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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高速公路绿化的技术领域，尤其

是涉及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绿化结构。一种高速

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包括在硬化层和绿化组

件，绿化组件包括若干沿斜坡倾斜方向紧密设置

的绿化单元，绿化单元包括安装于硬化层上方的

支撑架，支撑架上安装有绿化槽，绿化槽内安装

有挡板，挡板将绿化槽分隔为多个种植格，种植

格内填充有种植介质，斜坡的底部设置有排水

槽。硬化层对斜坡上的泥土进行保护，防止降水

对斜坡进行冲刷，造成水土流失。绿化组件增大

了斜坡表面的绿化面积，提高了高速公路两侧的

绿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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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在斜坡上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

硬化层（1）和设置于硬化层（1）上的绿化组件（2），所述绿化组件（2）包括若干沿斜坡倾斜方

向紧密设置的绿化单元（21），所述绿化单元（21）包括安装于硬化层（1）上方的支撑架

（211），所述支撑架（211）上安装有绿化槽（212），所述绿化槽（212）内安装有挡板（213），挡

板（213）将绿化槽（212）分隔为多个种植格（214），种植格（214）内填充有用于种植绿植的种

植介质（215），斜坡的底部设置有排水槽（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介质

（215）为活性炭颗粒。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

（213）上开设有透水孔（21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孔

（216）的直径小于活性炭颗粒的粒径。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孔

（216）内安装有过滤网（217），所述过滤网（217）的孔径小于所述活性炭颗粒的粒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斜坡的顶部设

置有太阳能电池板（4）和由太阳能电池板（4）供电的蓄电池（41）。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绿化

单元（21）的支撑架（211）之间于所述绿化槽（212）的底部安装有与斜坡倾斜方向一致的挡

水板（4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水板

（42）为由所述蓄电池（41）供电的电热板组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水板

（42）的表面为W形，形成若干导流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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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速公路绿化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高速公路的建设事业蓬勃发展。高速公路指“能适应年

平均昼夜小客车交通量为25000辆以上、专供汽车分道高速行驶、并全部控制出入的公路”。

各国尽管对高速公路的命名不同，但都是专指有4车道以上、两向分隔行驶、完全控制出入

口、全部采用立体交叉的公路。此外，有不少国家对部分控制出入口、非全部采用立体交叉

的直达干线也称为高速公路。截止2013年我国拥有世界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10.44万公

里。

[0003] 虽然高速公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在建设高速公路时，有时可能会破坏

原有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在山林地，公路两旁常常是斜坡。在下雨时，在雨水的冲刷下，大量

的泥沙被带走，给高速公路两旁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危害。

[0004] 现有技术中，为解决上述问题，多采用直接用水泥混凝土将斜坡硬化，从而保护斜

坡上的泥土不被冲刷，再在硬化表面开设种植槽，种植一些绿植。这样的保护方式，为了保

护斜坡表面泥土，种植面积占比小，因而绿化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包括在斜坡上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硬化层和设置于

硬化层上的绿化组件，所述绿化组件包括若干沿斜坡倾斜方向紧密设置的绿化单元，所述

绿化单元包括安装于硬化层上方的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安装有绿化槽，所述绿化槽内安

装有挡板，挡板将绿化槽分隔为多个种植格，种植格内填充有用于种植绿植的种植介质，斜

坡的底部设置有排水槽。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硬化层的浇筑，对斜坡上的泥土进行保护，防止降水

对斜坡进行冲刷，造成水土流失。通过绿化组件的设置，增大了斜坡表面的绿化面积，提高

了高速公路两侧的绿化率。绿化槽内安装挡板，将绿化槽分隔为多个种植格，以便于植物的

种植，同时，对于种植介质具有一定的防护作用，防止降水将种植介质冲走，为绿植的种植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降水时，雨水沿绿化槽流动，一方面能够为绿植灌溉，另一方面，绿植能

够对雨水进行初步的过滤，分解部分雨水中的有害物质。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种植介质为活性炭颗粒。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以活性炭颗粒作为种植介质，活性炭颗粒具有良好的透

气性，因而便于植物根系的透气，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同时，活性炭颗粒能够吸附降水中的

有害物质，再通过绿植的生长，吸收分解这些有害物质，进一步提高了绿植对于雨水中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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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吸收。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板上开设有透水孔。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透水孔的开设，使雨水从一种植格流动至相邻种植

格内时，能够通过透水孔进行流动，从而对雨水进行分流，部分雨水从透水孔内流动，部分

雨水越过挡板流动，从而减少对种植介质及绿植的冲刷。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透水孔的直径小于活性炭颗粒的粒径。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透水孔的直径小于活性炭颗粒的粒径，从而防止了活性

炭颗粒被雨水冲走，保证了绿植的生长环境稳定良好。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透水孔内安装有过滤网，所述过滤网的孔径小于所述

活性炭颗粒的粒径。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这样的过滤网的设置，一方面能够对雨水中较大的

杂质进行过滤，提高了雨水的洁净程度，另一方面，能够防止雨水将活性炭颗粒冲走，从而

提高了，保证了绿植的生长环境稳定良好。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斜坡的顶部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和由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的

蓄电池。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对太阳能进行吸收转化为电能，并通

过蓄电池对电能进行储存，再通过蓄电池对其他的用电器进行供电，节省了电能。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相邻所述绿化单元的支撑架之间于所述绿化槽的底部安装

有与斜坡倾斜方向一致的挡水板。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虽然相邻绿化单元紧密设置，但是仍然可能会存在一些

间隙，通过挡水板的设置，对相邻绿化单元之间滴落的雨水进行遮挡，防止雨水直接滴落在

硬化层上，侵蚀硬化层的表面，从而提高了绿化结构对斜坡表面的保护。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水板为由所述蓄电池供电的电热板组件。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挡水板为电热板组件，通过蓄电池对挡水板的供电，从而

挡水板发热。在秋冬时节，温度较低，通过挡水板可以对绿化槽内的根部进行加热，从而对

植物进行保温，保证植物必须的生长温度。在冬季降雪时，加热板也可以对落入绿化槽内的

积雪进行加热融化至雪水，利用种植介质对雪水进行过滤，保证了绿化结构在冬季时对雨

雪的过滤效果良好。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挡水板的表面为W形，形成若干导流槽。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电热板的表面为W形，在有限的空间内增大了挡水板

的表面积，从而提高了挡水板的加热效率。同时，由于挡水板的表面成W形，因而当水滴滴落

时，滴落的角度与电热板表面的角度较小，因而不容易发生溅射，从而更有效的对水滴进行

防护。同时，形成了若干导流槽，滴落的水滴可沿导流槽进行流动，便于雨水和/或雪水的运

输。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1.通过硬化层的浇筑，对斜坡上的泥土进行保护，防止降水对斜坡进行冲刷，造成水土

流失。

[0025] 2.通过绿化组件的设置，增大了斜坡表面的绿化面积，提高了高速公路两侧的绿

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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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3.绿化槽内安装挡板，将绿化槽分隔为多个种植格，以便于植物的种植，同时，对

于种植介质具有一定的防护作用，防止降水将种植介质冲走，为绿植的种植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实施例一中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实施例一中挡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实施例一中挡水板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实施例二中挡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硬化层；2、绿化组件；21、绿化单元；211、支撑架；212、绿化槽；213、挡板；

214、种植格；215、种植介质；216、透水孔；217、过滤网；3、排水槽；4、太阳能电池板；41、蓄电

池；42、挡水板；421、挡水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实施例一、

参考附图1，一种高速公路山林地的绿化结构，包括在斜坡表面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硬

化层1和设置于硬化层1上的绿化组件2。

[0031] 绿化组件2包括若干沿斜坡倾斜方向设置的绿化单元21，各绿化单元21之间紧密

贴合相互平行设置。绿化单元21包括安装于硬化层1上方的支撑架211，本实施例中支撑架

211由多根钢制支撑柱焊接而成，支撑架211上焊接有绿化槽212。绿化槽212包括底板和焊

接于底板两侧的侧板。斜坡的底部开设有排水槽3，雨水沿绿化槽212流动，并从绿化槽212

流入排水槽3内，并随排水槽3排走。

[0032] 绿化槽212内沿竖直方向焊接有若干挡板213，各挡板213等间距设置。挡板213将

绿化槽212分隔成多个等面积的种植格214。每个种植格214内均填充有种植介质215，本实

施例中种植介质215为活性炭颗粒。种植介质215用于种植绿植，同时可对雨水进行初步的

过滤。

[0033] 参考附图2，挡板213上开设有若干透水孔216，透水孔216的直径远小于活性炭颗

粒的直径，从而防止了活性炭颗粒被雨水冲走，保证了绿植的生长环境稳定良好。

[0034] 斜坡的顶部设置有太阳能电池板4和由太阳能电池板4供电的蓄电池41，蓄电池41

安装于太阳能电池板4的下方。相邻绿化单元21的支撑架211之间安装有挡水板42，同时，挡

水板42安装于绿化槽212的底部，于绿化槽212底相贴合。

[0035] 参考附图3，挡水板42包括若干呈W形设置的挡水条421，相邻挡水条421之间形成

导流槽，导流槽的延伸方向与底板的延伸方向一致。本实施例中挡水板42为电热板组件，每

条挡水条421为一独立的电热板，各电热板与蓄电池41电连接并由蓄电池41供电。

[0036]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

通过硬化层1的浇筑，对斜坡上的泥土进行保护，防止降水对斜坡进行冲刷，造成水土

流失。通过绿化组件2的设置，增大了斜坡表面的绿化面积，提高了高速公路两侧的绿化率。

绿化槽212内安装挡板213，将绿化槽212分隔为多个种植格214，以便于植物的种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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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种植介质215具有一定的防护作用，防止降水将种植介质215冲走，为绿植的种植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降水时，雨水沿绿化槽212流动，一方面能够为绿植灌溉，另一方面，绿植能

够对雨水进行初步的过滤，分解部分雨水中的有害物质。

[0037] 实施例二、

参考附图4，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仅区别于，透水孔216的直径远大于活性炭颗粒的粒

径，透水孔216内安装有过滤网217，过滤网217的孔径小于活性炭颗粒的粒径。

[0038] 这样能够提高透水孔216的排水量，提升排水的通畅性，同时，通过滤网217的设

置，一方面能够对雨水中较大的杂质进行过滤，提高了雨水的洁净程度，另一方面，能够防

止雨水将活性炭颗粒冲走，从而提高了，保证了绿植的生长环境稳定良好。

[0039]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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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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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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