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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

固土构件。包括沿坡面由下向上设置的灌溉系

统、固土砖和盖板，相邻两块固土砖的第一凹槽

和第二凹槽互相对应形成第一空腔和第二空腔，

通过锚固组件固定于坡面上。灌溉系统中集水槽

设置于坡顶平底或坡底平地，水管设置于第一空

腔中，由水泵提供动力为坡面植被进行地下渗

灌。盖板的板面上分布有种植孔，插脚垂直板面

设置，对应插入第二通孔内，使盖板固定于坡面

上方。本发明通过固土砖在岩坡表面封存一定量

的土壤。固土砖上的第一空腔与灌溉系统相结

合，第二空腔与盖板相结合，实现岩坡表面土壤

空间的拓展，可容置更多种类的植物生长。本发

明具有结构灵活，适应性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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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沿坡面由下向上依次设

置的灌溉系统、固土砖和盖板，所述固土砖为倒扣的无盖桶状结构，表面带有渗透孔，底面

设有通孔，固土砖的外侧壁上设有环向设置的第一凹槽和轴线垂直于底面的第二凹槽，固

土砖的底面为平行四边形，当若干个固土砖呈矩形阵列相邻排布时，相邻两块固土砖的第

一凹槽和第二凹槽互相对应，形成第一空腔和第二空腔；所述固土砖通过锚固组件固定于

坡面上，锚固组件是将金属杆两端折弯成U型所得，两端折弯角均为90°，所述固定锚杆一端

插入坡面，另一端从固土砖底面穿过所述通孔，坡面对应固定锚杆的位置设有锚孔，锚孔内

设有膨胀水泥，固定锚杆插入坡面的一端设有凸起；所述灌溉系统包括水管、水泵、集水槽，

集水槽设置于坡顶平底或坡底平地，水管设置于第一空腔中，水管一端伸入集水槽中，由水

泵提供动力为坡面植被进行地下渗灌，所述水管为透水管或侧壁带有滤孔的普通水管；所

述盖板包括板面、种植孔和插脚，种植孔是分布在板面上的通孔，插脚垂直板面设置于盖板

的一侧，插脚对应插入第二通孔内，使盖板固定于坡面上方，所述盖板与固土砖之间的距离

大于15c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盖板与固土砖之间设置种植盘，所述种植盘包含面层和承载盒，面层上设置有数个孔洞，孔

洞的底部固定设置承载盒与面层结合为一体，承载盒的底部开设有生根孔，载盒内盛放客

土团，种植盘上的孔洞与种植孔互相对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种

植盘的材料为可降解塑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盖

板与固土砖之间铺设植土层，固土砖与坡面之间、固土砖之间的缝隙填充固土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盖

板表面铺设一层地衣薄膜或无纺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锚

固组件两端所固定的固土砖不在同一行且不在同一列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395369 A

2



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修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

件。

背景技术

[0002] 边坡是工程建设中最常见的工程形式，边坡失稳是工程施过程中一项富有挑战性

的任务之一，随着近些年我国基础性建设的大力发展，在采矿、水利、交通等工程方面都涉

及到大量的边坡问题，因而，确保边坡的稳定性，深入研究其处治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此

类边坡陡峭、无植生条件，具有汇水面积大、存水量低、冲刷力强的特点，失稳与滑落是妨碍

工程正常运行的主要问题，仅靠自然力量很难恢复原有生态平衡。裸露的岩石边坡若不及

时治理，不仅影响自然景观，还会造成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同时公路沿线的岩

石边坡还会因其表面颜色灰暗、单调而造成视觉污染。

[0003] 土壤是边坡生态恢复的关键点所在。在陡峭岩质边坡中，针对凹凸不平的陡峭岩

质边坡，现有技术中常用的方法为植被混凝土防护法，客土掺入水泥和固网技术,使客土物

料紧贴岩石坡面,水泥的固化作用比较强,足以控制松散、偏重的土壤颗粒物不滑坠,能够

在铁丝网骨架基础上稳固客土层,也有助于基础坡面稳定性的提高,同时创造草类与灌木

生存的基本环境。上述混凝土拌合物具有与土壤相似的多孔结构并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抗

侵蚀能力，且施工机械化程度高。但是植被混凝土仅能容置施工前混入的植物生长，施工后

仍然需要大力的人工维护，自我生态修复能力较弱。国内对于边坡绿化行业还不规范，暂时

没有颁布相关规定。

[0004] 在大量的实践应用过程中，植被混凝土生态护坡也表现出了一些缺点。例如，保水

剂的加入使得植被混凝土也具有较强的锁水性，加上水泥固化产生疏松多孔的结构，雨水

或者上溢的地下水被积存在植被混凝土内，加重植被混凝土的整体重量,从而使得植被混

凝土容易发生坍塌现象。其次，现有技术中植被混凝土的厚度大多数在8-10cm，通过锚固于

坡面的挂网与坡面粘接，挂网同上为铁丝结构，与锚杆之间受力点集中，长期使用容易变

形，植被所占土壤层厚度较薄，根系发展收到限制，并且其底部直接接触岩石，没有较好的

长久发展基础。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和缺陷，提供一种施工方便，维护效果稳定

持久的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7] 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包括沿坡面由下向上依次设置的灌溉系

统、固土砖和盖板，所述固土砖为倒扣的无盖桶状结构，表面带有渗透孔，底面设有通孔，固

土砖的外侧壁上设有环向设置的第一凹槽和轴线垂直于底面的第二凹槽，固土砖的底面为

平行四边形，当若干个固土砖呈矩形阵列相邻排布时，相邻两块固土砖的第一凹槽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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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槽互相对应，形成第一空腔和第二空腔；所述固土砖通过锚固组件固定于坡面上，锚固组

件是将金属杆两端折弯成U型所得，两端折弯角均为90°，所述固定锚杆一端插入坡面，另一

端从固土砖底面穿过所述通孔，坡面对应固定锚杆的位置设有锚孔，锚孔内设有膨胀水泥，

固定锚杆插入坡面的一端设有凸起；所述灌溉系统包括水管、水泵、集水槽，集水槽设置于

坡顶平底或坡底平地，水管设置于第一空腔中，水管一端伸入集水槽中，由水泵提供动力为

坡面植被进行地下渗灌，所述水管为透水管或侧壁带有滤孔的普通水管；所述盖板包括板

面、种植孔和插脚，种植孔是分布在板面上的通孔，插脚垂直板面设置于盖板的一侧，插脚

对应插入第二通孔内，使盖板固定于坡面上方，所述盖板与固土砖之间的距离大于15cm。

[0008] 具体的，在所述盖板与固土砖之间设置种植盘，所述种植盘包含面层和承载盒，面

层上设置有数个孔洞，孔洞的底部固定设置承载盒与面层结合为一体，承载盒的底部开设

有生根孔，载盒内盛放客土团，种植盘上的孔洞与种植孔互相对应。

[0009] 具体的，所述种植盘的材料为可降解塑料。

[0010] 具体的，盖板与固土砖之间铺设植土层，固土砖与坡面之间、固土砖之间的缝隙填

充固土层。

[0011] 具体的，所述盖板表面铺设一层地衣薄膜或无纺布。

[0012] 具体的，所述锚固组件两端所固定的固土砖不在同一行且不在同一列上。

[0013]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包括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本发明对陡峭岩质边坡表面的固

土结构进行了分层与结构整改，通过空心的固土砖在岩坡表面封存一定量的土壤，固土砖

的结构简单，可通过浇注的方法批量获得。固土砖上的第一空腔与灌溉系统相结合，第二空

腔与盖板相结合，实现岩坡表面土壤空间的拓展，同时能够整合浇灌系统和用于覆盖表土

的盖板，容置植物生长也能提高结构稳定性。本发明具有结构灵活，适应性强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分布示意图。

[0015] 图2为固土砖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盖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坡面俯视图的局部结构放大图。

[0018] 图中：10-固土砖，11-第一凹槽，12-第二凹槽，13-通孔，14-第一空腔，15-第二空

腔，20-锚固组件，21-锚孔，30-盖板，31-板面，32-种植孔，33-插脚，40-集水池，41-水管，

42-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

于此。

[0020]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设

有”、“连接”等，应做广义理解，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

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1] 此外，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直”、“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

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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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

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

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2] 导致岩质边坡效率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23] (1)缺少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土壤环境和养分条件，无法直接进行种子撒播或苗木

绿化。目前国内广泛应用的客土喷播技术，其防护效果也很不理想，其原因是喷浆与岩体坡

面的黏结力很小。另外，岩体保水功能差，含有的活化养分少，植被根系很难从边坡岩层中

吸收足够的水分及养分供其生长发育。

[0024] (2)公路、铁路工程及矿山的岩质边坡一般设计坡度较大，导致坡面雨水径流速度

大，在高降雨地区极易形成冲刷侵蚀；坡面自然风化的土壤颗粒及风运带来的土壤颗粒在

坡面很难留存并受水力和重力作用堆积于坡脚，加之降雨又不能滞留在坡面上，致使植被

难以生存。

[0025] (3)岩质边坡表面无土壤层覆盖导致水分匮乏，在阳光的照射下裸露岩石表面温

度过高，导致植物难以发芽和生存。

[0026] 如图1至图4所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27] 用于陡峭岩质边坡生态修复的固土构件，包括沿坡面由下向上依次设置的固土砖

10和盖板30。

[0028] 固土砖10为倒扣的无盖桶状结构，底面设有通孔13。固土砖10的外侧壁上设有环

向设置的第一凹槽11和轴线垂直于底面的第二凹槽12，固土砖10的底面为平行四边形，当

若干个固土砖10呈矩形阵列相邻排布时，相邻两块固土砖10的第一凹槽11和第二凹槽12互

相对应，形成第一空腔14和第二空腔15，其中第一空腔14的轴线走向平行于坡面，第二空腔

15的轴线走向垂直于坡面。

[0029] 固土砖10的开口端朝向坡面，底面向上设置于坡面上，固土砖10通过锚固组件20

固定于坡面上。锚固组件20是将金属杆两端折弯成U型所得，两端折弯角均为90°，固定锚杆

一端插入坡面，另一端从固土砖10底面穿过通孔13。坡面对应固定锚杆的位置设有锚孔21，

锚孔21内设有膨胀水泥。固定锚杆插入坡面的一端设有凸起，增加锚固组件20的稳定性。

[0030] 本发明中固土砖10的结构简单，排布方式多变，使用、运输灵活，并且可以由浇注

等现有技术手段大量获得。

[0031] 优选的，锚固组件20两端所固定的固土砖10不在同一行且不在同一列上，见附图

4。交替锚固的结构有提高固土砖10的空间稳定性。

[0032] 实际修复过程中坡面大多不平整，固土砖10的设置将坡面平面分割为点阵，以单

个固土砖10为单元使坡面土壤固定，使本结构能更好的适应多变的坡面地形。

[0033] 对应的，本发明中还设有灌溉系统，包括水管41、水泵42、集水池40，集水池40设置

于坡顶平底或坡底平地，水管41平行于坡面设置于第一空腔14中。水管41伸入集水池40中，

由水泵42提供动力为坡面植被进行地下渗灌。所述水管41为透水管或侧壁带有滤孔的普通

水管。灌溉系统能大幅提升地表径流的水分利用率，能够及时为土壤补充水分，在雨季等土

壤容易积水的时节也能及时将多余的水分经过渗透作用汇集并集中排出。

[0034] 固土砖表面带有渗透孔，渗透孔作为灌溉系统的辅助结构，便于水分的渗透，同

时，可以利用植物根系较强的穿透力与固土砖逐渐生长融合为一体，加强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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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盖板30的结构包括板面31、种植孔32和插脚33，种植孔32是分布在板面31上的通

孔13，插脚33垂直板面31设置于盖板30的一侧。具体的，插脚33对应插入第二通孔13内，使

盖板30固定于坡面上方。同时盖板30与固土砖10之间距离大于15cm。

[0036] 盖板30的大小、排布方向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如需要种植灌木等植株较大

的植物，可以对应选择种植孔32较大的盖板30。并且可以通过盖板30的灵活设置实现按照

景观设计需要将某植物区域进行划分或调整。

[0037] 传统的植被混凝土方案中，植被混凝土的厚度多为10cm，直接喷播于岩石表面或

多或少会限制植被混凝土的厚度。但是根据实际经验，小灌木根系所需生长深度在30cm以

上，10cm的厚度并不利于灌木植物的长期生长。因此本发明中利用固土砖10加厚植物根系

生长深度，在施工完毕前期由于盖板30的设置不至于水土快速流失，待植物生长的过程中

逐渐将土壤锁住，从而达到岩质边坡修复的目的。与现有的植被混凝土方案不同的是，本发

明中在固土砖中穿插设置了灌溉系统，因此在种植后不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对坡面进行养

护，盖板30能遮挡大部分的风雨侵蚀，此时水管41提供的水源距离表层植物有一定距离，在

一定程度上能刺激植物向深处扎根。

[0038] 优选的，在盖板30与固土砖10之间可以设置种植盘，种植盘上的穴孔与种植孔32

互相对应，有利于植物的前期移植和后期稳定生长。种植盘为现在农林育苗中常见的工具，

包含面层和承载盒，面层上设置有数个孔洞，孔洞的底部固定设置承载盒与面层结合为一

体，承载盒的底部开设有生根孔，能使种子生出来的根穿过承载盒之后扎根在营养土内，载

盒内放置客土团作为植物生长基床。种植盘的底部与营养土层紧密接触，经过一段时间后

植物根系开始生长，植被的根部通过生根孔扎根在营养土内，由于种植盘采用的是可降解

的塑料，故不影响植被生长；植被生长茂盛之后就能有效的起到固土的作用。

[0039] 盖板30与固土砖10之间铺设植土层，固土砖10与坡面之间、固土砖10之间的缝隙

填充固土层。固土层以灌溉系统的水管41为分界线，水管41与坡面之间为第一固土层，水管

以上为第二固土层。第一固土层与第二固土层的成分相同，按照铺设工序不同分为第一、第

二两层分别铺设。

[0040] 保水剂无毒安全环保，是一种独具三维网状结构的有机高分子聚合物。最终分解

物为二氧化碳、水、氨态氮和钾离子，不污染植物、土壤和地下水，无任何残留。性能稳定，可

实现均衡供水，吸水饱和的保水剂高分子膨胀成为水凝胶晶体，即使紧靠植物根系也不会

烂根。即使在极端干旱的情况下，也不会倒吸植物水分。

[0041] 土壤中掺入保水剂后，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水分蒸发，提高土壤饱和含水量，降低土

壤的饱和导水率，从而减缓土壤释放水的速度，减少土壤水分的流失。保水剂可利用吸收的

水分保持部分白天光照产生的热能以调节夜间温度，使得土壤昼夜温差减小；可将溶于水

中的化肥、农药等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固定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可溶性养分

的淋溶损失，提高水肥的利用率，从而达到节约肥料的目的。此外，保水剂还能改善土壤结

构保水剂能够提高土壤的透气性，防止土壤板结，改善根隙环境，利于根系吸收养分。在岩

质坡面建设土壤层并涵养水分，至关重要，除添加保水剂之外，施工的时候可以结合生态毯

喷播植草技术，添加草纤维，木纤维，植生棒，纤维喷播等措施。草种的选择与配比遵从草灌

结合原则，利用灌木的根系发达的特点，选择适合当地气候或者本地植物，同时可以结合一

些藤本植物，藤本植物侵占力强，生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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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具体的，坡面种植植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品种：灌木：锦鸡儿、柠条、胡枝子、紫穗

槐、沙地柏、绣线菊、黄刺玫、胡颓子、丁香、连翘、黄栌、荆条、蒙古莸、枸杞、酸枣、柽柳、杞

柳、木槿、杜鹃花、马棘、多花木蓝、四季桂、迎春花、夹竹桃、毛条、花棒、沙冬青、沙棘、沙柳、

黄柳、白刺。藤本：野葛、中国地锦、美国地锦、金银花、凌霄、常春藤、山荞麦、杠柳。草本：多

年生黑麦草、无芒雀麦、苇状羊茅、碱茅、香根草、紫花苜蓿、白花草木犀、山野豌豆、小冠花、

野牛草、结缕草、二月蓝、鸢尾类、常夏石竹、马蔺、萱草、披碱草、冰草、沙打旺。

[0043] 基于上述结构，在种植过程中可以在盖板30表面盖一层地衣薄膜或无纺布，有利

于植物前期生长、扎根。

[0044]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过程为：

[0045] 首先对需所施工坡体进行坡面处理，清除坡面杂草、树木、碎石、浮土，并进行人工

整平，形成统一坡度，覆一层改良客土，本发明针对岩质边坡，可酌情考虑在坡面分台阶开

平台，平台宽度大于30cm。将斜坡自上而下处理成连接在一起构成的台阶状。必要时可以对

边坡进行雨水冲刷试验，同时记录土壤渗透量和入渗速率，进而计算出成本与稳定效果最

均衡的台阶高度再进行施工。

[0046] 坡面经过初步处理后，预先在坡面打出锚孔，锚孔内灌膨胀水泥砂浆，在坡面铺设

第一固土层，厚度为固土砖一半，再铺设固土砖，之后用锚杆将固土砖固定于坡面上，在第

一空腔内排管，最后在固土砖上再喷播第二固土层，将固土砖与灌溉系统半封闭固定于坡

面上。第一固土层和第二固土层成分相同，主要成分包括：水泥、植物纤维，不含保水剂。第

二固土层上喷播植土层，植土层主要用于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主要成分包含保水剂、植物

纤维和肥料，肥料由园林废弃物经堆制、碳化而得，所述园林废弃物包括腐叶、松叶、木屑、

树叶、树皮、泥炭及有机垃圾等。

[0047] 植土层铺设于盖板与固土砖之间，盖板通过插脚插入第二空腔固定。调节盖板与

固土砖之间的距离，以适应不同植物根系对生存条件的需求。盖板上的种植孔为植物提供

发芽空间。多雨时节需要在盖板表面覆盖一层地衣薄膜，多风地区可根据需要替换为覆盖

无纺布。

[0048] 铺设完成后1-2个月内植物生长稳定后，根系与植土层充分结合，可以将盖板表面

的地衣薄膜或无纺布去除。6-12个月左右灌木生长区域稳定，可酌情将盖板去除，防止限制

灌木生长空间。

[0049]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不能

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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