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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园林绿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其包

括以下步骤：（1）结构深化设计与三维建模；（2）

坡面处理；（3）回填生态袋；（4）挂网；（5）喷播团

粒土壤；（6）养护管理。通过结构深化设计与三维

建模，提前设计出满足要求的生态环境模型；结

合格构梁支护形式，采用生态袋、镀锌钢丝网、钢

丝绳与支护锚杆结合有效的稳定垂直面土壤以

减少水土流失。选用合适的草种子与土壤，通过

三定一防模式养护：定期喷播复合肥、定期喷灌

养护、定期裁剪、防治病害和虫害以保证绿化面

的效果。本发明格构梁垂直绿化结构稳定，耐冲

击，城市绿化率高，对噪音反射、烟尘的吸附效果

极佳，植物图案美观且可灵活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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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结构深化设计与三维建模：

a、施工前对现场进行勘查测量；

b、根据勘查测量结果进行计算山体岩石坡度，结合现场格构梁形式、坡度、生态袋、金

属丝网、钢丝绳网与支护锚杆，确定结构形式；

c、根据结构形式，结合当地气候特点选取种植植物，根据种植植物特征及颜色进行合

理规划布局，然后进行三维建模；

（2）、坡面处理：

对坡面转角处及坡顶部的棱角进行修正，将坡面的杂物、杂草、松动碎石及外漏钢筋进

行清理，在低洼处以草包土进行回填，使坡面平顺；

（3）、回填生态袋：

根据格构梁的尺寸将生态袋横向、纵向合理铺砌在格构梁的格框内，上层生态袋与下

层生态袋的连接处使用连接卡进行连接固定；

（4）、挂网：

a、在生态袋外侧自上而下铺挂金属丝网，搭接处使用钢丝进行绑扎；

b、金属丝网纵横向每隔1m间距用铆钉与格构梁进行固定；

c、在金属丝网的外侧自上而下铺挂钢丝绳网，钢丝绳网间搭接处用缝合绳缝合；

d、原有格构梁支护锚杆连接处使用钢垫板、砼垫圈及螺帽进行加固；

（5）、喷播团粒土壤：

使用喷播机进行喷播团粒土壤，喷播前将喷播团粒土壤在喷播机内搅拌20分钟，且喷

播厚度不小于10cm；

（6）、养护管理：

a、出苗前养护管理：养护时间为2个月，喷播后第一次浇水浇透，第一个月每隔3‑5天浇

水一次，第二个月每隔7天浇水一次；

b、出苗后养护管理：种苗有明确叶片结构后，结合浇水及时追施叶面肥，待出苗整齐

后，追施磷钾肥为主的复合肥；

c、种苗生长稳定后养护管理：定期喷播复合肥、定期喷灌养护、定期裁剪、防治病害和

虫害；

所述步骤（3）中的生态袋内装填有按比例混合的砂土和粘土，生态袋内还装填有按比

例混合并搅拌均匀过筛的中性土、草炭土、膨化鸡粪、复合肥,所述步骤（5）中团粒土壤是由

草种子、复合纤维料、土壤优粒剂、土壤稳定剂、生物活性剂、N:P:K的比例为15:15:15的复

合肥、粘合剂、保水剂、抗侵蚀剂按一定比例调兑而成；

所述步骤（5）中团粒土壤调兑比例为每立方团粒土壤内含有10kg复合纤维料、2kg土壤

优粒剂、2kg土壤稳定剂、1kg生物活性剂、5kg草种子，20kg复合肥，粘合剂和保水剂0.8‑

1.5kg，0.11g抗侵蚀剂；所述砂土和粘土的混合比例为8：2，所述中性土、草炭土、膨化鸡粪、

复合肥的混合比例为1m³：0.2m³：50kg：10kg；所述步骤（4）中金属丝网为镀锌钢丝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

（1）中所述的勘查测量包括勘查格构梁形式及测量山体岩石的垂直高度和水平距离，所述

种植植物包括盐肤木、二色胡枝子、黑麦草、爬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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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生态

袋的宽*长尺寸为40cm*80cm，装填后宽*长*高尺寸为35cm*60cm*15cm，以保证生态袋铺设

饱满整齐有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

（6）中所述定期喷灌养护采用自动喷淋系统，结合自然雨水的情况，每月喷水2‑3次，喷水量

为每2‑3kg/㎡，所述病害包括锈病、腐霉病；虫害包括斜纹夜蛾、地老虎。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自动

喷淋系统选用给水管规格为De110柔性PE管材，每隔50m设置一道竖向管道。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自动

喷淋系统选用给水管De25柔性PE管材，每隔10米设置一道横向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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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园林绿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加，相应的带来土地供应紧张、城市热岛效应、生态环

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如何改善生活环境成为现各住户关心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绿化水

平，综合利用城市空间，提高绿化覆盖率，弥补地面绿化不足，垂直绿化应运而生，为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带来了新的希望。

[0003] 立体绿化是指充分利用不同的立体条件，选择攀援植物及其它植物栽植并依附或

者铺贴于各种构筑物及其它空间结构上的绿化方式，包括立交桥、建筑墙面、坡面、河道堤

岸、屋顶、门庭、花架、棚架、阳台、廊、柱、栅栏、枯树及各种假山与建筑设施上的绿化。立体

绿化是指除平面绿化以外的所有绿化，都称为立体绿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绿化形式

为:垂直绿化、屋顶绿化、树围绿化、护坡绿化、高架绿化等，有人也将立体绿化称之为:建筑

绿化，因为大部分立体绿化都运用在建筑上，而护坡绿化往往是用于堤坝防水，防止泥土流

失的一种绿化方式。面对城市飞速发展带来寸土寸金的局面，而面对绿化面积不达标，空气

质量不理想，城市噪音无法隔离等难题，发展立体绿化将是绿化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城市立

体绿化是城市绿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丰富城市绿化景观重要而有效

的方式。发展立体绿化，能丰富城区园林绿化的空间结构层次和城市立体景观艺术效果，有

助于进一步增加城市绿量，减少热岛效应，吸尘、减少噪音和有害气体，营造和改善城区生

态环境。还能保温隔热，节约能源，也可以滞留雨水，缓解城市下水、排水压力。

[0004] 然而，对于周围土质均为岩石结构，垂直绿化对所用的植物材料要求比较严格，绿

化较为困难。

[0005] 专利申请公布号为CN  108265729  A，公开了一种高速路岩石边坡绿化结构，包括

岩质坡面、坡顶及坡脚，岩质坡面上设有若干行分级平台，分级平台上设有截流沟，岩质坡

面上设有汇流沟，汇流沟与分级平台将岩质坡面分隔成若干绿化区，绿化区两侧设有挡水

墙，位于上、下相邻分级平台之间的所述挡水墙两端分别与上、下相邻的分级平台固定连

接，绿化区上设有若干锚杆，绿化区表面设有防护网，防护网表面设有格宾网，格宾网与防

护网之间设有植生条，格宾网表面喷有植生基材基层，植生基材基层表面设有三维种植网，

三维种植网表面喷有带草种的植生基材面层。

[0006] 该施工方法是将植生条通过铁丝捆绑固定在格宾网与防护网之间，在有大风恶劣

环境下，植生条存在固定不牢固，出现掉落或偏移的情况，不仅不利于植物的生长，还影响

美观，即此方法不能保证植生条的稳定性。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防止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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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城市绿化率高，对噪音反射、烟尘的吸附效果极佳，植物图案美观且可灵活更换的山

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

[0008]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

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结构深化设计与三维建模：

[0010] a、施工前对现场进行勘查测量；

[0011] b、根据勘查测量结果进行计算山体岩石坡度，结合现场格构梁形式、坡度、生态

袋、金属丝网、钢丝绳网与支护锚杆，确定结构形式；

[0012] c、根据结构形式，结合当地气候特点选取种植植物，根据种植植物特征及颜色进

行合理规划布局，然后进行三维建模，待建设单位确认后方可进行施工；

[0013] d、最后结合施工时间，合理安排施肥用量及养护周期；

[0014] （2）、坡面处理：

[0015] 对坡面转角处及坡顶部的棱角进行修正，将坡面的杂物、杂草、松动碎石及外漏钢

筋进行清理，在低洼处以草包土进行回填，使坡面平顺；

[0016] （3）、回填生态袋：

[0017] 根据格构梁的尺寸将生态袋横向、纵向合理铺砌在格构梁的格框内，上层生态袋

与下层生态袋的连接处使用连接卡进行连接固定，以保证生态袋的稳定性；

[0018] （4）、挂网：

[0019] a、在生态袋外侧自上而下铺挂金属丝网，金属丝网搭接宽度不小于20cm，搭接处

使用钢丝进行绑扎，坡顶的金属丝网应伸出50cm，坡底的金属丝网伸出20cm，金属丝网与坡

面间距不大于2cm；

[0020] b、金属丝网纵横向每隔1m间距用铆钉与格构梁进行固定；

[0021] c、在金属丝网的外侧自上而下铺挂钢丝绳网，钢丝绳网间搭接处用缝合绳缝合，

缝合绳为钢绳；

[0022] d、原有格构梁支护锚杆连接处使用钢垫板、砼垫圈及螺帽进行加固；

[0023] （5）、喷播团粒土壤：

[0024] 使用喷播机进行喷播团粒土壤，喷播前将喷播团粒土壤在喷播机内搅拌20分钟，

且喷播厚度不小于10cm；

[0025] （6）、养护管理：

[0026] a、出苗前养护管理：养护时间为2个月，喷播后第一次浇水浇透，以后根据天气情

况，第一个月每隔3‑5天浇水一次，以保持土壤湿润，促进种子发芽，第二个月每隔7天浇水

一次；

[0027] b、出苗后养护管理：出苗后浇水适中，避免湿度过大，用喷雾水枪浇水时，水流细

而缓，土壤干透再浇水，每次都浇透，浇水应遵循少量、多次、均匀的原则，待种苗有明确叶

片结构后，结合浇水及时追施叶面肥，待出苗整齐后，追施磷钾肥为主的复合肥促进幼苗生

长健壮和横向生长；

[0028] c、种苗生长稳定后养护管理：定期喷播复合肥、定期喷灌养护、定期裁剪、防治病

害和虫害。

[0029]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中所述的勘查测量包括勘查格构梁形式及测量山体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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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垂直高度和水平距离，所述种植植物包括盐肤木、二色胡枝子、黑麦草、爬山虎。

[003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3）中的生态袋内装填有按比例混合的砂土和粘土，生态袋内

还装填有按比例混合并搅拌均匀过筛的中性土、草炭土、膨化鸡粪、复合肥,所述步骤（5）中

团粒土壤是由草种子、复合纤维料、土壤优粒剂、土壤稳定剂、生物活性剂、N:P:K的比例为

15:15:15的复合肥、粘合剂、保水剂、抗侵蚀剂按一定比例调兑而成。

[0031] 进一步的，所述砂土和粘土的混合比例为8：2，所述中性土、草炭土、膨化鸡粪、复

合肥的混合比例为1m³：0.2m³：50kg：10kg。

[0032] 进一步的，所述生态袋的尺寸为40cm*80cm，装填后尺寸为35cm*60cm*15cm（±8），

以保证生态袋铺设饱满整齐有序。

[003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中金属丝网为镀锌钢丝网。

[003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5）中团粒土壤调兑比例为每立方团粒土壤内含有10kg复合

纤维料、2kg土壤优粒剂、2kg土壤稳定剂、1kg生物活性剂、5kg草种子，20kg复合肥，粘合剂

和保水剂0.8‑1.5kg，0.11g抗侵蚀剂。

[003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6）中所述定期喷灌养护采用自动喷淋系统，结合自然雨水的

情况，每月喷水2‑3次，喷水量为每2‑3kg/㎡，所述病害包括锈病、腐霉病；虫害包括斜纹夜

蛾、地老虎。

[0036] 进一步的，所述自动喷淋系统选用给水管规格为De110柔性PE管材，每隔50m设置

一道竖向管道。

[0037] 进一步的，所述自动喷淋系统选用给水管De25柔性PE管材，每隔10米设置一道横

向管道。

[0038] 本发明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的有益效果是：通过深化设计与三

维建模，提前设计出满足建设的要求的生态环境；结合格构梁支护形式，采用生态袋、镀锌

钢丝网、钢丝绳与支护锚杆结合形式有效的稳定垂直面土壤以减少水土流失。选用合适的

草种子与土壤，通过三定一防模式：定期喷播复合肥、定期喷灌养护、定期裁剪、防治病害和

虫害以保证绿化面的效果。合理利用泄洪沟雨水对绿化面进行养护，能有效的起到节约用

水效果。格构梁垂直绿化占地少，充分利用空间，大大提高城市绿化率、覆盖量，增强绿化的

立体效果。同时，垂直绿化对墙面的噪音反射、烟尘的吸附都起到良好的效果。格构梁垂直

绿化结构稳定，耐冲击，结构简单，易于施工安装、运输和维护，且植物更换方便，支持不同

颜色或不同植物组合种植，可呈现出美轮美奂的图案。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框图；

[0040] 图2为原有格构梁支护锚杆连接加固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2] 如图1、2所示，一种山体岩石边坡格构梁垂直绿化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1）、结构深化设计与三维建模：

[0044] a、施工前对现场进行勘查测量，勘查测量包括勘查格构梁形式及测量山体岩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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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高度和水平距离。

[0045] b、根据勘查测量结果进行计算山体岩石坡度，结合现场格构梁形式、坡度、生态

袋、金属丝网、钢丝绳网与支护锚杆，确定结构形式。

[0046] c、根据结构形式，结合当地气候特点选取种植植物，种植植物包括盐肤木、二色胡

枝子、黑麦草、爬山虎，根据种植植物特征及颜色进行合理规划布局，然后进行三维建模，待

建设单位确认后方可进行施工。

[0047] d、最后结合施工时间，合理安排施肥用量及养护周期。

[0048] （2）、坡面处理：对坡面转角处及坡顶部的棱角进行修正，使其呈圆弧状，有利于整

体观感。将坡面的杂物、杂草、松动碎石及外漏钢筋进行清理，在低洼处以草包土进行回填，

使坡面基本平顺。

[0049] （3）、回填生态袋：根据格构梁的尺寸将生态袋横向、纵向合理铺砌在格构梁的格

框内，上层生态袋与下层生态袋的连接处使用连接卡进行连接固定，以保证生态袋的稳定

性；本实施例中选用抗老化荧光绿生态袋，尺寸40cm*80cm，装填后尺寸为35cm*60cm*15cm

（±8）以保证生态袋摆放饱满有序，生态袋缝袋线选用带有自锁功能的抗紫外线破坏的黑

色线，缝袋线强度不低于生态袋布料强度。生态袋内装填有按比例混合的砂土和粘土，生态

袋内还装填有按比例混合并搅拌均匀过筛的中性土、草炭土、膨化鸡粪、复合肥，砂土和粘

土的混合比例为8：2，中性土、草炭土、膨化鸡粪、复合肥的混合比例为1m³：0.2m³：50kg：

10kg。生态袋、连接扣带、生态土存放在干燥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

[0050] （4）、挂网：

[0051] a、为了有效保证垂直面的稳定性，在回填生态袋外侧自上而下铺挂金属丝网1，金

属丝网1搭接宽度不小于20cm，搭接处使用钢丝进行绑扎，坡顶应伸出50cm，坡底伸出20cm，

金属丝网1与坡面间距不大于2cm。

[0052] b、金属丝网1纵横向每隔1m间距用铆钉与格构梁2进行固定。

[0053] c、在金属丝网1的外侧自上而下铺挂钢丝绳网1，钢丝绳网1间搭接处用缝合绳缝

合，缝合绳为钢绳，上述金属丝网1为镀锌钢丝网，本实施例中，镀锌钢丝网采用SO/2.2/50，

钢丝绳网采用DO/7.5/300。

[0054] d、原有格构梁2支护锚杆3连接处使用钢垫板4、砼垫圈5及螺帽6进行加固。

[0055] （5）、喷播团粒土壤：使用喷播机进行喷播团粒土壤，团粒土壤是由草种子、复合纤

维料、土壤优粒剂、土壤稳定剂、生物活性剂、N:P:K的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粘合剂、保

水剂、抗侵蚀剂按一定比例调兑而成，团粒土壤调兑比例为每立方团粒土壤内含有10kg复

合纤维料、2kg土壤优粒剂、2kg土壤稳定剂、1kg生物活性剂、5kg草种子，20kg复合肥，粘合

剂和保水剂0.8‑1.5kg，0.11g抗侵蚀剂。为使喷播均匀及加快种子发芽，喷播前将喷播团粒

土壤在喷播机内搅拌20分钟，且喷播厚度不小于10cm。

[0056] （6）、养护管理：

[0057] a、出苗前养护管理：养护时间为2个月，喷播后第一次浇水浇透，以后根据天气情

况，第一个月每隔3‑5天浇水一次，以保持土壤湿润，促进种子发芽，第二个月每隔7天浇水

一次。

[0058] b、出苗后养护管理：出苗后浇水适中，避免湿度过大，湿度长期过大，容易出现烂

苗和植物病害。用喷雾水枪浇水时，水流细而缓，土壤干透再浇水，每次都浇透，浇水应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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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多次、均匀的原则，一天当中适宜浇水时间为夏季在早晨或日落后，冬季在中午高温

时。

[0059] 待种苗有明确叶片结构后，结合浇水及时追施叶面肥(以氮肥为主)，待出苗整齐

后，追施磷钾肥为主的复合肥促进幼苗生长健壮和横向生长，生长稳定后，根据生长需要施

肥。

[0060] c、种苗生长稳定后养护管理：定期喷播复合肥、定期喷灌养护、定期裁剪、病害和

虫害防治，病虫害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病害主要有锈病、腐霉病，虫害主要有斜纹夜蛾、地

老虎等。为防止侵染性强的杂草引起整个坡面植被的退化，可以采用人工除草或化学药剂

除草。

[0061] 定期喷灌养护采用自动喷淋系统，结合自然雨水的情况，每月喷水2‑3次，喷水量

为每2‑3kg/㎡为宜。

[0062] 由于格构梁外立面不平整特性，自动喷淋系统的给水管采用柔性管材，当自动喷

淋系统选用给水管规格为De110柔性PE管材时，每隔50m设置一道竖向管道，以保证垂直绿

化的养护覆盖率。

[0063] 作为另一种优选方式，当自动喷淋系统选用给水管De25柔性PE管材时，每隔10米

设置一道横向管道。

[0064] 本发明适用于空间不足，绿化面积不够，支护形式为格构梁支护形式的各小区以

及市区公园的垂直墙面的绿化，本发明通过深化设计与三维建模，提前设计出满足建设的

要求的生态环境；结合格构梁支护形式，采用生态袋、镀锌钢丝网、钢丝绳与支护锚杆结合

形式有效的稳定垂直面土壤以减少水土流失。选用合适的草种子与土壤，通过三定一防模

式：定期喷播复合肥、定期喷灌养护、定期裁剪、防治病害和虫害以保证绿化面的效果。合理

利用泄洪沟雨水对绿化面进行养护，能有效的起到节约用水效果。格构梁垂直绿化占地少，

充分利用空间，大大提高城市绿化率、覆盖量，增强绿化的立体效果。同时，垂直绿化对墙面

的噪音反射、烟尘的吸附都起到良好的效果。格构梁垂直绿化结构稳定，耐冲击，结构简单，

易于施工安装、运输和维护，且植物更换方便，图案造型灵活。

[0065] 本发明有效的改善使用功能拓展了实用空间；且综合造价降低，施工工期缩短；具

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满足了人们对健康住宅的需求，提高了人们的居住质量。也为建筑

产业倡导的“时新”即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设备和“节能省地”型建筑起到了

促进作用，并促进了建筑科学技术进步，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

[0066] 上述实施例只是为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是在于让本领域内的

普通技术人员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

是根据本发明内容的实质所做出的等效的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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