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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

护结构，其包括边坡基础层、坡底锚固沟、坡面锚

固沟和坡顶锚固沟，边坡基础层由下至上依次设

置为第一粘土层、第一土工布层、第一防渗膜层、

第二土工布层、排水层和第二粘土层，坡底锚固

沟、坡面锚固沟和坡顶锚固沟内由下至上依次设

置为第三粘土层、第三土工布层、第二防渗膜层、

第四土工布层和第四粘土层，第三粘土层和第一

粘土层一体设置，第三土工布层和第一土工布层

一体设置，第二防渗膜层和第一防渗膜层一体设

置，第四土工布层和第二土工布层一体设置，第

四粘土层的上表面与第二土工布层的上表面处

于同一水平面。本实用新型具有能够降低防渗膜

的破坏、减少垃圾渗滤液渗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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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包括边坡基础层（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

边坡底部的坡底锚固沟（2）、设置在坡面上的坡面锚固沟（3）和设置在坡顶的坡顶锚固沟

（4），所述边坡基础层（1）由下至上依次设置为第一粘土层（11）、第一土工布层（12）、第一防

渗膜层（13）、第二土工布层（14）、排水层（15）和第二粘土层（16），所述坡底锚固沟（2）、坡面

锚固沟（3）和坡顶锚固沟（4）内由下至上依次设置为第三粘土层（21）、第三土工布层（22）、

第二防渗膜层（23）、第四土工布层（24）和第四粘土层（25），所述第三粘土层（21）和第一粘

土层（11）一体设置，所述第三土工布层（22）和第一土工布层（12）一体设置，所述第二防渗

膜层（23）和第一防渗膜层（13）一体设置，所述第四土工布层（24）和第二土工布层（14）一体

设置，所述第四粘土层（25）的上表面与第二土工布层（14）的上表面处于同一水平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坡面锚固

沟（3）的第四粘土层（25）与第四土工布层（24）之间设置有加固砖（3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固砖

（31）与第四土工布层（24）之间设置有第五粘土层（3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粘土

层（16）包括填充袋，所述第二粘土层（16）由填充料填充于填充袋构成，所述填充袋由透水

布料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料由

碎石块和粘土构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坡顶锚固

沟（4）上设置有防护砖（41），所述防护砖（41）设置在第四粘土层（25）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层

（15）设置为土工复合排水网。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坡底锚固

沟（2）与上坡面、坡面锚固沟（3）与其相邻的上坡面和下坡面、坡顶锚固沟（4）与下坡面之间

均设置有缓冲平台（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边坡基础

层（1）上方设置有生态种植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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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处理场工程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

防护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进行垃圾填埋或垃圾消纳时，为了防止垃圾渗滤液中有毒有害的污染物

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源，需要将垃圾与周围地层隔开，即与土壤和地下水隔开。为了达到这一

目的，需要在垃圾消纳库区上设置防渗层，一般是铺设防渗膜，将垃圾和周围地层完全隔

离，阻止垃圾渗滤液渗入地下对填埋场周围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垃圾被运输到垃圾消

纳站后，倾倒在消纳库区内，通过大型推土机将垃圾推平，并采用碾压机进行压实。

[0003] 现有的技术中，公告号CN206529808U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垃圾填埋场的边坡防渗结

构，其技术方案要点包括边坡基础层，还包括从边坡基础层由下而上设置的第一粘土层、防

渗膜、第二粘土层、第一土工布层、鹅卵石层、第二土工布层；所述第一土工布层上侧缝接有

斜上侧为开口的填充袋，填充袋沿着于第一土工布层表面均匀排布；填充袋由透水布料制

成；鹅卵石层由鹅卵石填充于填充袋构成。本实用新型可一次性将渗滤液导流层铺设完成，

无需随垃圾填埋高度逐渐施工，使用更方便。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防渗膜铺设面积大，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热

胀冷缩，防渗膜在大面积状况下的舒展和收缩容易发生破损，导致垃圾渗滤液渗出，污染地

下水，因此需要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

结构，其具有能够降低防渗膜的破坏、减少垃圾渗滤液渗出的效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

防护结构，包括边坡基础层，还包括设置在边坡底部的坡底锚固沟、设置在坡面上的坡面锚

固沟和设置在坡顶的坡顶锚固沟，所述边坡基础层由下至上依次设置为第一粘土层、第一

土工布层、第一防渗膜层、第二土工布层、排水层和第二粘土层，所述坡底锚固沟、坡面锚固

沟和坡顶锚固沟内由下至上依次设置为第三粘土层、第三土工布层、第二防渗膜层、第四土

工布层和第四粘土层，所述第三粘土层和第一粘土层一体设置，所述第三土工布层和第一

土工布层一体设置，所述第二防渗膜层和第一防渗膜层一体设置，所述第四土工布层和第

二土工布层一体设置，所述第四粘土层的上表面与第二土工布层的上表面处于同一水平

面。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边坡底部、边坡坡面上、边坡顶部都设置锚固沟，堆填

垃圾的时候，依靠坡底锚固沟、坡面锚固沟和坡顶锚固沟处的强大伸缩力，锚固沟压住防渗

膜，但不是刚性连接，允许一定自由度的伸缩，可以降低防渗膜的破坏，减少垃圾渗滤液的

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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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坡面锚固沟的第四粘土层与

第四土工布层之间设置有加固砖。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加固砖能够增加坡面锚固沟结构的重量，在垃圾堆填过

程中，能够防止防渗膜被过度拉扯，导致坡面锚固沟内的结构发生严重移位，影响坡面锚固

沟的固定作用。

[0010]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加固砖与第四土工布层之间

设置有第五粘土层。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五粘土层的设置，避免了加固砖对第四土工布的刮擦，

降低对第四土工布的破坏，而且第五粘土层具有一定的储水能力，提高下雨时锚固沟的吸

水能力，增加边坡荷载能力。

[0012]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第二粘土层包括填充袋，所

述第二粘土层由填充料填充于填充袋构成，所述填充袋由透水布料制成。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填充袋的设置，使得第二粘土层的铺设施工速度加

快，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减少因为雨水侵蚀而导致边坡的破坏和垮塌。

[0014]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填充料由碎石块和粘土构

成。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碎石块的透水性能好，粘土具有一定的储水能力，下雨

时，第二粘土层不仅具有一定的储水效果，而且当雨水能够尽快渗到排水层，整个边坡的稳

定性好，避免因雨水侵蚀而导致边坡的破坏和垮塌。

[0016]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坡顶锚固沟上设置有防护

砖，所述防护砖设置在第四粘土层上。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护砖能够增加坡顶锚固沟结构的重量，在垃圾堆填过

程中，能够防止防渗膜被过度拉扯，导致坡顶锚固沟内的结构发生严重移位，影响坡顶锚固

沟的固定作用。

[0018]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排水层设置为土工复合排水

网。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土工复合排水网由立体结构的塑料网双面粘结渗水土工

布组成，具有良好的排水性能，能够及时让坡面上的水下渗。

[0020]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坡底锚固沟与上坡面、坡面

锚固沟与其相邻的上坡面和下坡面、坡顶锚固沟与下坡面之间均设置有缓冲平台。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缓冲平台能够让坡底锚固沟、坡面锚固沟和坡顶锚固沟

离坡面都具有一定的距离，不仅方便锚固沟的开挖，而且修筑好的锚固沟不容易发生垮塌。

[0022]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边坡基础层上方设置有生态

种植层。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垃圾填埋工作结束后，在坡面和垃圾层上均铺设生态

种植层，使得整个消纳站的环境得到改善，而且由于植被根系的吸水作用，会减少渗入垃圾

层内的雨水，从而减少垃圾渗滤液的产生。

[0024]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25] 1.通过坡底锚固沟、坡面锚固沟和坡顶锚固沟处的强大伸缩力，压住防渗膜，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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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刚性连接，允许一定自由度的伸缩，可以降低防渗膜的破坏，减少垃圾渗滤液的渗出；

[0026] 2.通过在坡面和垃圾层上铺设的生态种植层，使得整个消纳站的环境得到改善，

而且由于植被根系的吸水作用，会减少渗入垃圾层内的雨水，从而减少垃圾渗滤液的产生。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的整体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实施例中边坡基础层和坡底锚固沟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实施例中坡顶锚固沟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实施例中坡面锚固沟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1、边坡基础层；11、第一粘土层；12、第一土工布层；13、第一防渗膜层；

14、第二土工布层；15、排水层；16、第二粘土层；2、坡底锚固沟；21、第三粘土层；22、第三土

工布层；23、第二防渗膜层；24、第四土工布层；25、第四粘土层；3、坡面锚固沟；31、加固砖；

32、第五粘土层；4、坡顶锚固沟；41、防护砖；5、缓冲平台；6、生态种植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垃圾消纳站的边坡防护结构，包括边坡基础层

1、缓冲平台5、设置在边坡底部的坡底锚固沟2、设置在坡面上的坡面锚固沟3和设置在坡顶

的坡顶锚固沟4，缓冲平台5设置在坡底锚固沟2与上坡面之间、坡面锚固沟3与其相邻的上

坡面之间、剖面锚固沟与其相邻的下坡面之间、坡顶锚固沟4与下坡面之间，让坡底锚固沟

2、坡面锚固沟3和坡顶锚固沟4离坡面都具有一定的距离，因为边坡的坡面具有一定的倾斜

角度，如果不设置缓冲平台5，当坡底锚固沟2、坡面锚固沟3和坡顶锚固沟4设置在边坡坡面

上，与边坡处于同一直线上的时候，修筑好的锚固沟容易因为边坡坡面的垮塌而发生垮塌。

[0034] 当消纳站场区内堆填完垃圾后，可以在垃圾层上再堆填一层回填土，压实，然后在

回填土上和边坡基础层1上设置生态种植层6，种植草皮等植被，改善消纳站的整体环境，而

且植被的根系能够吸水，会增加上层土层的储水作用，减少渗入垃圾层内的雨水，减少垃圾

渗滤液的产生。

[0035] 参照图2，边坡基础层1由下至上依次设置为第一粘土层11、第一土工布层12、第一

防渗膜层13、第二土工布层14、排水层15和第二粘土层16，第一粘土层11为素土夯实，夯实

度≥90%，坡底即消纳站场底的素土夯实度≥93%，第一土工布层12和第二土工布层14均采

用土工布铺设，土工布之间采用缝合或热粘连接，第一防渗层采用HDPE膜，并且采用焊接连

接，能够有效防止垃圾渗滤液渗出，污染地下水和素土地面。排水层15设置为土工复合排水

网，或者设置为沙袋装碎石块等其他透水性能良好的材料，其中，土工复合排水网由立体结

构的塑料网双面粘结土工布组成，具有良好的排水性能，能够及时让坡面上的水下渗，被下

方的粘土层吸收、储存。

[0036] 第二粘土层16由填充袋和填充料组成，填充料为碎石块和粘土，填充袋采用透水

布料，采用填充袋装碎石块和粘土铺设在排水层15上，可以提前将第二粘土层16制好，铺设

的时候施工速度加快。碎石块的透水性能好，便于及时将雨水排到排水层15中，粘土具有一

定的储水能力和营养作用，不仅仅能够提高边坡基础层1的储水效果，而且为上方的生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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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层6提供一些必要的营养元素，便于生态草皮的生长。

[0037] 坡底锚固沟2内由下至上依次设置为第三粘土层21、第三土工布层22、第二防渗膜

层23、第四土工布层24和第四粘土层25，第三粘土层21和第一粘土层11一体设置，均采用夯

实度≥90%的素土，第三土工布层22和第一土工布层12一体设置，第四土工布层24和第二土

工布层14一体设置，土工布之间采用缝合连接或者热粘连接，第二防渗膜层23和第一防渗

膜层13一体设置，均采用焊接连接的HDPE膜，锚固沟中的第四粘土层25的上表面与坡面的

第二土工布层14的上表面处于同一水平面。利用锚固沟压住防渗膜，但允许一定自由度的

伸缩，可以降低防渗膜的破坏，减少垃圾渗滤液的渗出。

[0038] 参照图3，坡顶锚固沟4内由下至上依次设置为第三粘土层21、第三土工布层22、第

二防渗膜层23、第四土工布层24、第四粘土层25和防护砖41，防护砖41设置在第四粘土层25

上，防护砖41采用水泥砂浆砖，防护砖41增加了坡顶锚固沟4结构的重量，在垃圾堆填过程

中，能够防止防渗膜被过度拉扯，避免坡顶锚固沟4内的结构发生严重移位，提高坡顶锚固

沟4的锚固作用。

[0039] 参照图4，坡面锚固沟3内由下至上依次设置为第三粘土层21、第三土工布层22、第

二防渗膜层23、第四土工布层24、第五粘土层32、加固砖31和第四粘土层25，加固砖31采用

水泥砂浆砖，铺设在第五粘土层32上方能够减少磨损第四土工布，避免第四土工布的破损。

坡顶锚固沟4和坡面锚固沟3在垃圾堆填的比较少时，还可以用作截洪沟，用于雨水的引流，

减少坡面发生垮塌的可能性。

[0040]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开挖好消纳站所需场地和边坡后，将消纳站场底的素土

和边坡的素土夯实，然后在坡底开挖坡底锚固沟2，在坡面开挖坡面锚固沟3，在坡顶开挖坡

顶锚固沟4，在坡面开挖缓冲平台5，然后在边坡上由下往上依次铺设第一土工布层12、第一

防渗膜层13、第二土工布层14、排水层15和第二粘土层16。在坡底锚固沟2中由下至上依次

铺设第三土工布层22、第二防渗膜层23、第四土工布层24和第四粘土层25，在坡面锚固沟3

中由下至上依次铺设第三土工布层22、第二防渗膜层23、第四土工布层24、第五粘土层32、

加固砖31和第四粘土层25，在坡顶锚固沟4中由下往上依次铺设第三土工布层22、第二防渗

膜层23、第四土工布层24、第四粘土层25和防护砖41。

[0041]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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