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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

包括原坡面、置于所述原坡面下且与所述原坡面

坡上连接的挖土区、置于所述原坡面上且与所述

原坡面坡下连接的填土区，所述挖土区与所述填

土区连接且体积相等，所述原坡面上设有半圆形

或者弧形的填充槽，所述填充槽内设有与所述填

充槽配合的围埂，所述围埂的开口朝向所述原坡

面的坡上，所述围埂置于所述填土区外坡，所述

围埂的上端高于所述填土区，所述填土区内种植

有苗木，所述苗木的下端深入所述原坡面内；本

实用新型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能降低坡地造

林整地工程量、降低难度，坡面扰动少，提高坡地

造林适应性和苗木成活率，对保持水土均有明显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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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该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包括原坡面(1)、置于所

述原坡面(1)下且与所述原坡面(1)坡上连接的挖土区(2)、置于所述原坡面(1)上且与所述

原坡面(1)坡下连接的填土区(3)，所述挖土区(2)与所述填土区(3)连接且体积相等，

所述原坡面(1)上设有半圆形或者弧形的填充槽(4)，所述填充槽(4)内设有与所述填

充槽(4)配合的围埂(5)，所述围埂(5)的开口朝向所述原坡面(1)的坡上，

所述围埂(5)置于所述填土区(3)外坡，所述围埂(5)的上端高于所述填土区(3)，所述

填土区(3)内种植有苗木(6)，所述苗木(6)的下端深入所述原坡面(1)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围埂(5)包括长方

形板体(51)、置于所述长方形板体(51)下端且与所述长方形板体(51)为一整体结构的连接

板体(52)，所述连接板体(52)为弧形或者三角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在北方土石山区，所述

围埂(5)的长度为100-200cm，宽度为50-80c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围埂(5)下端置于

所述原坡面(1)内20-30cm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围埂(5)上端高出

所述原坡面(1)的区域印制或者喷涂项目图案图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围埂(5)采用具有

弹性可弯折的轻便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围埂(5)采用可降

解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围埂(5)采用可回

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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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坡地集水保土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前国土绿化、生态治理工作越来越受重视，植树造林工

程是一项重要的生态恢复和治理内容，应用广泛，对于多数山坡地而言，植树造林、保持水

土是一项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0003] 目前坡地造林时，北方地区还要考虑结合径流截排水工程，集蓄利用天然降水，提

高苗木成活率，多根据不同地形条件、树种、树龄等选择鱼鳞坑或树盘、水平阶、水平埂、植

物绿篱等水土保持措施。

[0004] 如图1所示，为提高成活率，之前的造林工程整地(平整土地、挖树坑、做围堰筑埂)

时，工程量大；且围埂材料受限，一般土多做土埂、或就地取石料做砌石，或用水泥块、砖块、

装土编织袋、木、竹篱笆等筑埂，材料运输成本高，费时费力，成本高。坡地造林急需一些适

应性强、简易的集水保土整地围埂设备(方法)。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目的是降低坡地造林整地工程

量、降低难度，减少坡面扰动，提高坡地造林适应性和苗木成活率，并达到保持水土目的。

[0006]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该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包括原

坡面、置于所述原坡面下且与所述原坡面坡上连接的挖土区、置于所述原坡面上且与所述

原坡面坡下连接的填土区，所述挖土区与所述填土区连接且体积相等，

[0007] 所述原坡面上设有半圆形或者弧形的填充槽，所述填充槽内设有与所述填充槽配

合的围埂，所述围埂的开口朝向所述原坡面的坡上，

[0008] 所述围埂置于所述填土区外坡，所述围埂的上端高于所述填土区，所述填土区内

种植有苗木，所述苗木的下端深入所述原坡面内。

[0009] 用可弯曲或定型的薄塑料板代替砌石、水泥块、砖块等笨重材料，筑弧形围埂，轻

便、易运输，集水保水保土性好，操作简便、挖填土方少，降低造林成本，提高成活率；整地方

法优化，减少土方量，减少扰动破坏。

[0010]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围埂包括长方形板体、置于所述长方形板

体下端且与所述长方形板体为一整体结构的连接板体，所述连接板体为弧形或者三角形。

[0011]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在北方土石山区，所述围埂的长度为100-

200cm，宽度为50-80cm。

[0012]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围埂下端置于所述原坡面内20-30cm固定。

[0013]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围埂上端高出所述原坡面的区域印制或者

喷涂项目图案图标。

[0014] 易于喷涂项目标识，便于项目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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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围埂采用具有弹性可弯折的轻便材料。例

如弹性可弯折的塑料板、预制板或者预制块。

[0016]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围埂采用可降解材料。

[0017]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所述围埂采用可回收材料。

[0018] 根据需要，挡板材质可降解或可回收，可重复利用。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20] (1)本实用新型目的是降低坡地造林整地工程量、降低难度，减少坡面扰动，提高

坡地造林适应性和苗木成活率，并达到保持水土目的；

[0021] (2)用可弯曲或定型的轻便材料代替砌石、水泥块、砖块等笨重材料，筑弧形围埂，

轻便、易运输，集水保水保土性好，操作简便、挖填土方少，降低造林成本，提高成活率；

[0022] (3)通过集蓄降水形成的上游坡面径流，提高苗木根系附近土壤含水率，下方与原

坡面土壤连为一体，不影响苗木扎根，从而达到提高苗木成活率的目的；围埂还可起到保水

保土作用；

[0023] (4)围挡开口朝向坡上，以利于收集上游汇水、阻挡水土流失；

[0024] (5)本实用新型围埂做成后，围埂内土体仍与下方原坡面连为一体，不影响植物根

系生长，非常适用于较陡坡地造林工程；

[0025] (6)本实用新型围埂塑料板可根据需要选择可降解材料，或能重复利用的可回收

材料；

[0026] (7)可根据项目需要印制或喷涂不同项目图案图标，易于喷涂项目标识，便于项目

验收。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现有技术中坡地集水保土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的俯视图；

[0030] 图4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实施例一中围埂的展开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实施例二中围埂的展开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1.原坡面、2.挖土区、3.填土区、4.填充槽、5.围埂、6.苗木、51.长方形

板体、52.连接板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示范性实施例做出说明，其中包括本实用新型实施

例的各种细节以助于理解，应当将它们认为仅仅是示范性的。因此，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认识到，可以对这里描述的实施例做出各种改变和修改，而不会背离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和精神。同样，为了清楚和简明，以下的描述中省略了对公知功能和结构的描述。

[0034] 实施例一：

[0035] 图2-图4示出了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该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包括原坡面1、置于

所述原坡面1下且与所述原坡面1坡上连接的挖土区2、置于所述原坡面1上且与所述原坡面

1坡下连接的填土区3，所述挖土区2与所述填土区3连接且体积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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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原坡面1上设有半圆形或者弧形的填充槽4，所述填充槽4内设有与所述填充

槽4配合的围埂5，所述围埂5的开口朝向所述原坡面1的坡上，

[0037] 所述围埂5置于所述填土区3外坡，所述围埂5的上端高于所述填土区3，所述填土

区3内种植有苗木6，所述苗木6的下端深入所述原坡面1内。

[0038] 所述围埂5包括长方形板体51、置于所述长方形板体51下端且与所述长方形板体

51为一整体结构的连接板体52，所述连接板体52为弧形。

[0039] 在北方土石山区，所述围埂5的长度为100-200cm，宽度为50-80cm。

[0040] 所述围埂5下端置于所述原坡面1内20-30cm固定。

[0041] 所述围埂5上端高出所述原坡面1的区域印制或者喷涂项目图案图标。

[0042] 所述围埂5采用具有弹性可弯折的轻便材料。

[0043] 所述围埂5采用可降解材料。

[0044] 实施例二：

[0045] 图2、图3以及图5示出了一种坡地集水保土结构，该坡地集水保土结构包括原坡面

1、置于所述原坡面1下且与所述原坡面1坡上连接的挖土区2、置于所述原坡面1上且与所述

原坡面1坡下连接的填土区3，所述挖土区2与所述填土区3连接且体积相等，

[0046] 所述原坡面1上设有半圆形或者弧形的填充槽4，所述填充槽4内设有与所述填充

槽4配合的围埂5，所述围埂5的开口朝向所述原坡面1的坡上，

[0047] 所述围埂5置于所述填土区3外坡，所述围埂5的上端高于所述填土区3，所述填土

区3内种植有苗木6，所述苗木6的下端深入所述原坡面1内。

[0048] 所述围埂5包括长方形板体51、置于所述长方形板体51下端且与所述长方形板体

51为一整体结构的连接板体52，所述连接板体52为三角形。

[0049] 在北方土石山区，所述围埂5的长度为100-200cm，宽度为50-80cm。

[0050] 所述围埂5下端置于所述原坡面1内20-30cm固定。

[0051] 所述围埂5上端高出所述原坡面1的区域印制或者喷涂项目图案图标。

[0052] 所述围埂5采用具有弹性可弯折的轻便材料。

[0053] 所述围埂5采用可回收材料。

[0054]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整地时，先确定树坑整地位置，然后用铁锨在下方原坡面

1铲开半圆或弧形填充槽4，将塑料围埂5挡板插入，踩缝固定围埂5；之后便可将上方表土挖

填至围埂5内，做成半个花盆状的小地台，形成填土区3再在其内栽植苗木6，通过集蓄降水

形成的上游坡面径流，提高苗木根系附近土壤含水率，下方与原坡面1土壤连为一体，不影

响苗木扎根，从而达到提高苗木成活率的目的；此种塑料围埂5还可起到保水保土作用。

[0055] 其中根据造林树种、坡度、坡面土壤厚度、降水情况，确定栽植坑大小及塑料挡板

尺寸，如，对于北方土石山区一般水土保持树种，本种塑料围埂5的长100-200cm、宽50-

80cm，下侧弧形板体52，便于弯折后适应坡地土层角度，围埂5使用时弯折成半圆形或弧形，

围挡5在填土区3的外坡，下方埋深20-30cm固定。围挡5开口朝向坡上，以利于收集上游汇

水、阻挡水土流失。

[0056] 围埂5做成后，围埂5内土体仍与下方原坡面1连为一体，不影响植物根系生长，非

常适用于较陡坡地造林工程。

[0057] 围埂5塑料板可根据需要选择可降解材料，或能重复利用的可回收材料，可根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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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需要印制或喷涂不同项目图案图标。

[005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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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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