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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利工程生态护坡的研究 

逯钦华 

曹县王集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山东曹县 

【摘要】水利工程建设事关国计民生，在社会、经济与生态发展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堤防、

河流护坡都是工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也是一个工程量颇广的基础设施。该文以提升水利工程建

设的生态价值为目标，对水利的护坡与生态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阐述了水利生态护坡的施工价值，

继而从工程设计原则、施工技术等角度入手，对水利生态护坡施工要求进行了阐述，希望能为相关工作人

员带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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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Embankment and river slope 
protection are an essential link in the project, but also a wide amount of infrastructure. The article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s the goal, the water conservancy slope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thorough study, first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value of water conservancy ecological 
slope protection, and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design principle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 water 
conservancy ecological slope protection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hope to bring reference to related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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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水利工程当中，有效应用护坡技术将进一步

增强工程的经济性、生态性和可靠性。在这一过程

中，开展生态护坡十分必要，基于该技术不仅可以

满足水利工程护坡施工要求，更能推进水利工程的

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为达到这一目标，相关工作

人员需要重点关注水利工程生态护坡施工技术，切

实掌握施工要点。 
1 生态护坡工程的建设与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对提防、河道护

坡等的理解与需要，也不一样。生态护坡工程是由

于现阶段的人类生活在对水环境保护要求日益高、

要求人与自然和谱共处的历史要求下，而日益受到

重视。 
目前，在国家进行试点引进的多种生态建设护

坡主体有：水生植物护坡、生物土工材质综合栽培

护坡、自然植被型生态混凝土基础护坡，以及水泥

生态化栽培地基护坡。 
国内的生态护坡工程产品大多是通过模拟认真

学习外国成功经验后自己研制生产，此外也部分引

入了外国的优秀品牌。准确的掌握生态护坡生长习

性，并选用最符合本地自然环境要求的植物种类，

就需要明确生态护坡的本质与特征。 
2 水利工程生态护坡的建设价值 
随着水利工程数量增多，施工技术也得到了长

足发展，应用在护坡施工当中的技术类型不断增多。

当前，生态护坡技术因功能多样、性价比高而得到

广泛应用。在实践工作当中，水利工程的生态护坡

具有如下价值。 
2.1 保持水土 
建设生态护坡需要种植草皮与植被，能够提高

土壤的抗冲刷能力，更有利于涵养水源。面对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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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生态护坡拥有极强的稳固性，

在保持水土方面优势鲜明。 
2.2 防汛排洪 
水利工程生态护坡的主要功能就是平衡水域，

一旦区域内爆发洪水，必然会造成严重危害。但是，

基于生态护坡当中的植物，可以缓冲洪水冲击，推

动洪水分流，从而实现防汛排洪。 
2.3 美化环境 
与传统护坡相比，生态护坡的景观价值更高，

可以美化环境。在实践工作当中，基于合理设计，

水利工程生态护坡可被打造成极具实用功能与美学

价值的独特景观。 
2.4 完善生态 
基于水利工程生态护坡，可调节水环境、稳固

土壤、改善气候、丰富物种多样性，能够为推动区

域生态系统完善和护坡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事实

上，应用生态护坡技术，既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又

能够完善生态系统，这也是此类型施工的主要生态

价值[1]。 
3 生态护坡应用现状 
传统的河川护坡方法结构，通常只是片上地突

出了河川的水利、引水、排涝、蓄水和航运等基本

功用，而很少地顾及河川的生态建设或环保功用，

所以河川的户城结构也大都使用了浆砌块石或水泥

等刚性硬地建筑材料，以至有的地区为了要求所谓

的“高标准”河川，对河川使用了全截面硬质材料

模筑衬砌，将河川的自然环境要求模型化了，而使

生态种类更加单一性，从而造成的环保问题也是非

常严峻的。 
随着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和民众生存水平的改

善，国家也越来越出发更加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在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指

出，国家应当更加注重自然环境管理和保护，加大

自然保护区和森林生态示范区，以维护陆地自然环

境和海域生物环境的多样化。而人们也在日益关注

城市环境建设和维护世界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同时，

也已开始更加关注基础工程的环保问题，在一些堤

坝和护岸工程的结构中也已开始注人环境水利的建

设理念，如一些堤坝保护工程较使用自然草皮护坡，

通过利用天然草皮中良好的植被根系从而使护坡方

法具备了相应的圆土和耐冲击性功能，并且在城市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防治坡地的暴雨冲蚀等方面都

有了一定运用。但综合来看，生态护坡在工程中的

运用还处在探索时期。 
4 生态护坡的功能 
（1）护坡功用：对植株的深根有错固效果、浅

根有加筋功用； 
（2）防治土壤侵蚀：可减轻山坡体孔腺水压力、

拦截雨水、减少土壤覆蚀、抑制士粒流失； 
（3）提高环保功效：植被能修复已被毁坏地区

的生态环保，大大降低噪音减轻光环境污染，维护

行人健康，提高有机废气的分解，净化空气质量，

调整城市小气候。 
5 生态护坡的技术 
目前应用的生态建设护坡方法科技，一般有：

植物草、水力喷播植草生产科技、土工材料固土栽

培基、植物型生态混凝土基础、水泥施工物料生态

化栽培基等。尽管它们起源时并不一定用到河道护

坡和护岸结构等方面，但在水利护按的应用上仍可

借鉴和参照。以下推荐了一些生态护坡施工技术： 
（1）植物护坡。在本文中，自然生态护坡是指

通过铺设草皮、种植植物打造的生态护坡。自然生

态护坡十分常见，其主要施工原理是基于生态施工

技术改造原有护坡状态，使其达到生态护坡标准。

为达到这一目标，生态护坡施工人员需要通过人工

种植的方式种草或种树，使水利工程护坡上的植物

种类不断丰富，也利用植物根系涵养水源、稳固水

土，并为丰富物种多样性和完善区域生态系统做好

准备。 
基于此，在实践工作当中生态护坡施工人员需

要优选植被、合理种植。比如，选用根系发达、亲

水性好、适应能力强且生命力顽强的植物;结合地形

地貌以及景观需求，优化植物种植的空间布局，强

化植物搭配合理性;优选水生植物，充分发挥其净化

水体的功能。此时，无论草皮铺设还是种植植物，

都需要以减少水土流失、改善土壤环境、完善生态

系统为目标，所以根系发达的植物必为首选。在建

设自然生态护坡时，施工人员需要重点关注土工材

料的运用情况。比如，合理选用生态袋、植生毯，

基于网垫推动草土紧密结合，构建三维植被网提高

生态护坡的应用效果等。 
（2）土工材因固土栽培基础护坡。土工材质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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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栽培基础可分成土工网垫固土栽培基、土工单元

固土栽培基础等类型，土工网垫固土栽培基础，是

由来丙烯和高分子材料加工生产的网垫和植土、籽

等材质构成。固土网垫基础是由多级非伸展网格和

双向伸展平面网格所构成，由多层网的交叉点经过

热融后牯接，产生了一定的空隙网垫，该网垫材质

硫松、柔软，并具有适宜的宽度和空隙，能填充和

保存土层和砂子。土工建筑材料固土植基护坡方式

中也能够通过使用钢筋、石笼等建筑材料做为边框

基础来提高边坡稳定性，尽管效果比单纯植物护坡

方式对暴雨的侵蚀作用好了一点，但是仍然无法对

抗大面积的山洪冲刷，目前还没有运用于提防性迎

水坡面。 
网格生态护坡与生态混凝土护坡类似，所应用

的主要施工材料是混凝土和石块。在实践中，施工

人员需要基于混凝土或石块，在水利工程护坡之上

打造网格结构，并在网格中植入植被，从而构建生

态护坡。从现实角度来看，网格生态护坡的施工难

度小、便捷性高，而且施工成本和工程量都相对较

低，更可以同时满足生态护坡的美观性、实用性要

求，所以十分值得推广。为此，建设网格生态护坡

时，施工人员应基于护坡坡度与面积对网格结构进

行合理规划，明确混凝土或石块的选用标准从而打

造实用性、耐久性高的网格机构;相关工作人员还需

要考虑植被的适应性，选用亲水且生命力旺盛的植

被类型。 
（3）植物型生态化建筑混凝土护按类型，该类

型的生态化建筑混凝土一般由多孔混凝土结构、防

水建筑材料、缓释肥建筑材料和表面土构成。多孔

混凝土结构一般以粗骨料、水泥、运量的细掺和建

筑材料等构成，为植被类型生态混板土地的重要骨

架，具备了较高渗透性并在较大限度上保障了被护

土地和室内空气之间的湿、热交流功能。防水建筑

材料一般由人有机合成质保水剂组成，或掺与人无

机保水剂混匀应用，为植物生长发育供给必置的水、

将表面泥土敷设在多孔混凝土表层，形成植物萌发

空隙，从而降低了泥土中水份蒸发，供给植物萌发

初期的营养，避免草生长发育初期混凝土表层过热，

同时植被型生态建筑混凝土对水流动有较好的抗冲

击特性，上部的覆草也具备了缓冲特性。该种护坡

法受水位骤降的限制相对较小：在季节性严寒地带，

可以排除并减少被护土内水分，从而减轻冻客侵蚀。 
混凝土一直是水利工程护坡施工的重要材料，

在生态护坡施工环节混凝土也必不可少。为满足生

态护坡施工需要，相关工作人员需合理运用生态混

凝土护坡技术。比如，基于"多孔混凝土+保水剂"提
高护坡岩土紧密性，满足生态护坡的防控抗灾需求，

为减少水土流失做好准备。在生态混凝土护坡施工

当中，相关工作人员也需要合理布设植物。利用多

孔混凝土可以为植物生长预留空间，施工人员只需

要基于多孔混凝土开展植被砌块施工，就可以同时

满足护坡的稳定性和生态性需求，在改善护坡土壤

环境的基础上提高护坡的植被覆盖率。 
6 在防洪护坡创新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6.1 在政策上支持 
经过长期的干水利护较工程建设，中国人民已

习惯了干建设的传统护，。对创新技术和创新成果

的引进，必然会面临这种那样的阻碍。所以，一定

要有相应的政府保障，才能实现新型护坡科技的普

遍应用。 
6.2 既重视找具体设计问题，也注重宏观视野 
护坡工程设计虽然看起来非常简单，但要提供

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新时代需要的最佳方案，

就一定要把工程师、艺术家、经济师和有关环境保

护部门领导的思维溶于一身。在具体工程设计中，

对于我国发展中应坚持的经济模式、能源消耗、矿

产总量和污染物持放处置方式等都要有相应的认

识。 
6.3 注重科研创新能力 
护坡工程是一项比较低技术含量的工程，若大

量引进或使用外国产品，在经济上极不合算，但中

国是个治水事业源远流长的大国，都河埋、灵渠，

以及京杭大运河等一些中国古代优秀工程都证明了

中国人有着无比的聪明才智，所以，我们必须要注

重技术革新，充分调动中国水利技术工人的积极性，

研制出拥有自己专利的新型护坡产品。 
7 结束语 
水利工程生态建设护坡是“既达到河流管理体

系的保护技术标准，又利于河流管理系统修复生态

平衡”的重要系统工程。基于中国目前的实际国情、

适应性、经济效益和质量目标，并遵循生态护坡工

程可继续健康发展的宗旨，可以普遍推广使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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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政策应该建立在有关科学的基础上，关于工程

建设生态护坡难点问题有必要进行比较系统科学研

究，通过增加在这方面的技术投入朝生态护坡方向

进一步发展，将生态建设保护被功能和工程建设功

能以及环境保护功能同等兼顾。对于水利工程生态

护坡建设，应当确立“尊重自然、修复自然”的宗

旨，将护坡设计和环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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