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545661.6

(22)申请日 2020.11.06

(73)专利权人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地址 610000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浣花北

路1号

(72)发明人 杨玉川　王小波　陈世全　何富刚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行之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51220

代理人 余翔

(51)Int.Cl.

E02D 17/20(2006.01)

E03F 5/04(2006.01)

E03F 5/06(2006.01)

E03F 7/02(2006.01)

A01G 9/02(2018.01)

A01G 27/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

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包括边坡和水平布置在边坡

上的多级马道，所述马道靠近边坡的内侧设置有

排水沟，排水沟的旁侧设置有种植槽，种植槽内

栽种有绿植，所述排水沟的顶部设置有盖板，盖

板上均匀设置有透水孔；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排水

沟上部设置有透水的盖板，可避免砂石、枝叶等

被雨水带入排水沟，导致排水沟因堵塞而失效的

问题，此外，本实用新型的阻水档坎在排水沟内

的水位高于阻水档坎时，将多余的水通过排水沟

排出；在排水沟内的水位低于阻水档坎时，则水

会蓄在排水沟内，用于灌溉绿植，以便在降雨少

的季节满足绿植正常生长；且本装置具有结构简

单、施工便利了、施工周期短、施工成本低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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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包括边坡(1)和水平布置在边坡上的多

级马道(2)，所述马道靠近边坡的内侧设置有排水沟(3)，排水沟的旁侧设置有种植槽(4)，

种植槽内栽种有绿植(401)，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沟的顶部设置有盖板(5)，盖板上均匀设

置有透水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其特征在于，所述透

水孔为方孔，且方孔的宽度为1～3cm，相邻排水孔之间的间距为8～12c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盖

板的上端铺设有砾石层(6)，砾石层由砾石构成，砾石的直径大于透水孔的直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排

水沟内设置有多个用于蓄水的阻水档坎(301)，阻水档坎的高度低于排水沟高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排

水沟靠近底部的位置设置有连通种植槽的灌溉管(7)，灌溉管的两端包裹有土工布。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灌

溉管(7)的坡度为5°。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种

植槽相对于灌溉管的另一侧边墙上设置有排水管(8)，排水管的两端包裹有土工布；排水管

(8)的坡度为5°。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排

水管的高度大于灌溉管的高度。

9.如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其特征

在于，所述种植槽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种植槽上设置有伸入到边坡内的锚杆(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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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边坡支护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

马道。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工程建设中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绿水青山的建设理念

开始逐渐贯穿到工程建设中。在水电工程建设中，经常涉及到高边坡的开挖，为了保证边坡

的稳定及施工期交通的需要，需要在边坡上设置1～5m宽度不等的马道，并在马道上栽种绿

植以满足绿水青山的建设理念。为了保证边坡开挖后的安全稳定，往往需要采用混凝土支

护结构进行支护和封闭，而其中降雨时边坡坡面排水就是影响边坡安全的一个重大风险因

素。无论对于土质还是岩质边坡，当坡面存有大量积水时，由于雨水的渗入使边坡岩土体逐

步软化，其物理力学参数会大幅度降低，若不及时将坡面水体排走最终极有可能导致边坡

失稳。

[0003] 目前边坡坡面防水常采用的方式就是在边坡马道上开挖并砌筑排水沟，通过各级

马道上的排水沟保障坡面降雨被及时排出坡体。但是，传统排水技术往往并未充分考虑排

水沟由于砂石、枝叶等被雨水带入排水沟堵塞而失效的风险；此外，传统边坡的马道不具备

蓄水功能，马道绿化设计往往由于边坡雨水过多或过少而出现景观植被死亡；景观植被死

亡后需要更换，由于边坡较高，人力修复较为困难且成本较高。

[0004] 现有技术中，中国专利CN210857234U公开了一种用于边坡马道平台绿化和防护的

组合结构，所述的边坡马道平台绿化和防护组合结构包括马道平台内侧排水沟、绿化种植

槽和安全防护网。所述的内侧排水沟和绿化种植基础底板连为一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

而成；所述的内侧排水沟内外沟壁等高，后侧采用级配碎石土回填，表面形成向外流水坡；

所述的绿化种植槽基于排水沟外沟壁和低矮挡墙形成，内部回填土体进行绿化种植；所述

的安全防护网设置于边坡马道平台边沿，由圆钢管柱和镀锌铁丝网组成。但是，该结构的排

水沟上部无遮挡，排水沟容易被坡面上雨水冲刷下来的砂石、枝叶等堵塞而失效。另外，由

于排水沟高度与绿化种植槽等高度且无连通，在坡面发生大规模降雨时难以保证种植槽内

植被不被冲毁，且对于种植槽需要浇灌时，难以从排水沟内取水。

[0005] 现有技术中，中国专利CN209144959U公开了一种基于高边坡马道排水沟的生态绿

篱槽，包括普通截水沟，普通截水沟内设置有塑料隔板，塑料隔板将普通截水沟分成左侧排

水沟和右侧种植沟两部分，塑料隔板的中部和底部固定连接有横向支撑板，塑料隔板的下

部设有渗水孔，右侧种植沟的沟壁侧面和沟底表面上均铺设固定有土工布，右侧种植沟内

铺设有种植土，种植土中栽种有绿色植物。但是，该结构的截水沟上部无遮挡，截水沟容易

被坡面上雨水冲刷下来的砂石、枝叶等堵塞而失效。另外，由于截水沟高度与右侧种植沟等

高度且连通，当截水沟出现积水，由于连通器原理及种种植沟无排水通道，会导致右侧种植

沟内水位较高，植被根系长期在水中浸泡而死亡，对马道长期的景观绿化维护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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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于传统边坡马道上排水沟易堵塞和植被不易维护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

供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用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7]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包

括边坡和水平布置在边坡上的多级马道，所述马道靠近边坡的内侧设置有排水沟，排水沟

的旁侧设置有种植槽，种植槽内栽种有绿植，所述排水沟的顶部设置有盖板，盖板上均匀设

置有透水孔。边坡上设置马道可保证边坡的稳定性，也便于施工期的交通；马道上种植绿植

以满足绿水青山的建设理念。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排水沟上部设置有透水的盖板，可避免砂

石、枝叶等被雨水带入排水沟，导致排水沟因堵塞而失效的问题，且本装置具有结构简单、

施工便利了、施工周期短、施工成本低的优点。

[0008] 进一步的是，透水孔为方孔，且方孔的宽度为1～3cm，相邻排水孔之间的间距为8

～12cm。一般传统的透水孔主要是采用圆孔的方式，但圆形的透水孔与砂石之间摩擦力小，

砂石很容易滚入到排水沟内。为此，本实用新型采用方孔，方孔有棱角，可对砂石起到一定

的阻滞作用。相同面积的圆孔与方孔相比，方孔的阻滞效果更佳。

[0009] 进一步的是，盖板的上端铺设有砾石层，砾石层由砾石构成，砾石的直径大于透水

孔的直径。由于马道上栽种有绿植，绿植到一定季节会落叶。为避免落叶遮挡透水孔和砂石

直接滚入到排水沟内，本实用新型在盖板的上方设置砾石层，砾石层之间的间隙错综复杂，

进一步对砂石进而落叶起到阻挡作用，可避免排水沟因砂石和落叶堵塞。

[0010] 进一步的是，排水沟内设置有多个用于蓄水的阻水档坎，阻水档坎的高度低于排

水沟高度。当排水沟内的水位高于阻水档坎时，多余的水通过排水沟排出；当排水沟内的水

位低于阻水档坎时，则水会蓄在排水沟内，用于灌溉绿植，以便在降雨少的季节满足绿植正

常生长。

[0011] 进一步的是，排水沟靠近底部的位置设置有连通种植槽的灌溉管，灌溉管的两端

包裹有土工布。排水沟内的水通过灌溉管自动流入到种植槽内，以满足绿植的生长用水，无

需借助外力；灌溉管两端的有土工布起到过滤作用，避免杂质堵塞灌溉管。

[0012] 进一步的是，灌溉管的坡度为5°，可使排水沟内的水自动缓慢的流入到种植槽内。

[0013] 进一步的是，种植槽相对于灌溉管的另一侧边墙上设置有排水管，排水管的两端

包裹有土工布；排水管的坡度为5°。在多雨的季节，种植槽内的水位上升，绿植的根系长期

浸泡在水中会死亡；为此，本实用新型在种植槽上设置排水管，可排出种植槽内多余的水，

避免绿植的根系长期在水中浸泡而死亡，对绿植起到保护作用。

[0014] 进一步的是，排水管的高度大于灌溉管的高度，采用低进高出的方式，可保证种植

槽内水处于合适的水位，保证绿植正常生长所需的水。

[0015] 进一步的是，种植槽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种植槽上设置有伸入到边坡内的锚

杆。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的种植槽强度高，同时配以锚杆，进一步加强了种植槽的强度及稳

定性。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排水沟上部设置有透水的盖板，可避免砂石、枝叶等被雨水

带入排水沟，导致排水沟因堵塞而失效的问题，且本装置具有结构简单、施工便利了、施工

周期短、施工成本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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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2、本实用新型在盖板的上方设置砾石层，砾石层之间的间隙错综复杂，进一步对

砂石进而落叶起到阻挡作用，可避免排水沟因砂石和落叶堵塞。

[0019] 3、本实用新型的阻水档坎在排水沟内的水位高于阻水档坎时，将多余的水通过排

水沟排出；在排水沟内的水位低于阻水档坎时，则水会蓄在排水沟内，用于灌溉绿植，以便

在降雨少的季节满足绿植正常生长。

[0020] 4、本实用新型在种植槽上设置排水管，可排出种植槽内多余的水，采用低进高出

的方式，可保证种植槽内水处于合适的水位，保证绿植正常生长所需的水，对绿植起到保护

作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主视图。

[0023] 图中标记为：

[0024] 1、边坡；2、马道；3、排水沟；4、种植槽；5、盖板；6、砾石层；7、灌溉管；8、排水管；9、

档坎；

[0025] 301、阻水档坎；401、绿植；402、锚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7] 实施例一

[0028] 参照图1和图2，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包括边

坡1和水平布置在边坡上的多级马道2，所述马道靠近边坡的内侧设置有排水沟3，排水沟的

旁侧设置有种植槽4，种植槽内栽种有绿植401，所述排水沟的顶部设置有盖板5，盖板上均

匀设置有透水孔(图中未示出)。边坡上设置马道可保证边坡的稳定性，也便于施工期的交

通；马道上种植绿植以满足绿水青山的建设理念。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排水沟上部设置有透

水的盖板，可避免砂石、枝叶等被雨水带入排水沟，导致排水沟因堵塞而失效的问题，且本

装置具有结构简单、施工便利了、施工周期短、施工成本低的优点。

[0029] 本实施例的透水孔为方孔，且方孔的宽度为1～3cm，相邻排水孔之间的间距为8～

12cm。一般传统的透水孔主要是采用圆孔的方式，但圆形的透水孔与砂石之间摩擦力小，砂

石很容易滚入到排水沟内。为此，本实用新型采用方孔，方孔有棱角，可对砂石起到一定的

阻滞作用。相同面积的圆孔与方孔相比，方孔的阻滞效果更佳。

[0030] 参照图1，本实施例在盖板的上端铺设有砾石层6，砾石层由砾石构成，砾石的直径

大于透水孔的直径。由于马道上栽种有绿植，绿植到一定季节会落叶。为避免落叶遮挡透水

孔和砂石直接滚入到排水沟内，本实用新型在盖板的上方设置砾石层，砾石层之间的间隙

错综复杂，进一步对砂石进而落叶起到阻挡作用，可避免排水沟因砂石和落叶堵塞。

[0031] 实施例二

[0032] 参照图2，在实施例一的基础上，本实施例在排水沟内设置有多个用于蓄水的阻水

档坎301，阻水档坎的高度低于排水沟高度。当排水沟内的水位高于阻水档坎时，多余的水

通过排水沟排出；当排水沟内的水位低于阻水档坎时，则水会蓄在排水沟内，用于灌溉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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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以便在降雨少的季节满足绿植正常生长。

[0033] 参照图1，本实施例在排水沟靠近底部的位置设置有连通种植槽的灌溉管7，灌溉

管的两端包裹有土工布(图中未示出)。排水沟内的水通过灌溉管自动流入到种植槽内，以

满足绿植的生长用水，无需借助外力；灌溉管两端的有土工布起到过滤作用，避免杂质堵塞

灌溉管。

[0034] 参照图1，本实施例灌溉管7的坡度为5°。可使排水沟内的水自动缓慢流入到种植

槽内。

[0035] 参照图1，本实施例在种植槽相对于灌溉管的另一侧边墙上设置有排水管8，排水

管的两端包裹有土工布；排水管8的坡度为5°。在多雨的季节，种植槽内的水位上升，绿植的

根系长期浸泡在水中会死亡；为此，本实用新型在种植槽上设置排水管，可排出种植槽内多

余的水，避免绿植的根系长期在水中浸泡而死亡，对绿植起到保护作用。

[0036] 参照图1，本实施例排水管的高度大于灌溉管的高度，采用低进高出的方式，可保

证种植槽内水处于合适的水位，保证绿植正常生长所需的水。

[0037] 参照图1，本实施例的种植槽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种植槽上设置有伸入到边坡

内的锚杆402。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的种植槽强度高，同时配以锚杆，进一步加强了种植槽

的强度及稳定性。

[0038] 一种兼具排水和景观绿化灌溉的边坡马道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S1边坡支护：边坡开挖完成后，在边坡表面喷硂进行支护；

[0040] S2排水沟施工：在马道上靠近边坡的内侧浇筑排水沟的边墙，排水沟与边坡之间

浇筑档坎9；在排水沟靠近边坡内侧的墙体上预埋灌溉管，并在灌溉管的两端包裹土工布；

排水沟远离档坎一侧的墙体适当加高，与种植槽共用边墙；

[0041] S3阻水档坎施工：在排水沟的两端和中部浇筑阻水档坎，阻水档坎的高度低于排

水沟的高度；

[0042] S4种植槽施工：浇筑种植槽，在种植槽远离排水沟一侧的墙体内预埋排水管，并在

排水管的两端包裹土工布；在种植槽内填充种植土，并栽种绿植；

[0043] S5铺设其他设施：在排水沟的顶部铺设与排水沟匹配的盖板；盖板顶部铺设砾石

层。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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