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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边坡按稳定坡角放坡；坡

顶开挖坡顶截水沟，坡脚开挖坡脚排水沟，坡面

开挖坡面种植槽，坡面种植槽的上、下两端分别

接入坡顶截水沟和坡脚排水沟，坡面种植槽内开

设插槽，同时在坡面上开挖坡面排水沟，坡顶截

水沟上开设溢流口，排水沟的上端与溢流口连

接，排水沟的下端接入坡脚排水沟；在坡面种植

槽的各插槽上分别插入预制隔板，使得预制隔板

的上表面与坡面种植槽之间形成盛土槽；在各盛

土槽内填充种植土；在各盛土槽内的种植土上种

植各种植被。本发明降低了施工难度和施工成

本，解决了坡面上植被的自然灌溉问题，同时减

小了荷载、雨水及灌溉水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5页

CN 109315237 A

2019.02.12

CN
 1
09
31
52
37
 A



1.一种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将边坡按稳定坡角放坡；

步骤S2：沿边坡的坡顶开挖坡顶截水沟，沿边坡的坡脚开挖坡脚排水沟，在所述坡顶截

水沟与所述坡脚排水沟之间的坡面上开挖若干列坡面种植槽，所述坡面种植槽的上、下两

端分别接入坡顶截水沟和坡脚排水沟，坡面种植槽内按一定间距开设插槽，所述插槽的外

端沿远离边坡的方向向上倾斜延伸，同时在所述坡顶截水沟与所述坡脚排水沟之间的坡面

上开挖若干列坡面排水沟，坡顶截水沟上对应所述坡面排水沟处开设溢流口，所述排水沟

的上端与所述溢流口连接，排水沟的下端接入所述坡脚排水沟；

步骤S3：在所述坡面种植槽的各插槽上分别插入预制隔板，所述预制隔板的内端抵在

与坡面种植槽的槽底，预制隔板横隔在坡面种植槽内，使得预制隔板的上表面与坡面种植

槽之间形成盛土槽；

步骤S4：在各所述盛土槽内填充种植土，坡面种植槽的顶端的盛土槽内填充的种植土

封住坡顶截水沟与坡面种植槽的连接处；

步骤S5：在各所述盛土槽内的种植土上种植各种植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和步骤

S4之间还包括步骤A1：在所述盛土槽内铺设土工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和

步骤S3之间还包括步骤B1：沿所述坡面种植槽铺设塑料排水板，所述塑料排水板贴在坡面

种植槽的槽底。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中，

当边坡较高时，边坡采用分阶多级放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2中，

所述坡面种植槽按5m-10m的间距平行布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隔板的倾

角α在10°-45°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每列所述坡面种植

槽内的预制隔板之间的间距不小于预制隔板的宽度的2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5中种植的

植被为爬藤植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4中，种植

土的填充采用自上而下用导管抛填或用高压机喷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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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边坡生态修复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中国经济从重数量往提质量方向的结构调整，以往因过度开采遗留的矿山遗

址满目疮痍，对其进行恢复绿化虽无法再如从前，但通过创新改进绿化方案，因地制宜，也

是能达到还绿于山的效果。

[0003] 对于地质较硬的岩质边坡，边坡的绿化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中一种做法是仅在坡

上或坡下植被(如中国专利CN104196040B)，坡面上仅靠坡脚的爬藤植物随机生长来覆盖，

时间漫长，且效果并不理想；另一种做法是在边坡的坡面上设置花台，花台通过拉锚或者现

浇等方式固定在坡面上，花台内装土(如中国专利CN1570292、CN204305674U和

CN207392215U等)，该做法的施工难度大，施工成本高，此外，花台的荷载集中都落在边坡坡

面上，加之雨水和花台的灌溉水水沿坡面无序漫流而下，对边坡的稳定性影响极大。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以降低

施工难度和施工成本，解决坡面上植被的自然灌溉问题，同时能减小荷载、雨水及灌溉水对

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S1：将边坡按稳定坡角放坡；

[0007] 步骤S2：沿边坡的坡顶开挖坡顶截水沟，沿边坡的坡脚开挖坡脚排水沟，在所述坡

顶截水沟与所述坡脚排水沟之间的坡面上开挖若干列坡面种植槽，所述坡面种植槽的上、

下两端分别接入坡顶截水沟和坡脚排水沟，坡面种植槽内按一定间距开设插槽，所述插槽

的外端沿远离边坡的方向向上倾斜延伸，同时在所述坡顶截水沟与所述坡脚排水沟之间的

坡面上开挖若干列坡面排水沟，坡顶截水沟上对应所述坡面排水沟处开设溢流口，所述排

水沟的上端与所述溢流口连接，排水沟的下端接入所述坡脚排水沟；

[0008] 步骤S3：在所述坡面种植槽的各插槽上分别插入预制隔板，所述预制隔板的内端

抵在与坡面种植槽的槽底，预制隔板横隔在坡面种植槽内，使得预制隔板的上表面与坡面

种植槽之间形成盛土槽；

[0009] 步骤S4：在各所述盛土槽内填充种植土，坡面种植槽的顶端的盛土槽内填充的种

植土封住坡顶截水沟与坡面种植槽的连接处；

[0010] 步骤S5：在各所述盛土槽内的种植土上种植各种植被。

[0011] 首先，本申请通过在坡面上开挖坡面种植槽，并在坡面种植槽内安装预制隔板的

方式在坡面上形成一列列盛土槽，相对于传统的直接在坡面浇筑花台或者将花台通过锚杆

拉锚固定在坡面上的方式，本申请施工更加方便，施工成本更低，并且，坡面种植槽竖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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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荷截自上而下通过各个预制隔板分散传递入坡体，整体受力状况良好，减小了花台和种

植土附加的荷载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其次，下雨时，山上的雨水流入坡顶截水沟，再从坡

顶截水沟的溢流口流入坡面排水沟，再通过坡面排水沟排至坡脚排水沟，这样能够防止雨

水对坡面造成冲刷，减小了雨水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坡顶截水沟还能蓄水，坡顶截

水沟内的水沿坡面排水沟从上向下渗，解决了坡面上植被的自然灌溉问题，植被成活率更

高，灌溉水自上而下有序渗流，不会影响到边坡其它部位的岩体，对边坡稳定性较有利。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3和步骤S4之间还包括步骤A1：在所述盛土槽内铺设土工布。

通过在盛土槽内铺设土工布，能够防止盛土槽内的种植土从预制隔板和坡面种植槽之间的

缝隙流失。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2和步骤S3之间还包括步骤B1：沿所述坡面种植槽铺设塑料

排水板，所述塑料排水板贴在坡面种植槽的槽底。塑料排水板具有导引渗流水的作用，通过

在坡面种植槽的槽底铺设塑料排水板，能够提高灌溉水的渗流效果，即使是靠近坡脚的种

植土也能够得到较好的浇灌，且相对于传统的渗流管、滴灌管的灌溉方式，塑料排水板的成

本更低，施工也更方便。

[0014] 进一步地，在所述步骤S1中，当边坡较高时，边坡采用分阶多级放坡。

[0015] 进一步地，在所述步骤S2中，所述坡面种植槽按5m-10m的间距平行布置。

[0016] 进一步地，在所述步骤S3中，所述预制隔板的倾角α在10°-45°之间。

[0017] 进一步地，每列所述坡面种植槽内的预制隔板之间的间距不小于预制隔板的宽度

的2倍。

[0018] 进一步地，在步骤S5中种植的植被为爬藤植物。

[0019] 进一步地，在步骤S4中，种植土的填充采用自上而下用导管抛填或用高压机喷填

的方式。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在所有附图中，类似的器件或部分一般由类

似的附图标记标识。附图中，各器件或部分并不一定按照实际的比例绘制。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俯视图；

[0022] 图2为图1的A-A剖视图；

[0023] 图3为图1的B-B剖视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盛土槽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预制隔板的安装示意图。

[0026] 附图中，1表示边坡；2表示坡顶截水沟；21表示溢流口；3表示坡脚排水沟；4表示坡

面种植槽；41表示插槽；5表示坡面排水沟；6表示预制隔板；7表示种植土；8表示植被；9表示

土工布；10表示塑料排水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

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因此只作为示例，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专利的保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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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图5所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了一种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30] 步骤S1：将边坡1按稳定坡角放坡，当边坡1较高时，边坡1采用分阶多级放坡；

[0031] 步骤S2：沿边坡1的坡顶开挖坡顶截水沟2，沿边坡1的坡脚开挖坡脚排水沟3，在坡

顶截水沟2与坡脚排水沟3之间的坡面上开挖若干列坡面种植槽4，坡面种植槽4按5m-10m的

间距平行布置，坡面种植槽4的上、下两端分别接入坡顶截水沟2和坡脚排水沟3，坡面种植

槽4内按一定间距开设插槽41(也可留坎，槽(坎)深不少于50mm)，插槽41的外端沿远离边坡

1的方向向上倾斜延伸，同时在坡顶截水沟2与坡脚排水沟3之间的坡面上开挖若干列坡面

排水沟5，坡顶截水沟2上对应坡面排水沟5处开设溢流口21，排水沟的上端与溢流口21连

接，排水沟的下端接入坡脚排水沟3，当边坡1采用分阶多级放坡时，坡面种植槽4和坡面排

水沟5可根据实际情况分阶设置；

[0032] 步骤S3：在坡面种植槽4的各插槽41上分别插入预制隔板6(预制隔板6材料及预制

尺寸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本方案的预制隔板6材料采用C30钢筋混凝土，用φ12网格布筋1

层，间距100mm，板尺寸为600mm×900mm×50mm)，预制隔板6的内端抵在与坡面种植槽4的槽

底，预制隔板6横隔在坡面种植槽4内，使得预制隔板6的上表面与坡面种植槽4之间形成盛

土槽，预制隔板6的倾角α在10°-45°之间(包括10°和45°)，预制隔板6倾角α为45°受力状况

最佳，并且，每列坡面种植槽4内的预制隔板6之间的间距不小于预制隔板6的宽度的2倍；

[0033] 步骤S4：在各盛土槽内填充种植土7，坡面种植槽4的顶端的盛土槽内填充的种植

土7封住坡顶截水沟2与坡面种植槽4的连接处，种植土7的填充采用自上而下用导管抛填或

用高压机喷填的方式，种植土7的填充非常方便，填土的效率非常高；

[0034] 步骤S5：在各盛土槽内的种植土7上种植各种植被8，植被8最好是为爬藤植物。

[0035] 本申请通过在坡面上开挖坡面种植槽4，并在坡面种植槽4内安装预制隔板6的方

式在坡面上形成一列列盛土槽，相对于传统的直接在坡面浇筑花台或者将花台通过锚杆拉

锚固定在坡面上的方式，本申请施工更加方便，施工成本更低，并且，坡面种植槽4竖向布

置，荷截自上而下通过各个预制隔板6分散传递入坡体，整体受力状况良好，减小了花台和

种植土7附加的荷载对边坡1稳定性的影响；其次，下雨时，山上的雨水流入坡顶截水沟2，再

从坡顶截水沟2的溢流口21流入坡面排水沟5，再通过坡面排水沟5排至坡脚排水沟3，这样

能够防止雨水对坡面造成冲刷，减小了雨水对边坡1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坡顶截水沟2还能

蓄水，坡顶截水沟2内的水沿坡面排水沟5从上向下渗，解决了坡面上植被8的自然灌溉问

题，植被8成活率更高，若在干旱的季节，也可以通过水泵向坡顶截水沟2内补充灌溉水，以

确保灌溉用水，灌溉水自上而下有序渗流，不会影响到边坡1其它部位的岩体，对边坡1稳定

性较有利。

[0036] 矿山岩质边坡1大都又高又陡，传统坡面绿化简单且措施单一，上述边坡1绿化的

方案完美地解决了传统边坡1绿化单一，植被缺水、成活率低，施工难度大，荷载不均，对边

坡1稳定性影响较大等问题，因此，该方案效果更佳，经济效益更高，也对边坡1的稳定性影

响更小。本方案可结合多种边坡治理方式综合实施，适用各种坡型边坡，适用范围广。

[0037]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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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如图1-图5所示，本发明实施例2提供了一种矿山高陡岩质边坡1绿化方法，该方法

的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步骤S3和步骤S4之间还包括步骤A1：在盛土槽

内铺设土工布9。通过在盛土槽内铺设土工布9，能够防止盛土槽内的种植土7从预制隔板6

和坡面种植槽4之间的缝隙流失。

[0039] 实施例3

[0040] 如图1-图5所示，本发明实施例3提供了一种矿山高陡岩质边坡绿化方法，该方法

的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步骤S2和步骤S3之间还包括步骤B1：沿坡面种

植槽4铺设塑料排水板10，塑料排水板10贴在坡面种植槽4的槽底。塑料排水板10具有导引

渗流水的作用，通过在坡面种植槽4的槽底铺设塑料排水板10，能够提高灌溉水的渗流效

果，即使是靠近坡脚的种植土7也能够得到较好的浇灌，且相对于传统的渗流管、滴灌管的

灌溉方式，塑料排水板10的成本更低，施工也更方便。

[0041]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

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

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

案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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