

硬木板#防锈铁钉与木梁连接' 二是防腐木平台底部

厚 "##<<碎石粉煤灰基层#3"L 混凝土垫层厚 H#<<#

H# <<c"##<<硬木梁支撑#间距 K##<<#面层厚

E#<<防腐木面板'

IDL!堤岸步行道和绿化带

0D综合农场段' 岸顶绿化树种选用桃树"地径

E:<$#间距 E<#树间距内种植红叶石楠绿篱#株高

L#:<#I 排#株距 #D"L<' 滩地修复采用马尼拉草皮#

铺种前先进行绿化地整理' 下东埠支流左岸的岸顶步

行道采用卵石面层#右岸岸顶的步行道采用透水砖面

层#步行道宽度均为 "DJ<' 山边支流的步行道均布置

于右岸#结合小型水保公园布置以及山边村美丽乡村

步行道建设#步行道采用卵石铺装#宽 "DJ<' 小型水

保公园分布于山边支流#穿出铁路涵洞出口的两侧#左

侧公园紧邻山边支流右岸#面积 HJ#<

J

#右侧公园介于

铁路边坡和综合农场道路中间#面积 EL#<

J

#园内种植

马尼拉草皮绿化#园内步行道采用鹅卵石路面#宽

"DJ<#沿步行道种植红叶石楠绿篱#绿篱高 L#:<#I

排#株距 #D"L<#园内布置木质座椅 I 套'

DD鸭母洲河段' 在滩地内随地形变化布置人行

步道#步道分为防腐木步道)条石步道和卵石步道#步

行道贯穿于整个鸭母洲滩地#连接各亲水平台和沿岸

各出入口' 卵石步行道和青石板步行道随地形起伏

铺设'

防腐木步行道采用架空形式#高程同漫水桥顶部

高程#栈道采用钢筋混凝土柱基础#柱直径 "J#<<#外

饰仿木纹#基础为台型#总高 E##<<# $下转第 GJ 页%

*''*

郑锦文N浅析生态水系建设措施和治理技术###以武夷山市大布小流域综合农场和鸭母洲河段治理为例!! !!!!



"#D"!完成预定目标

在i3小组跟踪检查及监督的全过程控制下#直

至浆砌石坝体施工结束#对前期出现过的问题#浆砌石

坝体共抽检 "EG 点#灌浆不饱满 F 点#合格率达

KLDJFM' !

"#DJ!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i3小组活动#浆砌石坝体灌浆不饱满造成

空洞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确保了一次交验合格率#得

到了业主)监理单位的一致好评' 上述问题的解决#杜

绝了工序施工的返工等现象#很大程度地提高了施工

效率#使本项目经济效益得到很大提高' 同时工程进

度也加快了#工期缩短#经济效益也得到提高'

"#DI!企业效益

通过i3小组活动#间接地对基层施工管理人员

的业务知识进行了一次全面培训与检验#增强了他们

的责任感)提高了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拓宽了他们分

析解决问题的思路' 另外#通过 i3小组活动#解决了

岩基爆破深度不到位这一质量问题#全面提高了公司

承建同类工程的信誉度'

$$&巩固措施

通过 i3小组活动及参与本活动全体人员的努

力#达到了原先设定的目标#在工程质量通病的根治

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将根据 i3小组的活动情况#

大家共同编写了%浆砌石坝体专项施工方案&及岩基

爆破)浆砌石坝体施工作业指导书#作为施工管理及

指导施工的依据#并在以后的工程施工中将严格对

照执行'

$#&结论与展望

通过i3活动#更加深刻地了解浆砌石坝体施工

的重点难点质量控制#同时也锻炼了用创新精神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i3小组组织召开了 i3活动总

结会#并且每个人都做了总结#写了心得体会#这次活

动也提高了团队成员协同作战的能力#增强了小组成

员的质量意识#提高了大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信

心' 今后要不断开展 i3活动#积累施工经验#为建设

单位提供优质服务#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

"

$上接第 FF 页% 下部尺寸 E##<<cE##<<#高 J##<<#

顶部宽 JJ#<<cJJ#<<#基础下部为3"L 混凝土垫层#

埋深 #DL<-横梁采用 H#<<c"L#<<经防腐处理的硬

木梁#面层采用 "J#<<cL#<<防腐硬木板#防锈铁钉

与木梁连接' 卵石步行道自上而下依次为 "SJ水泥砂

浆嵌卵石粒径 H# P"##<<#厚 H#<<3"L 混凝土基层#

厚 "##<<碎石垫层'

条石步行道采用 "###<<cEL#<<cH#<<青石铺

装#下部依次为厚 I#<<"SI水泥砂浆结合层#厚 G#<<

3"L 混凝土基层#厚 "##<<碎石垫层' 结合岸顶的茶

园#可在坡顶种植樱花"地径 E:<$#打造生态茶园' 对

于现有坡式护岸表层为浆砌块石面层#可采取在坡底

种植攀缘植物"络石)爬山虎$绿化#间植#株距 #DL<'

部分岸顶为防护栏杆#与生态水系的整体情趣不符#可

进行拆除并沿路边种植一排红叶石楠绿篱#绿篱高

#DL<#宽 #DG<'

.&结&语

本文从改善武夷山市大布小流域综合农场和鸭母

洲河段岸线杂草丛生)沿岸线倾倒垃圾)局部河道渠

化)硬质护岸)河道亲水性体验差)占用河滩开垦菜地

等河流现状入手#从大布小流域的河水)河床)河滩)河

岸等四个方面切入#对大布溪小流域综合农场支流)鸭

母洲流域建设安全生态水系#采取生态型护岸护坡等

工程和生物措施#解决河床过度硬化)沟渠化)平整化

问题#重塑深潭浅滩#丰富河床的空间形态#营造河道

亲水性#逐步实现河道.硬工程/向.软自然/治理方式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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