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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河网区中小河流生态护岸
植物适应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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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平原河网区格宾网片生态护岸"阶梯式格宾网石笼挡墙"斜坡式格宾网石笼护坡"自嵌式挡土

墙"抛石护岸"圆木桩护岸"植生袋护岸"斜坡式植草砖护岸 ' 种生态护岸为研究对象!分析比较不同生态护岸植物

覆盖度"植物多样性"植物与护岸的融合性"水质改善效果及景观效果# 结果表明-格宾网片生态护岸"阶梯式格宾

网石笼挡墙"植生袋护岸植物适应性较好!斜坡式格宾网石笼护坡"自嵌式挡土墙"抛石护岸不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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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护岸是利用植物或者植物与工程相结合的技

术手段"在确保护岸结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兼

顾工程的生态效应"达到水体%土体和生物相互涵养"

适合生物生长的仿自然状态的一种护岸类型( 国内外

关于生态护岸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护岸建造方法%结

构学及工程安全性方面的研究"而从护岸植物种类与

生物多样性方面研究不多( 河岸植被缓冲在控制河岸

侵蚀%截留地表径流泥沙和养分%保护河溪水质%调节

水温%为水陆动植物提供生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完整性以及提高河岸景观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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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本文选取平原河网区中小河流 ' 种常用的生态

护岸作为研究对象"从植物覆盖度%植物多样性%植物

与护岸的融合性等角度出发"分析比较不同生态护岸

的植物适应性"丰富生态护岸设计内容"为今后平原河

网区中小河流生态护岸设计提供参考(

*%研究区域概况

昆山是著名的江南水乡"地处太湖流域阳澄淀泖

腹部地区"属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 境内河道纵横交

错"湖荡众多( 全市境内有大小河道 "'$& 条"总长度

约 "'"#@8"总水面积约占市域面积 ""M&P(

在近 $# 年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昆山市投入了

$$M$ 亿元进行了 %KNMN@8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其中生

态护岸的建设投资不低于 &#P(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

实践"格宾网片生态护岸%阶梯式格宾网石笼挡墙%斜

坡式格宾网石笼护坡%自嵌式挡土墙%抛石护岸%圆木

桩护岸%植生袋护岸%斜坡式植草砖护岸 ' 种结构稳

定%景观适宜%生态安全的生态护岸在昆山及周边地区

推广使用(

"%研究方法

选择昆山市生态护岸修建两年以上的典型河道作

为研究对象"调查%记录护岸上植物覆盖度%植物类别"

观察植物根系分布情况"定性评价护岸的景观性(

选取典型河道监测同一断面上河道中心和护岸边

水体的19b

\,

%(9b

&

%JX%JU"评价护岸植物改善水质

效果(

+%结果与分析

OM$!植物覆盖度

植物覆盖度是植被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占统计

区总面积的百分比"是衡量植被状况的一个最重要的

指标( ' 种生态护岸中阶梯式格宾网挡墙%斜坡式格

宾网挡墙%抛石护岸均为块石护岸"由于这三种护岸材

料只是单纯的石块"很容易形成植物无法生长的干燥

贫瘠环境"护岸上植物覆盖度为 # $̂#P"即使建成时

间较长的块石护岸"植物覆盖度也只有少量增加(

格宾网片护岸与斜坡式混凝土植草砖护岸属斜坡

镂空式护岸"部分土坡与空气%水充分接触"植物覆盖

度较高"达 '#P L̂#P( 格宾网片护岸上人工栽培的

挺水植物越冬后能自然繁殖%建群和稳定生长,未栽培

挺水植物的格宾网片护岸上水位线上%下均生长出多

种本土野生植物( 斜坡式混凝土植草砖护岸建成后栽

培了高羊茅"栽培当年植物生长茂盛"完全覆盖植草

砖( 但在缺少大量人工养护的情况下"植草砖上人工

栽培的植物难以自身繁殖%建群和稳定生长( 三年后

调查"护岸上人工栽培的植物演替为自然生长的本土

野生植物"植物覆盖度达到 '#P左右(

圆木桩护岸上无法栽培植物( 经调查"在河道常

规管理条件下"圆木桩或圆木桩之间的缝隙内亦无任

何植物生长(

自嵌式植生挡土墙生态孔内栽培了挡墙植物"栽

培当年植物生长茂盛"但在河道常规管理条件下"第二

年挡墙生态孔内人工栽培的植物难以自身繁殖和稳定

生长"第三年后调查挡墙生态孔内人工栽培的植物完

全消失"也无本土野生植物生长"挡墙上植物覆盖度为

&P左右( 无植生生态孔的自嵌式挡土墙基本无植物

生长(

直立式植生袋挡墙水位线以上植物覆盖度达到

$##P"主要为自然生长的本土野生植物( 水位线以下

的植生袋挡墙由于坡面基本垂直"无法为水生植物提

供生长点"无水生植物生长(

OM"!植物多样性

植物多样性和优化组合是退化河岸生态系统恢复

和重建的关键( 格宾网片护岸上水位线以上生长了禾

本科%菊科%蓼科等 ' 科 $N 属 $& 种陆生植物"主要有

假稻%墨旱莲%狗牙根等( 水位线以下生长有金鱼藻%

眼子菜%黑藻%水花生等 L 种水生植物( 斜坡上人工培

植的美人蕉%香浦%千屈菜等长势良好(

阶梯式格宾网挡墙"水位线以上部分生长了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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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植物"主要有假稻%狗牙根%野扁豆%小飞蓬等 K 种

陆生植物"以禾本科%菊科类居多( 水位线以下的阶梯

式格宾网挡墙的阶梯上有较多种类的沉水植物生长"

主要有狐尾藻%水花生%菱%黑藻%菹草等( 调查发现"

阶梯式格宾网挡墙水下部分适合植物生长主要有两个

原因!

#挡墙前水下土质平台的存在为植物提供了生

长环境,

$泥土%树叶腐烂后陷入石块中"长久积累后

形成较有利的生长环境(

直立式植生袋挡墙水位线以上生长了多种陆生植

物"调查统计"以禾本科%菊科%桑科植物居多"植物种

类达 "# 余种(

斜坡式混凝土植草砖上人工栽培植物难以稳定生

长"但本土野生植物可在斜坡式混凝土植草砖挡墙上

较好地生长( 调查发现"植草砖空隙内生长有禾本科%

菊科%大戟科等 $& 种本土野生植物( 水位线以下的斜

坡式植草砖护岸上水花生成为优势种(

斜坡式格宾网挡墙%抛石护岸水线以上部分生长

了少量陆生植物"且以攀爬能力强的拉拉藤为主( 水

位线以下的护岸上有少量水花生等湿生植物生长(

OMO!植物与护岸的融合性

植物根系的#加筋$作用可以稳定土壤结构%提高

土壤抗冲性%防止土壤侵蚀"茎叶具有截留降雨%削弱

溅蚀%抑制径流的作用( 斜坡式格宾网片护岸在河水

与岸泥之间基本没有形成阻隔"植物已在斜坡式格宾

网片护岸上很好地生长"植物根系缠绕于格宾网丝上

并扎入泥土"通过植物的发达根系及与格宾网丝的相

互缠绕"在横向与纵向间形成更大的整体"增强了格宾

网片护岸结构的稳定性"增加了抗洪%保护河堤的

能力(

植生袋编织丝在河水与袋泥之间形成阻隔"但不

影响植物生长"水位线以上植生袋挡墙上生长的植物

具有很好的陆地生态效果"植物根系缠绕于植生袋的

编织丝并扎入袋内的泥土中"对水位线以上河岸形成

很好的保护作用(

斜坡式植草砖在河水与岸泥之间形成较大面积阻

隔"但镂空部分植物长势较好"植物根系对于河岸水土

保持具有较好的作用( 而阶梯式格宾网挡墙%斜坡式

格宾网挡墙%抛石护岸%自嵌式植生挡土墙%圆木桩护

岸在河水与岸泥之间形成阻隔"挡墙上无植物生长(

OMN!水质改善效果

选取昆山地区应用最广泛四种护岸斜坡式格宾网

片护岸%阶梯式格宾网挡墙%斜坡式格宾网挡墙与斜坡

式混凝土植草砖护岸作为研究对象"监测同一断面上

河道中心和护岸边19b

\,

%(9b

&

%JX%JU"发现 $K 组数

据中"有 $$ 组数据是护岸边水质优于河道中心"其中 %

组为JU%JX数据( 河道同一断面上"护岸附近水质明

显好于河道中心"生态护岸植物对河道营养盐具有较

强的净化能力(

OM&!景观效果

生态护岸与植被可以与周围环境形成相协调的河

道景观( 格宾网片生态护岸上人工栽培的挺水植物能

自身繁殖%建群和稳定生长"梭鱼草%美人蕉%千屈菜等

花卉挺水植物点缀在河岸边,在未栽培植物的格宾网

片上"自然生长了多种本土野生植物"完全覆盖了格宾

网片"河堤已没有治理过的工程痕迹"河岸既有梭鱼

草%美人蕉等花卉植物点缀其间"又保留了河道的自然

本色"景观优美(

阶梯式格宾网挡墙与石驳岸挡墙相似"具有整齐%

划一的景观效果"但工程痕迹较重"缺少生气( 若考虑

在石笼网箱增加砂土结构层"营造植物生长基质"可达

到植物生长的要求(

圆木桩护岸自身无法适应植物生长"但是圆木桩

护岸内外侧可回填粘土层"邻水侧形成浅水区栽培水

生植物"河岸侧种植草皮%灌木等"可营造相当优美的

景观环境( 圆木桩护岸既有自然驳岸质朴的景观效

果%生动的植物形态"也有了人工驳岸的整齐"景观效

果较好(

斜坡式格宾网石笼护坡%自嵌式挡土墙%抛石护岸

由于无法提供植物生长环境"植物种类较少"景观效果

+""+



差"也无法进行改造( 斜坡式植草砖护岸若考虑插迁

等种植方式"可能可以改善景观效果( 各类护岸植物

适应性研究统计见下表(

各类护岸植物适应性研究统计表

类!!型
植物

覆盖度
植物多样性

与挡墙

融合性
景观性

格宾网片生态护岸 L#P

多种陆生植物

多种水生植物
较好

自然优美

改造空间大

阶梯式格宾网石笼

挡墙
&P

少量陆生植物

多种水生植物
差

生硬整齐

空间大

斜坡式格宾网石笼

护坡
$#P

一些陆生植物

少量水生植物
差

生硬凌乱

改造空间小

自嵌式挡土墙 &P 很少 差
生硬整齐

改造空间小

抛石护岸 &P

少量陆生植物

少量水生植物
差

生硬凌乱

改造空间小

圆木桩护岸 #P 无 差
整齐

改造空间大

植生袋护岸 $##P

多种陆生植物

无水生植物
较好

凌乱

改造空间小

斜坡式植草砖护岸 '#P

多种陆生植物

少量水生植物
一般

凌乱

有改造空间

G%结%语

平原河网区河道格宾网片生态护岸%植生袋护岸%

斜坡式植草砖护岸植物覆盖度较高"本土野生植物种

类颇多( 格宾网片生态护岸%植生袋护岸与植物融合

较好"植物根系缠绕于护岸材料中并扎入泥土层"可以

对河岸水土保持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 生态护岸上植

物的生长有利于水体内营养盐的吸收"同一断面上"河

岸侧水质指标优于河道中心(

圆木桩护岸的圆木桩本身不能生长植物"但是旁

侧堆土即可营造良好的植物生长环境( 人工养护情况

下"格宾网片生态护岸%圆木桩护岸可达到较好的景观

效果( 普通的阶梯式格宾网石笼挡墙"植物无法生长"

推荐实施改良型的阶梯式格宾网石笼挡墙"达到植物

自然恢复的目标(

平原河网中小河道生态护岸推荐使用格宾网片生

态护岸%植生袋护岸%圆木桩护岸%斜坡式植草砖护岸"

从而实现防洪%生态%景观和自净等功能"满足生态保

护%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工程的安全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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