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233930.7

(22)申请日 2020.03.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364486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7.03

(73)专利权人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

地址 250031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

西路576号

(72)发明人 李帅　苏聚卿　赵国　娄文杰　

崔玉桥　徐洪明　王玉兰　徐旺　

姬冬　孙昌海　王咸林　魏东旭　

闫见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圣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7221

代理人 赵敏玲

(51)Int.Cl.

E02D 17/20(2006.01)

E02D 29/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8104113 A,2018.06.01

CN 207160058 U,2018.03.30

CN 110130419 A,2019.08.16

审查员 宋相兵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

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

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及方法，属于路桥领域，能快

速提高土体抗剪指标，能在险情出现的早期快速

稳定边坡，降低造价，保证道路正常运营，其中装

置包括抗滑桩、变形监测钢管桩、微型钢管桩群

以及桩间挡土板，抗滑桩插接于原有的滑动面

中，抗滑桩插接变形监测钢管桩以对岩层或土体

进行变形监测，微型钢管桩群设置于抗滑桩的前

侧，微型钢管桩顶部设置桩顶平台；在相邻的抗

滑桩间，设置桩间挡土板，桩间挡土板锚固于基

岩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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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抗滑桩、变形监测

钢管桩、微型钢管桩群以及桩间挡土板，抗滑桩插接于原有的滑动面中，抗滑桩插接变形监

测钢管桩以对岩层或土体进行变形监测，微型钢管桩群设置于抗滑桩的前侧，微型钢管桩

顶部设置桩顶平台；坡脚边沟处设置抗滑挡土墙，所述桩顶平台设置于在抗滑桩与抗滑挡

土墙之间；在相邻的抗滑桩间，设置桩间挡土板，桩间挡土板锚固于基岩层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抗

滑挡土墙为衡重式结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变

形监测钢管桩，埋置深度大于抗滑桩。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桩

间挡土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所述桩间挡土板通过挡土板锚索锚固于基岩层中。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桩头锚索、锚索、第一锚索框格梁和挂网客土喷播，桩头锚索一端固定于抗滑桩，另一端打

入基岩层中；锚索一端固定于第一锚索框格梁，另一端打入基岩层中，第一锚索框格梁和挂

网客土喷播布置于基岩层中。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基

岩层内具有滑动面，所述抗滑桩、桩头锚索、锚索均穿过滑动面。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抗

滑桩中心设有的用于连接所述变形监测钢管桩的孔洞。

8.一种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如权利要求1～7

任意一项所述的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拟定新增的滑动面位置后，对

边坡进行排水，在抗滑桩下端插接变形监测钢管桩，对锚索加固并张拉注浆，在相邻两个抗

滑桩间设置锚索挡土板，设置新的锚索并张拉注浆。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相邻

两个抗滑桩间设置锚索挡土板前，需要清除桩前松散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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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路桥领域，具体的，涉及一种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

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这里的陈述仅提供与本发明相关的背景技术，而不必然地构成现有技术。

[0003] 公路、铁路边坡在建设、运营阶段，受到连续降雨等不良天气或特殊地质灾害影响

下，造成坡体岩土力学指标持续下降，在老滑动面下部坡体产生新的下切滑动面，形成更

深、更大范围的滑面，新滑面的产生导致原有边坡加固措施不足以抵抗增加的下滑力而造

成抗滑桩倾斜、锚固措施失效。若不及时对上述边坡病害进行处置加固，边坡失稳下滑会导

致交通的中断，给物资运输、应急抢险带来较大的阻碍。

[0004] 发明人发现，常规的应急抢险因讨论方案的合理性、造价经济性、工序不合理，耽

误最佳的应急抢险时间，往往会花费更大的代价去治理。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

补救加固装置及方法，能快速提高土体抗剪指标，能在险情出现的早期快速稳定边坡，降低

造价，保证道路正常运营。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第一方面，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提供了一种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

置，包括抗滑桩、变形监测钢管桩、微型钢管桩群以及桩间挡土板，抗滑桩插接于原有的滑

动面中，抗滑桩插接变形监测钢管桩以对岩层或土体进行变形监测，微型钢管桩群设置于

抗滑桩的前侧，微型钢管桩顶部设置桩顶平台；在相邻的抗滑桩间，设置桩间挡土板，桩间

挡土板锚固于基岩层中。

[0008]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坡脚边沟处设置抗滑挡土墙，所述桩顶平台设置于在抗

滑桩与抗滑挡土墙之间。

[0009]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桩头锚索、锚索、第一锚索框格梁和挂网客土喷

播，桩头锚索一端固定于抗滑桩，另一端打入基岩层中；锚索一端固定于第一锚索框格梁，

另一端打入基岩层中，第一锚索框格梁和挂网客土喷播布置于基岩层中。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基岩层内具有滑动面，所述抗滑桩、桩头锚索、锚索

均穿过滑动面。

[0011] 第二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方

法，拟定新增的滑动面位置后，对边坡进行排水，在抗滑桩下端插接变形监测钢管桩，对锚

索加固并张拉注浆，在相邻两个抗滑桩间设置锚索挡土板，设置新的锚索并张拉注浆。

[0012]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在相邻两个抗滑桩间设置锚索挡土板前，需要清除桩前

松散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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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上述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1)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使用抗滑桩、变形监测钢管桩、微型钢管桩群以及桩

间挡土板对土体进行应急处理，其中变形监测肛管能够对当前土体变形情况进形监测，微

型钢管桩群能够对当前土体进行加固，桩间挡板能够防止桩间土的流失，本发明提供的技

术方案具备充足抗滑动能力，适用于紧急状态下的边坡土体修补。

[0015] 2)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对边坡进行排水，截排水能快速截断坡体外侧地表

水和地下水进入坡体，从而防止坡体中的静水压力或动水压力得到持续外在补充，通过坡

面设置的仰斜排水孔和坡脚处设置竖向的碎石渗井降低承压水水头等地下水疏排措施，快

速降低坡体一定范围内的地下水位，有效降低坡体的水压力作用。

[0016] 3)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在上部未设置有效锚固防护的边坡中设置锚固于基

岩的十字型锚索，边坡面设置锚索框格梁及挂网客土喷播，在抗滑桩中钻孔设置埋深更深

的钢管桩，钢管桩与抗滑桩固结，可有效提高抗滑桩的有效埋置深度，并可监测抗滑桩的变

形，起到提前预警的功能。抗滑桩前钻孔设置微型钢管桩群注浆，加固抗滑桩前土体，可进

一步提高抗滑桩的抗滑能力。相邻抗滑桩间设置桩间挡土板，并采用锚索锚固于基岩，可防

止桩间土的流失。

附图说明

[0017]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18] 图1是本发明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方式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方式的抗滑桩与挡土板连接示意图。

[0020] 图中：1、基岩层；2、老滑动面；3、新滑动面；4、抗滑桩；5、桩头锚索；6、锚索；7、第一

锚索框格梁；8、桩前填土；9、变形监测钢管桩；10、微型钢管桩；11、桩顶平台；12、桩间挡土

板锚索；13、桩间挡土板；14、十字型锚索；15、第二锚索框格梁；16、抗滑挡土墙；17、边沟。

[0021] 为显示各部位位置而夸大了互相间间距或尺寸，示意图仅作示意使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发明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发明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

常理解的相同含义。

[0023]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本发明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24] 为了方便叙述，本发明中如果出现“上”、“下”、“左”“右”字样，仅表示与附图本身

的上、下、左、右方向一致，并不对结构起限定作用,仅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

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设备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5] 术语解释部分：本发明中的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定”等术语应做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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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为一体；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

电连接，可以是直接连接，也可以是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连接，或

者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

述术语在本发明的具体含义。

[0026] 正如背景技术所介绍的，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

于抗滑桩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及方法，能快速提高土体抗剪指标，能在险情出现

的早期快速稳定边坡，降低造价，保证道路正常运营。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和的具体实施例

进行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典型的实施方法，请参考图1，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用于抗滑桩

边坡应急抢救的补救加固装置，包括设置在老滑动面2的原有边坡加固机构，原有边坡加固

机构包括抗滑桩4、桩头锚索5、锚索6、第一锚索框格梁7和挂网客土喷播；可以理解的是，原

有边坡加固机构的抗滑桩4打入老滑动面2中，桩头锚索5一端固定于抗滑桩4，另一端打入

新滑动面3，锚索6一端固定于第一锚索框格梁7，另一端打入新滑动面3，第一锚索框格梁7

布置于基岩层1中，挂网客土喷播布置于地面；

[0029] 本实施例中，对以上所述的原有边坡加固机构的具体改进在于，抗滑桩4插接变形

监测钢管桩9以对岩层或土体进行变形监测，在抗滑桩4的前侧设置微型钢管桩10，在坡脚

边沟17设置抗滑挡土墙16，在抗滑桩4与抗滑挡土墙16之间、微型钢管桩10顶部设置桩顶平

台11，所述桩顶平台11与抗滑挡土墙16、微型钢管桩10形成的组合，对抗滑桩4的抗滑能力

起到提高作用；此外，在相邻抗滑桩4间，设置桩间挡土板13，使用桩间挡土板锚索12锚固于

基岩层1中。

[0030] 所述微型钢管桩10设有多个，多个微型管桩形成微型管桩群。

[0031] 所述变形监测钢管桩9，埋置深度大于抗滑桩4，与抗滑桩4固结后，可增大抗滑桩4

的有效埋置深度，可监测抗滑桩4的变形，起到提前预警的功能；

[0032] 所述抗滑挡土墙16为衡重式结构，具有抗滑及抗倾覆稳定性；

[0033] 所述桩间挡土板13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通过桩间挡土板锚索12锚固于基岩层1中，

可防止桩间土的流失；

[0034] 同时，十字型锚索14连接于第二锚索框格梁15，本实施例中，第二锚索框格梁15设

置在三四级边坡，既满足边坡分级支档的原则，又能满足工作面同时开展。所述第二锚索框

格梁15及挂网客土喷播通过十字型锚索14锚固于基岩层1中，对上部边坡起到防护加固作

用，一定程度降低抗滑桩4受到的滑动力。

[0035] 需要注意的是，请参考图1，本实施例中的边坡由下到上依次共有四级。

[0036] 在一个具体的施工项目中，对原抗滑桩4因滑面下切造成的锚固段及抗滑力不足，

可利用原抗滑桩4进行改造，在原抗滑桩4中心增设钻孔，孔中埋设3‑5排竖向钢花管或型钢

作为变形监测钢管桩9，可验证下切滑面的真实性，并验证原抗滑桩4是否存在断桩等病害，

也可在钢花管绑扎应力应变计观测边坡在抢险及后期营运过程中的受力状态。可以理解的

是，应力应变计为本领域常用的一种观测装置，在此不再赘述。

[0037] 相邻的原抗滑桩4间增加锚索6挡土板，可对已经倾斜或者即将倾斜的原抗滑桩4

增加桩头约束力，形成多点梁式锚索抗滑桩4，充分利用原有抗滑桩并增加原有抗滑桩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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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性能。

[0038] 对抗滑桩4桩前设置的微型桩群，既能增加桩前土体的抗剪强度，对滑坡提供桩前

抗力，巩固坡脚。

[0039] 变形监测钢管桩9，其通过在所述抗滑桩4中钻孔埋置，埋置深度大于抗滑桩4，与

抗滑桩4固定连接；

[0040] 本实施例中的连接，均为拆卸式连接，例如螺栓连接、螺纹连接或者卡接等形式，

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即可。

[0041] 实施例2

[004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典型的实施方式，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用于抗滑桩4边坡应急

抢救的补救加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1)根据原地质剖面、地表位移及深层位移监测数据拟定新增的滑动面位置；

[0044] 2)在坡脚位置增设仰斜式排水孔，迅速降低坡体水位，间距5m，长度25m，排水孔填

充硬塑透水管(φ110mm)，内端头用2层无纺布包裹；迅速降低坡体水位的过程称为卸载，卸

载能快速减小坡体的潜在下滑力，从而快速提高坡体的稳定性，但卸载应确保不会引起后

部坡体的牵引变形；

[0045] 3)坡脚碎落台增加10m长碎石渗井，消散承压水位；

[0046] 4)在原边沟17处填筑碎石，有利于排水坡体水和承压水，并修补坡体裂缝；

[0047] 5)填筑反压土体；反压能快速增加坡体的抗滑力，从而快速提高坡体的稳定性，该

工艺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坡体病害抢险，但应在反压前确保不致变化坡体的水文地质，施工

前应做好坡脚的截、排水工程措施；

[0048] 6)在原抗滑桩4内部设置加长的竖向钢花管或型钢，可根据断面及受力要求设置3

～5根，增长抗滑桩4的嵌固端，并注浆；同时开展工作面，在三、四级边坡同步实施十字型锚

索14加固并张拉注浆；

[0049] 7)清除桩前松散土体，在两个抗滑桩4间增加2排锚索6挡土板，对原抗滑桩4进行

补强。

[0050] 8)桩前松散土体清楚完后，松散滑塌体的平台增设三排竖向钢花管加桩头锚索5，

并注浆增加桩前土体的抗滑力，坡脚设置3排钢花管注浆，管顶设系梁并设置一排6束锚索6

加固，最内侧钢花管与原抗滑桩4间距为1.25m；

[0051] 注浆材料采用P.O  42.5级水泥配制的纯水泥浆，一次注浆水泥：水＝1:0.5，在钢

花管与钻孔之间注浆，注浆压力不低于0.5Mpa；二次注浆为劈裂注浆，为钢花管内注浆，应

对管头做好封闭，水泥：水＝1：0.7，注浆压力不低于2Mpa。其最佳配合比根据试验确定，浆

体强度为M30。注浆时应加入水泥用量1.5～2％的膨胀剂，以提高注浆效果。

[0052] 需要注意的是，步骤3)中，在碎落台处增设一排碎石渗井，孔径200mm，长10m，间距

0.5m，孔内填充碎石，外部防渗土工布，在一级边坡坡脚增设三排钢花管注浆，钢花管长

20m，纵向间距1m，横向间距0.75m，管顶设系梁并增设锚索6，钢管前土体采用锚喷混凝土加

固；在原变更设计抗滑桩4间增设挡土板，并在挡土板上增设两排锚杆。

[0053] 本是处理中锚索6轴向与边坡方向偏角宜为5～10°。

[0054] 本实施例中，挡土板为现浇C30砼，施工前应将抗滑桩4与板的连接部分清理干净，

植入钢筋和连接钢筋采用双面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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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本实施例中，挡土板与抗滑桩4接触面拉毛浇筑为一整体。

[0056] 本实施例中，每块挡土板底部中间位置预埋PVC排水管，管径100mm，长度1.5m。

[0057]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本实施例的施工对象是边坡，坡脚位置即边坡的

脚部位置。坡脚碎落台是在路堑边坡坡脚与边沟17外侧边缘之间或边坡上，为防止碎落物

落入边沟17而设置的有一定宽度的纵向平台，其宽度视边坡高度和土质而定，一般最小不

得小于1米。两个边沟17之间为边沟17。

[005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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