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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

生态恢复方法及系统，涉及水利工程技术领域。

本发明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大坡角土质边坡

的坡面上挖设孔洞；将土壤、肥料及种子作为填

充材料装入植生袋；植生袋内插设注水管；将植

生袋浸水后嵌入孔洞中，定期维护；植生袋内的

填充材料从下至上依次包括基质层、种子层及土

壤层；基质层层厚为25cm，种子层3cm，土壤层

2cm；基质层由粘合剂、保水剂、复合肥及土混合

而成；种子层由种子和含腐殖质土壤混合而成；

土壤层为含腐殖质土壤。本发明方法不要求对坡

面进行平整，具有操作简便、灵活性高的特点，且

后期养护相对简单，能够良好的解决干旱-半干

旱地区的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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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在待恢复的大坡角土质边坡的坡面上挖设孔洞；

将土壤、肥料及种子作为填充材料装入植生袋；

将所述植生袋浸水后嵌入所述坡面中的所述孔洞中，定期维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孔

洞在所述坡面上的间距为20-30cm；所述大坡角的角度在45°以上；所述孔洞的轴线与坡面

垂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植

生袋为圆柱体，直径为10-25cm；所述孔洞的形状与大小和所述植生袋的形状与大小均适

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植

生袋内的填充材料从下至上依次包括基质层、种子层及土壤层；所述基质层的层厚为25cm，

所述种子层的层厚为3cm，所述土壤层的层厚为2cm。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

质层由粘合剂、保水剂、复合肥及土混合而成；所述种子层由种子和含腐殖质土壤混合而

成；所述土壤层为含腐殖质土壤。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植

生袋内插设注水管；所述注水管穿过所述土壤层与所述种子层且插入基质层。

7.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

待恢复坡面上挖设孔洞，所述孔洞用于容纳填充材料；

植生袋内装设所述填充材料，所述植生袋用于嵌入所述孔洞中；

所述植生袋内插设注水管，所述注水管与外界水源连接，用于浇灌所述填充材料。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

生袋内的填充材料从下至上依次包括基质层、种子层及土壤层；所述基质层的层厚为25cm，

所述种子层的层厚为3cm，所述土壤层的层厚为2cm；所述基质层由粘合剂、保水剂、复合肥

及土混合而成；所述种子层由种子和含腐殖质土壤混合而成；所述土壤层为含腐殖质土壤。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孔

洞在所述坡面上的间距为20-30cm；所述植生袋为圆柱体，直径为10-25cm；所述孔洞的形状

与大小和所述植生袋的形状与大小均适配；所述注水管穿过所述土壤层与所述种子层且插

入基质层。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大坡角的角度在45°以上；所述孔洞的轴线与坡面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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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利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方

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边坡泛指自然或人工形成的斜坡坡体。按地层岩性可分为土质边坡和岩质边坡；

按使用年限可分为永久性边坡和临时性边坡。边坡绿化是一种新兴的能有效防护裸露坡面

的生态护坡方式，它与传统的土木工程护坡(钢筋锚杆支护、挂网、格构等)相结合，可有效

实现坡面的生态植被恢复与防护。不仅具有保持水土的功能，还可以改善环境和景观,边坡

绿化主要分为陡峭边坡绿化和缓边坡绿化；土质边坡绿化和石质边坡绿化。

[0003]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基本建设速度加快，因实施交通、水利、矿山、电

力等建设项目而形成了大量的裸露坡面。这些裸露坡面不仅影响了生态环境景观，有些还

存在地质灾害隐患，影响主体绿化工程的安全稳定。由此，很多地方开始大力开展边坡绿

化。边坡绿化的环保意义十分明显，边坡绿化可美化环境，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和滑坡，

净化空气。对于石质边坡而言，边坡绿化的环保意义尤其突出。

[0004]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当使用一些常规的边坡生态恢复方法对坡角>45°的天然土

质斜坡或人工土质边坡进行生态恢复时，由于存在干旱缺水、坡面平整难度大和播种困难

等问题，使得这些方法难以起到良好的生态恢复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方法及系

统，主要目的是解决坡角45°以上时生态恢复效果差的问题。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主要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8] 在待恢复的大坡角土质边坡的坡面上挖设孔洞；

[0009] 将土壤、肥料及种子作为填充材料装入植生袋；

[0010] 将所述植生袋浸水后嵌入所述坡面中的所述孔洞中，定期维护。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孔洞在所述坡面上的间距为20-30cm；所述大坡角的角度在45°以

上；所述孔洞的轴线与坡面垂直。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植生袋为圆柱体，直径为10-25cm；所述孔洞的形状与大小和所述

植生袋的形状与大小均适配。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植生袋内的填充材料从下至上依次包括基质层、种子层及土壤层；

所述基质层的层厚为25cm，所述种子层的层厚为3cm，所述土壤层的层厚为2cm。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基质层由粘合剂、保水剂、复合肥及土混合而成；所述种子层由种

子和含腐殖质土壤混合而成；所述土壤层为含腐殖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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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作为优选，所述植生袋内插设注水管，其穿过所述土壤层与所述种子层且插入基

质层。

[0016] 另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系统，所述

系统包括：待恢复坡面上挖设孔洞，所述孔洞用于容纳填充材料；

[0017] 植生袋内装设所述填充材料，所述植生袋用于嵌入所述孔洞中；

[0018] 所述植生袋内插设注水管，所述注水管与外界水源连接，用于浇灌所述填充材料。

[0019] 作为优选，所述植生袋内的填充材料从下至上依次包括基质层、种子层及土壤层；

所述基质层的层厚为25cm，所述种子层的层厚为3cm，所述土壤层的层厚为2cm；所述基质层

由粘合剂、保水剂、复合肥及土混合而成；所述种子层由种子和含腐殖质土壤混合而成；所

述土壤层为含腐殖质土壤。

[0020] 作为优选，所述孔洞在所述坡面上的间距为20-30cm；所述植生袋为圆柱体，直径

为10-25cm；所述孔洞的形状与大小和所述植生袋的形状与大小均适配；所述注水管穿过所

述土壤层与所述种子层且插入基质层。

[0021] 作为优选，所述大坡角的角度在45°以上；所述孔洞的轴线与坡面垂直。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本发明采用嵌入式圆柱体植生袋对该类土质边坡进行生态恢复，该技术不要求对

坡面进行平整，具有操作简便、灵活性高的特点，且后期养护相对简单，能够良好的解决干

旱-半干旱地区的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问题。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施工流程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圆柱体植生袋剖面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圆柱体植生袋平面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圆柱体植生袋坡面放置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

[0029] 1、土壤层，2、种子层，3、基质层，4、注水管，5、孔洞，6、植生袋。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以较

佳实施例，对依据本发明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技术方案、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后。下

述说明中的多个实施例中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点可由任何合适形式组合。

[0031] 实施例1(方法)

[0032] 挖设孔洞：待恢复土质边坡的坡角角度为45°，在坡面上挖设孔洞5，孔洞5轴线与

坡面垂直，孔洞5间距为20-30cm；

[0033] 制作植生袋：将粘合剂、保水剂、复合肥及土混合形成基质层3；将种子和含腐殖质

土壤混合形成种子层4，土壤层1为含腐殖质土壤；在袋子内从下至上依次填充上述基质层

3、种子层2及土壤层1，基质层3层厚为25cm，种子层2层厚为3cm，土壤层1层厚为2cm；将植生

袋6制作成圆柱体，直径为10-25cm；将植生袋6的形状与大小和孔洞的形状与大小设计刚好

匹配；在植生袋内插入注水管4，将注水管4穿过土壤层1与种子层2且插入基质层，将注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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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界水源用水管连接；将植生袋6浸水后嵌入坡面中的孔洞5中，定期巡查维护，如图1所

示。

[0034] 实施例2(系统)

[0035] 如图2-图4所示，一种针对大坡角土质边坡的生态恢复系统，上述系统包括：

[0036] 待恢复坡面上挖设有孔洞5，上述孔洞5用于容纳填充材料；

[0037] 植生袋6内装设上述填充材料，上述植生袋6用于嵌入上述孔洞5中；

[0038] 上述植生袋内插设注水管4，上述注水管4与外界水源连接，用于浇灌上述填充材

料。

[0039]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上述植生袋6内的填充材料从下至上依次包括基质层3、

种子层2及土壤层1；上述基质层3的层厚为25cm，上述种子层2的层厚为3cm，上述土壤层1的

层厚为2cm；上述基质层3由粘合剂、保水剂、复合肥及土混合而成；上述种子层2由种子和含

腐殖质土壤混合而成；上述土壤层1为含腐殖质土壤。

[0040]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上述孔洞5在上述坡面上的间距为20-30cm；上述植生袋6

为圆柱体，直径为10-25cm；上述孔洞5的形状与大小和上述植生袋6的形状与大小均适配；

上述注水管4穿过上述土壤层1与上述种子层2且插入基质层。

[0041] 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选，上述大坡角的角度在45°以上；上述孔洞的轴线与坡面垂

直。

[0042] 本发明实施例中未尽之处，本领域技术人员均可从现有技术中选用。

[0043]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

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上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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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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