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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边坡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

一种绿化边坡结构，其包括边坡基层和设在边坡

基层表面的回填层，所述回填层远离边坡基层的

一侧等间隔设有凹坑，所述凹坑内设有植生板，

所述植生板通过连接件与回填层相连，所述回填

层远离边坡基层的一侧设有营养基质层，所述营

养基质层包括沿边坡基层向外依次设置的灌木

基质层和草灌基质层，所述灌木基质层和草灌基

质层之间设有金属网，所述金属网通过用于边坡

基层相连的锚固件固定，所述草灌基质层远离灌

木基质层的一侧设有无纺布层，所述无纺布层通

过紧固件与回填层相连。本申请具有结构稳定、

绿化效果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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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化边坡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边坡基层（1）和设在边坡基层（1）表面的回填

层（2），所述回填层（2）远离边坡基层（1）的一侧等间隔设有凹坑（21），所述凹坑（21）内设有

植生板（22），所述植生板（22）通过连接件（23）与回填层（2）相连，所述回填层（2）远离边坡

基层（1）的一侧设有营养基质层（3），所述营养基质层（3）包括沿边坡基层（1）向外依次设置

的灌木基质层（31）和草灌基质层（32），所述灌木基质层（31）和草灌基质层（32）之间设有金

属网（4），所述金属网（4）通过用于边坡基层（1）相连的锚固件（5）固定，所述草灌基质层

（32）远离灌木基质层（31）的一侧设有无纺布层（6），所述无纺布层（6）通过紧固件与回填层

（2）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边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件（5）包括主锚固件

（51）和副锚固件（52），所述主锚固件（51）的长度和端面大小均大于副锚固件（52），所述主

锚固件（51）和副锚固件（52）呈正方形阵列布置，主锚固件（51）之间的间距为主锚固件（51）

与副锚固件（52）之间的间距的两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绿化边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锚固件（51）用于伸入边坡

基层（1）的一端设有尖刺部（5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边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回填层（2）的中间设有基质

附着平台（7），所述灌木基质层（31）、金属网（4）、草灌基质层（32）和无纺布层（6）依次延伸

至基质附着平台（7）的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绿化边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基质附着平台（7）靠近边坡

基层（1）的一端设有截水沟（8），所述截水沟（8）的顶端设有挡土过水板（8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绿化边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土过水板（81）上设有过水

孔（811），挡水过水板远离截水沟（8）的一侧设有土工布层（82）。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绿化边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边坡基层（1）设有泄水孔

（9），所述泄水孔（9）设有连通截水沟（8）的排水管（9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边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回填层（2）的顶端设有导水

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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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边坡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边坡治理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绿化边坡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边坡综合防护设计是高等级公路设计的重要内容

之一，需根据公路等级、降雨强度、地下水、地形、土质、材料来源等情况综合考虑，合理布

局，因地制宜地选择实用、合理、经济、美观的工程措施，确保高等级公路的稳定和高速行车

安全，同时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保持生态环境的相对平衡，美化高等级公路的效果。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204898691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边坡绿化防护系统，

包括铺设于边坡上的加筋土工网垫、覆盖加筋土工网垫的客土喷播基材以及覆盖客土喷播

基材的无纺布，其中，加筋土工网垫包括三维土工网垫本体以及复合于三维土工网垫本体

中的金属网，金属网为双绞合六边形钢丝网。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边坡绿化防护系统各层之间的连接性较差，

在暴风雨等恶劣条件下，各层之间易产生分离致使客土喷播基材内的喷播育苗无法成功孕

育。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提升绿化边坡结构的稳定性，本申请提供一种绿化边坡结构。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绿化边坡结构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绿化边坡结构，包括边坡基层和设在边坡基层表面的回填层，所述回填层远

离边坡基层的一侧等间隔设有凹坑，所述凹坑内设有植生板，所述植生板通过连接件与回

填层相连，所述回填层远离边坡基层的一侧设有营养基质层，所述营养基质层包括沿边坡

基层向外依次设置的灌木基质层和草灌基质层，所述灌木基质层和草灌基质层之间设有金

属网，所述金属网通过用于边坡基层相连的锚固件固定，所述草灌基质层远离灌木基质层

的一侧设有无纺布层，所述无纺布层通过紧固件与回填层相连。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回填层增强了营养基质层的附着效果；营养基质层分层

布置，其内部的灌木科植物和草灌可得到良好的生长和养护，增强了绿化边坡整体的稳固

性；金属网减少营养基质层滑落，增强其稳定性；无纺布层可减少营养基质层被雨水冲刷，

并且无纺布层通过紧固件固定，不易从营养基质层表面脱开；综合以上效果，绿化边坡结构

稳定，绿化效果好。

[0009] 可选的，所述锚固件包括主锚固件和副锚固件，所述主锚固件的长度和端面大小

均大于副锚固件，所述主锚固件和副锚固件呈正方形阵列布置，主锚固件之间的间距为主

锚固件与副锚固件之间的间距的两倍。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主锚固件和副锚固件阵列布置，在保证对金属网形成稳

定的固定效果的同时，节约了施工成本。

[0011] 可选的，所述主锚固件用于伸入边坡基层的一端设有尖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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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尖刺部便于主锚固件的插入，达到施工更加省力的目的。

[0013] 可选的，所述回填层的中间设有基质附着平台，所述灌木基质层、金属网、草灌基

质层和无纺布层依次延伸至基质附着平台的表面。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基质附着平台可更好地保证植物生长时根系的展开，用

于增强绿化边坡结构整体的稳固性。

[0015] 可选的，所述基质附着平台靠近边坡基层的一端设有截水沟，所述截水沟的顶端

设有挡土过水板。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截水沟用于收集沿边坡表面流淌的水流，防止其流至坡

底，减少营养基质层的流失，挡土过水板用于供水流通过，并同时对土壤形成围挡。

[0017] 可选的，所述挡土过水板上设有过水孔，挡水过水板远离截水沟的一侧设有土工

布层。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流水流至挡土过水板时，水流可透过土工布层并穿过过

水孔流入截水沟内，而土壤由于土工布层的拦截不会造成流失，达到挡土过水的目的。

[0019] 可选的，所述边坡基层设有泄水孔，所述泄水孔设有连通截水沟的排水管。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边坡基层的涌水或者渗水可从泄水孔流经排水管达到截

水沟内，由截水沟将水排出，从而保证边坡基层不易产生水土流失。

[0021] 可选的，所述回填层的顶端设有导水沟。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导水沟用于将边坡基层顶端的流水排走，减少渗入边坡

基层内的渗水。

[0023]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4] 1 .回填层增强了营养基质层的附着效果；营养基质层分层布置，其内部的灌木科

植物和草灌可得到良好的生长和养护，增强了绿化边坡整体的稳固性；金属网减少营养基

质层滑落，增强其稳定性；无纺布层可减少营养基质层被雨水冲刷，并且无纺布层通过紧固

件固定，不易从营养基质层表面脱开；综合以上效果，绿化边坡结构稳定，绿化效果好；

[0025] 2.通过设置截水沟，用于收集沿边坡表面流淌的水流，防止其流至坡底，减少营养

基质层的流失。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绿化边坡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中展示植生板与回填层连接关系的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申请实施例中展示锚固件锚固位置的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1、边坡基层；2、回填层；21、凹坑；22、植生板；23、连接件；24、导水

沟；3、营养基质层；31、灌木基质层；32、草灌基质层；4、金属网；5、锚固件；51、主锚固件；

511、尖刺部；52、副锚固件；6、无纺布层；7、基质附着平台；8、截水沟；81、挡土过水板；811、

过水孔；82、土工布层；9、泄水孔；91、排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1‑3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绿化边坡结构。参照图1，绿化边坡结构包括边坡基层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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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在边坡基层1表面的回填层2。回填层2为覆盖在边坡基层1表面的黏土层，用于对边坡基

层1进行找平。边坡基层1在回填黏土层之前先对边坡基层1进行修整，对于陡坡段自上而下

开挖，对于坡面凹陷处采用植生袋装入开挖后土壤进行填充，并采用木桩进行固定。

[0032] 参照图2，回填层2远离边坡基层1的一侧等间隔设有凹坑21，凹坑21为在回填层2

表面开挖出来的基坑；凹坑21内设有植生板22，植生板22通过连接件23与回填层2相连，连

接件23为直径较小的钢筋锚杆，连接件23的一端伸入回填层2，另一端外露以防止植生板22

从连接件23上脱离。

[0033] 参照图1，回填层2远离边坡基层1的一侧设有营养基质层3，营养基质层3采用喷播

的方式覆盖在回填层2的表面，凹坑21和植生板22可确保营养基质层3的附着效果，以保证

营养基质层3粘附牢固。

[0034] 营养基质层3包括沿边坡基层1向外依次设置的灌木基质层31和草灌基质层32，灌

木基质层31用于灌木科植物种子的养护，例如：刺槐、马尾松、紫穗槐、多花木兰等，其生命

力顽强，装饰效果好；草灌基质层32用于草灌种子的养护，草灌用于边坡基层1的保水保土，

并进一步加强边坡结构的绿化效果。营养基质层3分层布置，有利于灌木科植物和草灌的生

长和养护，灌木科植物的种子埋入土壤内更深，便于灌木科植物将根部伸入更深的土层内，

并且灌木科更容易破土而出；草灌的种子埋入土壤内较浅，便于草灌种子接收水分的滋养；

灌木科植物和草灌可得到良好的生长和养护，有利于增强绿化边坡整体的稳固性。

[0035] 灌木基质层31和草灌基质层32之间设有金属网4。金属网4为机编镀金铁丝网，金

属网4从坡顶向坡底进行铺挂，金属往可减小营养基质层3滑落，增强其稳定性，同时也起到

阻挡小石块下坠的作用。金属网4通过用于边坡基层1相连的锚固件5固定，金属网4在铺挂

是通过人工将金属网4展开，拉挂于坡面，锚固件5增强了金属网4铺挂后的稳固性。

[0036] 草灌基质层32远离灌木基质层31的一侧设有无纺布层6，营养基质层3喷播施工完

成后，及时铺设外层覆盖材料无纺布形成无纺布层6；无纺布层6通过紧固件与回填层2相

连，紧固件采用U型铁丝钉。无纺布层6可减少营养基质层3被雨水冲刷造成喷播材料和种子

流失。

[0037] 施工时，先对边坡基层1进行检验，然后根据检验机构对边坡基层1进行修整，再在

修整后的边坡基层1的表面布置回填层2，并在回填层2的表面开挖凹坑21，并固定好植生板

22，然后将锚固件5的一端插入边坡基层1内，另一端外露以便于金属网4的铺挂，锚固件5固

定后进行灌木基质层31的喷播，然后将金属网4通过锚固件5固定，再进行草灌基质层32的

喷播，完成喷播施工后，在草灌基质层32的表面铺设无纺布层6。

[0038] 回填层2增强了营养基质层3的附着效果；营养基质层3分层布置，其内部的灌木科

植物和草灌可得到良好的生长和养护，增强了绿化边坡整体的稳固性；金属网4减少营养基

质层3滑落，增强其稳定性；无纺布层6可减少营养基质层3被雨水冲刷，并且无纺布层6通过

紧固件固定，不易从营养基质层3表面脱开；综合以上效果，绿化边坡结构稳定，绿化效果

好。

[0039] 参照图1和图3，锚固件5包括主锚固件51和副锚固件52。主锚固件51和副锚固件52

均采用圆钢或者螺纹钢，主锚固件51的长度和直径均大于副锚固件52。主锚固件51和副锚

固件52呈正方形阵列布置，主锚固件51之间的间距为主锚固件51与副锚固件52之间的间距

的两倍，即若果不考虑边界问题，一根主锚固件51的附近设有八根副锚固件52。边坡基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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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端设有主锚固件51进行金属网4的固定，以保证金属网4铺挂稳定。主锚固件51和副锚

固件52阵列布置，在保证对金属网4形成稳定的固定效果的同时，节约了施工成本。

[0040] 主锚固件51用于伸入边坡基层1的一端设有尖刺部511。尖刺部511为将主锚固件

51的端部打磨成型的圆锥状结构。主锚固件51的长度相比于副锚固件52的长度更长，尖刺

部511便于主锚固件51的插入，达到施工更加省力的目的。

[0041] 参照图1，回填层2的中间设有基质附着平台7。灌木基质层31、金属网4、草灌基质

层32和无纺布层6依次延伸至基质附着平台7的平面。基质附着平台7为营养基质在岩壁坡

面上增加的附着平台，以更好地保证植物生长时根系的展开，用于增强绿化边坡结构整体

的稳固性。金属网4在铺挂时，基质附着平台7处的锚固件5中设有主锚固件51，以保证金属

网4铺挂牢固。

[0042] 参照图1和图3，基质附着平台7靠近边坡基层1的一端设有截水沟8。截水沟8为浇

筑在基质附着平台7处的混凝土沟槽，回填层2在施工完成后，预先通过截水沟8的模板将截

水沟8浇筑成型，然后再进行锚固件5的固定、金属网4的铺挂、营养基质层3的喷播以及无纺

布层6的铺设等后续施工，后续施工时避开截水沟8即可。截水沟8用于收集沿边坡表面流淌

的水流，防止其流至坡底，减少营养基质层3的流失。截水沟8的顶端设有挡土过水板81，挡

土过水板81垂直于营养基质层3的表面设置，用于供水流通过，并同时对土壤形成围挡。

[0043] 挡土过水板81上设有过水孔811，挡水过水板远离截水沟8的一侧设有土工布层

82。流水流至挡土过水板81时，水流可透过土工布层82并穿过过水孔811流入截水沟8内，而

土壤由于土工布层82的拦截不会造成流失，达到挡土过水的目的。

[0044] 参照图1，边坡基层1设有泄水孔9。泄水孔9布置在边坡基层1的涌水或渗水严重的

部位，该部位在回填层2施工前由施工人员对边坡基层1进行勘察检验所知，检验后对该处

进行修整，并采用喷射混凝土等方式进行加固。泄水孔9设有连通截水沟8的排水管91，排水

管91采用PVC管，排水管91预先布置好位置后再进行回填层2的施工，然后在浇筑截水沟8的

时候将排水管91的端部密封，并将其伸入截水沟8的模板内。边坡基层1的涌水或者渗水可

从泄水孔9流经排水管91达到截水沟8内，由截水沟8将水排出，从而保证边坡基层1不易产

生水土流失。

[0045] 参照图1，回填层2的顶端设有导水沟24。导水沟24为回填层2的顶端挖掘成型的沟

槽。导水沟24用于将边坡基层1顶端的流水排走，减少渗入边坡基层1内的渗水。

[0046]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绿化边坡结构的实施原理为：施工时，先对边坡基层1进行检

验，然后根据检验机构对边坡基层1进行修整，修整时即预先修整出基质附着平台7的底层

结构，并预先设置好泄水孔9和排水管91，再在修整后的边坡基层1的表面布置回填层2，并

在回填层2的表面开挖凹坑21，并固定好植生板22，并将基质附着平台7处将截水沟8浇筑成

型，同时将导水沟24挖掘成型，然后将锚固件5的一端插入边坡基层1内，另一端外露以便于

金属网4的铺挂，锚固件5固定后进行灌木基质层31的喷播，然后将金属网4通过锚固件5固

定，再进行草灌基质层32的喷播，完成喷播施工后，在草灌基质层32的表面铺设无纺布层6，

并通过紧固件将无纺布层6固定。

[0047]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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