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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

植块及其制作和施工方法。定植块包括上层的种

子层和下层的保水层；种子层按土壤、营养土、稻

草、魔芋凝胶、磷矿粉、生石灰适合比例混合，并

添加定量固氮溶磷菌液(草螺菌属)配制；保水层

按土壤、稻草、蛭石、植物堆肥、稻壳炭、魔芋凝

胶、磷矿粉适合比例混合，并添加定量固氮溶磷

菌液(草螺菌属)配制；保水层内放入的木制或竹

制的条状物，摆放呈井形或X形，种子层表层下

0.2-0.5cm内撒播有种子，一起压成块状。压制成

的定植块表面有凹槽(阵列式圆形或条状)。压制

完成的定植块运输至边坡处，无缝隙铺满坡面，

浇水，人工养护至种子发芽，植株发育成熟。种子

层为植物种子萌发提供条件，保水层为植物生长

提供养分及水分。既对边坡形成有效的防护，又

能够有效的节约成本和发挥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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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其特征在于，包括上层的种子层和下层的保水层；

所述种子层按土壤:营养土:稻草:魔芋凝胶:磷矿粉:生石灰质量比3000-6000:4000-

7000:100-175:2000:18-27:30-60，并按每10kg土壤与营养土混合物添加210-300ml菌液进

行配制；

所述保水层按土壤:稻草:蛭石:植物堆肥:稻壳炭:魔芋凝胶:磷矿粉:生石灰质量比

10000:1000-1600:400-700:600-1200:50-80:4000-5500:37.5-75:50-80，并按每10kg土壤

添加625-1000ml菌液进行配制；

所述保水层内放置木制或竹制的条状物，所述种子层表层下0.2-0.5cm内撒播有种子，

一起压成块状，块状表面设有凹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其特征在于：

所述边坡土壤含水率10％-15％，经过4mm筛；

所述稻草为干稻草秸秆，剪切至长度1-2cm；

所述蛭石规格为1-3mm；

所述植物堆肥为香蒲草落叶堆肥，堆制3个月以上，使用时风干至含水率15％-20％；

所述魔芋凝胶的配置方法为：5kg魔芋粉溶于50L水中，另加入50gKOH；

所述菌液为固氮溶磷菌菌液，在液体培养基中培养至细菌浓度约为2×108个/ml，所述

固氮溶磷菌又称草螺菌属；

所述木制或竹制条状物截面直径约为0.5cm，摆放为井形或X形，摆放为井形时，木制或

竹制条状物长应为20cm；摆放为X形时，木制或竹制条状物长应为25cm；

所述凹槽设置为阵列式圆形或条状凹槽，所述凹槽为圆形时，直径和高分别为1.5cm、

1cm；所述凹槽为条状时，长宽高分别为15cm、1.5cm、1cm；

所述种子为香根草种子、苕子种子、黄香草木樨种子；

每定植块面积为0.04m2，即长和宽均为20cm。

3.一种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种子层和保水层分别按上述组分配制，在搅拌机中充分混合；

将定量的充分混合后的保水层和种子层先后铺于模具内，中间放入木制或竹制条状

物，最后撒播种子和少量种子层，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定植

块是在63KN液压机的压力下，20cm×20cm的铁制模具内压制成块状。

5.一种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将定植块运输至边坡处，无缝隙铺满坡面，浇水，人工养护至种子发芽，植株发育成熟。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植块放置1-2天投入施工，所述的无缝隙铺满坡面指所述定植块一块接一块铺

满整个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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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及其制作和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土保持技术，尤其涉及一种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及其制

作和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边坡水土流失在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同时，还会带来生态环境问题。对于土(砂

石)质边坡水土流失的防治，传统的方法主要是采用造价高，工程量大的浆砌石、混凝土等

工程措施护坡，这种方法会形成不稳定裸露面层，会带来环境。

[0003] 近年来发展的生态护坡方法，如：植生混凝土技术、三维网喷播植生技术等，也存

在耗费高，施工困难，不够环保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及其制作和施工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发明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包括上层的种子层和下层的保水层；

[0007] 本发明所述的定植块中加入了营养土、蛭石、植物堆肥、磷矿粉等肥料，提供植物

生长所需的养分；

[0008] 本发明所述的定植块中加入固氮溶磷菌(草螺菌属)的菌液，促进所种植植物的快

速生长；

[0009] 本发明所述的定植块中加入了稻草、蛭石等材料，增加定植块的通透性及保水性；

[0010] 本发明所述的定植块中加入了魔芋凝胶和木制或竹制条状物，魔芋凝胶使定植块

能够快速凝结成块，木制或竹制条状物能够提高定植块的牢固性；

[0011] 本发明所述的定植块中加入了生石灰，用于中和稻草分解产生的有机酸；

[0012] 所述种子层按土壤:营养土:稻草:魔芋凝胶:磷矿粉:生石灰质量比3000-6000:

4000-7000:100-175:2000:18-27:30-60，并按每10kg土壤与营养土混合物添加210-300ml

菌液进行配制；

[0013] 所述保水层按土壤:稻草:蛭石:植物堆肥:稻壳炭:魔芋凝胶:磷矿粉:生石灰质量

比10000:1000-1600:400-700:600-1200:50-80:4000-5500:37.5-75:50-80，并按每10kg土

壤添加625-1000ml菌液进行配制；

[0014] 所述保水层内放置木制或竹制的条状物，使呈井型或X型，所述种子层表层下0.2-

0.5cm内撒播有种子，一起压成块状，块状表面设有凹槽。

[0015] 上述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制作方法，所述种子层和保水层分别按上述组

分配制，在搅拌机中充分混合；

[0016] 将定量的充分混合后的保水层和种子层先后铺于模具内，中间放入木制或竹制条

状物，最后撒播种子，覆盖少量种子层，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

[0017] 上述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的施工方法，将定植块运输至边坡处，无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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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满坡面，浇水，人工养护至种子发芽，植株发育成熟。

[0018] 由上述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

的定植块及其制作和施工方法，种子层为植物种子萌发提供条件，保水层为植物生长提供

养分及水分。既对边坡形成有效的防护，又能够有效的节约成本和发挥生态效益。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a和附图1c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的定植块的正视图(附图1a：木制或竹制

条状物为井形；附图1c：木制或竹制条状物为X形)。

[0020] 附图1b和附图1d分别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的定植块的1-1向和2-2向剖面示意

图。

[0021] 附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的定植块持水量变化图。

[0022] 附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的定植块发芽率图。

[0023] 附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的苕子生长高度图。

[0024] 附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的香根草生长高度图。

[0025] 附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的定植块地上部生物量图。

[0026] 附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提供的定植块植物根系穿透率图。

[0027] 图中：

[0028] A：定植块种子层；B：定植块保水层；C：定植块中附加的竹条(加筋作用)；D：定植块

表面凹槽(用于截留雨水)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本发明实施例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

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30] 本发明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及其制作和施工方法，其较佳的具体实施方

式如图1a至图7所示：

[0031] 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包括上层的种子层和下层的保水层；

[0032] 所述种子层按土壤:营养土:稻草:魔芋凝胶:磷矿粉:生石灰质量比3000-6000:

4000-7000:100-175:2000:18-27:30-60，并按每10kg土壤与营养土混合物添加210-300ml

菌液进行配制；

[0033] 所述保水层按土壤:稻草:蛭石:植物堆肥:稻壳炭:魔芋凝胶:磷矿粉:生石灰质量

比10000:1000-1600:400-700:600-1200:50-80:4000-5500:37.5-75:50-80，并按每10kg土

壤添加625-1000ml菌液进行配制；

[0034] 所述保水层内放置木制或竹制条状物，所述种子层表层下0.2-0.5cm内撒播有种

子，一起压成块状，块状表面设有凹槽。

[0035] 优选的：

[0036] 所述边坡土壤含水率10％-15％，经过4mm筛；

[0037] 所述稻草为干稻草秸秆，剪切至长度1-2cm；

[0038] 所述蛭石规格为1-3mm；

[0039] 所述植物堆肥为香蒲草落叶堆肥，堆制3个月以上，使用时风干至含水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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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40] 所述魔芋凝胶的配置方法为：5kg魔芋粉溶于50L水中，另加入50gKOH；

[0041] 所述菌液为固氮溶磷菌(草螺菌属)菌液，在液体培养基中培养至细菌浓度为2×

108个/ml；

[0042] 所述木制或竹制条状物(截面直径约为0.5cm)，摆放为井形或X形(摆放为井形时，

木制或竹制条状物长应为20cm；摆放为X形时，木制或竹制条状物长应为25cm)；

[0043] 所述凹槽可设置为阵列式圆形或条状凹槽(凹槽为圆形时，直径和高分别为

1.5cm、1cm；凹槽为条状时，长宽高分别为15cm、1.5cm、1cm)；

[0044] 所述种子为香根草种子、苕子种子、黄香草木樨种子；

[0045] 每定植块面积为0.04m2，即长和宽均为0.2m。

[0046] 上述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0047] 所述种子层和保水层分别按上述组分配制，在搅拌机中充分混合；

[0048] 将定量的充分混合后的保水层和种子层先后铺于模具内，中间放入木制或竹制条

状物，最后撒播种子和少量种子层，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

[0049] 优选的，所述定植块是在63KN液压机的压力下，20cm×20cm的铁制模具内压制成

块状。

[0050] 上述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的施工方法，将定植块运输至边坡处，无缝隙

铺满坡面，浇水，人工养护至种子发芽，植株发育成熟。

[0051] 所述定植块放置1-2天投入施工，所述的无缝隙铺满坡面指所述定植块一块接一

块铺满整个坡面。

[0052] 本发明所述的定植块中加入了营养土、蛭石、植物堆肥、磷矿粉等肥料，供植物生

长所需的养分；

[0053] 本发明所述的定植块中加入固氮溶磷菌(草螺菌属)的菌液，促进所种植物的快速

生长；

[0054] 本发明所述的定植块中加入了稻草、蛭石等材料，增加定植块的通透性及保水性；

[0055] 本发明所述的定植块中加入了魔芋凝胶和木制或竹制条状物，魔芋凝胶使定植块

能够快速凝结成块，木制或竹制条状物能够提高定植块的牢固性；

[0056] 本发明所述的定植块中加入了生石灰，用于中和稻草分解产生的有机酸；

[0057] 本发明的用于边坡水土保持的定植块及其制作和施工方法，种子层为植物种子萌

发提供条件，保水层为植物生长提供养分及水分。既对边坡形成有效的防护，又能够有效的

节约成本和发挥生态效益。定植块运用到边坡上，种子萌发后能够快速生长，并快速穿透定

植块扎根边坡，起到固土、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用于边坡水土保持，不仅能实现水土保持、

土壤改良的作用，还能够实现农业废弃物的再利用。

[0058] 与现有技术先比，本技术具有以下优点：

[0059] 种子层可以为种子萌发提供条件，保水层为植株生长提供养分和水分。定植块用

于边坡可实现植株的快速生长，添加的菌剂能够实现植株生物量的增加。直接利用边坡土

壤，制作简便。能够适应多种植物的生长(豆科、草本植物、禾本科植物等)，可以快速构建植

物群落，保证植物快速生长；可以用于土壤贫瘠边坡，快速构建植物群落，防治水土流失，而

且能达到改良土质的作用。制作成块的定植块，易于运输，施工简便。定植块植物根系易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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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能够给植物提供大量营养。采用了农业废弃物秸秆，实现了废弃物的再利用，降低了制

作成本。

[0060] 具体实施例中定植块的制备过程如下：

[0061] 使用电子天平称取1kg的魔芋粉，放入一个大容器中，加入10L的水，并加入5gKOH，

搅拌，直至形成凝胶为止；

[0062] 称取10kg土壤，放入搅拌机中，加入定量的稻草秸秆，蛭石，植物堆肥，磷矿粉，稻

壳炭，生石灰，加入1L水，搅拌中加入定量魔芋凝胶，再加入定量菌液，直至搅拌成颗粒状，

即为定植块保水层基质；

[0063] 称取合适比例的土壤和营养土(总重量为10kg)，放入搅拌机中，加入定量的稻草

秸秆，磷矿粉，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定量魔芋凝胶，再加入定量菌液，直至搅拌为

颗粒状，即为定植块种子层基质；

[0064] 将铁模具(长宽为20cm×20cm)放置于液压机下，将定量保水层基质放入铁模具内

(先加入3/4基质的量，在其上放入木制或竹制的条状物，再加入其余1/4的基质)，稍整平，

再加入定量的种子层基质，整平，均匀地撒入植物种子，其上再加入少许基质，操作液压机

压制成型。

[0065] 具体实施例如下：

[0066] 实施例1：

[0067] 称取10kg边坡土壤放入搅拌机，加入1000g稻草秸秆，400g蛭石，600g植物堆肥，

50g稻壳炭，75g磷矿粉，5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4kg凝胶，搅拌均匀后再加入

1000ml的菌液，搅拌直至呈颗粒状，制成定植块保水层基质；再称取4kg边坡土壤和6kg营养

土放入搅拌机，加入100g稻草秸秆，27g磷矿粉，3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2kg凝胶，

搅拌均匀后再加入300ml的菌液，搅拌直至呈颗粒状，制成定植块种子层基质；称取保水层

基质1.2kg，种子层基质0.3kg，置于铁模具内(定植块中间放入竹制或木制条状物)，整平后

均匀撒入9g苕子种子(或3g香根草种子，或5g黄香草木樨)，再撒上0.12kg种子层基质，整平

后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厚度为4.5cm)。

[0068] 实施例2：

[0069] 称取10kg边坡土壤放入搅拌机，加入1000g稻草秸秆，400g蛭石，600g植物堆肥，

50g稻壳炭，75g磷矿粉，5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4kg凝胶，搅拌均匀后再加入

1000ml的菌液，搅拌直至呈颗粒状，制成定植块保水层基质；再称取4kg边坡土壤和6kg营养

土放入搅拌机，加入100g稻草秸秆，27g磷矿粉，3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2kg凝胶，

搅拌均匀后再加入300ml的菌液，搅拌直至呈颗粒状，制成定植块种子层基质；称取保水层

基质0.6kg，种子层基质0.3kg，置于铁模具内(定植块中间放入竹制或木制条状物)，整平后

均匀撒入9g苕子种子(或3g香根草种子，或5g黄香草木樨)，再撒上0.12kg种子层基质，整平

后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厚度为3.0cm)。

[0070] 实施例3：

[0071] 称取10kg边坡土壤放入搅拌机，加入1200g稻草秸秆，500g蛭石，800g植物堆肥，

60g稻壳炭，62.5g磷矿粉，6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4.5kg凝胶，搅拌均匀后再加入

875ml的菌液，搅拌直至呈颗粒状，制成定植块保水层基质；再称取5kg边坡土壤和5kg营养

土放入搅拌机，加入125g稻草秸秆，24g磷矿粉，4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2kg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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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70ml的菌液，搅拌直至颗呈粒状，制成定植块种子层基质；称取保水层

基质1.2kg，种子层基质0.3kg，置于铁模具内(定植块中间放入竹制或木制条状物)，整平后

均匀撒入9g苕子种子(或3g香根草种子，或5g黄香草木樨)，再撒上0.12kg种子层基质，整平

后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厚度为4.5cm)。

[0072] 实施例4：

[0073] 称取10kg边坡土壤放入搅拌机，加入1200g稻草秸秆，500g蛭石，800g植物堆肥，

60g稻壳炭，62.5g磷矿粉，6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4.5kg凝胶，搅拌均匀后再加入

875ml的菌液，搅拌直至呈颗粒状，制成定植块保水层基质；再称取5kg边坡土壤和5kg营养

土放入搅拌机，加入125g稻草秸秆，24g磷矿粉，4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2kg凝胶，

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70ml的菌液，搅拌直至颗呈粒状，制成定植块种子层基质；称取保水层

基质0.6kg，种子层基质0.3kg，置于铁模具内(定植块中间放入竹制或木制条状物)，整平后

均匀撒入9g苕子种子(或3g香根草种子，或5g黄香草木樨)，再撒上0.12kg种子层基质，整平

后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厚度为3.0cm)。

[0074] 实施例5：

[0075] 称取10kg边坡土壤放入搅拌机，加入1400g稻草秸秆，600g蛭石，1000g植物堆肥，

70g稻壳炭，50g磷矿粉，7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5kg凝胶，搅拌均匀后再加入

750ml的菌液，搅拌直至呈颗粒状，制成定植块保水层基质；再称取6kg边坡土壤和4kg营养

土放入搅拌机，加入150g稻草秸秆，21g磷矿粉，5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2kg凝胶，

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40ml的菌液，搅拌直至颗呈粒状，制成定植块种子层基质；称取保水层

基质1.2kg，种子层基质0.3kg，置于铁模具内(定植块中间放入竹制或木制条状物)，整平后

均匀撒入9g苕子种子(或3g香根草种子，或5g黄香草木樨)，再撒上0.12kg种子层基质，整平

后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厚度为4.5cm)。

[0076] 实施例6：

[0077] 称取10kg边坡土壤放入搅拌机，加入1400g稻草秸秆，600g蛭石，1000g植物堆肥，

70g稻壳炭，50g磷矿粉，7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5kg凝胶，搅拌均匀后再加入

750ml的菌液，搅拌直至呈颗粒状，制成定植块保水层基质；再称取6kg边坡土壤和4kg营养

土放入搅拌机，加入150g稻草秸秆，21g磷矿粉，5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2kg凝胶，

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40ml的菌液，搅拌直至颗呈粒状，制成定植块种子层基质；称取保水层

基质0.6kg，种子层基质0.3kg，置于铁模具内(定植块中间放入竹制或木制条状物)，整平后

均匀撒入9g苕子种子(或3g香根草种子，或5g黄香草木樨)，再撒上0.12kg种子层基质，整平

后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厚度为3.0cm)。

[0078] 实施例7：

[0079] 称取10kg边坡土壤放入搅拌机，加入1600g稻草秸秆，700g蛭石，1200g植物堆肥，

80g稻壳炭，37.5g磷矿粉，8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5.5kg凝胶，搅拌均匀后再加入

625ml的菌液，搅拌直至呈颗粒状，制成定植块保水层基质；再称取7kg边坡土壤和3kg营养

土放入搅拌机，加入175g稻草秸秆，18g磷矿粉，6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2kg凝胶，

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10ml的菌液，搅拌直至颗呈粒状，制成定植块种子层基质；称取保水层

基质1.2kg，种子层基质0.3kg，置于铁模具内(定植块中间放入竹制或木制条状物)，整平后

均匀撒入9g苕子种子(或3g香根草种子，或5g黄香草木樨)，再撒上0.12kg种子层基质，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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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厚度为4.5cm)。

[0080] 实施例8：

[0081] 称取10kg边坡土壤放入搅拌机，加入1600g稻草秸秆，700g蛭石，1200g植物堆肥，

80g稻壳炭，37.5g磷矿粉，8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5.5kg凝胶，搅拌均匀后再加入

625ml的菌液，搅拌直至呈颗粒状，制成定植块保水层基质；再称取7kg边坡土壤和3kg营养

土放入搅拌机，加入175g稻草秸秆，18g磷矿粉，60g生石灰，1L水，搅拌均匀后加入2kg凝胶，

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10ml的菌液，搅拌直至颗呈粒状，制成定植块种子层基质；称取保水层

基质0.6kg，种子层基质0.3kg，置于铁模具内(定植块中间放入竹制或木制条状物)，整平后

均匀撒入9g苕子种子(或3g香根草种子，或5g黄香草木樨)，再撒上0.12kg种子层基质，整平

后在液压机下压成块状(厚度为3.0cm)。

[0082] 具体实施例的生态捆性能指标：

[0083] 持水量变化图，如附图2所示；

[0084] 所述持水量变化，即将制作的不同基质比例及不同厚薄的定植块用水浇透，每日

对定植块进行称重，记录。

[0085] 定植块发芽率，如附图3所示；

[0086] 定植块植物生长高度，如附图4，5所示；

[0087] 定植块地上部生物量，如附图6所示；

[0088] 所述地上部生物量，植物生长40天后，将生态捆地上植物全部收割，测植物鲜重，

即表示该生态捆的地上部生物量。

[0089] 定植块穿透量，如附图7所示；

[0090] 所述定植块穿透量，即植株根系穿透定植块的根系数量。

[009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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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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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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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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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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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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