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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属于
挡土墙技术领域，
包括墙体 ,墙体远离土体一侧
设置有倾斜边坡，
倾斜边坡的最低端设置有储水
槽，
倾斜边坡上设置有抽水泵，
抽水泵的进水口
端设置有与储水槽连通的进水管，
抽水泵的出水
口端设置有出水管，
出水管远离抽水泵的端部设
置有朝向土体内的花草树木的喷头，
倾斜边坡上
位于抽水泵一侧设置有蓄电池，
抽水泵与蓄电池
电连接，
在干旱天气时，
将水倒入储水槽内，
每次
需要灌溉时只需要将抽水泵与蓄电池连接即可，
而在雨天时，
雨水可以通过倾斜边坡流入储水槽
内，
使得储水槽内直接储存雨水以备用来进行灌
溉，
进而也不需要工人手动将水倒入储水槽内 ，
使得工人在浇灌花草树木时较为方便，
并且劳动
量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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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包括墙体(1) ,其特征在于:所述墙体(1)远离土体一侧设置有
倾斜边坡(2)，
所述倾斜边坡(2)的最低端设置有储水槽(21) ，
所述倾斜边坡(2)上设置有抽
水泵(31) ，
所述抽水泵(31)的进水口端设置有与储水槽(21)连通的进水管(311)，
所述抽水
泵(31)的出水口端设置有出水管(312)，
所述出水管(312)远离抽水泵(31)的端部设置有朝
向土体内的花草树木的喷头(3121) ，
所述倾斜边坡(2)上位于抽水泵(31)一侧设置有蓄电
池(32)，
所述抽水泵(31)与蓄电池(32)电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储水槽(21)的上方设
置有面积大于储水槽(21)的开口面积的框体(4) ，
所述框体(4)内设置有用于阻止外部的尘
土进入储水槽(21)内的过滤布(41)。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倾斜边坡(2)上沿着
倾斜边坡(2)的斜面开设有多个引流槽(22) ，
多个所述引流槽(22)排列且平行开设在倾斜
边坡(2)上，
所述倾斜边坡(2)上且位于多个所述引流槽(22)的下端口处设置有供框体(4)
一侧插入的横槽(23)。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其特征在于：
所述框体(4)上正对储水
槽(21)的一端设置有插杆(42) ，
所述储水槽(21)的四 周开设有供插杆(42)插入的插孔
(211)。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进水管(311)远离抽
水泵(31)的端口处设置有滤网(3111)。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头(3121)为雾化喷
头。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倾斜边坡(2)上设置
有放置盒(3)，
所述抽水泵(31)与蓄电池(32)均放置在所述放置盒(3)内，
所述放置盒(3)的
顶部设置有太阳能光伏板(33)，
所述太阳能光伏板(33)与所述蓄电池(32)电连接。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墙体(1)顶端设置有
竖直向上延伸的支杆 (11) ，
所述支杆 (11)上沿着支杆 (11)的长度方向设置有多个卡箍
(111)，
所述出水管(312)穿过多个所述卡箍(111)与所述支杆(1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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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挡土墙技术领域，
尤其是涉及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背景技术
[0002]
挡土墙是指支承路基填土或山坡土体、
防止填土或土体变形失稳的构造物，
挡土
墙是土木工程中边坡加固的主要结构形式，
其地基承载力是控制挡土墙墙高的关键因素。
而桩基托梁挡土墙是指在公路设计中由于挡墙下地基土层覆盖层过厚且地基承载力不足，
为避免将挡墙置于不稳定的土层上，
或避免挡墙基础埋置太深，
因此需要采用桩基，
在桩基
上设置托梁（类似承台梁），
并将挡土墙设在托梁之上，
使挡土墙获得足够的稳定性和承载
力。
[0003] 现有的挡土墙有些用来围成一个框体区域并放入土体，
在挡土墙挡住的区域内种
植花草树木；
如果遇到长期的干旱天气，
框体区域内的花草树木长期得不到水分的灌溉，
因
此需要通过人工手动浇水，
以维持花草树木的正常生长，
但手动浇水时需要工人不定时去
浇灌，
导致浇灌的工作量巨大，
花费的时间较多，
十分麻烦，
使得工人的劳动量加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具有浇灌花草树木方便且降低
工人劳动量的优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包括墙体 ,所述墙体远离土体一侧设置有倾斜边坡，
所述倾
斜边坡的最低端设置有储水槽，
所述倾斜边坡上设置有抽水泵，
所述抽水泵的进水口端设
置有与储水槽连通的进水管，
所述抽水泵的出水口端设置有出水管，
所述出水管远离抽水
泵的端部设置有朝向土体内的花草树木的喷头，
所述倾斜边坡上位于抽水泵一侧设置有蓄
电池，
所述抽水泵与蓄电池电连接。
[0007]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
在干旱天气时，
将水倒入储水槽内，
将抽水泵与蓄电池连接，
使得抽水泵启动，
此时抽水泵将会通过进水管将水抽至抽水泵内，
再通过出水管将水从喷
头处喷出，
此时水通过喷头就会直接撒在花草树木上，
进而每次需要灌溉时只需要将抽水
泵与蓄电池连接即可，
使得工人在浇灌花草树木时较为方便，
并且劳动量也降低；
而在雨天
时，
雨水可以通过倾斜边坡流入储水槽内，
使得储水槽内直接储存雨水以备用来进行灌溉，
进而也不需要工人手动将水倒入储水槽内，
进一步降低了工人的劳动量，
使得灌溉更为轻
松。
[0008] 进一步，
所述储水槽的上方设置有面积大于储水槽的开口面积的框体，
所述框体
内设置有用于阻止外部的尘土进入储水槽内的过滤布。
[0009]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
框体内过滤布的设置能够使得外界的灰尘或者泥土进入到储
水槽内，
使得抽水泵在启动时进水管不易吸入泥土进而避免造成堵塞。
[0010] 进一步，
所述倾斜边坡上沿着倾斜边坡的斜面开设有多个引流槽，
多个所述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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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排列且平行开设在倾斜边坡上，
所述倾斜边坡上且位于多个所述引流槽的下端口处设置
有供框体一侧插入的横槽。
[0011]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
将框体的一侧放入到横槽内，
此时框体位于引流槽的下方；
当
下雨时，
雨水被引流到倾斜边坡的引流槽内，
进而顺利地流在框体内的过滤布上，
并通过过
滤布渗入到储水槽内，
而泥土颗粒等就会被过滤布阻挡，
多个引流槽的设置能够使得引导
雨水进入储水槽内的效果更好，
灌水效率更高。
[0012] 进一步，
所述框体上正对储水槽的一端设置有插杆，
所述储水槽的四周开设有供
插杆插入的插孔。
[0013]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
将框体安装在储水槽上时，
直接将框体上的插杆对准储水槽
四周的插孔内即可，
达到安装方便的效果；
并且在干旱季节需要灌水时，
直接将框体上的插
杆从插孔内取出即可，
达到拆卸和灌水均较为方便的效果。
[0014] 进一步，
所述进水管远离抽水泵的端口处设置有滤网。
[0015]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
滤网的设置使得进水管的端口处对泥土杂质进行二次阻挡，
从而让泥土杂质更不易进入到进水管内。
[0016] 进一步，
所述喷头为雾化喷头。
[0017]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
雾化喷头，
是将有压水流通过喷头喷射到空中，
呈雾状散落在
田间及作物上的农田喷灌设备，
因此能够使得喷头喷出的水覆盖面积更广，
让花草树木充
分地被浇灌到。
[0018] 进一步，
所述倾斜边坡上设置有放置盒，
所述抽水泵与蓄电池均放置在所述放置
盒内，
所述放置盒的顶部设置有太阳能光伏板，
所述太阳能光伏板与所述蓄电池电连接。
[0019]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
将抽水泵与蓄电池放置在放置盒内，
在雨天时能够有效地阻
止雨水与蓄电池接触，
使得蓄电池不易受到雨水的侵蚀而损坏；
并且太阳能光伏板的设置
能够在干旱季节充分吸收太阳能，
将太阳能转换为蓄电池所用的电能，
让蓄电池为抽水泵
提供充足的电量。
[0020] 进一步，
所述墙体顶端设置有竖直向上延伸的支杆，
所述支杆上沿着支杆的长度
方向设置有多个卡箍，
所述出水管穿过多个所述卡箍与所述支杆连接。
[0021]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
将出水管穿过多个卡箍，
并通过卡箍将出水管固定在支杆上，
由于支杆是竖直向上延伸的，
支杆将出水管支起并且远离地面，
因此出水管上的喷头能够
更为有效地将水喷洒在花草树木上，
使得花草水面更为有效地被灌溉。
[0022] 综上所述，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一、
在干旱天气时，
将水倒入储水槽内，
每次需要灌溉时只需要将抽水泵与蓄电池
连接即可，
使得工人在浇灌花草树木时较为方便，
并且劳动量也降低；
而在雨天时，
雨水可
以通过倾斜边坡流入储水槽内，
使得储水槽内直接储存雨水以备用来进行灌溉，
进而也不
需要工人手动将水倒入储水槽内，
进一步降低了工人的劳动量，
使得灌溉更为轻松;
[0024] 二、
太阳能光伏板的设置能够在干旱季节充分吸收太阳能，
将太阳能转换为蓄电
池所用的电能，
让蓄电池为抽水泵提供充足的电量。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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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部分剖视图；
[0027] 图3是图2中的A部放大图；
[0028] 图4是图2中的B部放大图；
[0029] 图5是图2中的C部放大图。
[0030] 附图标记：
1、墙体；
11、支杆；
111、
卡箍；
2、倾斜边坡；
21、储水槽；
211、插孔；
22、引
流槽；
23、
横槽；
3、
放置盒；
31、抽水泵；
311、
进水管；
3111、
滤网；
312、
出水管；
3121、
喷头；
32、
蓄电池；
33、
太阳能光伏板；
4、
框体；
41、
过滤布；
42、
插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附图，
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0032] 如图1、
2所示，
一种桩基托梁挡土墙，
包括墙体1;在附图1、
2中，
为了便于表达本实
用新型的发明构思，
墙体1只画出一个，
但在实际使用中，
土体的周围均设置有墙体1；
墙体1
远离土体一侧设置有倾斜边坡2，
倾斜边坡2的最低端设置有储水槽21，
倾斜边坡2上设置有
一个放置盒3，
结合图3，
放置盒3内放置有抽水泵31 ,；
结合图5，
抽水泵31的进水口端设置有
与储水槽21连通的进水管311，
进水管311远离抽水泵31的端口处设置有滤网3111，
抽水泵
31的出水口端设置有出水管312，
放置盒3的壁面上开设有供进水管311和出水管312穿出的
通孔；
出水管312远离抽水泵31的端部设置有朝向土体内的花草树木的喷头3121，
在本实施
例中，
喷头3121为雾化喷头。
[0033] 如图2、
3所示，
放置盒3内位于抽水泵31一侧设置有蓄电池32，
抽水泵31与蓄电池
32电连接，
将抽水泵31与蓄电池32放置在放置盒3内，
在雨天时能够有效地阻止雨水与蓄电
池32接触，
使得蓄电池32不易受到雨水的侵蚀而损坏；
放置盒3的顶部还设置有太阳能光伏
板33，
太阳能光伏板33与蓄电池32也为电连接，
太阳能光伏板33的设置能够在干旱季节充
分吸收太阳能，
将太阳能转换为蓄电池32所用的电能，
让蓄电池32为抽水泵31提供充足的
电量，
从而使得蓄电池32不用特意拿出来进行充电 ，
减少了工人的劳动量。
[0034] 如图2、
5所示，
储水槽21的上方设置有面积大于储水槽21的开口面积的框体4，
框
体4内设置有过滤布41用于阻止外部的尘土进入储水槽21内，
但能够让水渗入进储水槽21；
框体4上正对储水槽21的一端设置有插杆42，
储水槽21的四周开设有供插杆42插入的插孔
211；
在本实施例中，
出水管312直接穿过过滤布41并且插入到储水槽21的底部，
且横槽23的
高度高于框体4的厚度，
从而让框体4的一侧放入横槽23内后插杆42依旧能够正常插入到插
孔211内。
[0035] 将框体4安装在储水槽21上时，
直接将框体4上的插杆42对准储水槽21四周的插孔
211内即可，
达到安装方便的效果；
并且在干旱季节需要灌水时，
直接将框体4上的插杆42从
插孔211内取出即可，
达到拆卸和灌水均较为方便。
[0036] 如图2所示，
倾斜边坡2上沿着倾斜边坡2的斜面开设有多个引流槽22，
多个引流槽
22排列且平行开设在倾斜边坡2上，
倾斜边坡2上且位于多个引流槽22的下端口处设置有供
框体4一侧插入的横槽23。
[0037] 将框体4的一侧放入到横槽23内，
此时框体4位于引流槽22的下方；
当下雨时，
雨水
被引流到倾斜边坡2的引流槽22内，
进而顺利地流在框体4内的过滤布41上，
并通过过滤布
41渗入到储水槽21内，
而泥土颗粒等就会被过滤布41阻挡，
多个引流槽22的设置能够使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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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雨水进入储水槽21内的效果更好，
灌水效率更高。
[0038] 如图2、
4所示，
墙体1顶端设置有竖直向上延伸的支杆11，
支杆11上沿着支杆11的
长度方向设置有多个卡箍111，
出水管312穿过多个卡箍111与支杆11连接，
雾化喷头位于支
杆11的上方。将出水管312穿过多个卡箍111，
并通过卡箍111将出水管312固定在支杆11上，
由于支杆11是竖直向上延伸的，
支杆11将出水管312支起并且远离地面，
此时雾化喷头洒出
来的水覆盖的范围更广，
从而使得花草树木充分地被浇灌到。
[0039] 具体工作过程：
在干旱天气时 ，
将水倒入储水槽21内，
将抽水泵31与蓄电池32连
接，
使得抽水泵31启动，
此时抽水泵31将会通过进水管311将水抽至抽水泵31内，
再通过出
水管312将水从喷头3121处喷出，
此时水通过喷头3121就会直接撒在花草树木上，
进而每次
需要灌溉时只需要将抽水泵31与蓄电池32连接即可，
使得工人在浇灌花草树木时较为方
便，
并且劳动量也降低；
而在雨天时，
雨水可以通过引流槽22流入储水槽21内，
使得储水槽
21内直接储存雨水以备用来进行灌溉，
进而也不需要工人手动将水倒入储水槽21内，
进一
步降低了工人的劳动量，
使得灌溉更为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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