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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

包括铺设在边坡土体上方的防护层结构以及用

于将所述防护层结构固定在边坡土体上的锚固

装置，所述锚固装置包括垂直于边坡土体表面的

锚固杆，且锚固杆的前端穿过防护层结构并插入

到边坡土体内；其特征在于，在锚固杆前端套接

固定有整体呈圆筒形结构的植物种子层。本实用

新型具有能够更好的与边坡土体连接结合，连接

稳定性更好，防护效果更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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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包括铺设在边坡土体上方的防护层结构（1）以及用于将所

述防护层结构固定在边坡土体上的锚固装置（2），所述锚固装置包括垂直于边坡土体表面

的锚固杆（3），且锚固杆的前端穿过防护层结构并插入到边坡土体内；其特征在于，在锚固

杆（3）前端套接固定有整体呈圆筒形结构的植物种子层（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杆（3）圆周表面

上且沿其径向内凹形成一圈整体呈圆筒形结构的容纳环槽；植物种子层（4）设置于所述容

纳环槽内，且植物种子层的前后两端各自抵接在容纳环槽的两内侧壁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杆（3）包括前端

的锚头（5），锚头的一端呈圆椎体结构并形成刺入端；锚头的另一端连接有支撑杆（6），在支

撑杆上背离锚头的一端连接有限位头（7）；且锚头的直径和限位头的直径均大于支撑杆的

直径，并使得支撑杆上的位于锚头与限位头之间的位置形成容纳环槽。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锚头（5）上设有插接孔，所

述支撑杆（6）插接固定在所述插接孔内。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种子层（4）包括

呈相贴设置的内侧海绵垫（8）和外侧海绵垫（9），以及相贴设置在外侧海绵垫外侧面的植物

保护垫（10）；在内侧海绵垫与外侧海绵垫之间设置有植物种子（11）。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在内侧海绵垫与外侧海绵

垫之间设置有营养基质（12），所述植物种子设置在营养基质内。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内侧海绵垫（8）的外侧表

面成起伏设置的曲面，曲面拱起位置的连续方向和支撑杆长度方向一致。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种子（11）为狗牙

根种子。

9.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保护垫（10）为三

维土工网垫。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层结构包括依

次铺设在边坡土体上的防护网层（13）、防护布层（14）、植物层（15）和土工格栅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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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公路边坡防护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公路边坡是指为保证公路路基稳定，在公路路基两侧做成的具有一定坡度的坡

面。

[0003] 在公路等基础设施施工过程中，施工后会形成大量裸露的边坡；现有的常用的边

坡防护施工措施包括混凝土挡土墙、抗滑桩、浆砌护面墙、锚索框架梁等。其中，针对沙土土

体形成的边坡结构，中国专利（200520104538.3）公开了一种高层建筑的深基坑边坡防护装

置，具体为一种深基坑沙土雨天防雨水流冲刷、风天防沙土飞扬的沙土边坡防护装置。本实

用新型为解决现有深基坑边坡在雨天易被雨水冲塌而影响工程进展、刮风时沙土飞扬而污

染大气环境等问题而提供一种深基坑沙土边坡防护装置，由覆盖在边坡上的防护布、嵌在

防护布上、用于防护布与边坡固定的紧固钉、用于固定防护布顶端及阻挡雨水的压紧件和

边坡底部用于排放雨水的排水槽构成，防护布的一端与压紧件连接，另一端与排水槽顺结。

这种边坡防护装置雨天防雨水流冲刷边坡，减少沙土淤积坑底，保护边坡稳定；风天防沙尘

土飞扬，减少粉尘浓度，保护大气环境，大大提高建筑工地安全文明施工的水平。上述专利

中，防护布与边坡的连接不够牢靠，大风天气极易被风刮起，导致防护失效。

[0004] 中国专利（CN108547256A）还公开了一种河道生态岸坡保护系统，其特点在于，包

括依次铺设在河道岸坡上的反滤垫和  保护垫，利用锚定装置将保护垫和反滤垫固定在岸

坡上；所述保护垫由相互垂直的经线和纬线编织而成，所述保护垫包括若干规则排布的结

构  单元，各结构单元为四棱锥形，相邻结构单元通过对应的底边相互衔接，各结构单元的

棱锥  顶点为与岸坡表面相贴靠的支撑部，各结构单元的底边为相对远离岸坡表面的缓冲

部；所述锚定装置包括：嵌入岸坡土体的锚头、贴靠保护垫的承载板、以及连接在锚头和承

载板之间的锚索；所述锚索的一端与锚头铰接，另一端贯穿承载板，所述承载板上设有锁定

锚索位置的锁紧装置，工作状态下，通过锚索的张紧力牵拉锚头与承载板相互靠近以夹持

稳定土体。上述专利中的锚定装置在施工过程中，因锚头的轮廓大于杆部，在施工时整个锚

孔的直径变大，使得施工难度增大，施工时，在通过锚索的张紧力牵拉锚头与承载板相互靠

近以夹持稳定土体；会使得整个锚固杆在土体内受力倾斜，从而扩大锚孔直径并使得锚固

杆周边的土体变得松弛，并且施工后锚头与边坡土体的结合性差。

[0005] 因此，怎样才能够提供一种能够更好的与边坡土体连接结合，连接稳定性更好，防

护效果更好的公路边坡防护系统，成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怎样提供一种能

够更好的与边坡土体连接结合，连接稳定性更好，防护效果更好的公路边坡防护系统。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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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包括铺设在边坡土体上方的防护层结构以及用于将所述

防护层结构固定在边坡土体上的锚固装置，所述锚固装置包括垂直于边坡土体表面的锚固

杆，且锚固杆的前端穿过防护层结构并插入到边坡土体内；其特征在于，在锚固杆前端套接

固定有整体呈圆筒形结构的植物种子层。

[0009] 这样，上述技术方案中，通过在锚固杆的前端套设整体呈圆筒形的植物种子层，施

工后，植物种子层能够更好的随着锚固杆插入到边坡的土体内，且植物种子层能够分布在

锚固杆的圆周方向上。植物种子层内的种子能够与土体接触，并生根发芽，其根系能够伸入

到土体周围并能够将锚固杆周围的土体和锚固杆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其中位于土体内靠近

土体表面部分的植物种子还能够生长至土体表面外部形成草皮，形成的草皮能够提高对应

位置土体的结合性，并使得对应锚固杆与土体的连接稳定性更好，提高整个系统的防护效

果。

[0010] 作为优化，所述锚固杆圆周表面上且沿其径向内凹形成一圈整体呈圆筒形结构的

容纳环槽；植物种子层设置于所述容纳环槽内，且植物种子层的前后两端各自抵接在容纳

环槽的两内侧壁上。

[0011] 这样，施工时，将锚固杆插接于边坡土体内时，植物种子层会受到土体作用的摩擦

力，将植物种子层设置在容纳环槽内，能够更好的保持植物种子层的位置不受该摩擦力的

影响，更加方便施工操作。

[0012] 作为优化，所述锚固杆包括前端的锚头，锚头的一端呈圆椎体结构并形成刺入端；

锚头的另一端连接有支撑杆，在支撑杆上背离锚头的一端连接有限位头；且锚头的直径和

限位头的直径均大于支撑杆的直径，并使得支撑杆上的位于锚头与限位头之间的位置形成

所述容纳环槽。

[0013] 这样，锚固杆的结构更加简单，更加方便刺入到边坡土体内的同时，同时，更加方

便在锚固杆上形成容纳环槽。

[0014] 作为优化，锚头上设有插接孔，所述支撑杆插接固定在所述插接孔内。

[0015] 这样，可以将整个植物种子层制作成一个筒体后，将整个植物种子层套接在支撑

杆上，再将支撑杆的前端插接固定在锚头上的插接孔内，整个结构设计更加合理。进一步

的，插接孔可以做成内螺纹孔并将支撑杆前端螺纹连接在插接孔内。

[0016] 作为优化，所述植物种子层包括呈相贴设置的内侧海绵垫和外侧海绵垫，以及相

贴设置在外侧海绵垫外侧面的植物保护垫；在内侧海绵垫与外侧海绵垫之间设置有植物种

子。

[0017] 这样，内侧海绵垫和外侧海绵垫之间能够为植物种子提供容纳空间，并且内侧海

绵垫和外侧海绵垫具有良好的吸水性，能够为植物种子提供水份；还能够对植物种子形成

约束使得植物种子分布更加均匀。植物保护垫能够对发芽的植物种子提供生长成幼苗的空

间；进而使得幼苗能够更好的生长出根系并生长至土体表面外部。

[0018] 作为优化，在内侧海绵垫与外侧海绵垫之间设置有营养基质，所述植物种子设置

在营养基质内。

[0019] 这样，营养基质能够为植物种子生长提供营养，提高种子的成活率，使得均匀设置

在内侧海绵垫和外侧海绵垫之间的植物种子生长后整体更加均匀，能够提高整个系统的防

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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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作为优化，内侧海绵垫的外侧表面成起伏设置的曲面，曲面拱起位置的连续方向

和支撑杆长度方向一致。

[0021] 这样，营养基质设置于朝向锚固杆中心凹陷的曲面内，能够更加方便容纳营养基

质；对应的植物种子设置于营养基质内，使得植物种子是沿锚杆长度方向成间隔的分布的，

能够更好的避免相互的植物种子生根发芽的干扰，使得植物种子生长成的根系是沿锚固杆

长度方向有序的分布的，能够提高土体与锚固杆之间的结合性，提高锚固杆与土体的连接

稳定性。

[0022] 作为优化，所述植物种子为狗牙根种子。

[0023] 这样，狗牙根种子的生长需要水分就可以，内侧海绵垫和外侧海绵垫具有很好的

吸水性以及保水性，并能够为狗牙根种子提供生长所需的水分；狗牙根种子生长迅速，并能

够很快的生长生根发芽，内侧海绵垫和外侧海绵垫自身具有大量的空隙，狗牙根种子的根

系可以穿透内侧海绵垫，发达的根系能够更好的将土体与锚固杆相连，能够提高连接稳定

性。

[0024] 作为优化，所述植物保护垫为三维土工网垫。

[0025] 这样，植物保护垫为三维土工网垫，具有以下优点，在植物种子没有生根发芽或是

为长成株苗前，能够更好的保护植物种子；并为其生长成幼苗提供空间。在使用时，植物保

护垫还可以采用专利（201810427413.6）中的一种用于防止岸坡水土流失的保护垫。

[0026] 作为优化，所述防护层结构包括依次铺设在边坡土体上的防护网层、防护布层、植

物层和土工格栅层。

[0027] 这样，防护层结构设置有防护网层、防护布层、植物层和土工格栅层；设置的防护

网层上的网眼能够对边坡上的松动的沙石等起到固定作用，能够有效的减少其向边坡底部

滚动；并且植物层生长后，其根系能够穿过防护网层上的网眼再与土体结合；土工格栅层能

够对植物层起到保护作用，更加方便植物生长。

[0028] 作为优化，所述防护布为尼龙编织布。

[0029] 这样，防护布的质量更轻，方便施工应用，并且成本更低，便于推广。

[0030] 作为优化，所述防护层结构还包括铺设在土工格栅层上方的塑料薄膜层。

[0031] 这样，通过设置塑料薄膜层，能够更好的避免雨水冲刷。且塑料薄膜层是盖设在最

上方的，能够促进植物种子生根发芽，以及促进植物层的幼苗生长；当植物种子生根发芽后

再将塑料薄膜层去除。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为图1中锚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为图2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6] 具体实施时：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公路边坡防护系统，包括铺设在边坡土体上方

的防护层结构1以及用于将所述防护层结构固定在边坡土体上的锚固装置2，所述锚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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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垂直于边坡土体表面的锚固杆3，且锚固杆的前端穿过防护层结构并插入到边坡土体

内；在锚固杆3前端套接固定有整体呈圆筒形结构的植物种子层4。

[0037] 这样，上述技术方案中，通过在锚固杆的前端套设整体呈圆筒形的植物种子层，施

工后，植物种子层能够更好的随着锚固杆插入到边坡的土体内，且植物种子层能够分布在

锚固杆的圆周方向上。植物种子层内的种子能够与土体接触，并生根发芽，其根系能够伸入

到土体周围并能够将锚固杆周围的土体和锚固杆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其中位于土体内靠近

土体表面部分的植物种子还能够生长至土体表面外部形成草皮，形成的草皮能够提高对应

位置土体的结合性，并使得对应锚固杆与土体的连接稳定性更好，提高整个系统的防护效

果。

[0038]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锚固杆3圆周表面上且沿其径向内凹形成一圈整体呈圆

筒形结构的容纳环槽；植物种子层4设置于所述容纳环槽内，且植物种子层的前后两端各自

抵接在容纳环槽的两内侧壁上。

[0039] 这样，施工时，将锚固杆插接于边坡土体内时，植物种子层会受到土体作用的摩擦

力，将植物种子层设置在容纳环槽内，能够更好的保持植物种子层的位置不受该摩擦力的

影响，更加方便施工操作。

[0040]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锚固杆3包括前端的锚头5，锚头的一端呈圆椎体结构并

形成刺入端；锚头的另一端连接有支撑杆6，在支撑杆上背离锚头的一端连接有限位头7；且

锚头的直径和限位头的直径均大于支撑杆的直径，并使得支撑杆上的位于锚头与限位头之

间的位置形成所述容纳环槽。

[0041] 这样，锚固杆的结构更加简单，更加方便刺入到边坡土体内的同时，同时，更加方

便在锚固杆上形成容纳环槽。

[0042]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锚头5上设有插接孔，所述支撑杆6插接固定在所述插接孔内。

[0043] 这样，可以将整个植物种子层制作成一个筒体后，将整个植物种子层套接在支撑

杆上，再将支撑杆的前端插接固定在锚头上的插接孔内，整个结构设计更加合理。进一步

的，插接孔可以做成内螺纹孔并将支撑杆前端螺纹连接在插接孔内。

[0044]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植物种子层4包括呈相贴设置的内侧海绵垫8和外侧海绵

垫9，以及相贴设置在外侧海绵垫外侧面的植物保护垫10；在内侧海绵垫与外侧海绵垫之间

设置有植物种子11。

[0045] 这样，内侧海绵垫和外侧海绵垫之间能够为植物种子提供容纳空间，并且内侧海

绵垫和外侧海绵垫具有良好的吸水性，能够为植物种子提供水份；还能够对植物种子形成

约束使得植物种子分布更加均匀。植物保护垫能够对发芽的植物种子提供生长成幼苗的空

间；进而使得幼苗能够更好的生长出根系并生长至土体表面外部。

[0046] 具体实施时，在锚固杆与内侧海绵垫之间还设有筒形的复合土工膜17。这样，能够

更好的使得内侧海绵垫和外侧海绵垫形成整体结构，并且其具有长期透水不淤堵的性能，

土体内的水分能够更好的经过复合土工膜后被内侧海绵垫吸取并提供水份；还可以起到对

锚固杆外表面的保护，进一步，复合土工膜包括内侧的保护层和铺设在保护层上方的过滤

层。使得保护层的纤维比过滤层的纤维粗，且保护层的纤维比过滤层的纤维空隙大；整个结

构的性能更好，提高透水性。

[0047]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在内侧海绵垫与外侧海绵垫之间设置有营养基质12，所述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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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子设置在营养基质内。

[0048] 这样，营养基质能够为植物种子生长提供营养，提高种子的成活率，使得均匀设置

在内侧海绵垫和外侧海绵垫之间的植物种子生长后整体更加均匀，能够提高整个系统的防

护质量。

[0049]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内侧海绵垫8的外侧表面成起伏设置的曲面，曲面拱起位置的

连续方向和支撑杆长度方向一致。

[0050] 这样，营养基质设置于朝向锚固杆中心凹陷的曲面内，能够更加方便容纳营养基

质；对应的植物种子设置于营养基质内，使得植物种子是沿锚杆长度方向成间隔的分布的，

能够更好的避免相互的植物种子生根发芽的干扰，使得植物种子生长成的根系是沿锚固杆

长度方向有序的分布的，能够提高土体与锚固杆之间的结合性，提高锚固杆与土体的连接

稳定性。

[0051]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植物种子11为狗牙根种子。

[0052] 这样，狗牙根种子的生长需要水分就可以，内侧海绵垫和外侧海绵垫具有很好的

吸水性以及保水性，并能够为狗牙根种子提供生长所需的水分；狗牙根种子生长迅速，并能

够很快的生长生根发芽，内侧海绵垫和外侧海绵垫自身具有大量的空隙，狗牙根种子的根

系可以穿透内侧海绵垫，发达的根系能够更好的将土体与锚固杆相连，能够提高连接稳定

性。

[0053]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植物保护垫10为三维土工网垫。

[0054] 这样，植物保护垫为三维土工网垫，具有以下优点，在植物种子没有生根发芽或是

为长成株苗前，能够更好的保护植物种子；并为其生长成幼苗提供空间。在使用时，植物保

护垫还可以采用专利（201810427413.6）中的一种用于防止岸坡水土流失的保护垫。

[0055]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防护层结构包括依次铺设在边坡土体上的防护网层13、

防护布层14、植物层15和土工格栅层16。

[0056] 这样，防护层结构设置有防护网层、防护布层、植物层和土工格栅层；设置的防护

网层上的网眼能够对边坡上的松动的沙石等起到固定作用，能够有效的减少其向边坡底部

滚动；并且植物层生长后，其根系能够穿过防护网层上的网眼再与土体结合；土工格栅层能

够对植物层起到保护作用，更加方便植物生长。

[0057]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防护布为尼龙编织布。

[0058] 这样，防护布的质量更轻，方便施工应用，并且成本更低，便于推广。

[0059] 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防护层结构还包括铺设在土工格栅层上方的塑料薄膜层

（图中未显示塑料薄膜层）。

[0060] 这样，通过设置塑料薄膜层，能够更好的避免雨水冲刷。且塑料薄膜层是盖设在最

上方的，能够促进植物种子生根发芽，以及促进植物层的幼苗生长；当植物种子生根发芽后

再将塑料薄膜层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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