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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植被护坡结构及其施工

方法，该结构包括坡面，坡面上分布有多个多功

能包，多功能包的上方设有挂网，多功能包通过

锚钉与坡面固定，或者多功能包固定在网片上，

再通过锚钉将网片与坡面固定；挂网与坡面之间

还设有植生护坡基层，挂网远离坡面一侧还设有

植生护坡面层；所述多功能包是采用网围合制成

的立体结构，其内填充基材及乔木和/或灌木种

子，挂网与坡面之间的距离为80-100mm。采用本

发明的结构和施工方法，克服了植被护坡施工时

网片和坡面距离难以达到设计要求，以及植被护

坡中草本和乔木、灌木不能协同生长的问题，对

边坡生态防护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2页

CN 110036811 A

2019.07.23

CN
 1
10
03
68
11
 A



1.植被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坡面，坡面上分布有多个多功能包，多功能包的上

方设有网片，多功能包通过锚钉与坡面固定，或者多功能包固定在网片上，再通过锚钉将网

片与坡面固定；网片与坡面之间还设有植生护坡基层，网片远离坡面一侧还设有植生护坡

面层；所述多功能包是采用网围合制成的立体结构，其内填充基材及乔木和/或灌木种子，

网片与坡面之间的距离为80-100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被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包为截面为方形或圆

形的长柱体，横置在坡面上，多功能包采用土工网或可降解纤维网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植被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包的长度为500mm-

2000mm，截面为方形时，宽度为80mm-100  mm，高度为80mm-100  mm；截面为圆形时，直径为

80mm-100  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被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多功能包内填充的基材采用

按重量份计的以下成分制成：种植土1000份，有机质300份，活性添加剂50份，有机肥50份和

复合肥10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植被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乔木和/或灌木种子插孔加入基

材内，插孔深度为10mm-20mm；乔木和/或灌木种子在插孔前用1500mg/L的赤霉素溶液浸泡

24小时后晾干。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被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生护坡基层的厚度为80-

100mm，植生护坡面层内混有植物种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被护坡结构，其特征在于：植被护坡包括植被混凝土生态护

坡、防冲刷基材(PEB)生态护坡、厚层基材植被护坡、液压喷播植草护坡和喷混植生护坡。

8.权利要求1-7中任意一项所述植被护坡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根据坡面条件，制备合适尺寸和数量的多功能包；并在其内部填充基材，并在基材内

点种乔木和/或灌木种子；

2）对待施工的坡面进行削坡、清坡处理，并将多功能包采用锚钉固定或将其与网片连

接，再将网片用锚钉安装到位；

3）在网片与坡面之间喷播植生护坡基层，然后在植生护坡基层上喷播植生护坡面层；

进行养护，完成植被护坡结构的施工。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多功能包设置时，相邻两多功能包之间的

距离为500mm-2000mm，多功能包两端采用U型钉固定到坡面，局部区域的多功能包直接绑扎

在网片上，然后用锚钉直接将网片固定。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养护施工时，在植生护坡面层上铺设秸秆

帘浇水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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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护坡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边坡生态防护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植被护坡结构及其施工方

法；在边坡生态防护工程中，提供一种用于植被护坡的多功能包，在不影响工程护坡的条件

下提高植被护坡的耐久性和物种多样性本。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岩土工程学科中增加了环境保护的内涵，岩土体开

挖创面的植被恢复技术、废弃渣体的合理利用等都已成为岩土与生态环境工程界研究的热

点。各种生态护坡应运而生，利用植被护坡，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特

别是由三峡大学研发的目前应用十分广泛的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术及其核心——植被

混凝土活性添加剂可有效调节基材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形成良好的植被生长环境。

[0003] 但是，现有技术中存在下列问题：挂网喷播施工时网片和坡面距离达不到要求(网

片离坡面距离太小甚至紧贴坡面)，对喷播基材起不到加筋作用，容易出现龟裂甚至成片脱

落；另外，乔、灌木种子在植被混凝土基材中发芽率不高，幼苗成活率低，不能形成乔、灌、草

有机结合的稳定的植物群落，其结果是单一性草本植物会因为土壤养分逐渐衰竭或是草坪

退化等原因造成枯萎、斑秃，甚至出现大面积裸地；另外，草本植物的根系细弱、短小，固土

能力相对较差，持续降雨季节同样也会造成坡面坍塌。

[0004] 目前有的技术如“高陡边坡植被混凝土护坡绿化技术”(公开号：CN106927758A) 

中，黄麻纤维生物棒需置于采用人工凿岩方式增加条状U型糙面，在高陡坡上人工凿岩工程

量大且不易施工，不仅大大提高了生态防护的经济成本，还对工人人身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黄麻纤维生物棒所用材料达14种之多，材料收集困难而且配比复杂，施工过非常困难，不适

宜大面积工程施工！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植被护坡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克服了植

被护坡施工时网片和坡面距离难以达到设计要求，以及植被护坡中草本和乔木、灌木不能

协同生长的问题，对边坡生态防护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0006]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植被护坡结构，包括坡面，坡面上分布有多个多功

能包，多功能包的上方设有网片，多功能包通过锚钉与坡面固定，或者多功能包固定在网片

上，再通过锚钉将网片与坡面固定；网片与坡面之间还设有植生护坡基层，网片远离坡面一

侧还设有植生护坡面层；所述多功能包是采用网围合制成的立体结构，其内填充基材及乔

木和/或灌木种子，网片与坡面之间的距离为80-100mm。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多功能包为截面为方形或圆形的长柱体，横置在坡面上，多功能包

采用土工网或可降解纤维网，如聚己内酯、聚酯纤维网或秸秆纤维网等制成。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多功能包的长度为500mm-2000mm，截面为方形时，宽度为80mm- 

100mm，高度为80mm-100mm；截面为圆形时，直径为80mm-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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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地，所述多功能包内填充的基材采用按重量份计的以下成分制成：种植土 

1000份，有机质300份，活性添加剂50份，有机肥50份和复合肥10份。

[0010] 进一步地，乔木和/或灌木种子采用生态修复工程项目设计方案要求点种，要求插

孔加入基材内，插孔深度为10mm-20mm；乔木和/或灌木种子在插孔前用1500mg/L的赤霉素

溶液浸泡24小时后晾干。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植生护坡基层的厚度为80-100mm，植生护坡面层内混有植物种子。

[0012] 进一步地，植被护坡包括植被混凝土生态护坡、防冲刷基材(PEB)生态护坡、厚层

基材植被护坡、液压喷播植草护坡和喷混植生护坡。

[0013] 本发明还涉及所述植被护坡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根据坡面条件，制备合适尺寸和数量的多功能包；并在其内部填充基材，并在基

材内点种乔木和/或灌木种子；

[0015] 2)对待施工的坡面进行削坡、清坡处理，并将多功能包采用锚钉固定或将其与挂

网连接，再将挂网用锚钉安装到位；

[0016] 3)在挂网与坡面之间喷播植生护坡基层，然后在植生护坡基层上喷播植生护坡面

层；进行养护，完成植被护坡结构的施工。

[0017] 进一步地，多功能包设置时，相邻两多功能包之间的距离为500mm-2000mm，多功能

包两端采用U型钉固定到坡面，局部区域的多功能包直接绑扎在挂网上，然后用锚钉直接将

挂网固定。

[0018] 进一步地，养护施工时，在植生护坡面层上铺设秸秆帘浇水养护。

[0019]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通过设置多功能包，其既可以作为植被护坡网片的支撑垫块，可以按坡面岩石

发育情况灵活布局位置，保证网片与坡面的距离满足设计要求，使得网片能够起到加筋加

强的效果。

[0021] 2、多功能包的材料采用土工网或可降解纤维网制成，内部填充基材，该结构可以

承受较大的变荷载，可防止翻浆造成的裂纹。

[0022] 3、多功能包采用的原料为土工网或可降解纤维网，如聚己内酯、聚酯纤维网、秸秆

纤维网等，可降解纤维网早期具有柔韧性强，渗透性好的特点，可将基材和乔木和/或灌木

种子包裹为一个整体。而且该原材料可降解，被广泛分布在喜气或厌气条件下的真菌、细菌

等自然界微生物微经呼吸作用或化能合成降解，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降解的产物不

仅能给植物光合作用提供二氧化碳，还可以保持含水率，避免基材板结硬化，促进植物呼吸

作用，使得植物迅速生长。

[0023] 4、通过在多功能包的基材中点种乔木和/或灌木种子，能够为种子的发芽提供适

应环境，有效提高乔、灌木成活率，以达到草、木有机结合的立体绿化的植被护坡生态修复

目的，避免植物成活率低，植被品种单一的问题出现。

[0024] 5、该植被护坡结构的结构简单，制作方便，成本低廉，容易实现工业化大量生产。

[0025] 6、在后期养护时，通过铺设秸秆帘浇水养护，草本和乔木种子发芽并钻出秸秆覆

盖层，待植物生长一段时间后，植物根茎对秸秆覆盖层又起到了加筋作用。在植物生长初

期，秸秆覆盖层为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温湿和微生物环境；植物生长后期，秸秆覆盖层和

多功能包材料的腐烂及降解，可以进一步促进植物的迅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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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7、本发明的多功能包内填充了基材及乔木和/或灌木种子，施工简单，还可以达到

促进乔木和/或灌木生长的目的，适宜大面积工程施工。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结构的剖面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结构的平面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中多功能包为长方体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中多功能包为圆柱体时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多功能包；2、坡面；3、植生护坡基层；4、锚钉；5、植生护坡面层；  6、网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

[0033] 如图1-4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植被护坡结构，包括坡面2，坡面上分布有多个多

功能包1，多功能包的上方设有网片6，多功能包通过锚钉4与坡面固定，或者多功能包固定

在网片上，再通过锚钉将网片与坡面固定；网片与坡面之间还设有植生护坡基层3，网片远

离坡面一侧还设有植生护坡面层5；所述多功能包是采用网围合制成的立体结构，其内填充

基材及乔木和/或灌木种子，网片与坡面之间的距离为80-100mm。

[0034]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多功能包为截面为方形或圆形的长柱体，横置在坡面上，多功

能包采用土工网或可降解纤维网制成。可降解纤维网可选聚己内酯、聚酯纤维网或秸秆纤

维网等。

[0035]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多功能包的长度为500mm-2000mm，具体尺寸根据坡面的情况

灵活选择。截面为方形时，宽度为80mm-100mm，高度为80mm-100mm；截面为圆形时，直径为

80mm-100mm。

[0036] 优选的方案中，所述多功能包内填充的基材采用按重量份计的以下成分制成：种

植土1000份，有机质300份，活性添加剂50份，有机肥50份和复合肥10份。该基材质地疏松，

排水良好，提高基材肥力且能延长基材肥力的长效性，孔隙率高，酸碱性有利于乔、灌木萌

发和生长。种植土为植物提供了生存必须的环境，有机质不仅增加了环境的孔隙率利于植

物的呼吸作用，而且有机质随时间的推移，被广泛地分布在土壤中的真菌、细菌等自然界微

生物的呼吸作用或化能合成而降解，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降解的产物不仅能给植物

光合作用提供二氧化碳，还可以保持含水率，降低基材板结硬化促进植物呼吸作用，促进植

物迅速生长。复合肥可迅速提供植物发芽生长所需的氮、磷、钾等元素，促进植物吸收养分。

有机肥主要靠土壤中广泛地分布的真菌、细菌的分解，起到缓释肥的效果，保持土壤长期处

于营养状态。活性添加剂可以改良土壤基材的生物性质和物理化学性质，调节基材PH值，为

乔木和/或灌木种子发芽生长提供适宜环境，还可以提高植物生长所需的速效肥和长效肥，

协调土壤营养。提高基材抗逆能力，使乔木和/或灌木种子落地生根迅速生长，快速形成草、

灌、乔植物生态修复立体结构。

[0037] 优选方案中，乔木和/或灌木种子采用生态修复工程项目设计方案要求点种，要求

插孔加入基材内，插孔深度为10mm-20mm；乔木和/或灌木种子在插孔前用1500mg/L的赤霉

素溶液浸泡24小时后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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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优选方案中，所述植生护坡基层的厚度为80-100mm，植生护坡面层内混有植物种

子，厚度为20mm。

[0039] 优选方案中，植被护坡包括植被混凝土生态护坡、防冲刷基材(PEB)生态护坡、厚

层基材植被护坡、液压喷播植草护坡和喷混植生护坡。

[0040] 所述植被护坡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1)根据坡面条件，制备合适尺寸和数量的多功能包，若坡面较平整，按横向平行间

隔1000mm-2000mm设置；若坡面凹凸起伏，则在凹凸面的顶点设置多功能包，其他区域按间

距500mm-1500mm设置；并在其内部填充基材，并在基材内点种乔木和/或灌木种子；

[0042] 2)对待施工的坡面进行削坡、清坡处理，并将多功能包采用锚钉固定或将其与网

片连接，再将网片用锚钉安装到位；

[0043] 3)在网片与坡面之间喷播植生护坡基层，然后在植生护坡基层上喷播植生护坡面

层；进行养护，完成植被护坡结构的施工。

[0044] 优选地，多功能包设置时，相邻两多功能包之间的距离为500mm-2000mm，多功能包

两端采用U型钉固定到坡面，局部区域的多功能包直接绑扎在网片上，然后用锚钉直接将网

片固定。

[0045] 优选地，养护施工时，在植生护坡面层上铺设养护层保温、保水、保墒如在背风面

采用无纺布，迎风面采用秸秆帘浇水养护。

[0046] 实施例：

[0047] 以福建永泰抽水蓄能电站3#坡为例说明植被护坡结构的具体施工步骤：

[0048] (1)多功能包采用机械化生产成矩形可降解纤维网。根据坡面条件，其长度为 

2000mm，宽为100mm，高为80mm。多功能包中填充乔、灌适生基材并按比例插孔埋入乔、灌木

种子。其基材配比为：种植土1000重量份，稻壳300重量份，植被混凝土活性添加剂50重量

份，有机肥50重量份，复合肥10重量份。根据植被护坡所选乔木特性在多功能包上按点种要

求800mm间距插孔并埋入紫穗槐种子，插孔深20mm左右，乔木种子提前用1500mg/L赤霉素浸

泡24小时后晾干。

[0049] (2)多功能包的施工：削坡、清坡结束后在坡面上按1000mm间距设置多功能包，两

端采用U型钉固定到坡面，U型钉采用螺纹钢，直径为8mm，插入坡面深度为  300mm；马道与坡

底30°-50°区域多功能包直接绑扎在网片上；

[0050] (3)植生护坡层的施工：将网片挂网，并用直径3mm铁丝将网片固定在U型钉上，也

可以采用其他形状锚钉进行固定，使用喷播机将植生护坡基材喷播到坡面上建造植生护坡

基层，喷播厚度为80mm，再使用喷播机将含有草本植物种子的植生护坡基材喷播到植生护

坡基层上形成植生护坡面层，喷播厚度为20mm。

[0051] (4)植被养护：铺设秸秆帘浇水养护，草本和乔木种子发芽并钻出秸秆覆盖层待植

物生长一段时间后，植物根茎对秸秆覆盖层又起到了加筋作用。在植物生长初期，秸秆覆盖

层为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温湿和微生物环境；植物生长后期，秸秆覆盖层和多功能包腐

烂，其降解的有机物质还促进了植物的迅速生长。

[0052] 对比例：

[0053] 福建永泰抽水蓄能电站1#坡，施工时，削坡、清坡结束后在坡面上挂网，直接将网

片采用锚定与坡面固定，然后在网片上喷播80mm厚的植生护坡基层和20mm厚的植生护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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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植生护坡基层施工后内按点种要求800mm间距插孔并埋入紫穗槐种子，插孔深20mm左

右，乔木种子提前用1500mg/L赤霉素浸泡24小时后晾干；植生护坡面层是采用含有草本植

物种子的植生护坡基材喷播形成的。后期养护与实施例相同。

[0054] 实施例与对比例相比，具体结果见下表1。

[0055] 表1

[0056]

[0057] 上述的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而不应视为对于本发明的限制，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包括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中技术特征的

等同替换方案为保护范围。即在此范围内的等同替换改进，也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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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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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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