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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

挡土墙墙面一侧墙体上设置竖向凹槽，凹槽下方

设置绿化池，挡土墙泄水孔设置于凹槽段墙体

内。本实用新型在挡土墙中引入绿化池和攀爬类

植物，形成一种专用于攀爬类植物的生态绿色挡

土墙，给城市景观带来生机，并通过将挡土墙泄

水孔改良到凹槽段内设置，把墙后积水滴入绿化

池内，成功解决路侧挡土墙泄水孔对路面的污染

问题，泄水孔排出的积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用来

浇灌攀爬类植物，便于植物生长，给道路管养带

来便利，埋设的隐蔽式纵向排水盲管则可将绿化

池中多余的积水排入道路地下排水系统，防止积

水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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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其特征在于：墙面一侧的墙体（1）上设置竖向凹槽，凹槽

下方设置绿化池（2），绿化池（2）内种植攀爬类植物（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其特征在于：挡土墙泄水孔（6）出水口

设置在凹槽段墙体内，将流出的积水滴入绿化池内，避免直接流入路面造成污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墙体（1）内埋设纵向

排水盲管（5），排水盲管（5）平行人行道（3）埋设，从绿化池（2）底部穿过，排水盲管（5）外表

面包裹反滤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的内壁上设置挂

网种植攀爬类植物（1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土墙的墙后设置反

滤层（9），反滤层（9）另一侧为回填透水性土（8），反滤层（9）和回填透水性土（8）之间设置反

滤布（1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回填透水性土（8）上

部为黏土上封层（7），下部为黏土下封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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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挡土墙领域，特别涉及到一种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挡土墙是指支承路基填土或山坡土体、防止填土或土体变形失稳的墙式构造物。

根据结构和所构成的材料分为多种类型：重力式挡土墙、悬臂式挡土墙、扶壁式挡土墙、桩

板式挡土墙、锚杆式挡土墙、加筋土挡土墙等。其中重力式挡土墙由于具有就地取材、施工

方便、经济效果好的特点，在我国铁路、公路、水利、港湾、矿山等工程中应用广泛，是我国目

前最常用的一种挡土墙。重力式挡土墙可用块石、片石、混凝土预制块作为砌体，或采用片

石混凝土、混凝土进行整体浇筑，一般都做成简单的梯形，重力式挡土墙靠自身重力平衡土

体，一般型式简单、施工方便、施工量大，对基础要求也较高。在挡土墙横断面结构中，与被

支承土体直接接触的部位称为墙背；与墙背相对的、临空的部位称为墙面；与地基直接接触

的部位称为基底；与基底相对的、墙的顶面称为墙顶；基底的前端称为墙趾；基底的后端称

为墙踵。

[0003] 在基础建设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市政道路项目中越来越讲究人居环境影响，现

存在的重力式挡土墙存在以下缺点：

[0004] 1、景观效果差，混凝土白色污染明显，挡土墙的墙面一侧紧贴人行道或地面辅道，

一般为混凝土平面、水泥砖面、浆砌片石砌面或仿岩石表面，颜色单调，毫无生气，特别在缺

乏阳光的地区，灰白色的混凝土颜色更显压抑。

[0005] 2、一些挡土墙与道路之间设置了连续的绿带，该做法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景观效

果，但增加了道路用地和工程投资，一些用地受限的道路为让位给绿带甚至压缩了人行道

宽度，影响了道路的功能。

[0006] 3、泄水孔溢水污染路面，挡土墙墙后土层积水会形成静水压力，土体湿度增大会

使挡土墙压力加大，因此在挡土墙上间隔一定距离需留置泄水孔从墙背直通至墙面。它的

作用是自然泄出挡土墙里面的积水，保障土体的稳定性，避免土体被积水长时间浸泡，增大

墙后土压力导致墙体倒塌。在用地受限的市政项目中，常规的重力式挡土墙一般紧临道路

设置，墙上泄水孔的水流从墙体上流下后直接散排到路侧人行道或地面辅道路面上，再通

过路侧排水井收集排入到地下排水系统中。长时间的渗漏水流冲刷墙面形成难看的水痕，

水流流到人行道上、路面上积蓄污水，长时间浸润处还会形成青斑，污染路面，影响了交通。

[0007] 鉴于以上的缺点。人们对现有的挡土墙进行了一些改进，出现了一些生态式挡土

墙、绿色挡土墙，我们通过专利和文献检索，也发现了一些现有关于生态绿色挡土墙的相关

资料，例如：

[0008] 1、一种利用香根草的边坡绿色防护系统，申请号：CN201420643564.2；申请人：湖

南中大园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摘要：一种利用香根草的边坡绿色防护系统，包括挡土墙，

挡土墙立于斜坡的坡脚与路面交接处，挡土墙的底部顺着挡土墙设有一条第一排水沟，从

斜坡留下的水流入第一排水沟内排走，防止水流入路面上，斜坡表面设有混凝土网格梁，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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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网格梁截面大小为300×400mm，混凝土网格梁各边的交叉点和锚杆的一端固定在一

起，锚杆为钢筋锚杆，锚杆直径为25-35mm，长度为1-5m，锚杆插于斜坡内、与斜坡坡面垂直，

斜坡坡顶设有第二排水沟，第二排水沟顺着斜坡设置，混凝土网格梁内种植有香根草。本实

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边坡结合香根草，能够蓄水且人工管养方便。

[0009] 2、一种混凝土挡土墙泄水孔绿化结构及方法，申请号：CN201610762533 .2；申请

人：温州乐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摘要：一种混凝土挡土墙泄水孔绿化结构，包括挡土墙和

披网，所述挡土墙上面设置有若干个泄水孔，所述泄水孔内部固定那装有阻碍网，在挡土墙

外表面固定设有凹槽，所述凹槽的数量为两组，且两组凹槽之间相互垂直，在凹槽内部设有

膨胀管，所述披网通过膨胀螺丝和膨胀管固定安装在挡土墙外表面，所述披网和挡土墙之

间还设有植物土层，将整个挡土墙的混凝土结构都包覆在披网内部，并且在披网和挡土墙

之间加设植物土层，植物结构能够美化混凝土墙体，既达到绿色建筑理念，又可顺着外墙绿

化带进行泄水，不破坏挡墙结构，针对于高峰洪水可进行广角泄洪，进一步防止水流突破阻

碍网的阻碍作用直接冲散植物土层的土壤结构以及直接破坏墙脚。

[0010] 3、一种具有植物槽的挡土墙，申请号：CN201621188204.3；申请人：四川农业大学；

摘要：一种具有植物槽的挡土墙，主要包括挡土墙体，所述挡土墙体为倾斜设置的混凝土结

构或砖墙堆砌结构，其墙体外侧设置有若干层用于种植或培养植物的植物槽；所述植物槽

的槽壁上设置有用于排水的排水孔；所述植物槽和所述挡土墙体连接为一个整体，相邻上

下两层所述植物槽之间设置有支撑柱；所述挡土墙的底部设置有楔形底座；最顶层的所述

植物槽的顶部开口位置设置有用于收集自然雨水的U型集雨槽；所述集雨槽由若干组成板

拼接而成，组成板设置在最上层植物槽的前壁以及左右两侧壁上，所述集雨槽向所述植物

槽的开口外部倾斜安装。本实用新型景观性和微气候调节性强，绿色环保，具有较好的推广

价值。

[0011] 从以上公开文献中看出，现有的绿色生态挡土墙主要是在挡土墙墙面上设置种植

槽等结构，在槽中种植草本植物。

发明内容

[0012]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在挡土墙中引入绿化池和攀爬类植

物，形成一种专用于攀爬类植物的生态绿色挡土墙，给城市景观带来生机，并通过将挡土墙

泄水孔改良到绿化池上方设置，把墙后积水滴入绿化池内，成功解决路侧挡土墙泄水孔对

路面的污染问题，泄水孔排出的积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用来浇灌攀爬类植物，便于植物生

长，给道路管养带来便利，埋设的隐蔽式纵向排水盲管则可将绿化池中多余的积水排入道

路地下排水系统，防止积水情况发生。

[0013]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4] 一种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挡土墙墙面一侧墙体上设置竖向凹槽，凹槽下方设置

绿化池，每一处绿化池种填入种植土栽种攀爬类植物，凹槽的设计使得绿化池与人行道互

不干涉，不新增道路用地，不影响行人交通和道路净空，不影响挡土墙的整体结构安全，攀

爬类植物沿凹槽内壁可以一直生长到挡土墙的顶部，从远处看形成了一道竖向绿带，墙体

凹凸有致，给城市景观带来生机，弥补了混凝土单调的灰白色，另一方面，避免了混凝土挡

土墙体在炎热天气下吸收阳光后，将热量反射到人行道上，给行人带来不适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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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墙体内设置若干泄水孔，自挡土墙墙后一侧贯通至墙面一侧，泄水孔出水口设置

于凹槽段墙体内，排除来自挡土墙墙后土体中的积水，因此具有流淌时间长、流量小的特

点，泄水孔流出的水通过凹槽内壁流入绿化池中，在一定程度上给攀爬类植物提供了水分，

既能免去在挡土墙墙角直接设置排水沟或下水道的麻烦，也能减轻绿化管养人员给植物浇

水的工作，又能避免墙后积水直接流上路面造成污染，一举多得。

[0016] 墙体内埋设纵向排水盲管，排水盲管平行道路埋设，从绿化池底部穿过，排水盲管

采用硬质透水盲管，盲管外包裹反滤布，透水盲管另一端接入路侧排水井，该纵向排水盲管

的作用是可将多余的绿化池积水排出，当绿化池中的水量过多，泥土所含水分不能固定的

情况下，多余的水分通过反滤布渗入排水管中，排出到下水道中，而泥土颗粒因为反滤布的

阻挡仍然留在绿化池中不受影响。反滤布为透水土工布，是由合成纤维通过针刺或编织而

成的透水性土工合成材料，反滤是指在使液体通过的同时，保持受渗透压力作用的土粒不

流失。因与过滤的水流方向相反，故称作反滤，反滤土工布可以代替传统的砂砾料反滤层，

具有减少工程量、施工方便、速度快等优点，在水利工程中可以有效的防止管涌和渗漏水，

防止堤坝的垮塌。

[0017] 凹槽的内壁上设置挂网，挂网可为镀锌钢丝或覆塑钢丝等材质的网状结构，通过

螺钉固定在凹槽的内壁上，给攀爬类植物提供附着的基础，促进攀爬类植物向上生长的条

件。

[0018] 挡土墙的墙后设置反滤层，反滤层另一侧为回填透水性土，反滤层和回填透水性

土之间设置反滤布，反滤层是指铺设的粒径沿水流方向由细到粗的级配砂砾层，反滤层是

由2-4层颗粒大小不同的砂、碎石或卵石等材料做成的，顺着水流的方向颗粒逐渐增大，任

一层的颗粒都不允许穿过相邻较粗一层的孔隙。设置反滤层后渗透水流出时就带不走挡土

墙地基中的土壤，从而可防止土体流失或泄水孔堵塞的发生。

[0019] 挡土墙墙背回填土上方设置黏土上封层，下方设置黏土下封层，上封层的功能为

阻止地表雨水渗入到墙后填土内，下封层的功能为阻止墙后积水渗入到挡土墙基础内，墙

后土体积水通过泄水孔排除，形成一套完善的墙后排水系统，改善墙后土压力，保持挡土墙

的结构稳定。

[0020]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实用新型在挡土墙中引入绿化池和攀爬类植物，形成一种专用于攀爬类植物

的生态绿色挡土墙，给城市景观带来生机，避免了混凝土挡土墙体在炎热天气下吸收阳光

后，将热量反射到人行道上，给行人带来不适感觉。

[0022] 2、本实用新型通过对传统挡土墙进行构造改良，提升景观效果，不新增道路用地，

不影响行人交通和道路净空，不影响挡土墙的整体结构安全，实现景观效果与经济效益双

收。

[0023] 3、本实用新型可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泄水孔排出的墙后积水来浇灌绿化池内的攀

爬类植物，减轻绿化管养人员给植物浇水的工作，埋设的隐蔽式纵向排水盲管可将绿化池

中多余的积水排入道路地下排水系统，防止积水情况发生，并解决了路侧挡土墙泄水孔对

路面的污染问题，给道路管养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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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的立体外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的侧视剖面结构示意图（设凹槽段）；

[0026] 图3为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的侧视剖面结构示意图（不设凹槽段）；

[0027] 图中标号说明：

[0028] 1、墙体；2、绿化池；3、人行道；4、车行道；5、排水管；6、泄水孔；7、黏土上封层；8、回

填透水性土；9、反滤层；10、反滤布；11、黏土下封层；12、攀爬类植物。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绿化型重力式挡土墙，挡土墙墙面紧靠人行道，挡土墙墙面一侧墙体1上每隔

2m布置一个竖向凹槽，槽深30cm、槽宽200cm，下方设置绿化池2，绿化池2内回填种植土厚度

50cm。

[0031] 所述墙体内设置若干泄水孔6，自挡土墙墙后一侧贯通至墙面一侧，泄水孔6出水

口设置于凹槽段墙体内，每段凹槽内设置两列泄水孔，横、竖向孔距1.6m×2.0m。

[0032] 所述墙体1内平行人行道3埋设纵向排水盲管5，从绿化池2底部穿过，排水盲管5表

外面包裹反滤布，排水盲管采用D150mm硬质透水盲管，反滤布采用透水土工布，盲管末端接

入路侧雨水井。

[0033] 所述凹槽的内壁上设置覆塑钢丝网种植攀爬类植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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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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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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