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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及

其应用方法，包括开设在硬质坡面上的若干孔

洞，所述孔洞内设有生态筒，每个生态筒内填充

生态基质，进行植物栽种，所述坡面上方设有喷

灌供水系统，坡面底部设有截水沟，喷灌供水系

统为生态筒内植物进行供水浇灌，截水沟用于绿

化系统排水。本发明利用一种多层多孔的生态筒

对硬质边坡进行生态修复、绿化，充分利用植被

基材与多孔生态筒的优点，通过在坡面局部开

孔，放置护坡生态筒，为植被提供长期生长条件，

实现岩质坡面、硬质坡面的生态修复需求。护坡

生态筒对坡面的扰动小，同时考虑了植被长期生

长需求以及植物根系对坡面潜在的不利影响，能

够有效保持高陡硬质边坡绿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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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开设在硬质坡面上的若干孔洞，所述

孔洞内设有生态筒，每个生态筒内填充生态基质，进行植物栽种，所述坡面上方设有喷灌供

水系统，坡面底部设有截水沟，喷灌供水系统为生态筒内植物进行供水浇灌，截水沟用于绿

化系统排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筒为双层圆

筒，外层筒体与孔洞的孔壁之间填充有机质可压缩材料，形成缓冲材料层，生态筒的外层筒

体与内层圆筒之间为吸水材料层，内层筒体内底部填充无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即纯基质，

上部填充含选用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所述生态筒的内外层筒体筒壁上均开设有若干透水

孔，所述缓冲材料层内的有机可压缩性材料，为有机硅材料、聚乙烯泡沫塑料或吸水垫，吸

水材料层的吸水材料为锯末或脱脂棉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混合物。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筒在坡面上

的布置角度，与坡面呈50-80°夹角，生态筒底部纯基质端放入孔洞底部，生态筒上方含植物

种子端顶部与坡面平齐。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筒中含植物

种子的基质与无种子的纯基质的高度比为选用1-2:8-9。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筒内填充的

基质配方为：沙壤土4.6Kg，AB菌生物肥2.7Kg，有机质1.3Kg，保水剂0.18Kg，复合肥0.25Kg，

所述基质配方中，保水剂为聚丙烯酰胺或羧甲基纤维素型或纤维素型保水剂或其他保水

剂；有机质是锯末、稻壳或酒槽中的一种或多种的混合物；复合肥的使用根据植被来确定，

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微量元素以及腐植酸，且至少包括氮肥、磷肥、钾肥中的两种同时存

在。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筒内植物的

物种选择原则为：根据坡面具体情况及周边地域环境，选择适宜的灌木或攀援植物。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喷灌供水系统包

括开设在坡顶距离坡面4-6米位置处平行于坡面边缘的集水槽，用于收集周围汇水，集水槽

采用梯形截面设计，沿集水槽长度方向上每隔10m设置一处储水池，用于存储收集的雨水，

每个储水池上均引出一根主供水管，主供水管向坡面延伸，在坡面上主供水管上连通有若

干分支供水管，各分支供水管末端连接有喷头，用于向坡面上植物进行喷灌，每根所述主供

水管上均设有注水控制阀，用于控制喷灌供水系统的供水量。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种高陡硬质边

坡绿化系统的应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坡面清理：对坡面进行清理，对实施工程的硬质坡面可不进行清理直接开孔；

步骤2、坡面开孔：用凿岩机在岩质坡面上凿出若干直径为300mm的孔洞，各孔洞之间的

间距为300mm、深度为500mm；

步骤3、铺设生态筒：将生态筒置于孔洞中，生态筒为双层圆筒，生态筒外层筒体的筒壁

与孔洞孔壁之间间距为2-4cm，在孔洞孔壁与生态筒外层筒体之间填充有机质可压缩材料，

即缓冲材料层，在生态筒的外层筒体和内层筒体之间填充吸水材料，在内层筒体底部充填

无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即纯基质，上部充填含选用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

步骤4、生态筒养护：对生态筒进行保墒养护，完成坡面的生态修复或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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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建立喷灌系统：在坡顶区距坡面4-6米位置处设置平行于坡面边缘的集水槽，用

于收集周围汇水，集水槽采用梯形断面，在集水槽上每隔10m设置一处储水池，用于存储收

集的雨水，储水池与坡面上供水管道连通，通过设置在主供水管道上的注水控制阀调节供

水量，坡底设有截水沟，在雨水充足的季节，通过收集雨水作为储水池的补水水源，当雨水

不足时，以及植物恢复初期可采用人工补水作为储水池的供水水源；

步骤6、运行及养护：施工完成后，喷灌系统首次运行应将储水池内注满，保持系统的出

水量在最大状态运行，当润湿体形成且体积达到足以包容作物的根区体积后，定期测定土

壤湿度，并调节注水控制阀或储水池水位控制喷灌系统的供水管道出水量，使坡面土壤的

湿度保持在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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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及其应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态修复工程及绿化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

及其应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水电、交通、市政、矿山工程中，由于施工开挖，形成大量裸露岩质坡面，一些坡

面采用喷射混凝土、浆砌石等工程实施防护形成硬质坡面。这些岩质坡面、硬质坡面由于缺

乏植被生长条件，生态环境较差，坡面景观效应需求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良好的解决。植被硬

质边坡生态修复在岩质边坡生态防护中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基材厚度有限，不利于

灌木的长期生长；已经实施工程防护的硬质坡面，传统的生态防护技术应用也受到限制。目

前较多的采用植草砖护砌，植草砖虽然也能进行绿化，但是由于其形态单板，不利于进一步

的岩质坡面景观美化。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应用于高陡硬质边坡的绿化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不足，本发明利用一种多层多孔生态筒对边坡进行生

态修复、绿化，本发明充分利用植被基材与多孔生态筒的优点，通过在坡面局部开孔，放置

护坡生态筒，为植被提供长期生长条件，实现岩质坡面、硬质坡面的生态修复需求。护坡生

态筒对坡面的扰动小，同时考虑了植被长期生长需求以及植物根系对坡面潜在的不利影

响，能够有效保持高陡硬质边坡绿化景观。

[0004] 本发明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开设在硬质坡面上的若干孔洞，所

述孔洞内设有生态筒，每个生态筒内填充生态基质，进行植物栽种，所述坡面上方设有喷灌

供水系统，坡面底部设有截水沟，喷灌供水系统为生态筒内植物进行供水浇灌，截水沟用于

绿化系统排水。

[0006] 所述生态筒为双层圆筒，外层筒体与孔洞的孔壁之间填充有机质可压缩材料，形

成缓冲材料层，生态筒的外层筒体与内层圆筒之间为吸水材料层，内层筒体内底部填充无

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即纯基质，上部填充含选用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所述生态筒的内外

层筒体筒壁上均开设有若干透水孔，保证各材料层之间的水流循环，所述缓冲材料层内的

有机可压缩性材料，为有机硅材料、聚乙烯泡沫塑料或吸水垫，吸水材料层的吸水材料为锯

末或脱脂棉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07] 所述生态筒在坡面上的布置角度，与坡面呈50-80°夹角，生态筒底部纯基质端放

入孔洞底部，生态筒上方含植物种子端顶部与坡面平齐。

[0008] 所述生态筒中含植物种子的基质与无种子的纯基质的高度比为选用1-2:8-9，如

1:8、1:9、2:8、2:9均可。

[0009] 所述生态筒内填充的基质配方为：沙壤土4.6Kg，AB菌生物肥2.7Kg，有机质1.3Kg，

保水剂0.18Kg，复合肥0.25Kg，所述基质配方中，保水剂为聚丙烯酰胺或羧甲基纤维素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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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型保水剂或其他保水剂；有机质是锯末、稻壳或酒槽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复合肥的使用根据植被来确定，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微量元素以及腐植酸，且至少包括氮

肥、磷肥、钾肥中的两种同时存在。

[0010] 所述生态筒内植物的物种选择原则为：根据坡面具体情况及周边地域环境，选择

适宜的灌木或攀援植物，如多花木兰、紫穗槐等，攀援植物如爬山虎、葛藤等。

[0011] 所述喷灌供水系统包括开设在坡顶距离坡面4-6米位置处平行于坡面边缘的集水

槽，用于收集周围汇水，集水槽采用梯形截面设计，沿集水槽长度方向上每隔10m设置一处

储水池，用于存储收集的雨水，每个储水池上均引出一根主供水管，主供水管向坡面延伸，

在坡面上主供水管上连通有若干分支供水管，各分支供水管末端连接有喷头，用于向坡面

上植物进行喷灌，每根所述主供水管上均设有注水控制阀，用于控制喷灌供水系统的供水

通断，所述坡面上若干生态筒内设有温度和湿度传感器，通过实时监控的植物生长环境温

度和湿度情况，控制喷灌供水系统的供水情况。

[0012] 所述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的应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步骤1、坡面清理：对坡面进行清理，对实施工程的硬质坡面可不进行清理直接开

孔；

[0014] 步骤2、坡面开孔：用凿岩机在岩质坡面上凿出若干直径为300mm的孔洞，各孔洞之

间的间距为300mm、深度为500mm，孔洞为正方形或圆形；

[0015] 步骤3、铺设生态筒：将生态筒置于孔洞中，生态筒为双层圆筒，生态筒外层筒体的

筒壁与孔洞孔壁之间间距为2-4cm，在孔洞孔壁与生态筒外层筒体之间填充有机质可压缩

材料，即缓冲材料层，生态筒的外层筒体和内层筒体之间填充吸水材料，在内层筒体底部充

填无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即纯基质，上部充填含选用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

[0016] 步骤4、生态筒养护：对生态筒进行保墒养护，完成坡面的生态修复或绿化；

[0017] 步骤5、建立喷灌系统：在坡顶区距坡面4-6米位置处设置平行于坡面边缘的集水

槽，用于收集周围汇水，集水槽采用梯形断面，在集水槽上每隔10m设置一处储水池，用于存

储收集的雨水，储水池与坡面上供水管道连通，通过设置在主供水管道上的注水控制阀调

节供水量，坡底设有截水沟，在雨水充足的季节，通过收集雨水作为储水池的补水水源，当

雨水不足时，以及植物恢复初期可采用人工补水作为储水池的供水水源；

[0018] 步骤6、运行及养护：施工完成后，喷灌系统首次运行应将储水池内注满，保持系统

的出水量在最大状态运行，当润湿体形成且体积达到足以包容作物的根区体积后，定期测

定土壤湿度，并调节注水控制阀或储水池水位控制喷灌系统的供水管道出水量，使坡面土

壤的湿度保持在20-30％。

[0019]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0] 1、利用生态筒对边坡进行生态修复、绿化时，通过钻孔开洞放入生态筒，筒内基质

的养分、水分引导植物根系生长，通过开孔，实现筒内基材与环境的水、汽交换和循环，而且

掺入吸水材料，可有利地保证筒内植被长期生长；

[0021] 2、植被选用适宜灌木、攀援植物，可有效改善坡面的植被覆盖。植被生长时，其根

系基本被限制在筒内，加上外层填充可压缩材料的作用，减少了根系胀裂可能对坡面的不

利影响；

[0022] 3、圆筒具有一定的强度，其结构类似锚杆，可起到一定的锚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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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4、本发明提供的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将护坡生态筒与传统植被混凝土生态修

复技术相结合，植被恢复与锚固固定同时进行，能够更好的实现在边坡上植被的生长以及

对边坡的固定。

附图说明

[0024] 图1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自动控制喷灌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坡面上的布置图；

[0027] 图4生态筒示意图；

[0028] 图5生态筒的剖面示意图；

[0029] 图6集水槽的剖面示意图；

[0030] 其中：1-基质，2-透水孔，3-内层筒体，4-吸水材料层，5-缓冲材料层，6-孔洞，7-坡

面，8-生态筒，9-外层筒体，10-储水池，11-坡顶，12-坡顶绿化，13-坡面绿化，14-喷头，15-

谷底，16-截水沟，17-集水槽，18-注水控制阀，19-主供水管，20-分支供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如图1-

6所示，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包括开设在硬质坡面7上的若干孔洞6，孔洞内设有生

态筒8，每个生态筒内填充生态基质，进行植物栽种，所述坡面上方设有喷灌供水系统，坡面

底部设有截水沟16，喷灌供水系统为生态筒内植物进行供水浇灌，截水沟用于绿化系统排

水。

[0032] 生态筒8为双层圆筒，外层筒体9与孔洞6的孔壁之间填充有机质可压缩材料，形成

缓冲材料层5，生态筒的外层筒体9与内层圆筒3之间为吸水材料层4，内层筒体3内底部填充

无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即纯基质，上部填充含选用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生态筒的内外层

筒体筒壁上均开设有若干透水孔2，保证各材料层之间的水流循环，缓冲材料层内的有机可

压缩性材料，为有机硅材料、聚乙烯泡沫塑料或吸水垫，吸水材料层的吸水材料为锯末或脱

脂棉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33] 生态筒8在坡面7上的布置角度，与坡面呈50-80°夹角，生态筒底部纯基质端放入

孔洞底部，生态筒上方含植物种子端顶部与坡面平齐。

[0034] 生态筒8中含植物种子的基质与无种子的纯基质的高度比为选用1-2:8-9，如1:8、

1:9、2:8、2:9均可。

[0035] 生态筒内填充的基质配方为：沙壤土4.6Kg，AB菌生物肥2.7Kg，有机质1.3Kg，保水

剂0.18Kg，复合肥0.25Kg，基质配方中，保水剂为聚丙烯酰胺或羧甲基纤维素型或纤维素型

保水剂或其他保水剂；有机质是锯末、稻壳或酒槽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复合肥的

使用根据植被来确定，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微量元素以及腐植酸，且至少包括氮肥、磷肥、

钾肥中的两种同时存在；

[0036] 生态筒内植物的物种选择原则为：根据坡面具体情况及周边地域环境，选择适宜

的灌木或攀援植物，如多花木兰、紫穗槐等，攀援植物如爬山虎、葛藤等。

[0037] 喷灌供水系统包括开设在坡顶距离坡面4-6米位置处平行于坡面边缘的集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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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用于收集周围汇水，集水槽采用梯形截面设计，沿集水槽长度方向上每隔10m设置一处

储水池10，用于存储收集的雨水，每个储水池10上均引出一根主供水管19，主供水管向坡面

延伸，在坡面上主供水管上连通有若干分支供水管20，各分支供水管20末端连接有喷头14，

用于向坡面上植物进行喷灌，每根所述主供水管上均设有注水控制阀18，用于控制喷灌供

水系统的供水通断，所述坡面上若干生态筒内设有温度和湿度传感器，通过实时监控的植

物生长环境温度和湿度情况，控制喷灌供水系统的供水情况。

[0038] 一种高陡硬质边坡绿化系统的应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9] 步骤1、坡面清理：对坡面7进行清理，对实施工程的硬质坡面可不进行清理直接开

孔；

[0040] 步骤2、坡面开孔：用凿岩机在岩质坡面上凿出若干直径为300mm的孔洞6，各孔洞

之间的间距为300mm、深度为500mm，孔洞为正方形或圆形；

[0041] 步骤3、铺设生态筒8：将生态筒8置于孔洞中，生态筒8为双层圆筒，生态筒外层筒

体9的筒壁与孔洞孔壁之间间距为2-4cm，在孔洞孔壁与生态筒外层筒体之间填充有机质可

压缩材料，即缓冲材料层5，生态筒的外层筒体9和内层筒体3之间填充吸水材料，在内层筒

体3底部充填无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即纯基质，上部充填含选用植物种子的生态基质；

[0042] 步骤4、生态筒养护：对生态筒进行保墒养护，完成坡面的生态修复或绿化；

[0043] 步骤5、建立喷灌系统：在坡顶区距坡面4-6米位置处设置平行于坡面边缘的集水

槽17，用于收集周围汇水，集水槽采用梯形断面，在集水槽上每隔10m设置一处储水池10，用

于存储收集的雨水，储水池与坡面上供水管道连通，通过设置在主供水管道上的注水控制

阀调节供水量，坡底设有截水沟，在雨水充足的季节，通过收集雨水作为储水池的补水水

源，当雨水不足时，以及植物恢复初期可采用人工补水作为储水池的供水水源；

[0044] 步骤6、运行及养护：施工完成后，喷灌系统首次运行应将储水池10内注满，保持系

统的出水量在最大状态运行，当润湿体形成且体积达到足以包容作物的根区体积后，定期

测定土壤湿度，并调节注水控制阀或储水池水位控制喷灌系统的供水管道出水量，使坡面

土壤的湿度保持在20-30％。

[0045] 本发明充分利用植被基材与多孔圆筒的优点，通过在坡面局部开孔，放置生态护

坡圆筒，为植被提供长期生长条件，实现岩质坡面、硬质坡面的生态修复需求。

[0046] 在预埋喷灌系统上安装喷头，通过喷头浇灌植物种植，喷灌系统可根据温度湿度

自动控制。

[0047] 利用生态筒对边坡进行生态修复、绿化时，通过钻孔开洞放入生态圆筒，筒内基材

的养分、水分引导植物根系生长，通过开孔，实现筒内基材与环境的水、汽交换和循环，而且

掺入吸水材料，可有利地保证筒内植被长期生长。

[0048] 基质配方为沙壤土、AB菌生物肥、有机质、保水剂、复合；能有效的解决了植物种植

中所需的营养基质问题。

[0049] 在坡顶区距坡面4-6米内设置集水槽，用于收集周围汇水，集水槽采用梯形断面，

在集水槽上每隔10m设置一处储水池，用于存储收集的雨水，并采用自动喷灌系统供水，在

谷底设有截水沟，能有效解决了坡面绿化的浇灌和排水问题。

[0050] 植被选用适宜灌木、攀援植物，可有效改善坡面的植被覆盖。植被生长时，其根系

基本被限制在筒内，加上外层填充可压缩材料的作用，减少了根系胀裂可能对坡面的不利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0278804 A

7



影响。

[0051]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上述的实施例，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

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形而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倘若这些改动和变形属于本发明权

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内，则本发明的意图也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形在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0278804 A

8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9

CN 110278804 A

9



图4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0

CN 110278804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