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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道路建设的技术领域，尤其

涉及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其

包括多件排水基础单元，各相邻排水基础单元之

间设置有种植基桩，种植基桩包括与排水基础单

元中的基础和纵板分别连接的连接块和连接板，

连接块的上端与连接板的下端连接，连接板上端

设置有种植辅助件，种植辅助件包括至少两件种

植板拼接而成，各种植板之间设置有开口。本实

用新型具有能够种植多种类型的苗木，提高绿化

带内植被的观赏效果和生态作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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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包括多件排水基础单元（1），其特征在于：

各相邻排水基础单元（1）之间设置有种植基桩（2），所述种植基桩（2）包括与排水基础单元

（1）中的基础（11）和纵板（14）分别连接的连接块（21）和连接板（22），所述连接块（21）的上

端与连接板（22）的下端连接，所述连接板（22）上端设置有种植辅助件（3），所述种植辅助件

（3）包括至少两件种植板（31）拼接而成，各所述种植板（31）之间设置有开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各所述

种植板（31）上竖直设置有导水孔（311），各所述种植板（31）上方铺设有第一土工布（3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各所述

排水基础单元（1）的底部设置有底板（17），所述底板（17）以及排水基础单元（1）的纵板

（14）、横隔板（18）和盖板（16）围合形成集水腔（1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种

植辅助件（3）还包括设置在种植板（31）下端的导流板（33），各所述导流板（33）的下端搭接

在排水基础（11）结构的横隔板（18）上端，各所述导流板（33）均设置有漏水孔（332），所述导

流板（33）上设置有沿绿化带的长度方向设置的导流槽（331），所述导流槽（331）的两端与集

水腔（19）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

流槽（331）两端的深度大于导流槽（331）中部的深度。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各所述

种植基桩（2）内设置有连通管（23），所述连通管（23）位于导流板（33）下方，所述连通管（23）

的两端与横隔板（18）连接，且所述连通管（23）的两端分别与相邻两集水腔（19）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连

通管（23）与横隔板（18）的连接位置处设置有密封件。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

水基础单元（1）内设置有水泵（4）和出水管（5），所述水泵（4）位于绿化带端部的集水腔（19）

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泵（4）下端设置有放置板（191），所述放置板（191）下端设置有多孔板（192），多孔板（192）上

方铺设有第二土工布（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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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道路建设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

化带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绿化带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绿化带通常是

由路缘石、路缘石围起的土层和土层上的植被组成，路缘石多为混凝土结构或普通石材加

工而成，不具有透水性，所以导致公路表面积水，而且路缘石之间靠水泥填缝处理，影响美

观。

[0003] 现有的技术中，公告号CN209323289U的专利公开了一种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包括

矩形的基础，基础横边长度与绿化带的宽度相适应；在基础的四个转角位置处设置有角柱，

在基础的对侧对应设置有边柱；边柱与边柱之间以及边柱与角柱之间均连接有纵板；在纵

板的上部、对应道路结构路面的位置处设置有用以将路面水导入绿化带中的导水管道，在

纵板的下部，对应道路结构中地下排水系统的位置处设置有用以排水的排水孔；在横向相

邻的角柱之间连接有横板，在横向相邻的边柱之间设有横隔板；横隔板上设有过水的洞口；

基础对侧的纵板的顶部之间搭接有盖板。由基础、边柱、纵板、导水管道、排水孔、横隔板和

盖板一同构成一个排水基础单元，解决了传统的绿化带结构无法实现对短期强降雨、暴雨

的迅速疏导和排放的技术问题。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根系发达的苗木种植到盖板的槽中后，由

于其根系生长快，种植时间越长，根系越发达，所需的空间越大，盖板的槽中的植物土壤将

难以维持苗木的正常生长，根系的生长甚至会损坏盖板，因此需要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

绿化带结构，其具有能够种植多种类型的苗木，提高绿化带内植被的观赏效果和生态作用

的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

配式绿化带结构，包括多件排水基础单元，各相邻排水基础单元之间设置有种植基桩，所述

种植基桩包括与排水基础单元中的基础和纵板分别连接的连接块和连接板，所述连接块的

上端与连接板的下端连接，所述连接板上端设置有种植辅助件，所述种植辅助件包括至少

两件种植板拼接而成，各所述种植板之间设置有开口。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种植基桩中可以将一些根系发达、大型的苗木种植在

土层中，种植板和排水基础单元的盖板中可以种植灌木、草本等植物，使得整个绿化带结构

中能够种植多种类型的苗木，绿化带内的整体植被观赏性提高。苗木的树干可以穿过种植

板之间的开口，使得苗木的树冠能够位于绿化带结构的上方，起到防风固沙、降噪、净化空

气和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而根系发达的苗木的蓄水能力强，不仅能够使得土层的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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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增高，而且能够吸收道路排下的雨水，防止道路积水，提高道路使用的安全性和寿

命。

[0008]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各所述种植板上竖直设置有导水

孔，各所述种植板上铺设有第一土工布。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种植板中的雨水能够通过导水孔排出，防止种植板内长

期积水对植物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造成植被烂根等现象；第一土工布能够拦截种植板内

的种植土，避免种植土通过导水孔排出种植板。

[0010]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各所述排水基础单元的底部设置

有底板，所述底板以及排水基础单元的纵板、横隔板和盖板围合形成集水腔。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集水腔有利于储水，避免雨水量过大时冲刷土层，造成土

层土壤松动，导致水土流失，影响道路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

[0012]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种植辅助件还包括设置在种

植板下端的导流板，各所述导流板的下端搭接在排水基础结构的横隔板上端，各所述导流

板均设置有漏水孔，所述导流板上设置有沿绿化带的长度方向设置的导流槽，所述导流槽

的两端与集水腔连通。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种植板上的导水孔流到导流板上的水能够通过漏水

孔，进而进入种植基桩内种植苗木的土层中，对苗木进行浇灌，润湿苗木所在的土层；通过

种植板上的导水孔流到导流板上的水还能够进入导流槽进行集水腔，流到集水腔内的水被

收集起来，当雨水水量过大时利用导流槽的引流作用，避免过量的雨水进入苗木所在的土

层，防止雨水量过多影响苗木根系的正常生长。

[0014]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导流槽两端的深度大于导流

槽中部的深度。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中间高、两端低的导流槽便于流到导流槽上的水向集水

腔流动。

[0016]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各所述种植基桩内设置有连通

管，所述连通管位于导流板下方，所述连通管的两端与横隔板连接，且所述连通管的两端分

别与相邻两集水腔连通。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连通管将集水腔连通，使得水能够在各个集水腔内流动，

分散水的集中性，避免个别集水腔内水量多、个别集水腔内水量少的情况出现，使得每个集

水腔的集水量一致。

[0018]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连通管与横隔板的连接位置

处设置有密封件。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密封件能够防止水从连通管和横隔板的连接位置处渗

出。

[0020]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排水基础单元内设置有水泵

和出水管，所述水泵位于绿化带端部的集水腔内。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水泵和出水管能够将集水腔内的水抽出再次利用，

将集水腔内的水应用于园林绿化，可以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0022]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水泵下端设置有放置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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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放置板下端设置有多孔板，多孔板上方铺设有第二土工布。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第二土工布和多孔板的设置，使得集水腔底部的泥

沙沉积在集水腔底部，水泵能够将上部分的水抽出再次使用，避免泥沙进入水泵中，影响水

泵的使用寿命。

[002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5] 1.在种植基桩内能够种植根系发达、大型的苗木，丰富绿化带内植被构成，根系发

达的苗木蓄水能力强、树冠繁茂、防风降噪、净化空气等生态功能强，有利于城市生态建设；

[0026] 2.种植基桩上的种植板的设置不仅不会影响大型苗木的生长，而且在大型苗木旁

可以种植多种灌木、草本等植被，使得绿化带整体植被完整；

[0027] 3.利用底板和排水基础单元构成集水腔，再利用连通管将各个集水腔连通，使得

水泵能够将集水腔内的水抽出再利用，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且能够防止雨量过大时对

土层进行冲刷，造成土层松软，影响道路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施例中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实施例的剖面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实施例中连通管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实施例中集水腔的剖面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1、排水基础单元；11、基础；12、角柱；13、边柱；14、纵板；141、导水管道；

142、排水孔；15、横板；16、盖板；17、底板；18、横隔板；19、集水腔；191、放置板；192、多孔板；

193、第二土工布；2、种植基桩；21、连接块；22、连接板；23、连通管；231、密封件；3、种植辅助

件；31、种植板；311、导水孔；312、开口；32、第一土工布；33、导流板；331、导流槽；332、漏水

孔；4、水泵；5、出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便于植被生长的装配式绿化带结构，包括由安

装在土层上的基础11、设置在基础11上且位于基础11的端角处的角柱12、设置在基础11上

且位于基础11的侧边上的边柱13、连接各个边柱13的纵板14、连接角柱12的横板15组成的

绿化带框架，纵板14的顶部超出绿化带两侧的道路结构的路面，纵板14上设置有用于将路

面水导入绿化带框架中的导水管道141，导水管道141与道路结构的路面处于同一水平面

上，纵板14上还设置有若干排将绿化带框架内的水导向道路结构下端的土层上的排水孔

142。纵板14基础11对侧的纵板14的顶部之间搭接有盖板16，盖板16上铺上种植土即可种植

灌木、草本等植物。

[0035] 绿化带框架内设置有多块横隔板18，横隔板18与横板15平行，且横隔板18位于横

向相邻的边柱13之间，横隔板18将绿化带框架分隔成若干个排水基础单元1。每个排水基础

单元1的底部设置有底板17，底板17的上表面、横隔板18或横板15的侧壁、纵板14的侧壁以

及盖板16的下表面围合形成用于储水的集水腔19，雨水水量过大时能够被储存在集水腔19

内，防止雨水一次性冲刷排水基础单元1下方的土层，造成土层松软、水土流失，影响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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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路的安全。进入集水腔19内的水还可以通过排水孔142缓慢排到绿化带框架侧边的土

层上，补充地下水。

[0036] 各个相邻的排水基础单元1之间设置有用于种植根系发达的大型苗木的种植基桩

2，种植基桩2包括与排水基础单元1中的基础11相连的连接块21以及连接在连接块21上端

的连接板22，连接板22的两侧与纵板14的两侧相连，且连接板22的高度与纵板14的高度一

致。连接板22的上端设置有用于种植灌木、草本等植物的种植辅助件3，种植辅助件3包括至

少两件种植板31拼接而成，各件种植板31之间设置有供苗木树干通过的开口，种植板31的

件数和开口的数量可以根据种植的苗木数量做出改变。

[0037] 参照图1和图2，种植板31的两侧搭接在连接板22的上端，种植板31的中间部分竖

直设置有导水孔311，种植板31上铺设有第一土工布32，种植土填在第一土工布32上，利用

第一土工布32的拦截作用，能够将种植土拦截在第一土工布32上，而浇灌水和雨水能够通

过导水孔311落到种植有大型苗木的土层上，对大型苗木进行浇灌。

[0038] 种植板31的下方设置有导流板33，导流板33搭接在横隔板18上端，导流板33上设

置有导流槽331和漏水孔332，导流槽331沿绿化带框架的长度方向设置，导流槽331和漏水

孔332沿绿化带框架的宽度方向间隔排列，导流槽331的两端分别与两相邻的集水腔19连

通，从种植板31上流到导流板33上的水可以通过漏水孔332流到下方的大型苗木根部，对大

型苗木进行浇灌，也可以通过导流槽331流到集水腔19内进行储存。导流槽331两端的深度

大于导流槽331中部的深度，形成中间高、两端低的趋势，有利于导流槽331的水向集水腔19

流动。

[0039] 参照图3，种植基桩2内设置有若干件连通管23，连通管23沿绿化带框架的长度方

向设置，连通管23的两端分别连接在两相邻的横隔板18侧壁上，且连通管23的两端分别与

两相邻的集水腔19连通，连通管23与横隔板18的连接位置处均设置有密封件，连通管23将

各个集水腔19连通，使得集水腔19内的水能够流动，使得每个集水腔19内的水量平均。

[0040] 参照图4，绿化带一端端部的集水腔19内设置有水泵4和出水管5，出水管5与外界

的园林绿化用水连通，能够将集水腔19内的水抽出再次用于浇灌植被、道路清洁等园林养

护工作，而连通管23能够连通其他集水腔19，当水泵4工作时，各个集水腔19内的水均能够

被抽取再利用，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水泵4的下端设置有用于放置水泵4的放置板191，

放置板191的下端设置有多孔板192，多孔板192上排布有多个滤水孔，多孔板192上端端面

上铺设有第二土工布193，第二土工布193拦截了位于集水腔19底部的泥沙，使得水泵4抽取

的水中含泥沙量少，避免大量泥沙进入水泵4影响水泵4的使用寿命，且能够保证循环水内

的泥沙含量低，循环水利用率高。

[0041] 本实施例的施工原理为：将基础11安装在基坑中，按照设计的尺寸将连接块21连

接在基础11上，将角柱12安装在基础11的边角上，边柱13按照尺寸按照在基础11的侧边上，

再将横板15、纵板14和连接板22依次按照设计的尺寸安装在基础11和连接块21上，将底板

17安装在基础11上，将盖板16放置到两平行的纵板14之间，按照尺寸将横隔板18插入两平

行的纵板14之间，使得绿化带框架被分隔成若干个排水基础单元1，底板17的上表面、横板

15或横隔板18的侧壁、纵板14的侧壁以及盖板16的下表面形成集水腔19。将多孔板192连接

在绿化带端部的集水腔19内，在多孔板192上铺设第二土工布193，在第二土工布193上方连

接放置板191，将水泵4和出水管5放置在放置板19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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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将根系发达的大型苗木种植在两平行的连接块21之间，在两横隔板18之间连接连

通管23，将密封件连接在连通管23和横隔板18上，将若干个导流板33连接在两相邻的横隔

板18上，将若干个种植板31连接在平行的连接板22之间，导流板33和种植板31的件数根据

大型苗木的棵树进行调整，使得大型苗木的树干能够通过种植板31上的开口，在种植板31

上铺设第一土工布32。

[0043]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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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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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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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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