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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

(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

其包括修建于住宅区与道路之间并位于地面之

下的带槽、设置在带槽内的减震机构和绿化带本

体，所述带槽呈上开口结构，所述带槽包括基底

和两个竖向设置的隔离墙，两个所述隔离墙分别

设置基底宽度方向的两侧，所述减震机构包括减

震部件和过滤部件，所述减震部件设置于带槽的

槽底，所述减震部件包括至少两块竖向设置的隔

板，所述隔板的长度方向沿带槽的槽长方向延

伸，且至少两块所述隔板沿带槽的槽宽方向间隔

设置并与隔离墙形成间距，所述过滤部件设置于

减震部件和绿化带本体之间。本申请具有改善绿

化带功能单一，不能相对降低汽车行驶时对住宅

区的影响，导致住宅区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的效

果。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112252217 B

2022.02.18

CN
 1
12
25
22
17
 B



1.一种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其特征在于：包括修建于住宅区与道路之间并位于

地面之下的带槽（1）、设置在带槽（1）内的减震机构和绿化带本体（4），所述带槽（1）呈上开

口结构，所述带槽（1）包括基底（11）和两个竖向设置的隔离墙（12），两个所述隔离墙（12）分

别设置基底（11）宽度方向的两侧，所述减震机构包括减震部件（2）和过滤部件（3），所述减

震部件（2）设置于带槽（1）的槽底，所述减震部件（2）包括至少两块竖向设置的隔板（21），所

述隔板（21）的长度方向沿带槽（1）的槽长方向延伸，且至少两块所述隔板（21）沿带槽（1）的

槽宽方向间隔设置并与隔离墙（12）形成间距，所述过滤部件（3）设置于减震部件（2）和绿化

带本体（4）之间；

所述过滤部件（3）包括支撑板（31）、渗水土工布层（32）以及砂石层（33），所述支撑板

（31）同时固定于多块隔板（21），所述支撑板（31）沿其厚度方向贯穿开设有渗水孔（311），所

述渗水土工布层（32）铺设于支撑板（31）背离隔板（21）的一侧，所述砂石层（33）设置于渗水

土工布层（32）上，且所述绿化带本体（4）设置于砂石层（33）上；

多块所述隔板（21）从靠近道路到远离道路的高度逐渐增高；所述隔板（21）沿其厚度方

向贯穿开设有多个流水孔（211）；

不同隔板（21）上的所述流水孔（211）到基底（11）的距离随着隔板（21）的高度而增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21）内部成

型有多个蜂窝孔（212），所述蜂窝孔（212）呈封闭的空腔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21）厚度方

向的两侧均设置有吸音层（213），所述流水孔（211）贯穿吸音层（2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其特征在于：位于距离道路最远的

隔板（21）背离道路一侧的所述隔离墙（12）一侧设置有回水机构，所述回水机构包括隔声墙

（5），所述隔声墙（5）竖向设置于地面并位于带槽（1）背离道路一侧，所述隔声墙（5）包括墙

体（51）和设置于墙体（51）上的玻璃钢声屏障（52），所述墙体（51）内开设有储水腔（511），所

述回水机构还包括用于将带槽（1）底部的水导入储水腔（511）的第一水泵（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其特征在于：所述回水机构还包括

用于将储水腔（511）内的水导出并喷向种植层（41）的第二水泵（7）。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其特征在于：所述带槽（1）设置有

排污管（53），所述排污管（53）的一端穿过距离道路最近的隔离墙（12）并连通于带槽（1）的

底部，所述排污管（53）的另一端设置有阀门并连通于市政排水系统。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墙（12）包括

墙体本体（121）和减震层（122），两个所述墙体本体（121）相向设置，两个所述减震层（122）

设置于两个墙体本体（121）相背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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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园林景观设计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

背景技术

[0002] 绿化带，指的是供绿化的条形地带。其直接设置在道路的中间和/或道路的侧边，

采用在修建道路时预留修建绿化带所需要的土地、再直接在土地上栽种置物的方式修建；

为防止绿化带上的泥土进入道路，绿化带的设计高于地面。绿化带的设计具有消除驾驶员

的视觉疲劳、减少交通事故、美化城市以及吸除灰尘、提高道路边侧住宅区生活质量的效

果。

[0003]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存在以下缺陷：修建在道路和道路边侧住宅

之间的绿化带功能相对单一，仅具有绿化空气和美化装饰作用，对降低汽车行驶时对住宅

区，尤其是对低层的影响的效果不佳，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改善绿化带功能单一，不能相对降低汽车行驶时对住宅区的影响，导致住宅

区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

[0005]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包括修建于住宅区与道路之间并位于地面之下的

带槽、设置在带槽内的减震机构和绿化带本体，所述带槽呈上开口结构，所述带槽包括基底

和两个竖向设置的隔离墙，两个所述隔离墙分别设置基底宽度方向的两侧，所述减震机构

包括减震部件和过滤部件，所述减震部件设置于带槽的槽底，所述减震部件包括至少两块

竖向设置的隔板，所述隔板的长度方向沿带槽的槽长方向延伸，且至少两块所述隔板沿带

槽的槽宽方向间隔设置并与隔离墙形成间距，所述过滤部件设置于减震部件和绿化带本体

之间。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绿化带本体下侧设置过滤部件，以对绿化带本体上积

留的水进行过滤并积留在带槽的底部，并在过滤部件下侧竖向设置多块间隔设置的隔板，

形成多个空腔结构，使得汽车行驶时，地面产生的震动水平穿过绿化带朝向住宅区传递时，

被该多个空腔结构阻挡，从而达到降低最终传向住宅区的震动频率，改善绿化带功能单一，

不能相对降低汽车行驶时对住宅区的影响，导致住宅区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当水经过过

滤部件过滤后，可进入到该多个空腔结构内储存起来。

[0008] 可选的，所述过滤部件包括支撑板、渗水土工布层以及砂石层，所述支撑板同时固

定于多块隔板，所述支撑板沿其厚度方向贯穿开设有渗水孔，所述渗水土工布层铺设于支

撑板背离隔板的一侧，所述砂石层设置于渗水土工布层上，且所述绿化带本体设置于砂石

层上。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水从绿化带本体下渗时，先后经过砂石层和渗水土工

布层过滤后，再从渗水孔下渗并储存在带槽底部；此时，当道路震动穿过带槽朝向住宅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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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时，被多个隔板形成空腔内的水进一步削弱，使得最终传递给住宅区的震动量更小，从而

带槽不仅具有储存水的作用，还具有减震的作用，使用效果相对更佳。

[0010] 可选的，多块所述隔板从靠近道路到远离道路的高度逐渐增高；所述隔板沿其厚

度方向贯穿开设有多个流水孔。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隔板高度不同，使得支撑板倾斜且朝向道路侧整体

下倾，使得越靠近道路的空腔越小，形成的相邻空腔的容积不同，且越远离道路的空腔的容

积更大，从而通过空腔内的水的减震效果相对更佳，最终住宅区受震影响越小，减震效果相

对更佳。

[0012] 可选的，不同隔板上的所述流水孔到基底的距离随着隔板的高度而增高。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支撑板倾斜，使得水下渗到带槽底部时，进入到隔板

与隔离墙形成最小空腔内的几率最大，然后通过流水孔向容积更大的空腔内流动，由于流

水孔的高度不同，使得最大空腔存在空气腔结构，从而空腔内的水受震动时，与该空气腔形

成共振现象，使得消音效果相对更佳，从而减震效果相对更佳。

[0014] 可选的，所述隔板内部成型有多个蜂窝孔，所述蜂窝孔呈封闭的空腔结构。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呈空腔结构的蜂窝孔保证隔板的强度的同时，可使得震

动穿透隔板时被进一步削弱，从而提高减震、隔音效果。

[0016] 可选的，所述隔板厚度方向的两侧均设置有吸音层，所述流水孔贯穿吸音层。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吸音层将穿透隔板的震动吸收，以进一步削弱。

[0018] 可选的，位于距离道路最远的隔板背离道路一侧的所述隔离墙一侧设置有回水机

构，所述回水机构包括隔声墙，所述隔声墙竖向设置于地面并位于带槽背离道路一侧，所述

隔声墙包括墙体和设置于墙体上的玻璃钢声屏障，所述墙体内开设有储水腔，所述回水机

构还包括用于将带槽底部的水导入储水腔的第一水泵。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玻璃钢声屏障将汽车行驶时产生的噪音相对隔

离，减低对住宅区的影响；并设置储水腔，以通过第一水泵将带槽内的水吸出，保证大雨时，

绿化带本体上的水可快速下渗，降低水涝的现象。

[0020] 可选的，所述回水机构还包括用于将储水腔内的水导出并喷向种植层的第二水

泵。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需要时可通过第二水泵将储水腔内的水导出并灌溉绿化

带本体上的绿植，起到回水利用的效果。

[0022] 可选的，所述带槽设置有排污管，所述排污管的一端穿过距离道路最近的隔离墙

并连通于带槽的底部，所述排污管的另一端设置有阀门并连通于市政排水系统。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带槽长期的储水过程中，靠近道路最近的隔板与隔离

墙之间形成的空腔内的水质相对最差，此时，可通过排污管将该污水排出，以保证整个带槽

的蓄水效果较佳。

[0024] 可选的，所述隔离墙包括墙体本体和减震层，两个所述墙体本体相向设置，两个所

述减震层设置于两个墙体本体相背的一侧。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地面产生震动并水平传向住宅区

时，可被减震层减低震动频率，从而降低住宅区受震影响。

[0026]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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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1 .在绿化带本体下侧设置砂石层、渗水土工布以及开设有渗水孔的支撑板，以对

绿化带本体上的积水过滤，并在过滤部件下竖向设置多块隔板，使得带槽底部形成多个蓄

水的空腔，以增加整个绿化带的蓄水效果；并利用多块隔板形成的空腔结构，降低汽车行驶

时，产生的震动水平传向住宅区的震动频率，同时，利用空腔内的水以进一步降低住宅区最

终接收到的震动频率，从而改善绿化带功能单一，不能相对降低汽车行驶时对住宅区的影

响，导致住宅区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

[0028] 2.通过设置隔声墙将汽车行驶时朝向住宅区的噪音减弱，以增强隔音效果，并利

用第一水泵将带槽内的水抽出，储存在储水腔内，并利用第二水泵对绿化带本体浇灌，以形

成回水利用的效果，增强水的二次利用。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申请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申请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图2中A部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说明：1、带槽；11、基底；12、隔离墙；121、墙体本体；122、减震层；2、减震

部件；21、隔板；211、流水孔；212、蜂窝孔；213、吸音层；22、排污管；3、过滤部件；31、支撑板；

311、渗水孔；32、渗水土工布层；33、砂石层；4、绿化带本体；5、隔声墙；51、墙体；511、储水

腔；52、玻璃钢声屏障；6、第一水泵；7、第二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1‑3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参照图1，该生态园林景观设计

绿化带包括带槽1、设置在带槽1内的减震机构和绿化带本体4，减震机构设置于带槽1底部，

绿化带本体4位于减震机构上侧并位于地面，且绿化带本体4采用沙土铺设而成，用于种植

绿植。

[0035] 带槽1修建在道路边侧并位于道路与住宅区之间，并设置于地面之下；且带槽1包

括基底11和两个竖向的隔离墙12，两个隔离墙12分别设置于基底11宽度方向的两侧，使得

带槽1呈上开口结构，形成设计绿化带的槽体；隔离墙12包括墙体本体121和减震层122，两

个墙体本体121相向设置，两个减震层122设置于两个墙体本体121相背的一侧，且减震层

122采用PU泡棉或者复合型珍珠棉，具有减震吸音作用。

[0036] 修建时，先在道路边侧和住宅区之间利用挖掘机挖掘地面，形成绿化带的槽体毛

坯，清理整平后，修建带槽1，其中，墙体本体121和基底11均可采用混凝土现场制作，并将减

震层122固定于墙体本体121上；通过在地面之下的带槽1形成住宅区与道路之间的隔断，降

低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地面产生震动并水平传向住宅区的几率；并通过设置减震层122将

传递时的震动相对吸收，以进一步降低震动传递频率，从而改善绿化带功能单一，不能相对

降低汽车行驶时对住宅区的影响，导致住宅区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

[0037] 参照图1，减震机构包括减震部件2和过滤部件3，减震部件2设置于带槽1的槽底，

过滤部件3设置减震部件2背离带槽1槽底一侧并位于减震部件2与绿化带本体4之间，以通

过过滤部件3对从绿化带本体4上下渗的水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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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参照图2和图3，减震部件2包括至少两块竖向设置的隔板21，隔板21的长度方向沿

带槽1的槽长方向延伸，且至少两块隔板21沿带槽1的槽宽方向间隔设置并与隔离墙12形成

间距，从而多块隔板21将带槽1分隔形成多个腔体；当汽车在道路上行走，地面产生震动并

水平传向住宅区时，多个腔体可进一步将传递的震动频率降低，从而降低汽车行走、地面震

动对住宅区的影响。

[0039] 多块隔板21从靠近道路到远离道路的高度逐渐增高，使得相邻两块隔板21或者隔

板21与隔离墙12之间的容积不同；隔板21沿其厚度方向贯穿开设有多个流水孔211，使得不

同容腔内的水可流通；隔板21上的流水孔211到基底11的距离随着隔板21的高度而增高；以

保证相邻容腔的容积的不同，且远离道路的容腔的容积逐渐增大，使得道路震动通过地底

水平传向住宅区的难度逐渐增大。

[0040] 在隔板21内部成型有多个蜂窝孔212，蜂窝孔212呈封闭的空腔结构，以保证隔板

21的强度的同时，呈空腔结构的蜂窝孔212可使得震动穿透隔板21时被进一步削弱，从而提

高减震、隔音效果。

[0041] 在隔板21厚度方向的两侧均设置有被流水孔211贯穿的吸音层213，吸音层213采

用吸音棉或者其他有机纤维吸音材料制成，以将穿透隔板21的震动进一步削弱。

[0042] 参照图2和图3，过滤部件3包括从下到上依次设置于隔板21上的支撑板31、渗水土

工布层32以及设置于绿化带本体4下层的砂石层33，支撑板31同时固定于多块隔板21且其

边侧抵接隔离墙12，支撑板31形成倾斜状且其靠近道路的一侧向下倾斜，支撑板31沿其厚

度方向贯穿开设有渗水孔311，以供水通过。渗水土工布层32铺设于支撑板31背离隔板21的

一侧，以降低下渗的水中的沙通过渗水孔311进入到带槽1底的几率。

[0043] 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当绿化带本体4上积留有水时，水先后通过绿化带本体4、砂

石层33、渗水土工布层32以及支撑板31下渗到带槽1的槽底处，并积留于多块隔板21形成的

腔体内；其中，砂石层33和渗水土工布层32可降低水中沙石下渗到带槽1底部的几率。

[0044] 由于支撑板31倾斜，使得水在下渗的过程中进入到多块隔板形成的容积相对更小

的容腔内的几率更大，同时，沙石进入该更小的容腔内的几率更大，使得该更小的容腔积留

水的速度更快，水也更浑浊；当靠近道路的容积更小的容腔积满水后，水通过流水孔211向

更大的空腔内流动，由于隔板21的阻挡，更大的空腔内的水质更佳。

[0045] 多个容腔充满水后，道路水平传递而来的震动穿过多块隔板并传向住宅区时，其

频率可被可被水进一步削弱，从而减震效果相对更佳；同时，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由于最

大的容腔内积满水的几率相对最低，即最大的容腔内始终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空气腔，此时，

震动从容积小的容腔传向容积大的容腔时，水出现震动，且传递给最大容腔内的空气腔中，

产生共振消音效果，从而减震效果更佳，改善绿化带功能单一，不能相对降低汽车行驶时对

住宅区的影响，导致住宅区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

[0046] 参照图2，带槽1设置有排污管22，排污管22的一端穿过隔离墙12并连通于带槽1的

底部，且排污管22连通于带槽1内隔板21与隔离墙12形成的最小的容腔，排污管22的另一端

设置有阀门并连通于市政排水系统，以将最小容腔内的污水排出。

[0047] 参照图2，在带槽1靠近住宅区的边侧设置有回水机构，回水机构包括竖向设置的

隔声墙5，隔声墙5包括固定于地面的墙体51和设置于墙体51上的玻璃钢声屏障52，以降低

道路上汽车行驶产生的噪音直接通过空气传向住宅区的几率，达到一定的消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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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在墙体51内开设有储水腔511，并设置有固定在地面上的第一水泵6，第一水泵6通

过水管将带槽1内的水吸出并导入储水腔511内；同时第一水泵6进水端的水管连通于距离

道路最远的隔板21与隔离墙12之间形成空腔，以将杂质最少的水导进储水腔511内。

[0049] 还设置有固定于地面的第二水泵7，第二水泵7进水端通过水管连通于储水腔511

的底部，其出水端通过水管将水导向绿化带本体4，以对绿化带本体4进行浇灌，从而完成雨

水的收集和再利用，使用效果相对更佳。

[0050]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关于生态园林景观设计绿化带的实施原理为：下雨时，雨水落

到绿化带本体4上，并通过绿化带本体4、砂石层33、渗水土工布层32以及支撑板31依次下

渗，进入到多块隔板21之间和隔板21与隔离墙12之间形成的容纳腔中；雨量较大时，可通过

第一水泵6将带槽1内的水抽到储水腔511内并储存；且可通过第二水泵7将储水腔511内的

水抽出并对绿化带本体4上的植被进行浇灌。汽车行驶时，地面产生震动并朝向住宅区传递

的过程中，被隔离墙12、多块隔板21、块隔板21形成的空腔结构以及空腔内的水减震，从而

降低汽车行驶时对住宅区的影响。

[0051]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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