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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

构，包括垂直阻隔系统，所述垂直阻隔系统从地

表延伸嵌入到地下隔水层内，并环绕填埋物一

周，阻止填埋物中的污染物在地下水平向扩散，

还包括水平覆盖系统，所述水平覆盖系统位于垂

直阻隔系统内部，水平覆盖系统外缘与垂直阻隔

系统相连接，将填埋物整体覆盖，阻止雨水与填

埋物混合，减少渗滤液的产生；通过技术方案，可

有效隔离非正规填埋场渗滤液扩散，阻断地表水

和地下水与填埋物的接触，保护土壤和地下水，

恢复自然生态。也可以用来治理无序堆存的废弃

污染物、运营过程中，已经出现渗漏的填埋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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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包括垂直阻隔系统，所述垂直阻隔系统从地表

延伸嵌入到地下隔水层内，并环绕填埋物一周，阻止填埋物中的污染物在地下水平向扩散，

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水平覆盖系统，所述水平覆盖系统位于垂直阻隔系统内部，水平覆盖系

统外缘与垂直阻隔系统相连接，将填埋物整体覆盖，阻止雨水与填埋物混合，减少渗滤液的

产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还包括环场排水沟，所述环场

排水沟设置在垂直阻隔系统内侧，并沿水平覆盖系统环绕一周，环场排水沟两侧分别与垂

直阻隔系统和水平覆盖系统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阻

隔系统由垂直阻隔膜、垂直阻隔墙、底部密封和导墙构成，所述垂直阻隔膜下端延伸嵌入到

地下隔水层内两米，在垂直阻隔膜下端两侧设置有底部密封，垂直阻隔墙设置在垂直阻隔

膜两侧的底部密封上，导墙设置在垂直阻隔墙上端两侧，所述垂直阻隔膜的上端与水平覆

盖系统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阻隔膜

为3.0mm厚HDPE光面膜，所述底部密封为利用化学灌浆材料，填充垂直阻隔膜两侧的垂直阻

隔墙下方与隔水层之间的间隙，底部密封的密封高度大于1m，底部密封的密封界面的渗透

系数不超过1×10-7cm/s。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墙上面位

于地表，采用对称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间间隔为60~100cm的距离，将位于地表下方的垂直

阻隔膜和垂直阻隔墙夹在中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覆盖系

统由导气层、水平辅助防渗层、水平防渗层、排水层、支撑土层、营养土层构成，所述导气层

为复合土工排水网，其下方紧贴填埋物，所述水平辅助防渗层为钠基膨润土防水毯设置在

导气层的上方，所述水平防渗层为HDPE双糙面膜设置在水平辅助防渗层上方，所述排水层

为加筋土工网垫设置在水平防渗层上方，所述支撑土层为不含石块的土壤铺覆在排水层

上，所述营养土层为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铺设在支撑土层上，在营养土层的土壤里面栽种

有植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气层为

6mm厚复合土工排水网，所述水平辅助防渗层为4800g/m2钠基膨润土防水毯，所述水平防渗

层为1.0mm厚HDPE双糙面膜，所述排水层为600g/m2加筋土工网垫，所述支撑土层为50cm厚

不含石块土壤，所述营养土层为20cm厚适合植物生长的营养土壤。

8.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辅

助防渗层和水平防渗层外缘分别延伸至邻近的垂直阻隔系统的导墙顶面上，所述水平防渗

层与垂直阻隔系统的垂直阻隔膜焊接相连为一体。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场排水沟

由沟壁、汇水管、过滤层构成，所述沟壁为混凝土结构制成的沟槽状，所述汇水管为若干根

分别沿水平方向与沟壁内侧垂直穿通，所述沟壁的内侧壁外侧的防渗层上设置有过滤层，

汇水管的另一端设置在过滤层中，所述过滤层与水平覆盖系统中的排水层相对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沟壁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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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30cm，靠近填埋物的内侧立面高于另一侧50cm，所述汇水管为DN100  PVC开孔管，所述

过滤层为级配砾石铺设，级配砾石直径为20~40mm，过滤层高度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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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环保生态封场，特别是涉及一种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加快，固废处置和工业生产污染

的防控，都会用到防渗系统，而早期的非正规填埋场，污染防控措施不到位，对周边土壤和

地下水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一些正规垃圾填埋场污染防控措施不到位，产生的渗滤

液、填埋气对周边土壤和地下水也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0003] 在现有的封场技术中，主要以水平覆盖的形式，阻隔了填埋区域地面降水的入渗

和填埋气的无序排放，但没有真正解决好填埋场内部渗滤液的周边扩散，也没有控制好地

下水与填埋物之间的交叉污染。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通过

本技术方案，将垂直阻隔系统与水平覆盖系统和环场排水沟的有机结合，利用HDPE土工膜、

钠基膨润土防水毯、复合土工排水网、加筋土工网垫等材料，构建立体式复合生态封场结

构，可有效解决非正规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污染问题，减少渗滤液的产量，控制垃圾和渗滤液

对周边环境的进一步污染，恢复生态，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实现安全封场。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

封场结构，包括垂直阻隔系统，所述垂直阻隔系统从地表延伸嵌入到隔水层内，并环绕填埋

物一周，阻止填埋物中的污染物在地下水平向扩散，还包括水平覆盖系统，所述水平覆盖系

统位于垂直阻隔系统内部，水平覆盖系统外缘与垂直阻隔系统相连接，将填埋物整体覆盖，

阻止雨水与填埋物混合，减少渗滤液的产生。

[0006]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包括环场排水沟，所述环场排水沟设置在垂直阻隔系

统内侧，并沿水平覆盖系统环绕一周，环场排水沟两侧分别与垂直阻隔系统和水平覆盖系

统相连。

[0007]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垂直阻隔系统由垂直阻隔膜、垂直阻隔墙、底部密封

和导墙构成，所述垂直阻隔膜下端延伸嵌入到地下隔水层内两米，在垂直阻隔膜下端两侧

设置有底部密封，垂直阻隔墙设置在垂直阻隔膜两侧的底部密封上，导墙设置在垂直阻隔

墙上端两侧，所述垂直阻隔膜的上端与水平覆盖系统相连。

[0008]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垂直阻隔膜为3.0mm厚HDPE光面膜，所述底部密封为

利用化学灌浆材料，填充垂直阻隔膜两侧的垂直阻隔墙下方与隔水层之间的间隙，底部密

封的密封高度大于1m，底部密封的密封界面的渗透系数不超过1×10-7cm/s。

[0009]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导墙上面位于地表，采用对称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

间间隔为60~100cm的距离，将位于地表下方的垂直阻隔膜和垂直阻隔墙夹在中间。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水平覆盖系统由导气层、水平辅助防渗层、水平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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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排水层、支撑土层、营养土层构成，所述导气层为复合土工排水网，其下方紧贴填埋物，

所述水平辅助防渗层为钠基膨润土防水毯设置在导气层的上方，所述水平防渗层为HDPE双

糙面膜设置在水平辅助防渗层上方，所述排水层为加筋土工网垫设置在水平防渗层上方，

所述支撑土层为不含石块的土壤铺覆在排水层上，所述营养土层为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

铺设在支撑土层上，在营养土层的土壤里面栽种有植物。

[0011]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导气层为6mm厚复合土工排水网，所述水平辅助防渗

层为4800g/m2钠基膨润土防水毯，所述水平防渗层为1.0mm厚HDPE双糙面膜，所述排水层为

600g/m2加筋土工网垫，所述支撑土层为50cm厚不含石块土壤，所述营养土层为20cm厚适合

植物生长的营养土壤。

[0012]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水平辅助防渗层和水平防渗层外缘分别延伸至邻近

的垂直阻隔系统的导墙顶面上，所述水平防渗层与垂直阻隔系统的垂直阻隔膜焊接相连为

一体。

[0013]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环场排水沟由沟壁、汇水管、过滤层构成，所述沟壁

为混凝土结构制成的沟槽状，作所述汇水管为若干根分别沿水平方向与沟壁内侧垂直穿

通，所述沟壁的内侧壁外侧的水沟防渗层上设置有过滤层，汇水管的另一端设置在过滤层

中，所述过滤层与水平覆盖系统中的排水层相对接。

[0014]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沟壁的厚度为30cm，靠近填埋物的内侧立面高于另

一侧50cm，所述汇水管为DN100  PVC开孔管，所述过滤层为级配砾石铺设，级配砾石直径为

20~40mm，过滤层高度30cm。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后的有益效果是：一种立体式环保复合封场结构，通过技术方

案，可有效隔离非正规填埋场渗滤液扩散，阻断地表水和地下水与填埋物的接触，保护土壤

和地下水，恢复自然生态。也可以用来治理无序堆存的废弃污染物、运营过程中，已经出现

渗漏的填埋场等。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垂直阻隔系统、2隔水层、3填埋物、4水平覆盖系统、5环场排水沟、6垂直阻

隔膜、7垂直阻隔墙、8底部密封、9导墙、10导气层、11水平辅助防渗层、12水平防渗层、13排

水层、14支撑土层、15营养土层、16沟壁、17汇水管、18过滤层、19自然土壤。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中具体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9] 如图1所示，本发明涉及的立体式环保复合生态封场结构，包括垂直阻隔系统1，所

述垂直阻隔系统1从地表延伸嵌入到地下隔水层2内，并环绕填埋物3一周，阻止填埋物3中

的污染物在地下水平向扩散，还包括水平覆盖系统4，所述水平覆盖系统4位于垂直阻隔系

统1内部，水平覆盖系统4外缘与垂直阻隔系统1相连接，将填埋物3整体覆盖，阻止雨水与填

埋物3混合，减少渗滤液的产生。

[0020]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例，还包括环场排水沟5，所述环场排水沟5设置在垂直阻隔系

统1内侧，并沿水平覆盖系统4环绕一周，环场排水沟5两侧分别与垂直阻隔系统1和水平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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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系统4相连。

[0021]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例，所述垂直阻隔系统1由垂直阻隔膜6、垂直阻隔墙7、底部密

封8和导墙9构成，所述垂直阻隔膜6下端延伸嵌入到地下隔水层2内两米，在垂直阻隔膜6下

端两侧设置有底部密封8，垂直阻隔墙7设置在垂直阻隔膜6两侧的底部密封8上，导墙9设置

在垂直阻隔墙7上端两侧，所述垂直阻隔膜6的上端与水平覆盖系统4相连。

[0022]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例，所述垂直阻隔膜6为3.0mm厚HDPE光面膜，所述底部密封8为

利用化学灌浆材料，填充垂直阻隔膜6两侧的垂直阻隔墙7下方与隔水层2之间的间隙，底部

密封8的密封高度大于1m，底部密封8的密封界面的渗透系数不超过1×10-7cm/s。

[0023]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例，所述导墙9上面位于地表，采用对称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

间间隔为60-100cm的距离，将位于地表下方的垂直阻隔膜6和垂直阻隔墙7夹在中间。

[0024]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例，所述水平覆盖系统4由导气层10、水平辅助防渗层11、水平

防渗层12、排水层3、支撑土层14、营养土层15构成，所述导气层10为复合土工排水网，其下

方紧贴填埋物3，所述水平辅助防渗层11为钠基膨润土防水毯设置在导气层10的上方，所述

水平防渗层12为HDPE双糙面膜设置在水平辅助防渗层11上方，所述排水层13为加筋土工网

垫设置在水平防渗层12上方，所述支撑土层14为不含石块的土壤铺覆在排水层13上，所述

营养土层15为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铺设在支撑土层14上，在营养土层15的土壤里面栽种

有植物。

[0025]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例，所述导气层10为6mm厚复合土工排水网，所述水平辅助防渗

层11为4800g/m2钠基膨润土防水毯，所述水平防渗层12为1.0mm厚HDPE双糙面膜，所述排水

层13为600g/m2加筋土工网垫，所述支撑土层14为50cm厚不含石块土壤，所述营养土层15为

20cm厚适合植物生长的营养土壤。

[0026]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例，所述水平辅助防渗层11和水平防渗层12外缘分别延伸至邻

近的垂直阻隔系统1的导墙9顶面上，所述水平防渗层12与垂直阻隔系统1的垂直阻隔膜6焊

接相连为一体。

[0027]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例，所述环场排水沟5由沟壁16、汇水管17、过滤层18构成，所述

沟壁16为混凝土结构制成的沟槽状，作为环场排水沟5的水沟辅助防渗层19和水沟防渗层

20设置在沟壁16的外侧和底部上，水沟辅助防渗层19和水沟防渗层20的内侧分别与水平覆

盖系统4中的水平辅助防渗层11和水平防渗层12相连为一体，水沟辅助防渗层19和水沟防

渗层20的外侧分别延伸至邻近的垂直阻隔系统1的导墙9顶面上，所述水沟防渗层20与垂直

阻隔系统1的垂直阻隔膜6焊接相连为一体，所述汇水管17为若干根分别沿水平方向与沟壁

16内侧垂直穿通，所述沟壁16的内侧壁外侧的水沟防渗层20上设置有过滤层18，汇水管17

的另一端设置在过滤层18中，所述过滤层18与水平覆盖系统4中的排水层13相对接。

[0028] 作为进一步的实施例，所述沟壁16的厚度为30cm，靠近填埋物3的内侧立面高于另

一侧50cm，所述汇水管17为DN100  PVC开孔管，所述过滤层18为级配砾石铺设，级配砾石直

径为20~40mm，过滤层18高度30cm。

[0029] 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所述垂直阻隔系统1需环绕填埋物3一周，垂直阻隔膜6连续完

整，各幅间严密集合，中间不能间断，水平覆盖系统4实施前，需对填埋物3进行整形，使边坡

不陡于1:4，确保水平覆盖系统4的稳定性，支撑土层14及营养土层15不出现滑坡；排水层13

采用了加筋土工网垫，具备较强的排水能力，同时起到对支撑土层14的加筋作用，提高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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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环场排水沟5有效将水平覆盖系统4上汇聚的雨水导排，过滤层18起到过滤净化的作

用，减少进入环场排水沟5中的泥沙，汇水管17在降雨量较小时，汇聚的地表水从管内流入

环场排水沟5中，当降雨量较大时，汇水可以从靠近水平覆盖系统4一侧的沟壁16立面顶部

溢入环场排水沟5中，使汇水经过一次沉淀，以减少排水中的悬浮物。

[0030] 本发明的实施例中，HDPE土工膜的渗透系数小于10-12cm/s，可以使填埋物3与周边

环境之间的迁移扩散系数降低到10-12cm/s数量级，构建了一道立体式环保防渗屏障，使填

埋物3与周边自然土壤19和地下水、地表水隔离，减少了渗滤液的产生量，阻隔了其在地下

的污染扩散路径，并通过营养土层15规划栽种植物，恢复自然生态，打造生态公园。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可行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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