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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及修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质块，该基质块由包括

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农林废弃物30-50份，泥

炭20-30份，保水剂1-5份，微生物菌剂5-10份，粘

结剂10-15份。本发明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

复结构实用范围广，轻质，修复方法施工简便快

捷，施工成本低，解决边坡绿化中植物配置种类

单一问题，可形成再生土壤，保证植物群落稳定

性，施工后工程措施的稳定性和可持续能力强，

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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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质块，其特征在于：该基质块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质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为棉花杆、秸秆或椰

子壳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的粘结剂为凹凸棒石粘土、复合肥无土造粒粘结剂或殴膨润土粘

结剂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的保水剂为聚氨酯、聚丙烯酰胺或丙烯酸盐-丙烯酰胺交联型共聚

物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基质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微生物菌剂为金满田高抗型

金满田复合生物菌肥、同灭施无忧微生物菌肥、根瘤菌菌剂、解磷类微生物菌剂或粮源仓盛

微生物菌剂中的至少一种。

4.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坡体排水：在坡顶与坡面台阶处布设截水沟，在坡脚处布设排水沟；

(2)种植基毯复绿：在边坡上铺设并固定土工布，然后在所述的土工布上铺设有格构

室，在所述的格构室中均匀的铺设若干层的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基质块，所述的基

质块之间通过η型锚钢杆固定于坡体上，每三层基质块上铺设一层平面压条进行固定；

(3)种植基箱复绿：在所述的边坡上均匀布置若干排种植箱，所述的种植箱内铺设有若

干的基质块，将所述的种植箱通过支撑架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

(4)植物种植：在所述的格构室中采用草本种籽与小灌木相组合或草本种籽的种植方

式，在所述的种植箱中采用草本种籽、小灌木、小乔木与藤本相组合的种植方式，构建目标

植物群落；

(5)铁丝网加固：将铁丝网在所述的边坡上从上而下铺设，并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

(6)后期养护：喷洒坡面，定时浇灌，根据边坡的坡面上的植被生长状况追肥。

5.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土工布、格构室、若干的种植箱、若

干的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基质块，所述的土工布固定于边坡上，所述的格构室固定

于所述的土工布上，所述的种植箱通过支撑架均匀的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所述的基质块

分别固定于所述的格构室与种植箱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边坡的坡顶与

坡面台阶处布设截水沟，边坡的坡脚处布设排水沟。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其特征在于：位于格构室中的基质

块之间通过η型锚钢杆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并通过平面压条固定于所述的格构室中。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架包括深

主锚杆、斜支架、短锚杆与支架，所述的斜支架的底部通过所述的短锚杆固定于所述的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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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的深主锚杆的一端与所述的种植箱相连，另一端与所述的边坡相固定，所述的支架

的底部与所述的短锚杆相固定，顶部与所述的深主锚杆相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格构室上方铺

设有铁丝网，所述的铁丝网在所述的边坡上从上而下铺设；所述的铁丝网通过所述的η型锚

钢杆固定于所述的坡面上。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深主锚杆、斜

支架与支架的外侧均套有软塑料管，所述的软塑料管的内部填充有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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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及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态园林营建与修复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

结构及修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严重的国家，超过1/3的国土面积水土资源遭到破坏，特别

是随着我国各地基础建设高速、持续发展，修公路、建铁路、采石、开矿、搞水利电力工程等

破坏原有生态，形成大量裸露坡面工程创伤，需要进行生态治理、重建或生态恢复，这是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0003] 边坡生态修复是集岩土工程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高分子化学和环境生态

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技术学科，是传统边坡防护和生态恢复相结合的防护结构体系。随着

国际环境保护和建设意识的增强以及相关技术研发资金的不断投入，该项技术日渐得到更

新和完善，包括种子包衣、施工工艺、生物有机肥、优质种源的选育以及环保基质材料选用

等，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边坡工程措施的稳定性、施工便利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植

物群落的自我更新演替能力，仍是国内外面临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及修复方法，实用范围

广，轻质，施工简便快捷，施工成本低。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基质块，该基质块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0007]

[0008] 进一步，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为棉花杆、秸秆或椰子壳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的粘结剂

为凹凸棒石粘土、复合肥无土造粒粘结剂或殴膨润土粘结剂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的保水剂

为聚氨酯、聚丙烯酰胺或丙烯酸盐-丙烯酰胺交联型共聚物中的至少一种。

[0009] 进一步，所述的微生物菌剂为金满田高抗型金满田复合生物菌肥、同灭施无忧微

生物菌肥、根瘤菌菌剂、解磷类微生物菌剂或粮源仓盛微生物菌剂中的至少一种。

[0010] 以棉花杆、秸秆、椰子壳等农林废弃物为主要原料，加入泥炭、保水剂、微生物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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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粘结剂，混合压制固化成型，形成蜂窝状结构的纤维培养土。该培养土柔性强，强度高，

重量轻，耐久性强，具有很强的保水性和排水性，含有大量腐殖酸和有机肥，形成可再生的

土壤，能分解岩石边坡矿物质，为植物生长提供基础条件。基质性状多变，可以是散状作为

种植培养土使用，可加工为长方形基质块，尺寸为50*50*5cm，可加工成长条形基质块，尺寸

为10*50*5cm。

[0011] 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1)坡体排水：在坡顶与坡面台阶处布设截水沟，在坡脚处布设排水沟；

[0013] (2)种植基毯复绿：在边坡上铺设并固定土工布，然后在所述的土工布上铺设有格

构室，在所述的格构室中均匀的铺设若干层的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基质块，所述的

基质块之间通过η型锚钢杆固定于坡体上，每三层基质块上铺设一层平面压条进行固定；

[0014] (3)种植基箱复绿：在所述的边坡上均匀布置若干排种植箱，所述的种植箱内铺设

有若干的基质块，将所述的种植箱通过支撑架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

[0015] (4)植物种植：在所述的格构室中采用草本种籽与小灌木相组合或草本种籽的种

植方式，在所述的种植箱中采用草本种籽、小灌木、小乔木与藤本相组合的种植方式，构建

目标植物群落；

[0016] (5)铁丝网加固：将铁丝网在所述的边坡上从上而下铺设，并固定于所述的边坡

上；

[0017] (6)后期养护：喷洒坡面，定时浇灌，根据边坡的坡面上的植被生长状况追肥。

[0018] 所述的步骤(4)的植物种植具体方法如下：

[0019] a)播种前对种籽适当进行消毒、浸种和催芽处理，确保种籽整齐出土；

[0020] b)撒播时边坡土壤应保证湿润，将配制好的灌木和草本的种子、肥料、木质纤维、

土壤稳定剂等与水充分混合后，再用高压喷枪均匀地喷射到土壤表面，形成一层约1-4cm厚

的膜状结构，确保撒播后种籽均匀分布；

[0021] c)种植基毯法采用草本种籽或草本种籽+小灌木的种植模式，种植基箱法采用草

本种籽+小灌木+小乔木+藤本的种植模式，以构建目标植物群落，达到生态环境良性演替目

的；

[0022] d)华南地区推荐乔木品种：台湾相思、大红花、黄素馨、秋枫、台湾相思、铺地木蓝、

土蜜树、黄槐、小叶榕、木麻黄、夹竹桃、盐肤木(0.5g/m2)、车桑子(0.1g/m2)、白背枫(0.1g/

m2)；

[0023] e)华南地区推荐灌木品种：山毛豆(5g/m2)、木豆(6g/m2)、银合欢(3g/m2)、金合欢

(3g/m2)、胡枝子(3g/m2)、矮紫薇(3g/m2)、多花木蓝(2g/m2)、地桃花(3g/m2)、伞房决明

(0.5g/m2)、双荚槐(1g/m2)、簕仔树(0.5g/m2)；

[0024] f)华南地区推荐草本品种：高羊茅(1g/m2)、糖蜜草(0.1g/m2)、百慕大(1g/m2)、黑

麦草(1g/m2)、百喜草(0.5g/m2)、波斯菊(0.2g/m2)、蓖麻(2.5g/m2)、狗牙根(0.1g/m2)+蕨类

孢子(蜈蚣草、粉背蕨、芒萁等)(0.5g/m2)、苜蓿(1g/m2)、车前草(0.1g/m2)；

[0025] g)华南地区推荐藤本品种：大翼豆(1g/m2)、爬山虎、首冠藤、勒杜鹃、猫爪藤、葛

藤、薜荔、桂叶老鸦嘴等；

[0026] h)华南地区喷播种子总密度为15-20g/m2。

[0027] 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包括土工布、格构室、若干的种植箱、若干的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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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质块，所述的土工布固定于边坡上，所述的格构室固定于所述的土工布上，所述的种植

箱通过支撑架均匀的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所述的基质块分别固定于所述的格构室与种植

箱中。

[0028] 进一步，所述的边坡的坡顶与坡面台阶处布设截水沟，边坡的坡脚处布设排水沟。

[0029] 进一步，位于格构室中的基质块之间通过η型锚钢杆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并通过

平面压条固定于所述的格构室中。

[0030] 进一步，所述的支撑架包括深主锚杆、斜支架、短锚杆与支架，所述的斜支架的底

部通过所述的短锚杆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所述的深主锚杆的一端与所述的种植箱相连，

另一端与所述的边坡相固定，所述的支架的底部与所述的短锚杆相固定，顶部与所述的深

主锚杆相固定。

[0031] 进一步，所述的格构室上方铺设有铁丝网，所述的铁丝网在所述的边坡上从上而

下铺设；所述的铁丝网通过所述的η型锚钢杆固定于所述的坡面上。

[0032] 进一步，所述的深主锚杆、斜支架与支架的外侧均套有软塑料管，所述的软塑料管

的内部填充有油脂。

[0033]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及修复方法具有以下优

势：

[0034] 本发明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实用范围广，轻质，修复方法施工简便快

捷，施工成本低，解决边坡绿化中植物配置种类单一问题，可形成再生土壤，保证植物群落

稳定性，施工后工程措施的稳定性和可持续能力强，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和经济价值。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的示意图；

[003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述的格构室的俯视图；

[003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述的格构室的截面图；

[003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述的η型锚钢杆的示意图；

[0039]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述的种植箱的示意图。

[0040] 附图标记说明：

[0041] 1-基质块；2-土工布；3-平面压条；4-格构室；5-η型锚钢杆；6-截水沟；7-排水沟；

8-种植箱；9-支撑架；10-铁丝网；11-深主锚杆；12-斜支架；13-短锚杆；14-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除有定义外，以下实施例中所用的技术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普遍

理解的相同含义。以下实施例中所用的试验试剂，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生化试剂；所述

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43]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44] 实施例1

[0045] 一种基质块1，该基质块1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农林废弃物40份，泥炭35

份，保水剂5份，微生物菌剂10份，粘结剂10份。

[0046] 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为棉花杆、秸秆与椰子壳的组合，棉花杆、秸秆与椰子壳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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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15:15:10；所述的粘结剂为凹凸棒石粘土与复合肥无土造粒粘结剂的组合，凹凸棒石

粘土与复合肥无土造粒粘结剂的质量比为5:5；所述的保水剂聚氨酯。所述的微生物菌剂为

金满田复合生物菌肥。

[0047] 基质性状多变，可以是散状作为种植培养土使用，可加工为长方形基质块1。对所

述的基质块1进行检测结果为：固相：气相：液相＝2：1：1，干重小于20kg/m2，湿重大于干重

的2倍，有机质含量大于30g/kg，全氮含量大于0.8g/kg，有效磷含量大于9mg/kg，全钾大于

12g/kg，PH在5-7间。

[0048] 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9] (1)坡体排水：对于＜60°的破损山体岩石和土质坡面，施工前，清除坡面杂物，包

括突出坡面的石块，若为较疏松的岩土混合质边坡，应对坡面进行夯实处理，以确保坡面平

整和稳定，倾斜一致；分别在坡顶与坡面台阶处布设矩形截水沟6，保证足够反压量，沟槽宽

30cm，坡面顶沟离坡面50-80cm，在坡脚处布设排水沟7，槽内的埋深大于40cm，并充分压实，

采用η型锚钢杆5钉将铁丝网10以1-1.5m的间距固定在坡面上，成品字形布置，坡顶及坡底

沟槽内以75cm间距设钉，再填土压实，铁丝网10搭接处不少于15cm，上下两张网搭接时，下

面的网放在底层，接网的结以梅花型排列；

[0050] (2)种植基毯复绿：在边坡上铺设并固定土工布2，通过小尖木桩、竹签、η型锚钢杆

5固定在边坡上，然后在所述的土工布2上铺设有格构室4，在所述的格构室4中均匀的铺设，

所述的基质块1平整且紧密地铺设，形成平整的平面，铺装完成后，在基质块1间拼接处用η

型锚钢杆5(锚钢杆伸出坡面部分约10cm，弯口向上打，弯头约为5㎝，成“η”字型)与坡体进

行固定，η型锚钢杆5选用Φ14螺纹钢，锚深500mm，每三层基质块1上铺设一层平面压条3进

行固定，平面压条3选择镀锌50*3mm扁铁，每垒砌三层基质块1，铺设一层平面压条3，分别在

格构室4的上中下部分进行压紧固定，扁铁两边通过Φ10膨胀螺栓固定在格构梁上；

[0051] (3)种植基箱复绿：在所述的边坡上每4.5m垂直高度设置一排种植箱8，箱体由镀

锌角钢制作，镀锌角钢为35*35*3mm，箱体的长*宽*高为600*600*600mm，角钢间用5mm镀锌

钢丝成“十”字型连接，交叉钢丝成“井”字型加固，底部做蓄水槽进行储排水，高*厚*宽为

50*10*650mm，种植箱8内周边及底部用长方形基质块1铺设，中间添加种植基质，将所述的

种植箱8通过支撑架9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

[0052] (4)植物种植：在所述的格构室4中采用草本种籽与小灌木相组合或草本种籽的种

植方式，在所述的种植箱8中采用草本种籽、小灌木、小乔木与藤本相组合的种植方式，构建

目标植物群落：

[0053] 多花木蓝(6g/m2)+木豆(4g/m2)+山毛豆(6g/m2)+狗牙根(0.6g/m2)+马棘(6g/m2)+

车桑子(6g/m2)+百喜草(6g/m2)+车前草(0.6g/m2)+白背枫(0.4g/m2)+小叶紫薇(1g/m2)+葫

芦茶(1g/m2)；

[0054] (5)铁丝网10加固：将铁丝网10在所述的边坡上从上而下铺设，并固定于所述的边

坡上，铁丝网10为Ф2㎜、孔口为65mm*65mm或50mm*50mm，呈蜂巢状编制，蜂巢间铁丝扭转3

圈，加强连接强度，铺网时，保证与坡面之间的密切接触，防止悬空且不沿坡面滑动，保持平

整，不产生褶皱，相邻网之间要重叠搭接，搭接宽度不少于5cm；

[0055] (6)后期养护：植物喷播完毕后，使用水车喷洒坡面，适时适量进行浇水；喷灌时安

排专人看管，定时浇灌。在干旱季节时，增加浇水的次数，保证植物对水分的需求，苗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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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后逐渐减少浇水次数，锻炼植物的适应能力；

[0056] 根据土壤肥力，湿度、天气情况，酌情追施化肥并灌溉。草地追肥多用氮肥，在养护

6个月内，按面积计算约每月5-10克/平方米(分2-3次)尿素做追肥，可撒施或水施；乔、灌木

最好施用复合肥，10：10：10，约10-20克/平方米。

[0057] 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包括土工布2、格构室4、若干的种植箱8、若干的所

述的基质块1，所述的土工布2固定于边坡上，所述的格构室4固定于所述的土工布2上，所述

的种植箱8通过支撑架9均匀的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所述的基质块1分别固定于所述的格

构室4与种植箱8中。

[0058] 所述的边坡的坡顶与坡面台阶处布设截水沟6，边坡的坡脚处布设排水沟7。位于

格构室4中的基质块1之间通过η型锚钢杆5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并通过平面压条3固定于

所述的格构室4中。

[0059] 所述的支撑架9包括深主锚杆11、斜支架12、短锚杆13与支架14，所述的斜支架12

的底部通过所述的短锚杆13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3m的深主锚杆11的一端与所述的种植箱

8相连，另一端与所述的边坡相固定，所述的支架14的底部与所述的短锚杆13相固定，顶部

与所述的深主锚杆11相固定。所述的深主锚杆11、斜支架12与支架14的外侧均套有φ25的

聚乙烯软塑料管，所述的软塑料管的内部填充有油脂，但不密封。

[0060] 所述的格构室4上方铺设有铁丝网10，所述的铁丝网10在所述的边坡上从上而下

铺设；所述的铁丝网10通过所述的η型锚钢杆5固定于所述的坡面上。

[0061] 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方法施工简便，景观覆盖率高，效果稳定，且已实施完

成1年以上。

[0062] 实施例2

[0063] 一种基质块1，该基质块1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农林废弃物50份，泥炭25

份，保水剂4份，微生物菌剂8份，粘结剂13份。

[0064] 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为棉花杆、秸秆与椰子壳的组合，棉花杆、秸秆与椰子壳的质量

比为20:15:15；所述的粘结剂为凹凸棒石粘土与复合肥无土造粒粘结剂的组合，凹凸棒石

粘土与复合肥无土造粒粘结剂的质量比为10:3；所述的保水剂聚氨酯与聚丙烯酰胺的组

合，聚氨酯与聚丙烯酰胺的质量比为3：1。所述的微生物菌剂为同灭施无忧微生物菌肥与解

磷类微生物菌剂的组合，同灭施无忧微生物菌肥与解磷类微生物菌剂的质量比为5:3。

[0065] 基质性状多变，可以是散状作为种植培养土使用，可加工为长方形基质块1。对所

述的基质块1进行检测结果为：固相：气相：液相＝2：1：1，干重小于20kg/m2，湿重大于干重

的2倍，有机质含量大于30g/kg，全氮含量大于0.8g/kg，有效磷含量大于9mg/kg，全钾大于

12g/kg，PH在5-7间。

[0066] 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7] (1)坡体排水：对于＜60°的破损山体岩石和土质坡面，施工前，清除坡面杂物，包

括突出坡面的石块，若为较疏松的岩土混合质边坡，应对坡面进行夯实处理，以确保坡面平

整和稳定，倾斜一致；分别在坡顶与坡面台阶处布设矩形截水沟6，保证足够反压量，沟槽宽

30cm，坡面顶沟离坡面50-80cm，在坡脚处布设排水沟7，槽内的埋深大于40cm，并充分压实，

采用η型锚钢杆5钉将铁丝网10以1-1.5m的间距固定在坡面上，成品字形布置，坡顶及坡底

沟槽内以75cm间距设钉，再填土压实，铁丝网10搭接处不少于15cm，上下两张网搭接时，下

说　明　书 5/7 页

8

CN 111456046 A

8



面的网放在底层，接网的结以梅花型排列；

[0068] (2)种植基毯复绿：在边坡上铺设并固定土工布2，通过小尖木桩、竹签、η型锚钢杆

5固定在边坡上，然后在所述的土工布2上铺设有格构室4，在所述的格构室4中均匀的铺设，

所述的基质块1平整且紧密地铺设，形成平整的平面，铺装完成后，在基质块1间拼接处用η

型锚钢杆5(锚钢杆伸出坡面部分约10cm，弯口向上打，弯头约为5㎝，成“η”字型)与坡体进

行固定，η型锚钢杆5选用Φ14螺纹钢，锚深500mm，每三层基质块1上铺设一层平面压条3进

行固定，平面压条3选择镀锌50*3mm扁铁，每垒砌三层基质块1，铺设一层平面压条3，分别在

格构室4的上中下部分进行压紧固定，扁铁两边通过Φ10膨胀螺栓固定在格构梁上；

[0069] (3)种植基箱复绿：在所述的边坡上每4.5m垂直高度设置一排种植箱8，箱体由镀

锌角钢制作，镀锌角钢为35*35*3mm，箱体的长*宽*高为600*600*600mm，角钢间用5mm镀锌

钢丝成“十”字型连接，交叉钢丝成“井”字型加固，底部做蓄水槽进行储排水，高*厚*宽为

50*10*650mm，种植箱8内周边及底部用长方形基质块1铺设，中间添加种植基质，将所述的

种植箱8通过支撑架9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

[0070] (4)植物种植：在所述的格构室4中采用草本种籽与小灌木相组合或草本种籽的种

植方式，在所述的种植箱8中采用草本种籽、小灌木、小乔木与藤本相组合的种植方式，构建

目标植物群落：

[0071] 桃金娘(1m/株)+野牡丹(1m/株)+东方紫金牛(1m/株)+夹竹桃(1.5m/株)+铺地木

蓝(0.5m/株)猫爪藤(0.5m/株)0.5m/株、薜荔(0.5m/株)+爬山虎(0.5m/株)+炮仗花(0.5m/

株)+金银花(0.5m/株)+勒杜鹃(0.5m/株)+大花老鸦嘴(0.5m/株)+山毛豆(5g/m2)+胡枝子

(3g/m2)+多花木蓝(2g/m2)+地桃花(3g/m2)+伞房决明(0.5g/m2)+双荚槐(1g/m2)+狗牙根

(0.1g/m2)+蕨类孢子(蜈蚣草、粉背蕨、芒萁等)(0.5g/m2)、苜蓿(1g/m2)、车前草(0.1g/m2)；

[0072] (5)铁丝网10加固：将铁丝网10在所述的边坡上从上而下铺设，并固定于所述的边

坡上，铁丝网10为Ф2㎜、孔口为65mm*65mm或50mm*50mm，呈蜂巢状编制，蜂巢间铁丝扭转3

圈，加强连接强度，铺网时，保证与坡面之间的密切接触，防止悬空且不沿坡面滑动，保持平

整，不产生褶皱，相邻网之间要重叠搭接，搭接宽度不少于5cm；

[0073] (6)后期养护：植物喷播完毕后，使用水车喷洒坡面，适时适量进行浇水；喷灌时安

排专人看管，定时浇灌。在干旱季节时，增加浇水的次数，保证植物对水分的需求，苗木生长

正常后逐渐减少浇水次数，锻炼植物的适应能力；

[0074] 根据土壤肥力，湿度、天气情况，酌情追施化肥并灌溉。草地追肥多用氮肥，在养护

6个月内，按面积计算约每月5-10克/平方米(分2-3次)尿素做追肥，可撒施或水施；乔、灌木

最好施用复合肥，10：10：10，约10-20克/平方米。

[0075] 一种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结构，包括土工布2、格构室4、若干的种植箱8、若干的所

述的基质块1，所述的土工布2固定于边坡上，所述的格构室4固定于所述的土工布2上，所述

的种植箱8通过支撑架9均匀的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所述的基质块1分别固定于所述的格

构室4与种植箱8中。

[0076] 所述的边坡的坡顶与坡面台阶处布设截水沟6，边坡的坡脚处布设排水沟7。位于

格构室4中的基质块1之间通过η型锚钢杆5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并通过平面压条3固定于

所述的格构室4中。

[0077] 所述的支撑架9包括深主锚杆11、斜支架12、短锚杆13与支架14，所述的斜支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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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部通过所述的短锚杆13固定于所述的边坡上，3m的深主锚杆11的一端与所述的种植箱

8相连，另一端与所述的边坡相固定，所述的支架14的底部与所述的短锚杆13相固定，顶部

与所述的深主锚杆11相固定。所述的深主锚杆11、斜支架12与支架14的外侧均套有φ25的

聚乙烯软塑料管，所述的软塑料管的内部填充有油脂，但不密封。

[0078] 所述的格构室4上方铺设有铁丝网10，所述的铁丝网10在所述的边坡上从上而下

铺设；所述的铁丝网10通过所述的η型锚钢杆5固定于所述的坡面上。

[0079] 所述的轻型生态边坡的修复方法施工安全性高，基质保水保肥透气性强，植物覆

盖率高达85％以上，复绿效果稳定，且已实施完成2年以上。

[008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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