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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

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及施工方法，属于矿山生态

恢复技术领域。本发明装置包括截水沟、PVC管、

排水沟、透水石垫片，岩质陡坡的坡顶开设截水

沟，截水沟的底部侧壁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通孔

向岩质陡坡坡面延伸，岩质陡坡的坡脚开设排水

沟，岩质陡坡坡面上固定设置PVC管且PVC管的布

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排水通

孔的出水口通过PVC连接管与PVC管顶端的进水

口连通，PVC管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内，PVC管内

每隔2~3m设置透水石垫片，PVC管的侧壁均匀开

设水流通孔，岩质陡坡坡面上铺设客土层且PVC

管均匀埋设在客土层中部。本发明可解决岩质陡

坡坡面客土基层容易渗水、蒸发导致干旱，客土

基层上的植被存活率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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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降雨浸润

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装置包括截水沟（1）、PVC管（3）、排水沟（5）、透水石垫片

（9），岩质陡坡的坡顶（10）开设截水沟（1），截水沟（1）的底部侧壁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通孔

向岩质陡坡坡面延伸，岩质陡坡的坡脚（11）开设排水沟（5），岩质陡坡坡面上固定设置PVC

管（3）且PVC管（3）的布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排水通孔的出水口通过PVC

连接管与PVC管（3）顶端的进水口连通，PVC管（3）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5）内，PVC管（3）内每

隔2~3  m设置透水石垫片（9），PVC管（3）的侧壁均匀开设水流通孔，岩质陡坡坡面上铺设客

土层（2）且PVC管（3）均匀埋设在客土层（2）中部；

施工方法为：

（1）按照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度和高度加工PVC管道，并根据坡面的不平整性坡度调整

PVC管以保证PVC管与坡面倾斜度一致；在PVC管道的侧壁均匀开设水流通孔，PVC管道内每

隔2~3m设置透水石垫片；

（2）在岩质陡坡的坡顶开挖截水沟，截水沟底部侧壁均匀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通孔向

岩质陡坡坡面延伸；

（3）在岩质陡坡的坡脚开挖排水沟；

（4）在岩质陡坡坡面均匀布置锚钉，PVC管通过锚钉均匀固定在岩质陡坡坡面，PVC管的

布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并保证PVC管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内；

（5）通过PVC连接管连通PVC管和截水沟底部侧壁的排水通孔；

（6）在岩质陡坡坡面上喷播客土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PVC管（3）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垂直距离为10~15  cm，相邻PVC管（3）的水平间距为1~  2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PVC管（3）通过锚钉（4）固定设置在岩质陡坡坡面上。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其

特征在于：PVC管（3）和PVC连接管的内部均填充设置有土工布（6）。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其

特征在于：PVC管（3）和PVC连接管的内部均填充设置有海绵（7）。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海绵（7）为圆筒柱状海绵，圆筒柱状海绵的空心筒中填充设置腐殖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排水沟内均匀铺设有卵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排水通孔与PVC管（3）、PVC连接管的内径相同，PVC连接管与PVC管（3）的顶端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的PVC管道内还填充土工布、海绵或圆筒柱状海绵-腐殖土，步骤（3）的排水沟内铺

设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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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及施工方法，属于矿

山生态恢复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道路、交通、建筑等方面的进步也日益增大，对于各

种石材、矿山的开采也越来越多。但随着开山修路以及开采的深入，越来越多裸露的岩石边

坡也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岩质边坡不仅不利于美观，更容易发生风化，导致石块

的滑落甚至整个边坡的失稳。于是新型的客土喷播技术便应运而生。

[0003] 我们在进一步的实施客土喷播技术的过程中，尤其是这种在岩质边坡上进行客土

喷播的施工便出现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在施工完成后，初期，植物生长稳定而快速，但

由于岩质边坡本身不具有保水性，很难保证客土层内随时保持充足的水分用于植物的生

长，尤其是当遭遇太阳照射强度大、连续干旱的情况下。客土层内的水分很快便会蒸发，而

与客土层相接触的岩壁无法及时给土层补充水分，客土内的植物便会快速的枯萎消亡。这

样便导致了整个喷播的失效，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在陡峭岩质边坡上进行客土喷播后，无法保证客土含水量的问

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及施工方法，本发明方法

使在客土层上生长的植物能够保持充足的水分，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保证客土喷播的效果。

[0005] 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包括截水沟1、PVC管3、排水沟

5、透水石垫片9，岩质陡坡的坡顶10开设截水沟1，截水沟1的底部侧壁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

通孔向岩质陡坡坡面延伸，岩质陡坡的坡脚11开设排水沟5，岩质陡坡坡面上固定设置PVC

管3且PVC管3的布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排水通孔的出水口通过PVC连接

管与PVC管3顶端的进水口连通，PVC管3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5内，PVC管3内每隔2~  m设置透

水石垫片9，PVC管3的侧壁均匀开设水流通孔，岩质陡坡坡面上铺设客土层2且PVC管3均匀

埋设在客土层2中部。

[0006] 所述PVC管3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垂直距离为10~  15cm，相邻PVC管3的水平间距为1~ 

2m；

[0007] 所述PVC管3通过锚钉4固定设置在岩质陡坡坡面上；

[0008] 所述PVC管3和PVC连接管的内部均填充设置有土工布6；

[0009] 所述PVC管3和PVC连接管的内部均填充设置有海绵7；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海绵7为圆筒柱状海绵，圆筒柱状海绵的空心筒中填充设置腐殖

土；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排水沟内均匀铺设有卵石；

[0012] 所述排水通孔与PVC管3、PVC连接管的内径相同，PVC连接管与PVC管3的顶端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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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0013] 所述PVC管的管内径为200~250  mm，管壁厚3~  4mm，管壁水流通孔直径为5~8  mm，

PVC管纵向上水流通孔的间距为30~35  mm。

[0014] 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15] （1）按照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度和高度加工PVC管道，并根据坡面的不平整性坡度

调整PVC管以保证PVC管与坡面倾斜度一致；在PVC管道的侧壁均匀开设水流通孔，PVC管道

内每隔2~3  m设置透水石垫片；

[0016] （2）在岩质陡坡的坡顶开挖截水沟，截水沟底部侧壁均匀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通

孔向岩质陡坡坡面延伸；

[0017] （3）在岩质陡坡的坡脚开挖排水沟；

[0018] （4）在岩质陡坡坡面均匀布置锚钉，PVC管通过锚钉均匀固定在岩质陡坡坡面，PVC

管的布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并保证PVC管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内；

[0019] （5）通过PVC连接管连通PVC管和截水沟底部侧壁的排水通孔；

[0020] （6）在岩质陡坡坡面上喷播客土层。

[0021] 所述步骤（1）的PVC管道内还填充土工布、海绵或圆筒柱状海绵-腐殖土，步骤（3）

的排水沟内铺设卵石。

[0022] 所述透水石垫片可保护管内水分、减少水分流失；

[0023] 所述排水沟内铺设卵石可减缓水的流速，更好的保证PVC管内的蓄水功能；

[0024] PVC管的长度以及管体是否进行弯折需要根据坡面的情况进行设计，在有较大凸

起无法平整的坡面处，可以使PVC管顺着坡面的凸起情况适当的进行弯折，使PVC保水管可

以更好地契合坡面；

[0025] PVC管距离坡面的垂直距离可以根据将要进行的客土喷播的厚度进行取舍，保证

客土喷播之后，PVC管体位于客土层厚度的中间位置，使客土将PVC保水管包裹起来，使PVC

管内的水分在干旱或是日照过度的情况下能够更有效的将管内水分输送到整个客土层内。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有效利用雨水，通过截水沟将雨水导入具有保水作用的PVC管内，使PVC

管内保持有充足的水分，当遇到连续的日照、干旱情况下，通过保水管内水分的释放，有效

解决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容易渗水、蒸发导致干旱，客土基层上的植被存活率低的问题；

[0028] （2）本发明保水PVC管中的水分来自截水沟内的雨水，不需要人工补水，成本低、效

率高；

[0029] （3）本发明通过对PVC管材进行加工以及特有的施工工艺，可以有效防止植生层植

物因为缺水而造成的枯萎，有利于客土喷播后植物的生长与养护；

[0030] （4）本发明施工方法便捷，成本低廉。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实施例1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施工剖视图；

[0032] 图2为实施例1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施工主视图；

[0033] 图3为实施例1PVC管与土工布装配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4为实施例1PVC管与土工布装配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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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5为实施例2  PVC管与圆筒柱状海绵-腐殖土装配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6为实施例2  PVC管与圆筒柱状海绵-腐殖土装配的俯视图；

[0037] 图7为实施例3  PVC管与海绵装配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8为实施例3PVC管与土工布海绵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

于所述内容。

[0040] 实施例1：如图1~4所示，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包括截

水沟1、PVC管3、排水沟5、透水石垫片9，岩质陡坡的坡顶10开设截水沟1，截水沟1的底部侧

壁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通孔向岩质陡坡坡面延伸，岩质陡坡的坡脚11开设排水沟5，岩质陡

坡坡面上固定设置PVC管3且PVC管3的布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排水通孔

的出水口通过PVC连接管与PVC管3顶端的进水口连通，PVC管3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5内，PVC

管3内每隔2m设置透水石垫片9，PVC管3的侧壁均匀开设水流通孔，岩质陡坡坡面上铺设客

土层2且PVC管3均匀埋设在客土层2中部；

[0041] PVC管3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垂直距离为10cm，相邻PVC管3的水平间距为1  m；

[0042] PVC管3通过锚钉4固定设置在岩质陡坡坡面上；

[0043] PVC管3和PVC连接管的内部均填充设置有土工布6；

[0044] 排水沟内均匀铺设有卵石；

[0045] 排水通孔与PVC管3、PVC连接管的内径相同，PVC连接管与PVC管3的顶端固定连接；

PVC管的管内径为200mm，管壁厚3  mm，管壁水流通孔直径为5mm，PVC管纵向上水流通孔的间

距为30  mm；

[0046] 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47] （1）按照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度和高度加工PVC管道，并根据坡面的不平整性坡度

调整PVC管以保证PVC管与坡面倾斜度一致；在PVC管道的侧壁均匀开设水流通孔，PVC管道

内还填充土工布，PVC管道内每隔2m设置透水石垫片，透水石垫片可保护管内水分、减少水

分流失；

[0048] （2）在岩质陡坡的坡顶开挖截水沟，截水沟底部侧壁均匀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通

孔向岩质陡坡坡面延伸；

[0049] （3）在岩质陡坡的坡脚开挖排水沟，排水沟内铺设卵石，可减缓水的流速，更好的

保证PVC管内的蓄水功能，

[0050] （4）在岩质陡坡坡面均匀布置锚钉，PVC管通过锚钉均匀固定在岩质陡坡坡面，PVC

管的布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并保证PVC管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内；

[0051] （5）通过PVC连接管连通PVC管和截水沟底部侧壁的排水通孔；

[0052] （6）在岩质陡坡坡面上喷播客土层；

[0053] PVC管的长度以及管体是否进行弯折需要根据坡面的情况进行设计，在有较大凸

起无法平整的坡面处，可以使PVC管顺着坡面的凸起情况适当的进行弯折，使PVC保水管可

以更好地契合坡面；

[0054] PVC管距离坡面的垂直距离可以根据将要进行的客土喷播的厚度进行取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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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土喷播之后，PVC管体位于客土层厚度的中间位置，使客土将PVC保水管包裹起来，使PVC

管内的水分在干旱或是日照过度的情况下能够更有效的将管内水分输送到整个客土层内。

[0055] 实施例2：如图1~2、5~6所示，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包

括截水沟1、PVC管3、排水沟5、透水石垫片9，岩质陡坡的坡顶10开设截水沟1，截水沟1的底

部侧壁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通孔向岩质陡坡坡面延伸，岩质陡坡的坡脚11开设排水沟5，岩

质陡坡坡面上固定设置PVC管3且PVC管3的布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排水

通孔的出水口通过PVC连接管与PVC管3顶端的进水口连通，PVC管3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5

内，PVC管3内每隔3  m设置透水石垫片9，PVC管3的侧壁均匀开设水流通孔，岩质陡坡坡面上

铺设客土层2且PVC管3均匀埋设在客土层2中部；

[0056] PVC管3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垂直距离为  15cm，相邻PVC管3的水平间距为2  m；

[0057] PVC管3通过锚钉4固定设置在岩质陡坡坡面上；

[0058] PVC管3和PVC连接管的内部均填充设置有海绵7；海绵7为圆筒柱状海绵，圆筒柱状

海绵的空心筒中填充设置腐殖土；

[0059] 排水沟内均匀铺设有卵石；

[0060] 排水通孔与PVC管3、PVC连接管的内径相同，PVC连接管与PVC管3的顶端固定连接；

PVC管的管内径为250mm，管壁厚  4mm，管壁水流通孔直径为  8mm，PVC管纵向上水流通孔的

间距为35  mm；

[0061] 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62] （1）按照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度和高度加工PVC管道，并根据坡面的不平整性坡度

调整PVC管以保证PVC管与坡面倾斜度一致；在PVC管道的侧壁均匀开设水流通孔，PVC管道

内还填充圆筒柱状海绵-腐殖土，PVC管道内每隔3  m设置透水石垫片，透水石垫片可保护管

内水分、减少水分流失；

[0063] （2）在岩质陡坡的坡顶开挖截水沟，截水沟底部侧壁均匀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通

孔向岩质陡坡坡面延伸；

[0064] （3）在岩质陡坡的坡脚开挖排水沟，排水沟内铺设卵石，可减缓水的流速，更好的

保证PVC管内的蓄水功能，

[0065] （4）在岩质陡坡坡面均匀布置锚钉，PVC管通过锚钉均匀固定在岩质陡坡坡面，PVC

管的布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并保证PVC管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内；

[0066] （5）通过PVC连接管连通PVC管和截水沟底部侧壁的排水通孔；

[0067] （6）在岩质陡坡坡面上喷播客土层；

[0068] PVC管的长度以及管体是否进行弯折需要根据坡面的情况进行设计，在有较大凸

起无法平整的坡面处，可以使PVC管顺着坡面的凸起情况适当的进行弯折，使PVC保水管可

以更好地契合坡面；

[0069] PVC管距离坡面的垂直距离可以根据将要进行的客土喷播的厚度进行取舍，保证

客土喷播之后，PVC管体位于客土层厚度的中间位置，使客土将PVC保水管包裹起来，使PVC

管内的水分在干旱或是日照过度的情况下能够更有效的将管内水分输送到整个客土层内。

[0070] 实施例3：如图1~2、7~8所示，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装置，包

括截水沟1、PVC管3、排水沟5、透水石垫片9，岩质陡坡的坡顶10开设截水沟1，截水沟1的底

部侧壁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通孔向岩质陡坡坡面延伸，岩质陡坡的坡脚11开设排水沟5，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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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陡坡坡面上固定设置PVC管3且PVC管3的布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排水

通孔的出水口通过PVC连接管与PVC管3顶端的进水口连通，PVC管3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5

内，PVC管3内每隔  2m设置透水石垫片9，PVC管3的侧壁均匀开设水流通孔，岩质陡坡坡面上

铺设客土层2且PVC管3均匀埋设在客土层2中部；

[0071] PVC管3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垂直距离为12  cm，相邻PVC管3的水平间距为2  m；

[0072] PVC管3通过锚钉4固定设置在岩质陡坡坡面上；

[0073] PVC管3和PVC连接管的内部均填充设置有海绵7；

[0074] 排水沟内均匀铺设有卵石；

[0075] 排水通孔与PVC管3、PVC连接管的内径相同，PVC连接管与PVC管3的顶端固定连接；

PVC管的管内径为220  mm，管壁厚4  mm，管壁水流通孔直径为7  mm，PVC管纵向上水流通孔的

间距为32  mm；

[0076] 一种利用降雨浸润岩质陡坡坡面客土基层的施工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77] （1）按照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度和高度加工PVC管道，并根据坡面的不平整性坡度

调整PVC管以保证PVC管与坡面倾斜度一致；在PVC管道的侧壁均匀开设水流通孔，PVC管道

内还填充海绵，PVC管道内每隔2  m设置透水石垫片，透水石垫片可保护管内水分、减少水分

流失；

[0078] （2）在岩质陡坡的坡顶开挖截水沟，截水沟底部侧壁均匀开设排水通孔且排水通

孔向岩质陡坡坡面延伸；

[0079] （3）在岩质陡坡的坡脚开挖排水沟，排水沟内铺设卵石，可减缓水的流速，更好的

保证PVC管内的蓄水功能，

[0080] （4）在岩质陡坡坡面均匀布置锚钉，PVC管通过锚钉均匀固定在岩质陡坡坡面，PVC

管的布置方向与岩质陡坡坡面的倾斜方向一致并保证PVC管的底端延伸至排水沟内；

[0081] （5）通过PVC连接管连通PVC管和截水沟底部侧壁的排水通孔；

[0082] （6）在岩质陡坡坡面上喷播客土层；

[0083] PVC管的长度以及管体是否进行弯折需要根据坡面的情况进行设计，在有较大凸

起无法平整的坡面处，可以使PVC管顺着坡面的凸起情况适当的进行弯折，使PVC保水管可

以更好地契合坡面；

[0084] PVC管距离坡面的垂直距离可以根据将要进行的客土喷播的厚度进行取舍，保证

客土喷播之后，PVC管体位于客土层厚度的中间位置，使客土将PVC保水管包裹起来，使PVC

管内的水分在干旱或是日照过度的情况下能够更有效的将管内水分输送到整个客土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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