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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包

括倾斜的岩坡，铺设于岩坡上方的第一固定网和

铺设于固定网上方的种植土层；还包括用于对种

植土层进行固定的固定架；在所述固定架呈网格

状；所述种植土层填充于固定架的网格中。本申

请具有提高种植土层表层的稳定性，进而提高矿

山岩坡的绿化效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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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包括倾斜的岩坡(1)，铺设于岩坡(1)上方的第一固定

网(2)和铺设于固定网上方的种植土层(5)；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对种植土层(5)进行固

定的固定架(6)；在所述固定架(6)呈网格状；所述种植土层(5)填充于固定架(6)的网格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架(6)上

的网格呈蜂窝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架(6)包

括若干互相拼接的拼接单元；拼接单元包括第一拼板(600)，设置于第一拼板(600)一端且

板面与第一拼板(600)夹角呈120°的第二拼板(601)和设置于第一拼板(600)背离第二拼板

(601)一端且板面与第一拼板(600)板面呈120°第三拼板(602)；在第二拼板(601)背离第一

拼板(600)的一端设置有板面与第二拼板(601)板面呈120°的第一连接板(603)；在第三拼

板(602)背离第一拼板(600)的一端设置有板面与第三拼板(602)板面呈120°的第二连接板

(604)；相邻两个拼接模块(60)的第一连接板(603)和第二连接板(604)分别与第三个拼接

模块(60)上的第一安装板的板面贴合且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在第一拼板(600)

上设置有沿第一拼板(600)的长度方向延伸的安装槽(6000)；在第一连接板(603)上设置有

第一固定孔(6030)，在第二连接板(604)上设置有第二固定孔(6040)；在第一固定孔(6030)

和第二固定孔(6040)中分别设置有用于将第一连接板(603)和第二连接板(604)分别与第

一拼板(600)进行固定的固定螺栓(60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拼板

(600)、第二拼板(601)、第三拼板(602)、第一连接板(603)和第二连接板(604)的板面上均

开设有穿透板面的透水孔(60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矿山高陡岩坡

(1)绿化结构还包括铺设于岩坡(1)表层的防渗层(8)；所述第一固定网(2)设置于防渗层

(8)上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岩坡(1)上

位于种植土层(5)上设置有多道由岩坡(1)顶部延伸至岩坡(1)底部的引水渠(12)，在边坡

的底部设置有蓄水槽(13)，引水渠(12)与蓄水槽(13)连通；在蓄水槽(13)与岩坡(1)之间设

置有灌溉组件(7)。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溉组件(7)

包括设置于蓄水槽(13)内的抽水泵(70)，与抽水泵(70)出水口连通且由岩坡(1)底部延伸

至岩坡(1)顶部的主水管(71)，与主水管(71)连通且沿岩坡(1)宽度方向延伸的分水管(72)

和多根与分水管(72)连通且沿岩坡(1)宽度方向排布的喷水管(7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岩坡(1)上

开设有若干沿岩坡(1)宽度方向延伸的储水槽(9)，在储水槽(9)的内侧壁涂抹有水泥层，在

储水槽(9)内填充有砾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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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环境修复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大量矿产资源的支持，为了获得大量的

矿产资源，需要对矿山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在进行矿山开采时，会对山体和山体上的森林植

被造成严重的损坏，形成大量岩石裸露的岩坡；裸露的岩坡由于缺少植被的保护，因而在雨

水较大时可能会产生滑坡、山洪等自然灾害；岩坡硬度较大，加上营养成分和水土保持能力

较差，因而岩坡上的植被难以进行自我修复，因而需要人工辅助的方式对岩坡上的植被进

行修复。

[0003] 在相关技术中，由于矿山上的土层含量较低，为了给植被提供良好的生存生长环

境，需要使用异地土壤做为种植土层对岩坡表面进行覆盖；在使用异地土壤对岩坡表面进

行覆盖前，一般会先在边坡表面覆盖土工网，从而使土壤与网格互相锁合，进而使土壤层与

岩坡表层保持稳定，降低土壤层发生大面积滑坡的可能。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存在有以下技术缺陷：虽然土工网能够提高

土壤层与岩坡表层整体的稳定性，但雨水较大时，雨水会对土壤表层进行冲刷，从而使种植

土层表层的水土流失，经过长时间雨水冲刷时，种植土层的厚度减小，从而对种植土层上植

被的生长造成影响，矿山岩坡的绿化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提高种植土层表层的稳定性，从而提高矿山岩坡的绿化效果，本申请提供一

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包括倾斜的岩坡，铺设于岩坡上方的第一固定网和

铺设于固定网上方的种植土层；还包括用于对种植土层进行固定的固定架；在所述固定架

呈网格状；所述种植土层填充于固定架的网格中。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降雨较大时，固定架上的网格可以对种植土层进行分

隔后单独进行支撑，从而提高了种植土层表层的稳定性，降低因雨水冲刷种植土层表层造

成土层流失的可能。

[0009] 可选的，所述固定架上的网格呈蜂窝状。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蜂窝状的正六边形结构相较于其他形状具有更高的稳定

性，从而进一步提高种植土层的稳定性。

[0011] 可选的，所述固定架包括若干互相拼接的拼接单元；拼接单元包括第一拼板，设置

于第一拼板一端且板面与第一拼板夹角呈120°的第二拼板和设置于第一拼板背离第二拼

板一端且板面与第一拼板板面呈120°第三拼板；在第二拼板背离第一拼板的一端设置有板

面与第二拼板板面呈120°的第一连接板；在第三拼板背离第一拼板的一端设置有板面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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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拼板板面呈120°的第二连接板；相邻两个拼接模块的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分别与第

三个拼接模块上的第一安装板的板面贴合且固定。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对固定架进行安装时，将相邻两个拼接模块上第一连

接板和第二连接板分别与另一个拼接模块上的第一拼板进行固定，多个拼接模块互相拼接

形成蜂窝网状结构，便于支撑架的安装，此外，当支撑架局部发生损坏需要维修和更换时，

只需将对应位置的拼接模块拆下，即可完成对支撑架局部的维修和更换。

[0013] 可选的，在第一拼板上设置有沿第一拼板的长度方向延伸的安装槽；在第一连接

板上设置有第一固定孔，在第二连接板上设置有第二固定孔；在第一固定孔和第二固定孔

中分别设置有用于将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分别与第一拼板进行固定的固定螺栓。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对拼接模块进行拼接安装时，固定螺栓在安装槽内的

位置进行调节，从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的位置进行调节后固

定，降低了因施工误差或者加工误差等因素导致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与第一拼版不能

很好对应的问题，提高安装架安装的便捷性。

[0015] 可选的，在所述第一拼板、第二拼板、第三拼板、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的板面

上均开设有穿透板面的透水孔。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固定架上的透水孔可以使固定架网格中每部分的种植土

层保持连通，提高雨水在种植土层内的渗透性。

[0017] 可选的，所述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还包括铺设于岩坡表层的防渗层；所述第一

固定网设置于防渗层上方。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渗层可以降低雨水顺着岩坡上缝隙流失的可能，进而

提高岩坡的雨水保持能力，有利于岩坡上植被的生长。

[0019] 可选的，在所述岩坡上位于种植土层上设置有多道由岩坡顶部延伸至岩坡底部的

引水渠，在边坡的底部设置有蓄水槽，引水渠与蓄水槽连通；在蓄水槽与岩坡之间设置有灌

溉组件。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岩坡上修筑引水渠，在岩坡下修筑蓄水槽，当雨水较大

时，多余的雨水在引水渠的引导作用下流入蓄水槽内，降低因雨水弥漫导致种植土层发生

滑坡的可能；蓄水槽可以对多余的雨水进行储存，并通过灌溉组件在雨水较少的时候对岩

坡上的植被进行浇灌，提高雨水的利用率。

[0021] 可选的，所述灌溉组件包括设置于蓄水槽内的抽水泵，与抽水泵出水口连通且由

岩坡底部延伸至岩坡顶部的主水管，与主水管连通且沿岩坡宽度方向延伸的分水管和多根

与分水管连通且沿岩坡宽度方向排布的喷水管。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抽水泵将蓄水槽内的水抽出，通过主水管进入分水管中，

并进过分水管从喷水管中喷出，从而对岩坡上的植被进行浇灌；喷水管可以提高浇灌面积，

使水在岩坡植被上的分布更加均匀，有利于岩坡上植被的生长。

[0023] 可选的，在所述岩坡上开设有若干沿岩坡宽度方向延伸的储水槽，在储水槽的内

侧壁涂抹有水泥层，在储水槽内填充有砾石。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对岩坡进行绿化修复时，首先在岩坡上开设储水槽，然

后使用水泥等对储水槽侧壁上的缝隙进行封堵，使用砾石对储水槽进行填充，填满砾石的

储水槽不仅可以对种植土进行支撑，在下雨时可以对一部分雨水进行存储形成储水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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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雨水较少的季节对种植层内的水进行一定的补充。

[0025]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6] 1 .通过设置固定架，提高了种植土层表层的稳定性，降低因雨水冲刷种植土层表

层造成土层流失的可能；

[0027] 2.通过设置灌溉组件，提高雨水的利用率；

[0028] 3.通过设置储水槽，在雨水较少的季节对种植层内的水进行一定的补充。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的剖面图；

[0031] 图3是固定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说明：1、岩坡；10、锚杆；11、挡土墙；12、引水渠；13、蓄水槽；2、第一固定

网；3、基土层；4、第二固定网；5、种植土层；50、植株；6、固定架；60、拼接模块；600、第一拼

板；6000、安装槽；601、第二拼板；602、第三拼板；603、第一连接板；6030、第一固定孔；604、

第二连接板；6040、第二固定孔；605、固定螺栓；606、透水孔；7、灌溉组件；70、抽水泵；71、主

水管；72、分水管；73、喷水管；730、喷头；8、防渗层；9、储水槽；90、砾石。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1‑3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参照图1和图2，矿山高陡岩坡1绿

化结构包括倾斜的岩坡1，铺设于岩坡1表面上方的第一固定网2，铺设于第一固定网2上方

的基土层3，铺设于基土层3上用于和第一固定网2配合将基土层3固定的第二固定网4，铺设

于第二固定网4上的种植土层5和设置于第二固定网4上用于对种植土层5进行固定的固定

架6；在岩坡1上设置有多个用于对第一固定网2、第二固定网4和固定架6进行固定的锚杆

10，具体的锚杆10尖端可以穿过第一固定网2和第二固定网4的网格后穿入岩坡1的岩层内；

固定架6与锚杆10可以采用焊接的方式固定。

[0035] 参照图1和图2，第一固定网2的网格呈蜂窝状，可以由塑料材质编织而成，也可以

由金属材料制成；基土层3采用黏度较大渗水性较差的土质，具体的可以采用黏土，用于提

高与岩坡1表层和种植土层5的附着力；第二固定网4的网格为蜂窝状，可以由塑料或者金属

材质制成，第一固定网2和第二固定网4共同对基层土进行固定；固定架6成蜂窝状且铺设于

第二固定网4上；种植土层5填充于固定架6的蜂窝状网格中；在种植土层5上种植有植株50。

[0036] 参照图3，为了便于固定架6的安装以及当局部损坏时便于对局部进行维修更换，

固定架6包括若干互相拼接的拼接单元；拼接单元包括第一拼板600，设置于第一拼板600一

端且板面与第一拼板600夹角呈120°的第二拼板601和设置于第一拼板600背离第二拼板

601一端且板面与第一拼板600板面呈120°第三拼板602；在第二拼板601背离第一拼板600

的一端设置有板面与第二拼板601板面呈120°的第一连接板603；在第三拼板602背离第一

拼板600的一端设置有板面与第三拼板602板面呈120°的第二连接板604；第一连接板603和

第二连接板604的长度小于第一拼板600的长度；相邻两个拼接模块60的第一连接板603和

第二连接板604分别与第三个拼接模块60上的第一安装板的板面贴合且固定；为了便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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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接板603、第二连接板604和第一拼板600的安装固定，在第一拼板600上垂直板面设置

有穿透第一拼板600板面的安装槽6000，安装槽6000为条形槽且沿第一拼板600的长度方向

延伸；在第一连接板603上设置有第一固定孔6030，在第二连接板604上设置有第二固定孔

6040；在第一固定孔6030和第二固定孔6040中分别设置有固定螺栓605，用于将第一连接板

603和第二连接板604分别与第一拼板600进行固定。

[0037] 参照图2，降低固定架6对边坡上种植土层5的透水性产生影响，在第一拼板600、第

二拼板601、第三拼板602、第一连接板603和第二连接板604的板面上均开设有穿透板面的

透水孔606。

[0038] 参照图1和图2，为了提高岩坡1上种植土层5的稳定性，在边坡的底部设置有用于

对种植土层5进行阻挡的挡土墙11，具体的挡土墙11可以采用浇筑而成；在岩坡1上位于种

植土层5上设置有多道由岩坡1顶部延伸至边坡底部的引水渠12，在边坡的底部设置有蓄水

槽13，引水渠12与蓄水槽13连通；为了使蓄水槽13内的雨水得到充分的利用，在蓄水槽13与

岩坡1之间设置有灌溉组件7。

[0039] 参照图2，灌溉组件7包括设置于蓄水槽13内的抽水泵70，与抽水泵70出水口连通

且由岩坡1底部延伸至岩坡1顶部的主水管71，与主水管71连通且沿岩坡1宽度方向延伸的

分水管72，多根设置于分水管72上且沿岩坡1宽度方向排布的喷水管73；在喷水管73上设置

有喷头730；具体的主水管71可以埋设于基土层3内。

[0040] 为了提高岩坡1的雨水保持能力，降低雨水从岩坡1的岩石缝隙中流失的可能，在

岩坡1上位于第一固定网2的下方铺设有防渗层8，具体的防渗层8可以采用涂抹有防水材质

的无纺布，在保持透气性的同时降低雨水的流失；为了进一步提高岩坡1的雨水保持能力，

在岩坡1上开设有若干沿岩坡1宽度方向延伸的储水槽9，储水槽9的内侧壁涂抹有水泥层，

在储水槽9内填充有砾石90，进而在对基土层3进行支撑的同时形成储水层，在雨水较少时

对基土层3内的水进行一定量的补充。

[0041] 本申请实施例一种矿山高陡岩坡绿化结构的实施原理为：在对岩坡1进行绿化修

复时，首先在岩坡1上开设储水槽9，然后使用水泥等对储水槽9侧壁上的缝隙进行封堵，使

用砾石90对储水槽9进行填充，填满砾石90的储水槽9不仅可以对种植土层5进行支撑，在下

雨时可以对一部分雨水进行存储形成储水层，从而在雨水较少的季节对种植土层5内的水

进行一定的补充；然后修建挡土墙11，然后将防渗层8铺设于岩坡1上，防渗层8可以降低雨

水顺着岩坡1上缝隙流失的可能，进而提高岩坡1的雨水保持能力；然后将第一固定网2铺设

于防渗层8上，在第一固定网2上铺设主水管71和分水管72，安装喷水管73和喷头730，然后

铺设基土层3，第一固定网2可以提高基土层3在岩坡1上的稳定性，此外，基土层3采用粘性

较大，透水性较差的黏土，提高基土层3与岩坡1之间稳定性的同时，降低雨水的流失；然后

将第二固定网4铺设于基土层3上，进一步提高基土层3在岩坡1上固定的稳定性；然后使用

锚杆10对第一固定网2和第二固定网4进行固定；然后将固定架6与锚杆10进行固定；在对固

定架6进行安装时，将相邻两个拼接模块60上第一连接板603的第一固定孔6030、第二连接

板604上的第二固定孔6040分别与另一个拼接模块60上的第一拼板600上的安装槽6000相

对应，然后使用固定螺栓605进行固定，多个拼接模块60拼接成蜂窝状结构；条形的安装槽

6000可方便拼接模块60之间的安拆，进而当拼接模块60损坏时便于对局部进行维修更换；

固定架6固定完成后，将种植土填充于固定架6中；然后在岩坡1上修筑引水渠12，在岩坡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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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蓄水槽13，将抽水泵70放入蓄水槽13内并与主水管71连通，然后在种植土层5上种植植

被；通过设置固定架6，固定架6上的蜂窝状网格可以将种植土层5进行分隔并单独进行支

撑，提高了种植土层5表层的稳定性，降低因雨水冲刷种植土层5表层发生流失的可能；固定

架6上的透水孔606可以使固定架6中每部分的种植土层5保持连通，提高种植土层5的渗透

性；当雨水较大时，岩坡1上的雨水顺着引水渠12流入蓄水槽13内进行收集储存，当降雨量

过少时，开启抽水泵70，蓄水槽13内的雨水通过主水管71、分水管72从多个分水管72的喷头

730中喷出，从而对岩坡1上的植被进行浇灌，同时使雨水得到循环利用；通过设置固定架6，

提高了种植土层5表层的稳定性，降低因雨水冲刷种植土层5表层发生流失的可能。

[0042]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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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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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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