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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涉及一种植被养护系统。本申请的植

被养护系统包括：透水路牙，透水路牙沿道路方

向设置于道路的至少一侧；引水层，引水层位于

透水路牙的侧面，且靠近透水路牙的底部设置；

储水层，储水层设于引水层背离路面的一侧，用

于储水；营养层，营养层设于储水层背离引水层

的一侧，用于为植被提供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土

壤和养分；植被种植槽，植被种植槽贯穿引水层、

储水层，并嵌入营养层设置，用于种植植被。本申

请的植被养护系统，完全模拟“自然降雨，从上至

下滋养植物”的自然模式，保证了城市环境下植

物的健康成长，同时，充分利用雨水为植被灌溉，

降低人工成本，还可以有效防止路面积水及洪涝

灾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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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植被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透水路牙，所述透水路牙沿道路方向设置于道路的至少一侧；

引水层，所述引水层位于所述透水路牙的侧面，且靠近所述透水路牙的底部设置；

储水层，所述储水层设于所述引水层背离路面的一侧，用于储水；

营养层，所述营养层设于所述储水层背离所述引水层的一侧，用于为所述植被提供生

长所需要的水分，土壤和养分；

植被种植槽，所述植被种植槽贯穿所述引水层、所述储水层，并嵌入所述营养层设置，

用于种植植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被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层包括供水自由通过的

第一框体及半透水层，所述半透水层环绕所述第一框体及所述第一框体背离引水层的表面

设置，所述半透水层可使水缓慢渗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被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营养层包括第二框体、填充

所述第二框体的土壤及养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被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养护系统还包括人造路

面，所述人造路面位于所述引水层背离所述储水层的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植被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养护系统还包括第一支

撑层，所述第一支撑层具有透水性，所述第一支撑层位于所述引水层和所述人造路面之间，

且环绕所述植被种植槽的四周。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植被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路牙为透水混

凝土制成，所述透水路牙设有相互贯通的孔洞，用于连通所述引水层和所述道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植被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养护系统还包括隔水

件，所述隔水件设置于所述透水路牙背离所述路面的表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被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养护系统还包括隔离

件，所述隔离件设在所述引水层、所述储水层与所述植被种植槽的连接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被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种植槽还包括第二支撑

层，所述第二支撑层设置在所述营养层背离所述储水层的一侧。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植被养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植被养护系统还包括防护

层，所述防护层环绕所述储水层和营养层设置，且位于所述第二支撑层和所述引水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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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被养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城市植被养护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植被养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自然界的水循环中，雨水落地，会直接自然下渗进土壤，而吸收雨水后的土壤，松

软，含氧量高，与土壤中的其它养分共同作用，植物茁壮成长。现代城市开发中，大量的土

地，被覆盖了不透水的表层(例如：柏油道路、水泥路、钢筋水泥桥梁、建筑物等)。雨水落地

后，只能通过人工铺设的地下排水网管系统，全部引流到其它区域，降雨区域的自然水循

环，遭到破坏和中断。

[0003] 城市开发中，路边人工种植的植被种植在不透水的地表之间，出于建筑物安全的

考虑，植被种植较浅，且土壤也会使用工程压制后的硬土，这使得植被的根茎裹成一团，无

法自然纵深伸展，且土壤中的水分，氧气，营养成分也大量减少，因此，植被，尤其是大棵树

木类，根本无法健康生长。

[0004] 目前的城市雨水接收，储存，再利用系统，从建筑物的顶部、建筑物外墙、路面等通

过管道，将雨水引入存储设备后，用于将来的再利用。

[0005] 城市下雨之后，自然水循环无法进行，只能依赖人工的下水道排水；大部分城市的

下水道设施老旧，规模不够，遇到大暴雨，涝灾严重。路边人工种植的植被，尤其是大棵树木

类，需要人定期人工灌溉和土壤维护，很多还需要人工加固，费时费力费钱费水，树木死亡

率高，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6] 鉴于此，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植被养护系统，其完全模拟“自然降雨，从上至下

滋养植物”的自然模式，保证了城市环境下植物的健康成长，同时，可以充分利用雨水为植

被灌溉，降低人工成本，还可以有效防止路面积水及洪涝灾害的发生。

[0007] 本申请提供一种植被养护系统，其包括：

[0008] 透水路牙，所述透水路牙沿道路方向设置于道路的至少一侧；

[0009] 引水层，所述引水层位于所述透水路牙的侧面，且靠近所述透水路牙的底部设置；

[0010] 储水层，所述储水层设于所述引水层背离路面的一侧，用于储水；

[0011] 营养层，所述营养层设于所述储水层背离所述引水层的一侧，用于为所述植被提

供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土壤和养分；

[0012] 植被种植槽，所述植被种植槽贯穿所述引水层、所述储水层，并嵌入所述营养层设

置，用于种植植被。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储水层包括供水自由通过的第一框体及半透水层，所述半透水层

环绕所述第一框体及所述第一框体背离引水层的表面设置，所述半透水层可使水缓慢渗

透。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营养层包括第二框体、填充所述第二框体的土壤及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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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所述植被养护系统还包括人造路面，所述人造路面位于所述引水层背

离所述储水层的一侧。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植被养护系统还包括第一支撑层，所述第一支撑层具有透水性，所

述第一支撑层位于所述引水层和所述人造路面之间，且环绕所述植被种植槽的四周。

[0017] 进一步地，所述透水路牙为透水混凝土制成，所述透水路牙设有相互贯通的孔洞，

用于连通所述引水层和所述道路。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植被养护系统还包括隔水件，所述隔水件设置于所述透水路牙背

离所述路面的表面。

[0019] 进一步地，述植被养护系统还包括隔离件，所述隔离件设在所述引水层、所述储水

层与所述植被种植槽的连接处。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植被种植槽还包括第二支撑层，所述第二支撑层设置在所述营养

层背离所述储水层的一侧。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存储层背离所述引水层的一侧设有第二支撑层。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植被养护系统还包括防护层，所述防护层环绕所述储水层和营养

层设置，且位于所述第二支撑层和所述引水层之间。

[0023] 由此，本申请的植被养护系统邻近路边的不透水路面设置，下雨时，雨水由透水路

牙，快速透入引水层，然后引入储水层进行存储，以在不下雨时，存储层仍能为植被种植槽

内的植被提供生长所需的水分，降低植被的浇灌次数甚至完全不需要进行人工浇灌，降低

人工成本。此外，还可以及时疏通不透水路面的积水，防止下雨时不透水路面积水，影响车

辆通行，当遇到大暴雨时，还可以及时疏通不透水路面的积水，防止洪涝灾害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24] 为更清楚地阐述本申请的构造特征和功效，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例来对其进

行详细说明。

[0025] 图1是本申请一实施例的植被养护系统的俯视局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申请图1实施例的植被养护系统沿A-A方向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申请一实施例的储水层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申请一实施例的营养层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例

[0029]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申请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申

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应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30] 请参见图1和图2，本申请实施例的植被养护系统100包括：

[0031] 透水路牙10，透水路牙10沿道路方向设置于道路的至少一侧，该透水路牙10，可以

全程全方位持续透水；

[0032] 引水层30，所述引水层30位于所述透水路牙10的侧面，且靠近所述透水路牙10的

底部设置；用于将道路和路面的水引入下述储水层50进行储备。引水层30可以由可循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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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再生工程塑料制得 ，例如引水层3 0可以包括9 0％再生聚丙烯 (r e c y c l e d 

polypropylene)，其表面空洞率可达90％，内体空洞率可达95％，坚韧牢固，车压承重能力

大于235吨/平方米。

[0033] 储水层50，所述储水层50设于所述引水层30背离路面的一侧，用于储水；

[0034] 营养层70，所述营养层70设于所述储水层50背离所述引水层30的一侧，用于为所

述植被提供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土壤和养分；

[0035] 植被种植槽90，所述植被种植槽90贯穿所述引水层30、储水层50，并嵌入所述营养

层70设置，用于种植植被；

[0036] 本申请的植被养护系统100邻近道路设置，道路积水例如雨水由透水路牙10，快速

透入引水层30，然后引水层30引入储水层50进行存储，以在不下雨时，储水层50仍能为植被

种植槽90内的植被提供生长所需的水分，降低植被的浇灌次数甚至完全不需要进行人工浇

灌，降低人工成本。此外，还可以及时疏通道路路面的积水，防止下雨时路面积水，影响车辆

通行，当遇到大暴雨时，还可以及时疏通路面的积水，防止洪涝灾害的发生。再者，本申请植

被养护系统100的储水层50设置在营养层70上方，植被种植槽90贯穿所述储水层50，且嵌入

所述营养层70，种植植被特别是大树时，植被的整个根茎(根茎上部和下部)，是被营养层里

面的水，土壤，营养成分，由上而下团状包裹，根茎可以充分吸收所需营养物质，茁壮成长。

[0037] 具体地，为了安全，道路两旁通常设置透水路牙10，而将透水路牙10设置为透水结

构，可以将降雨快速，直接透入引水层30，然后引入储水层50进行存储。路牙又称“上街沿”，

常设于人行道与车道的交界处，或者人行道与绿化带的交界处。可选地，透水路牙10由透水

水泥和砂石等混合的透水混凝土制成，所述透水路牙10设有相互贯通的孔洞，用于连通所

述引水层30和所述道路，以在道路积水时，将道路的水通过引水层30快速引入储水层50。透

水混凝土的孔洞特性，可以在保证硬度和强度的同时，具有强大的透水能力，即使是发生大

暴雨，都可以快速经过透水路牙10，进入引水层30，随即快速进入储水层50，有效防止路面

积水或者洪涝灾害的产生。透水水泥，指通过精细调整水和凝胶材料的成分比例，形成的一

种新型水泥。跟传统水泥不同，透水水泥中只含有少量的砂，甚至完全无砂。具体地，本申请

的透水路牙10在保证硬度和强度的同时，具有强大的透水能力，其空洞率为15％-25％，每

分钟的透水率为125L/m2–330L/m2。

[0038] 在一些实施例中，透水路牙10的厚度为50mm-300mm，例如：50mm、80mm、100mm、

150mm、200mm、250mm、280mm、300mm等。透水路牙10的高度为50mm-500mm，例如：50mm、80mm、

100mm、150mm、200mm、250mm、280mm、300mm、350mm、400mm、450mm、500mm等。

[0039] 可选地，引水层30可以为由可循环利用再生工程材料制得引水结构，例如包括

90％的再生聚丙烯(recycled  polypropylene)，引水层10的表面空洞率为90％，内部空洞

率为95％，车压承重能力大于235吨/平方米。引水层30可以由多个引水结构组成，单个引水

结构的30的高度为40mm-60mm，例如：40mm、45mm、50mm、52mm、55mm、58mm、60mm等；长度为

450mm-600mm，例如：450mm、480mm、500mm、520mm、550mm、580mm、600mm等；宽度为500mm-

700mm，例如：500mm、520mm、550mm、600mm、630mm、670mm、700mm等。

[0040] 可选地，储水层50可以为由可循环利用再生工程材料制得储水结构，例如包括

85％的再生聚丙烯(recycled  polypropylene)，空洞率为95％；更具体地，储水层50可以为

蓄水框，该蓄水框邻近引水层30的一侧可供大量的雨水通过，蓄水框邻近营养层70和植被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1945512 A

5



种植槽90的表面具有半透水性，蓄水框存储的水，可以缓慢透过蓄水框的侧面(邻近植被种

植槽90的表面)为植被种植槽90的植被提供水分，或者缓慢透过蓄水框的底部(邻近营养层

70的表面)，进入营养层70，再进入植被种植槽90，为植被种植槽90的植被提供水分，此外，

还可以更好的将营养层70的养分更好的输送至植被种植槽90，为植被提供养分。

[0041] 请参见图3，在一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储水层50包括供水自由通过的第一框体51及

半透水层53，所述半透水层53环绕所述第一框体51及所述第一框体51背离引水层30的表面

设置，所述半透水层53可使水缓慢渗透，以使储水层50的水缓慢渗透到营养层70和植被种

植槽90，以供给植被生长所需的水分。第一框体51可以由但不限于由聚丙烯等硬度较大的

材料制得。半透水层53可以为但不限于为半透水的工程布。这样使得储水层50的结构更简

单，更容易制备，降低制备成本，第一框体51可以包括多个第一子框体，多个第一子框体堆

叠和/或并排组成第一框体，这样可以根据植被养植系统100的大小调整储水层50的尺寸。

[0042] 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个第一子框体的高度为400mm-500mm，例如：400mm、420mm、

440mm、460mm、480mm、500mm等；长度为650mm-800mm，例如：650mm、680mm、700mm、720mm、

750mm、780mm、800mm等；宽度为350mm-450mm，例如：350mm、380mm、400mm、420mm、440mm、

450mm等；承重能力大于24.2吨/平方米。在一具体实施例中，第一子框体的高度为440mm，长

度为715mm,宽度为400mm，可以容纳120升的水。

[0043] 请参见图4，具体地，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营养层70包括第二框体71、填充所述第

二框体71的土壤及养料73。养料包括但不限于包括营养土、植被生长所需的肥料等养分。第

二框体71包括85％的再生聚丙烯(recycled  polypropylene)，空洞率大于95％，坚韧牢固、

车压承重能力大于65吨/平方米。

[0044] 下雨时，通过储水层50大量储备水，在不降雨时，储水层50储备的水缓慢释放，为

植被种植槽90的植被提供水分，同时通过营养层70为植被提供养分和水分，可以最大限度

的减少植被人工浇灌的次数，甚至不用进行人工浇灌，降低人工成本，同时还可以提高提高

沿街大树的存活率和寿命。

[0045] 第二框体71可以包括多个第二子框体，多个第二子框体堆叠和/或并排组成第二

框体71，这样可以根据植被养植系统100的大小调整营养层70的尺寸。

[0046] 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个第二子框体的高度为300mm-450mm，例如：300mm、350mm、

380mm、400mm、420mm、450mm等；长度为550mm-750mm，例如：550mm、580mm、600mm、620mm、

650mm、680mm、700mm、750mm等；宽度为550mm-750mm，例如：550mm、580mm、600mm、620mm、

650mm、680mm、700mm、750mm等。在一具体实施例中，第一子框体的高度为360mm，长度为

600mm,宽度为600mm。

[0047] 请再次参见图2，在一些实施例中，本申请所述植被养护系统100还包括人造路面

20，所述人造路面20位于所述引水层30背离所述储水层50的一侧。具体地，人造路面20可以

为人行道路面，引水层30和储水层50设置在人造路面20的下方，既不需要额外的路面空间

设置引水层30和储水层50。在一些实施例中，人造路面可以位于植被种植槽90的一侧，或者

位于植被种植槽90的两侧，或者位于制备种植槽30的四周。具体地，人造路面20的厚度为

50mm-300mm，例如：50mm、70mm、90mm、10mm、120mm、150mm、180mm、200mm、250mm、300mm等。

[0048] 在一些实施例中，人造路面20可以为透水路面，例如阵列排布且中间具有一定缝

隙的砖块，采用透水路面可以充分利用落水人造路面20的雨水，还能使雨水可以更好的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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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进入储水层50，此外，人造路面20还可以和透水路牙10具有相同结构。

[0049] 在另一些实施例中，人造路面20可以为不透水路面，例如混凝土，不透水路面使得

路面更牢固、耐用。

[0050] 可选地，在一些实施例中，本申请实施例所述植被养护系统100还包括第一支撑层

40，所述第一支撑层40具有透水性，所述第一支撑层40位于所述引水层30和所述人造路面

20之间，且环绕植被种植槽90的四周。具体地，第一支撑层40可以为但不限于为碎石或砂石

等回填材料(Backfill)层，其可以让人造结构(建筑物桥梁路等)，更好地融入原生土质环

境。第一支撑层40既可以防止人造路面20被车辆和行人长时间挤压、踩踏造成的路面下陷，

破坏人造路面20，又可以使雨水透过，流入引水层30，最终进入储水层50存储。具体地，第一

支撑层40的厚度为300mm-600mm，例如：300mm、350mm、380mm、400mm、420mm、450mm、480mm、

500mm、520mm、550mm、580mm、600mm等。

[0051] 可选地，在一些实施例中，本申请实施例的植被养护系统100还包括隔水件101，隔

水件101不透水，隔水件101设置于透水路牙10背离路面的表面，此外，隔水件101还覆盖部

分引水层30背离路面的表面。在一些实施例中，隔水件101还覆盖透水路牙10与道路接触的

表面，以避免水下渗到道路另一侧。在透水路牙10的下面设置隔水件101，可以使不透水路

面的积水可以更好的穿过透水路牙10进入引水层30，进而渗入储水层50进行存储。隔水件

101的厚度为5mm-20mm,例如：5mm、8mm、10mm、12mm、15mm、18mm、20mm。

[0052] 请再次参见图2，可选地，在一些实施例中，本申请的植被养护系统100还包括隔离

件60，隔离件60设置在所述引水层30、储水层50与所述植被种植槽90的连接处。具体地，隔

离件60可以为钢筋混凝土、水泥结构或者其他不透水结构。隔离件60就像建造房屋时的围

墙，给植物生长提供了安全稳固的空间。可以防止植被种植槽90浅层的植被根部向引水层

30和储水层50伸展，破坏设于所述引水层30上方的人造路面20。

[0053] 可选地，在一些实施例中，本申请的植被养护系统100还包括第二支撑层80，第二

支撑层80设置在所述营养层70背离所述储水层50的一侧。具体地，第二支撑层80可以为但

不限于为碎石层或砂石等回填材料(Backfill)层，其可以让人造结构(例如建筑物桥梁路

等)，更好地融入原生土质环境。第二支撑层80用于支撑营养层70，还可以将营养层70与地

底深层隔离，使营养层70具有更好的存储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具体地，第二支撑层60的厚度

为300mm-600mm，例如：300mm、350mm、380mm、400mm、420mm、450mm、480mm、500mm、520mm、

550mm、580mm、600mm等。

[0054] 可选地，在一些实施例中，本申请实施例所述植被养护系统100还包括防护层105，

所述防护层105环绕所述储水层50和营养层70设置，且位于所述第二支撑层80和所述引水

层30之间。具体地，防护层105可以为但不限于为沙层，防护层105可以防止储水层50和营养

层70的水和营养外渗，增加储水层50和营养层70水分和养分的存储时间，还可以让人造结

构(例如建筑物桥梁路等)，更好地融入原生土质环境。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申请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的想到各种等效的修改或

替换，这些修改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应以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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