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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

改良及绿化方法，包括：设施修缮；冲沟回填；排

土坡面防护；原位改良：将混合制备好的改良材

料撒覆到排土场表面，进行松耙混合；原位绿化：

按照株距2-4m的间距，在改良土层栽植乔木树

种；后采用喷播车喷洒含混合草灌木种子的粘结

浆液，对扰动后的表层进行浅层固结；浅层固结

结束后，表面铺撒秸秆覆盖；养护管理：包括补

种、补苗、施肥、病虫害防治。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是：在科学确定植物种类及合理配置的基础上，

基本能够满足全国干旱半干旱、暖温带、亚热带

及热带大部分地区骨料矿山排土场植被恢复，如

在合理增加防渗隔离、污染防治等措施，亦能够

满足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场、垃圾填埋场等特殊场

地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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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改良及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1)、设施修缮：排土场关闭后，按照排土场主体设计要求，对截排水沟、消能尘沙池、拦

石坝设施进行检查和修缮，确保排土场排水通畅和安全稳定；

(2)、冲沟回填：排土场关闭后，受降雨径流冲蚀，植被恢复前需对冲沟进行回填平整；

(3)、排土坡面防护：排土坡面采用竹木栅栏和生态袋水平阶护坡，对坡面进行分割形

成微地形；

(4)、原位改良：将混合制备好的改良材料撒覆到排土场表面，进行松耙混合；

(5)、原位绿化：按照株距2-4m的间距，在改良土层栽植乔木树种；后采用喷播车喷洒含

混合草灌木种子的粘结浆液，对扰动后的表层进行浅层固结；浅层固结结束后，表面铺撒秸

秆覆盖；

(6)、养护管理：包括补种、补苗、施肥、病虫害防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改良及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冲沟回

填后新坡面线和沟口夯实基础，植被恢复前需对其进行回填平整，并沿沟顶边缘，采取削顶

回填，顺坡堆积，使得原“V”型冲沟能与周边坡面圆润衔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改良及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生态袋

水平阶护坡，沿夯实基础上顺坡脚布设生态袋，生态袋长边顺坡脚错缝磊叠，高度24-60cm，

每隔2-5m采用木桩加固，木桩刺穿生态袋中心进入夯实基础，木桩顶部与顶部第二层生态

袋齐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改良及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坡面防

护措施完成后形成原位改良层，将混合制备好的改良材料撒覆到排土场表面，进行松耙混

合，翻耙深度10-2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改良及绿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原位绿

化：首先，待排土场表面风化岩土改良后，按照株距2-4m的间距，于竹木栅栏、生态袋水平阶

防护坡内侧改良土层栽植乔木树种；然后，采用喷播车喷洒含混合草灌木种子的粘结浆液，

对扰动后的表层进行浅层固结，最后，待浅层固结层固结结束后，表面铺撒秸秆覆盖，形成

农作物秸秆覆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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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改良及绿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骨料领域，主要是一种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改良及绿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骨料是重要的资源型产品之一，是建设工程应用最广、数量最大、不可替代的

大宗基础性建筑材料。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生态环境

保护与恢复已成为建筑骨料行业发展的中心工作之一。当前，我国砂石矿山正处在由“小散

危、脏乱低”的传统矿山，向规模化、工业化、现代化、环保化、和谐化的绿色骨料矿山转型的

关键时期。排土场是建筑骨料矿山损毁土地、破坏生态最严重，恢复治理难度最大的功能单

元之一，主要排弃风化岩石、坡积土等，因排弃物不存在酸碱浸渗、重金属、毒害物等环境污

染源，植被恢复基础条件相对较好。

[0003] 目前建筑骨料矿山排土场植被恢复主要方法有自然封育、客土造林、喷播绿化，因

排土场土层贫瘠，结构松散，水土流失严重，蓄水保墒能力低，普遍存在植被恢复成本高、效

果差、速度慢、保存难等突出问题。其中，自然封育是成本最低较为常用的方法，但植被恢复

时间长、无法有效防止水土流失、植被稀疏效果较差；客土造林为应用范围最广较为普及的

方法，但人工成本高、施工效率低，因缺少地被植物，也无法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客土喷播是

近20年逐步推广且植被恢复效果较好的方法，但人力、设备、材料等综合成本高，且需要专

业施工队伍。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骨料矿山排土场的特点和现有排土场植被恢复技术水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

供一种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改良及绿化方法，通过边坡防护、原位改良、播种绿化、植苗

绿化、水力喷播、表层固结、覆盖保墒等系统性技术方法实现。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完成的。一种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改良及

绿化方法，该方法包括：

[0006] (1)、设施修缮：排土场关闭后，按照排土场主体设计要求，对截排水沟、消能尘沙

池、拦石坝设施进行检查和修缮，确保排土场排水通畅和安全稳定；

[0007] (2)、冲沟回填：排土场关闭后，受降雨径流冲蚀，植被恢复前需对冲沟进行回填平

整；

[0008] (3)、排土坡面防护：排土坡面采用竹木栅栏和生态袋水平阶护坡，对坡面进行分

割形成微地形；

[0009] (4)、原位改良：将混合制备好的改良材料撒覆到排土场表面，进行松耙混合；

[0010] (5)、原位绿化：按照株距2-4m的间距，在改良土层栽植乔木树种；后采用喷播车喷

洒含混合草灌木种子的粘结浆液，对扰动后的表层进行浅层固结；浅层固结结束后，表面铺

撒秸秆覆盖；

[0011] (6)、养护管理：包括补种、补苗、施肥、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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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更进一步的，冲沟回填后新坡面线和沟口夯实基础，植被恢复前需对其进行回填

平整，并沿沟顶边缘，采取削顶回填，顺坡堆积，使得原“V”型冲沟能与周边坡面圆润衔接。

[0013] 更进一步的，生态袋水平阶护坡，沿夯实基础上顺坡脚布设生态袋，生态袋长边顺

坡脚错缝磊叠，高度24-60cm，每隔2-5m采用木桩加固，木桩刺穿生态袋中心进入夯实基础，

木桩顶部与顶部第二层生态袋齐平。

[0014] 更进一步的，坡面防护措施完成后形成原位改良层，将混合制备好的改良材料撒

覆到排土场表面，进行松耙混合，翻耙深度10-20cm。

[0015] 更进一步的，原位绿化：首先，待排土场表面风化岩土改良后，按照株距2-4m的间

距，于竹木栅栏、生态袋水平阶防护坡内侧改良土层栽植乔木树种；然后，采用喷播车喷洒

含混合草灌木种子的粘结浆液，对扰动后的表层进行浅层固结，最后，待浅层固结层固结结

束后，表面铺撒秸秆覆盖，形成农作物秸秆覆盖层。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发明在科学确定植物种类及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基本能够满足全国干旱半

干旱、暖温带、亚热带及热带大部分地区骨料矿山排土场植被恢复，如在合理增加防渗隔

离、污染防治等措施，亦能够满足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场、垃圾填埋场等特殊场地植被恢复；

[0018] (2)本发明在干旱半干旱区，排土场能恢复成疏林草灌植物群落，植被盖度60-

80％，在暖温带、亚热带及热带地区，排土场能恢复成乔、灌、草相结合的复合型森林植物群

落，植被盖度85-95％；

[0019] (3)本发明植被恢复效果优于自然封育及客土造林，在同等恢复效果的前提下，能

较泥浆喷播和客土喷播降低成本约20-35％。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1。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2。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3。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的介绍：

[0024] 本发明提供一种建筑骨料矿山原位土壤改良及绿化方法，通过撒覆改良材料，翻

混改良，有效改善草灌植物根系层土壤结构，保障草灌植物健康生长；通过设置坡面防护措

施，提高排土坡面的稳定性，同时在边坡防护措施内侧，加深土壤改良深度，增强蓄水保墒

效能，营造适宜乔木生长的生境条件，以改善提升排土场植被恢复整体效果；通过水力喷播

表层固结，增强了植被恢复初期排土场表层抗冲刷能力，有效防止水土流失造成植被恢复

所需营养流失和植物种子及幼苗的损伤；通过表层覆盖植物秸秆，开辟农业废弃物综合利

用的新途径，并进一步增强植被恢复初期表层保水保墒能力，提高人工重建植被的成活率

和保存率。

[0025] Step1设施修缮

[0026] 排土场关闭后，需按照排土场主体设计要求，对截排水沟、消能尘沙池、拦石坝等

设施进行检查和修缮，确保排土场排水通畅和安全稳定。排土场表层机械覆土，土源为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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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独立堆存的坡积土或表土，根据土源数量，覆土厚度10cm-30cm。根据排土场设计的排

土顺序，顶层排弃的为强风化岩土、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的，则无需覆土。

[0027] Step2冲沟回填

[0028] 排土场关闭后，受降雨径流冲蚀，多在边坡中下部形成“V”型冲沟，如图1所示，原

始排土坡面线101、V型冲沟冲蚀区102、V型冲沟沟底线103、冲沟回填开挖区104、冲沟回填

区105、冲沟回填后新坡面线106和沟口夯实基础107，植被恢复前需对其进行回填平整，并

沿沟顶边缘，采取削顶回填，顺坡堆积，使得原“V”型冲沟能与周边坡面圆润衔接。

[0029] Step3排土坡面防护

[0030] 排土坡面采用竹木栅栏和生态袋水平阶护坡，对坡面进行分割形成微地形，充分

发挥护坡措施的拦、蓄功能，缓解坡面径流对坡面冲蚀，增强竹木栅栏和生态水平阶内侧土

体的厚度和蓄水保墒能力，为后期乔木类苗木栽植提供有利微地形。

[0031] 如图2所示，其中，竹木栅栏护坡，竹木栅栏201立柱选用直径5-8cm原木桩202，长

度60-100cm，编织条选择3-5cm宽的竹条或2-3cm的杨柳条、树枝等，优先就地取材。原木桩

202沿等高线布设，间距30-50cm，竹木栅栏高度30-40cm，入土深度为原木桩202高度的

50％-60％，采用经纬编织法编织条与木桩交叉编织固定，竹木栅栏内侧填入改良土层，填

土与栅栏顶部齐平，便于后期乔木类苗木栽植。

[0032] 生态袋水平阶护坡，沿夯实基础上顺坡脚布设生态袋203，达到新填土方围挡保护

坡脚的作用，其中，所用生态袋203采用110-135g/m2的聚酯长丝针刺无纺土工布缝制而成，

填充后规格为12-15cm*30-35cm*65-70cm；生态袋203长边顺坡脚错缝磊叠，高度24-60cm

(2-4层)，每隔2-5m采用木桩加固，木桩刺穿生态袋203中心进入夯实基础，木桩采用直径4-

10cm原木桩202，长40-100cm，木桩顶部与顶部第二层生态袋203齐平，确保顶层生态袋203

未被木桩刺破，预防生态袋203撕裂风化；

[0033] 生态袋203填充改良后土壤和植物种子，填充改良后土壤质量比为：风化岩土85-

95％、有机肥5-10％、砻糠1-2％、复合肥0.1-0.3％、保水剂0.1-0.5％；其中，风化岩土含石

率小于5％，最大粒径小于5cm；植物种子选用单一或混合草种，每只生态袋203内混配植物

种子10-15g，干旱区半干旱区和寒温带地区可选择高羊茅、野牛草、披碱草、早熟禾、扁穗冰

草一种或多种，暖温带、亚热带及热带地区可选择高羊茅、黑麦、狗牙根、百喜草、早熟禾一

种或多种。

[0034] Step4原位改良

[0035] 如图3所示，坡面防护措施完成后形成原位改良层301，将混合制备好的改良材料

撒覆到排土场表面303，进行松耙混合，翻耙深度10-20cm；改良材料由无机类、有机类和生

化类改良材料中的多种材料混合而成，混合改良材料平均每平米用量如下：

[0036] 无机类改良剂：膨润土50-200g、蛭石100-300g、珍珠岩100-300g、岩棉100-500g；

[0037] 有机类改良剂：椰糠200-600g、砻糠1000-2500、秸秆屑(长度0-5cm)1000-2000g、

泥炭土500-1000g、生物有机肥1000-3000g；

[0038] 生化类改良剂：亲水性吸水聚氨酯泡沫颗粒50-150g、保水剂50-200g、复合肥30-

50g、微生物土壤改良剂5-15g、生物发酵菌剂5-15g。

[0039] Step5原位绿化

[0040] 如图2、图3所示，首先，待排土场表面303风化岩土改良后，按照株距2-4m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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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竹木栅栏、生态袋水平阶防护坡内侧改良土层栽植乔木树种(常绿乔木204、落叶乔木

205)，选择树种3-8种，针叶阔叶、落叶常绿混交，苗木规格2-3年生容器苗，应选择雨季前栽

植苗木。坡面上随机配置栽植灌木苗木206，株行距2-5m，苗木选择1-2年生容器苗。

[0041] 干旱半干旱及寒温带地区，宜选择乔木树种类：侧柏、樟子松、油松、白榆、刺槐、栾

树、构树、白蜡、臭椿、柳树等；灌木类：柠条、沙棘、紫穗槐、火炬树、紫叶小檗、连翘、迎春、黄

刺玫等；

[0042] 暖温带、亚热带及热带地区，宜选择乔木树种类：黑松、湿地松、火炬松、马尾松、香

樟、青冈栎、苦槠、苦楝、黄连木、臭椿、麻栎、旱冬瓜、任豆、肥牛树、木麻黄等；灌木类：盐肤

木、女贞、海桐、云南黄馨、红叶石楠、黄荆、绣线菊、六道木、火棘、杜鹃等。

[0043] 然后，采用喷播车喷洒含混合草灌木种子的粘结浆液，对扰动后的表层进行浅层

固结,浅层固结层302用于提高保水保墒能力。按照每100平米用熟石灰0.5-2kg、废报纸屑

3-5kg、粘合剂3-8kg、混合草灌种子1.5-2.5kg、水6-8m3制备混合浆液，植物种子选择耐旱

耐瘠的花草灌木种子。

[0044] 干旱半干旱、寒温带，宜选择灌木种子：刺槐50-200g、紫穗槐50-2g00、荆条100-

300g、柠条100-250g、小叶锦鸡儿100-250g、小冠花100-300g、荆条100-300g、山杏100-

500g、山桃100-500g、火炬树100-2g00、披碱草100-300g、早熟禾100-250g、高羊茅100-

300g、紫花苜蓿100-300g、波斯菊25-100g等。

[0045] 暖温带、亚热带及热带，宜选择草灌种子：刺槐25-150g、紫穗槐25-100g、马棘25-

150g、胡枝子50-250g、黄荆100-300g、多花木蓝50-105g、黄花决明100-250g、盐肤木100-

250g、构树100-300g、合欢50-150g、高羊茅100-500g、黑麦50-150g、紫花苜蓿50-250g、波斯

菊25-100g、金鸡菊25-100g、月见草25-100g等。

[0046] 最后，待浅层固结层302固结结束后，表面铺撒稻草、麦草等秸秆覆盖，形成农作物

秸秆覆盖层304，每100平方米秸秆量50-200kg，秸秆稀疏自然交错成网状，实现保温保湿、

防止冲刷的作用，营造出适宜微生物活动的温湿环境，加速浅层土壤的改良，秸秆降解后可

为坡面植物提供有效养分。

[0047] Step6养护管理

[0048] 后期养护管理周期为一个完整生长季，主要内容为补种、补苗、施肥、病虫害防治

等。充分利用当地降雨天气，根据出苗情况和苗木成活率进行撒种补苗，春季撒施复合肥3-

5g每平方米，秋季追肥5-10g每平方米。连续干旱需采用洒水车浇水湿润，促进苗木生长，提

高苗木保存率。

[0049] 具体实施例一

[0050] 以浙江富阳某骨料矿山为例，排土场内完成了5000平米示范工程，坡度36°，坡长

20m，堆积为弱风化废石，表层已覆盖采矿剥离的第四系坡积土，厚度20cm，自然封育1年后

草本盖度25％左右，因自然恢复效果不理想，坡面细沟侵蚀剧烈，坡脚处形成“V”型冲蚀沟1

处，沟长7.4m、深2.2m、沟口顶宽3.9m、底宽1.7m，有贯穿坡顶的趋势。采用本发明提出的方

法进行原位改良及绿化。

[0051] (1)沿“V”型冲沟沟口人工平整夯实基础，基础宽0.8m，长8m，在夯实基础上沿沟口

顺坡脚布设生态袋，生态袋填充后规格为12cm*30cm*70cm；生态袋长边顺坡脚错缝磊叠，高

度36cm(3层)，每隔3m采用木桩加固，木桩刺穿生态袋中心进入夯实基础，木桩采用直径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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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桩，长80cm；生态袋填充改良后土壤和植物种子，填充物质量比为：风化岩土85％、有机

肥6％、砻糠1％、复合肥0.1％、保水剂0.3％，每只生态袋内混配高羊茅和狗牙根均匀混合

种子12g；沿沟顶边缘，采取人工方式削顶回填，顺坡堆积，使得原“V”型冲沟能与周边坡面

圆润衔接。

[0052] (2)排土坡面采用竹木栅栏和生态袋水平阶护坡措施，竹木栅栏和生态袋水平阶

交错布置，自坡顶线向下5m布设，间距为5m。其中，竹木栅栏护坡立柱选用直径5cm原木木

桩，长度80cm，编织条为5cm宽的竹板。木桩沿等高线布设，间距40cm，栅栏高度35cm，木桩入

土深度45cm，编制条经纬编织与木桩交叉固定，栅栏内侧填入改良土层；生态袋水平阶护

坡，坡面沿等高线开挖反坡水平阶，水平阶宽度30cm，布设生态袋，长边沿等高线错缝磊叠。

[0053] (3)坡面防护措施完成后，将混合制备好的改良材料撒覆到排土场表面，人工松耙

混合，翻耙深度10cm。

[0054] 混合改良材料平均每平米用量如下：

[0055] 无机类改良剂：膨润土50g、蛭石100g；

[0056] 有机类改良剂：椰糠500g、砻糠2000g、秸秆屑(长度0-5cm)1000g、有机肥1500g；

[0057] 生化类改良剂：亲水性吸水聚氨酯泡沫颗粒50g、保水剂50g、复合肥35g、微生物土

壤改良剂5g、生物发酵菌剂5g。

[0058] (4)表层风化岩土改良后，按照株距3m的间距，于竹木栅栏、生态袋水平阶内侧改

良土层栽植湿地松、香樟、臭椿、青冈栎各63株，苗木选择2年生容器苗。坡面上随机配置栽

植盐肤木、女贞、红叶石楠、杜鹃各315株，株行距2m。

[0059] (5)采用喷播车喷洒含混合草灌木种子的粘结浆液，对扰动后的表层进行浅层固

结。按照每100平米用熟石灰1.5kg、废报纸屑3kg、粘合剂3kg、混合草灌种子2kg、水6-8m3制

备混合浆液。植物种子每平米刺槐0.25g、紫穗槐0.25g、马棘0.25g、胡枝子1g、黄花决明

2.5g、盐肤木1g、高羊茅3g、紫花苜蓿1.5g、波斯菊0.25g、金鸡菊0.25g。

[0060] (6)浅层固结结束后，表面铺撒稻草秸秆覆盖，每平米秸秆量1.5kg，秸秆稀疏自然

交错成网状，实现保温保湿、防止冲刷的作用，营造出适宜微生物活动的温湿环境，加速浅

层土壤的改良，秸秆降解后可为坡面植物提供有效养分。

[0061] (7)后期养护管理周期为一个完整生长季，充分利用当地降雨天气，根据出苗情况

和苗木成活率进行撒种补苗，春季撒施复合肥5g每平方米，秋季追肥5g每平方米。

[0062] 植被恢复一年后，栽植乔灌木成活率90％，植被盖度95％以上，10种乔灌木植物高

频分布，长势良好，有效控制了排土场水土流失和坡面冲蚀滑塌等灾害隐患，较客土喷播恢

复植被综合成本降低近25％，同时避免了因缺少专业喷播施工队伍，造成不良市场竞争。该

方法实施过程中，当地普工经技术交底后均能合格完成，大大提高了矿山原位改良和绿化

方法的操作性和推广前景。

[0063] 虽然在本文中参照了特定的实施方式来描述本发明，但是应该理解的是，这些实

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原理和应用的示例。因此应该理解的是，可以对示例性的实施例进行

许多修改，并且可以设计出其他的布置，只要不偏离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

和范围。应该理解的是，可以通过不同于原始权利要求所描述的方式来结合不同的从属权

利要求和本文中所述的特征。还可以理解的是，结合单独实施例所描述的特征可以使用在

其他所述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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