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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

坡支护结构，包括上部喷锚区域和下部喷锚区

域，上部喷锚区域包括上部纵向工字钢、水平设

置用于连接多个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的上部横

向工字钢、喷锚网片；下部喷锚区域包括下部竖

向工字钢、水平设置用于连接多个所述下部竖向

工字钢的下部横向工字钢、喷锚网片和连接锚索

以及留设的泄水孔，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贴合于

边坡坡顶，所述下部竖向工字钢贴合于边坡坡

面，且所述下部竖向工字钢与所述上部纵向工字

钢固定连接。通过上述设置，可以满足在放坡空

间不足的区域进行替代施工，施工时间大大缩

短，能够保证山体边坡结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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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上部喷锚区域(1)和下部喷锚

区域(2)，所述上部喷锚区域(1)包括多个相互平行设置的上部纵向工字钢(4)、水平设置用

于连接多个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4)的上部横向工字钢(5)、喷锚网片；

所述下部喷锚区域(2)包括多个相互平行且竖直设置的下部竖向工字钢（7）、水平设置

用于连接多个所述下部竖向工字钢（7）的下部横向工字钢（8）、喷锚网片和连接锚索（6）以

及留设的泄水孔(3)，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4）贴合于边坡坡顶，所述下部竖向工字钢（7）贴

合于边坡坡面，且所述下部竖向工字钢（7）与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4）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上部纵向工

字钢(4)采用22A，且多个上部纵向工字钢(4)之间间距为1.2-1 .5m，所述上部横向工字钢

(5)焊接于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4)的中部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下部竖向工

字钢（7）采用22A，且多个下部竖向工字钢（7）之间间距为1.2-1 .5m，所述下部横向工字钢

（8）焊接于所述下部竖向工字钢（7）的中部位置，且所述下部横向工字钢（8）上开设有多个

间距均匀的预留锚索(6)孔位，所述预留锚索(6)孔位为直径0.15-0.25m的圆形孔。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锚索（6）由2-3束直径为15.2mm的钢绞线编织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锚网片分别固定连接于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4)、上部横向工字钢(5)、下部竖向工

字钢（7）和下部横向工字钢（8）上，且钢筋采用直径为8mm的盘圆钢筋，钢筋网格大小为200*

200mm，所述上部喷锚区域(1)和下部喷锚区域(2)的混凝土喷锚厚度为8-15c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泄水孔

(3)内插接长度为0.4-0.5m的PVC50的塑料管，塑料管外壁上包覆滤网并在塑料管的外侧敷

设碎石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支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泄水孔

(3)为倾斜设置，且所述泄水孔（3）较高的一端位于土体内部，较低的一端穿出下部喷锚区

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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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支护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边坡防护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支护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山体边坡开挖常采用锚杆挡土墙支护、扶壁式挡墙、重力式挡墙等进行支护，来保

证山体边坡结构性稳定。其中，锚杆挡土墙是指利用锚杆技术建筑的挡土墙，由钢筋混凝土

墙面和锚杆组成，依靠锚固在岩层内的锚杆的水平拉力以承受土体侧压力。按墙面构造的

不同，分为柱板式和壁板式两种。所谓柱板式是指挡土墙的墙面由肋柱和挡土板组成，挡土

板直接承受墙面后填料产生的土压力，挡土板支承于肋柱，肋柱与锚杆相连；而壁板式则不

设立柱，墙面仅由墙面板构成，墙面板直接与锚杆连接。锚杆挡土墙适用于边坡高度较大，

石料缺乏，挖基困难，且具备锚固条件的地区，多用于路堑墙。

[0003] 扶壁式挡土墙是一种钢筋混凝土薄壁式挡土墙，其主要特点是构造简单、施工方

便，墙身断面较小，自身质量轻，可以较好的发挥材料的强度性能，能适应承载力较低的地

基。适用于缺乏石料及地震地区。一般在较高的填方路段采用来稳定路堤，以减少土石方工

程量和占地面积，可有效地防止填方边坡的滑动。

[0004] 重力式挡土墙，指的是依靠墙身自重抵抗土体侧压力的挡土墙。重力式挡土墙可

用块石、片石、混凝土预制块作为砌体，或采用片石混凝土、混凝土进行整体浇筑。半重力式

挡土墙可采用混凝土或少筋混凝土浇筑。重力式挡土墙可用石砌或混凝土建成，一般都做

成简单的梯形。它的优点是就地取材，施工方便，经济效果好。所以，重力式挡土墙在我国铁

路、公路、水利、港湾、矿山等工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0005] 但现场实际山体边坡开挖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局部区域放坡空间不够、施工工期

较短，现场施工困难，导致不能采取上述支护方案进行施工，给山体边坡支护结构安全带来

隐患。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

支护结构。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拼接预制式山

体边坡支护结构，包括上部喷锚区域和下部喷锚区域，所述上部喷锚区域包括多个相互平

行且竖直设置的上部纵向工字钢、水平设置用于连接多个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的上部横向

工字钢、喷锚网片；

[0008] 所述下部喷锚区域包括多个相互平行且竖直设置的下部竖向工字钢、水平设置用

于连接多个所述下部竖向工字钢的下部横向工字钢、喷锚网片和连接锚索以及留设的泄水

孔，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贴合于边坡坡顶，所述下部竖向工字钢贴合于边坡坡面，且所述下

部竖向工字钢与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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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工字钢、锚索、喷锚区域、泄水孔共四部分组成。根据施

工现场具体情况，先运用汽车吊设备对工字钢进行现场组装，上下部工字钢间进行焊接连

接，山体边坡要分层进行开挖，工字钢间进行绑网喷锚和泄水孔施工，喷锚厚度达到8-

15cm,当山体边坡开挖至锚索区域位置时，运用机械设备进行锚索施工。此装置是悬臂式结

构，可以满足在放坡空间不足的区域进行替代施工，施工时间大大缩短，能够保证山体边坡

结构安全。

[0010]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上部纵向工字钢采用22A，且多个上部纵向工字钢之

间间距为1.2-1.5m，所述上部横向工字钢焊接于所述上部纵向工字钢的中部位置。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定合适的上部纵向工字钢间距能够有效的提升整体承

受能力，同时上部横向工字钢焊接在上部纵向工字钢的中部位置，可以进一步的提升整体

性和稳定性。

[0012]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下部竖向工字钢采用22A，且多个下部竖向工字钢之

间间距为1.2-1.5m，所述下部横向工字钢焊接于所述下部竖向工字钢的中部位置，且所述

下部横向工字钢上开设有多个间距均匀的预留锚索孔位，所述预留锚索孔位为直径0.15-

0.25m的圆形孔。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定合适的下部竖向工字钢间距能够有效的提升整体承

受能力，同时下部横向工字钢焊接在下部竖向工字钢的中部位置，可以进一步的提升整体

性和稳定性。

[0014]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连接锚索由2-3束直径为15.2mm的钢绞线编织

而成。

[0015]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喷锚网片分别固定连接于所述上部纵向工字

钢、上部横向工字钢、下部竖向工字钢和下部横向工字钢上，且钢筋采用直径为8mm的盘圆

钢筋，钢筋网格大小为200*200mm，所述上部喷锚区域和下部喷锚区域的混凝土喷锚厚度为

8-15cm。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钢筋网和喷锚的形式从而使得钢筋网和工字钢之间

形成完整的连接形式，进而形成了一个受力稳定且完整的边坡支护结构。

[0017]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泄水孔内插接长度为0.4-0.5m的PVC50的塑料

管，塑料管外壁上包覆滤网并在塑料管的外侧敷设碎石层层。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设定泄水孔并插接有塑料管，可以将土体内部的水分及

时的排出，卸除水压力，保持整体边坡支护结构的受力平衡。

[0019]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工字钢、锚索、喷锚区域、泄水孔共四部

分组成。根据施工现场具体情况，运用汽车吊设备对工字钢进行现场组装，上下部工字钢间

进行焊接连接，山体边坡要分层进行开挖，工字钢间进行绑网喷锚和泄水孔施工，喷锚厚度

达到8-15cm,当山体边坡开挖至锚索区域位置时，运用机械设备进行锚索施工。此装置是悬

臂式结构，可以满足在放坡空间不足的区域进行替代施工，还有本装置采用预拼装施工，施

工便捷，施工时间大大缩短，能够保证山体边坡结构安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施例的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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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是本实施例的剖视图；

[0022] 图3是图2的A处放大图。

[0023] 附图标记：1、上部喷锚区域；2、下部喷锚区域；3、泄水孔；31、碎石层；32、滤网；33、

渗水管；4、上部纵向工字钢；5、上部横向工字钢；6、锚索；7、下部竖向工字钢；8、下部横向工

字钢。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一种拼接预制式山体边坡支护结构，如图1和2所示，包括上部喷锚区域1

和下部喷锚区域2，上部喷锚区域1包括多个相互平行的上部纵向工字钢4、水平设置用于连

接多个上部纵向工字钢4的上部横向工字钢5、喷锚网片（图中未示出）；下部喷锚区域2包括

多个相互平行且竖直设置的下部竖向工字钢7、水平设置用于连接多个下部竖向工字钢7的

下部横向工字钢8、喷锚网片和连接锚索以及留设的泄水孔3。

[0025] 具体施工步骤如下：

[0026] （1）根据现场施工条件，把需要拼装上部工字钢的区域整平，并在上部整平区域绑

钢筋网进行喷锚，正常养护至喷锚混凝土达到预定龄期后再进行后续操作。

[0027] （2）用汽车吊把工字钢运输到施工现场；根据设计图纸提供的坐标位置，运用汽车

吊开始组装坡顶上部纵向工字钢4，上部纵向工字钢4长度根据现场坡顶预留宽度合理选

择，上部横向工字钢5搭接用直径为22mm的螺纹钢筋进行焊接，上部横向和竖向工字钢搭接

焊接牢固，形成网格状支撑受力体系。

[0028] （3）开挖一侧边坡，随着边坡坡面往下开挖，边开挖边绑钢筋网并进行喷锚，挖至

锚索6孔位点处，运用机械设备进行锚索6施工，施工完后再吊装下部竖向工字钢7，下部竖

向工字钢与上部纵向工字钢4焊接牢固，其中竖向工字钢视竖直高度可以分段安装，每段间

焊接牢固。

[0029] （4）在锚索6位置处安装下部横向工字钢8，工字钢连接处用钢筋进行焊接，下部横

向和竖向工字钢焊接牢固，锚索6灌浆到达一定龄期后进行张拉，张拉时将锚具安装在下部

横向工字钢8上，再施加作用力对锚索6进行满荷载张拉，减少了额外设置供锚具安装的安

装座的成本，也有利于提升下部工字钢网格的稳定性以及与土体的连接稳定性；

[0030] （5）在边坡往下开挖过程中，同步进行分段吊装下部竖向工字钢7作业，并在下部

竖向工字钢7之间进行绑网连接，绑网之后再进行喷射混凝土作业，并保证喷锚厚度符合设

计要求，在下部竖向工字钢7之间合适的位置施工泄水孔3。

[0031] 其中，上部纵向工字钢4采用22A，且多个上部纵向工字钢4之间间距为1.2-1 .5m，

上部纵向工字钢的长度根据现场具备的空间进行选择，上部横向工字钢5把上部纵向工字

钢4连成一个整体，并与上部纵向工字钢4之间焊接连接，上部横向工字钢5间距6米一根，上

部横向工字钢5间用直径为22的螺纹钢筋双向焊接连接，所有工字钢间用汽车吊配备吊装

施工。

[0032] 下部竖向工字钢7采用22A，且多个下部竖向工字钢7之间间距为1.2-1.5m，下部横

向工字钢8焊接于下部竖向工字钢7的上部和下部位置，且下部横向工字钢8上开设有多个

间距均匀的预留锚索6孔位，预留锚索6孔位为直径0.15m的圆形孔。

[0033] 锚索6孔径为150mm，锚索6长度及间距根据现场边坡深度、地层条件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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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索6材料为2束或3束的直径为15.2mm的钢绞线。

[0034] 完成锚索6的安装和张拉后即进行下部区域的喷锚工作，喷锚区域包括上部喷锚

区域1和下部喷锚区域2，喷锚区域采用钢筋进行绑扎喷锚，喷锚厚度大致为8-15cm，钢筋直

径为8mm的盘圆钢筋，钢筋网之间间距为200*200mm。

[0035] 进一步的，泄水孔3中安装有材料为PVC50的塑料管作为渗水管33，渗水管33的外

部包有滤网32，长度为0.4米，用洛阳铲进行掏孔，泄水孔3的最外侧还包有碎石层31，方便

土体中水分渗透至渗水管33内并排出，可以有效防止泥土将渗水管33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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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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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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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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