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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固体垃圾和厂矿企业固体废弃物，实

施大体量堆筑和集约化运作的金字塔工艺模式，

能实现最小土地占压、大幅度成本降低和城市环

境改善；金字塔工艺对固体废弃物预分类、深处

理和多元化填筑方式，能实现固体废弃物的多功

能、多范围、多种类受纳，并可对有毒有害固体废

弃物实行封装回填，消除社会公害；金字塔最终

形成梯田式绿化山体，不减少城市原有绿地或森

林覆盖面积，形成城市多样化生态环境；金字塔

由于采用创新的工程构筑模式和多元化监测体

系，能确保区域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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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体废弃物金字塔堆筑工艺的技术改进，固体废弃物处理领域，现有国家规范倡导

的技术、各种专利技术等许多种方法；但这些现有技术，在关键工艺措施、特别是边坡的立

地生态环境构建和重要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重大缺陷；相比现有技术，本申请

的主要技术特征如下：其一，实行大体量堆筑，以集约化运作实现最小土地占压、城市清洁

美化和市政服务的而成本降低；同时，利用金字塔的高厚覆盖和广域纵深，对金字塔的特色

底部空间综合开发，创立城市土地资源的空间立体层次、复合再生利用新模式；其二，对固

体废弃物预分类、深处理，实行多元化填筑方式，实现固体废物的多功能、多范围、多种类受

纳模式；比如：将城市不可回收垃圾分类为：可粉碎固体无机垃圾(建筑垃圾、城市渣土等)

和可浆化有机垃圾(生活垃圾、厨余垃圾、污水过滤残渣、粪便等)两类；固体无机垃圾粉碎

至适宜粒度称为粉料，有机生活垃圾浆化至适宜细度并浓缩成浆料，粉料与浆料混掺，浆料

充填粉料空隙，可实现一定程度的体积减量；以不同混掺配比调制出两种集料：大固液比

的、适于车载、碾压的称为硬集料，小固液比的、可高浓度管道输送称为软集料，或曰普通集

料；硬集料经堆填、碾压、固化后力学性能和承载能力较好，用于构筑金字塔边坡防护体和

作业平台，软集料可采用管道输送方式直接灌填到中部的经济回填区；对暂不能处理的有

毒有害固体废弃物则实行封装回填，以消除社会公害；其三，彻底改变传统工艺的边坡立地

条件，形成梯田式生态构造，造就城市小区域特色绿化环境；使金字塔工程不减少城市原有

绿地或森林覆盖的总体面积，只是将平地绿化变革为立体绿化，形成一种新的生态模式；其

四，彻底改变传统边坡的明渠流排水方式，彻底根治水土流失和水侵造成的边坡灾害；其

五，采用刚性隔水排渗底板、边坡防护体独立排渗系统、经济回填区分层网络排渗、大阶段

隔流截渗、多区域中心集水、应急情况负压吸滤排渗等，多元化排渗组构和多形式排渗方

法，确保金字塔堆筑体的稳定脱水和安全固结沉降；其六，采用多元化监测方式，其中预埋

监测标志物的监测方法，用于大体量堆筑体的内部监测，能保障金字塔地物的区域环境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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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金字塔堆筑工艺的技术改进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属矿山和环保技术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如：城市垃圾、矿山尾矿、工矿企

业废渣、城市渣土等；这些固体废弃物无序的、非理性的排放，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废弃物堆

场，压占了大量土地，同时带来严重的环境危害；固体废弃物堆存的现有技术，国标文献有

《有色金属矿山排土场设计规范》GB50421-2007，《尾矿设施设计规范》GB50863-2013，《冶金

矿山排排土场设计规范》GB51119-2015；规范外的现有技术还有：证书号1024157《一种不需

要修建尾矿库的场地干堆尾矿方法》(ZL2009102151946)，证书号1938063《一种节约清洁安

全的无水尾矿库的建造方法》(ZL2011103790677)，证书号2929928《用不可回收垃圾建造绿

色金字塔景观的方法》(ZL2015105403253)，证书号2890560《城市渣土场防范液化崩溃的排

渗和加固方法》(ZL2016101337149)等文献。

[0003] 上述文献所代表的现有技术，对固体废物堆体的边坡结构、堆筑方法、生态环境重

建和排渗排水工艺等，在设计上都存在许多缺陷；特别是：固体废弃物堆体和人工边坡所形

成永久地物，对人类生存环境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环境具有巨大的、永久性的影响；林业领

域，把形态和生理活动的地貌、土壤、水文、生物等各种外部环境条件的总和称为立地；固体

废弃物堆场(堆体)的边坡可占据80％以上的土地面积，边坡结构造成的边坡立地条件是固

体废弃物堆场最关键、最重要的社会环境问题，现有技术都没有从本质上解决这些难题；本

申请提出的固体废弃物金字塔堆筑工艺，与固体废弃物堆置的现有技术相比，主要不同点

在于：金字塔堆筑工艺以极大体量规模减少总量土地占压，实现资源转化利用的社会效益；

金字塔堆筑工艺对固体废弃物的预先分类处理和多元化填筑方式扩大了工程的适用范围，

既用于工矿固体废弃物处置，也用于城市不可回收垃圾处理；金字塔堆筑工艺将传统的边

坡结构形式彻底变革，造就成符合生态环境的立地条件，实现生态环境效益，金字塔堆筑工

艺的更合理可靠的排水排渗网络确保永久地物的构造稳定，实现社会安全效益；此外，金字

塔作为城市标志性地物，尚可开发多功能利用。

发明内容：

[0004] 金字塔堆筑工艺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大体量和大规模，以集约化运作实现最小土地

占压和综合开发利用；以标准圆锥形态和26.6°边坡角堆筑城市垃圾测算(2吨新鲜垃圾当

量1m3堆体)：1万m3堆筑体量时占地比为1500m2/万吨垃圾，1000万m3堆筑体量时占地比为

150m2/万吨垃圾，1亿m3堆筑体量时占地比为70m2/万吨垃圾；推荐金字塔工艺的经济合理规

模为1亿m3左右，主要用于处理城市垃圾类固体废弃物，也可用于大型选矿厂的尾矿干堆；

金字塔堆筑工艺的相关配套厂房也可隐埋设置在塔底空间，进一步减少土地占压；金字塔

堆筑工艺适应荒山野岭、沙漠滩涂各种原始地貌，推荐靠近城市近郊，造就标志性地物，实

现长效的、综合的开发利用；规模体量的金字塔堆体，具有高厚覆盖和广域纵深，其底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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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将形成一方别具特色的气候环境，如果预开发一些硐室型工程：人防设施、军民两用特物

仓储、休闲购物设施等，未来前景将是：金字塔山体形成梯田式花果山，山底形成一个标新

立异的特色社区，这就为城市土地资源开创出了一种空间立体层次、复合再生利用的崭新

模式；如果金字塔梯田式边坡用于栽种市花、市树，形成市花山、市树山，一如北京煤山、广

州白云山、深圳莲花山那样，这些市区名山造就了城市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同时树立了城市

景观的一张新名片；另外，大体量金字塔堆筑工艺的生产运营成本比常规方法极大降低，测

算：城市垃圾采用金字塔堆筑工艺，包括预分类、再加工、场内运输、排渗防水、集中堆筑成

型等全部成本约50-60元/吨垃圾，远低于目前各城市垃圾处理的市政服务成本。

[0005] 金字塔堆筑工艺对固体废弃物要预分类、深处理，实行多元化填筑方式，从而实现

固体废物的多功能受纳，并造就稳固的边坡防护结构；参照附图中的图1和图2，主要做法如

下：实例一，针对城市不可回收垃圾，大致将城市不可回收垃圾分类为：可粉碎固体无机垃

圾(建筑垃圾、城市渣土等)和可浆化有机垃圾(生活垃圾、厨余垃圾、污水过滤残渣、粪便

等)两类；固体无机垃圾粉碎至适宜粒度称为粉料，有机生活垃圾浆化至适宜细度并浓缩成

浆料，粉料浆料混掺，浆料充填粉料空隙，可实现一定程度的体积减量；以不同混掺配比调

制出两种集料：大固液比的、适于车载、碾压的称为硬集料，小固液比的、可高浓度管道输送

称为软集料，或曰普通集料；实例二，针对选矿厂尾矿，旋流器分级提取粗颗粒尾矿，经压滤

脱水、必要时混掺水泥等胶结材料，配制成硬集料，剩余尾矿浓缩、脱水，配制成可高浓度管

道输送的软集料；两个实例中，硬集料经堆填、碾压、固化后力学性能和承载能力较好，用于

构筑金字塔边坡防护体(图2之12)，边坡防护体形成外围大环形作业平台(图1之9)；相应的

填筑和运输方式是：硬集料用汽车装载，中央井塔(图之7)提升，运送到预定部位后，堆筑、

碾压、支护形成整体力学性能坚固的边坡防护体外壳；作业区的中心小环形作业平台(图1

之6)和平台运输通道(图1之5)也采用硬集料建造，以承载作业负荷；大环形作业平台和小

环形作业平台之间的区域称为经济回填区(图1之4)，该区域回填方式相对粗放，软集料可

采用管道输送方式直接灌填到中部的经济回填区，不易管道输送的普通集料则采用其他适

用方式回填，经济回填区的填筑成本相对较低；实例一和实例二之外，如普通渣土类废弃

物，也要预分类、再处理，实行差别化填筑；对于高含水量、高泥质的软弱物料，决不能堆填

边坡防护体，只能排放到经济回填区；顺便提及，深圳光明区恒泰工业园2015年发生的渣土

场崩溃灾难，就是城市固体废弃物不分类、不处理、无序堆筑造成重大事故的现实教训；为

实现资源转化利用，城市普通渣土预分类后，还可进行二次深加工，提取其中现在可利用资

源，暂不可利用的则堆填金字塔；图1的中部经济回填区还划出了一块示意的封装回填区8，

目的是：对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尚无法转化的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进行特殊封装填埋，以

消除社会公害，如同神话故事中将妖魔鬼怪封印闭锁；具体封装方法需进行单独设计。

[0006] 金字塔堆筑工艺的边坡结构生态化，参照附图的图2和图3；主要特点是：金字塔外

围全部构筑梯田式边坡，形成符合生态发展的立地环境；多说几句理由：千万年的农耕社会

中，山区农业文明的基础就是梯田式耕作，先人们为什么不在倾斜的山坡地面上刀耕火种，

却要辛苦劳作修筑梯田呢？因为斜坡地面确实不具备农耕林种的立地条件，唯有平坦立地

的梯田才能繁衍出农林生态；本工艺彻底摈弃现有规范中关于坡面栽种、斜坡复垦的空泛

论调，而采取在金字塔外边坡全部构筑梯田的立地模式，如图1中1所示；本例推荐梯田式边

坡的建造结构如图2所示：分层梯田由分层绿化平台12和封闭台阶13组成，封闭台阶用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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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15和挡土板16构筑，封闭台阶是垂直的，分层绿化平台是平坦的；本例分层绿化平台宽

度不小于6.0m，台阶高度3.0m；分层梯田在大环形作业平台基础上分层建造，分层绿化平台

的表层应回填不小于50公分厚度种植土壤，平台表面之下约1.5m深度铺设一层防渗土工

膜，土工膜宽度大于平台宽度；隔离防渗土工膜形成边坡体防渗系统，同时利于绿化平台保

墒、保肥；金字塔梯田式绿化边坡的整体作用是，不减少城市原有绿地或森林覆盖的总体面

积，只是将平地绿化变革为立体绿化，形成一种新的生态模式。

[0007] 金字塔堆筑工艺的排水方法是：平台过滤排水，边坡隐埋排水，分区汇流排水，作

业区措施排水，参照图2、图3；图3中预制支架横梁上放置有透水罩盖板21，盖板下有2～3个

泄水立孔(图中未显示)，泄水立孔连通预制支架的内置排水斜孔20，平台汇水经反滤体和

透水罩盖板过滤后汇入预制支架的内置排水斜孔；预制支架内置排水斜孔的两端出口连接

上下层梯田的分层联系排水管19，构成边坡隐埋排水系统(图2之14)；所谓分区汇流排水是

指：大致金字塔半高度以下边坡的汇水直接由边坡隐埋排水系统下泄到坡底排水沟(图2之

18)；上部边坡的汇水经由排渗群井(图1之3)位置措施平台汇集后，由排渗群井预置的排水

管道下泄到底部结构水仓(图中未显示)；金字塔坡顶终了永久平台的雨水由中央井塔预置

的排水管道排放；作业区措施排水方法是由中央井塔和排渗群井设置临时排渗管过滤排放

汇水；目前，各类边坡的明渠流排水方式，是造成水土流失和边坡水侵灾害的主因；本工艺

的全部金字塔边坡和平台，不设置明渠流排水系统，以防范水土流失和水侵造成的边坡灾

害。

[0008] 金字塔堆筑工艺的排渗方法是：刚性隔水排渗底板、边坡防护体独立排渗系统、经

济回填区分层网络排渗、大阶段隔流截渗、多区域中心集水、应急情况负压吸滤排渗，具体

做法如下：刚性隔水排渗底板在基建时期建造，底板是复合的上下两层圬工体，下层的功能

是与地下水相隔离，上层是透水混凝土排渗层，层间埋置适宜密度的透水管网，将底板汇集

的渗流水引向底部结构水仓；边坡防护体独立排渗系统的做法是：每层(或间隔)梯田底板

铺设多条排渗盲管，贯穿大环形作业平台，伸入中部经济回填区，并保持适宜排水坡度，形

成边坡防护体排渗系统；边坡防护体的填筑材料和构筑方法决定，其排渗量较小，排渗管道

出口可直接引到分层绿化平台，用于辅助灌溉，或者连接边坡的隐埋排水系统；经济回填区

分层排渗网络做法是：大致按3～5m高度的分层间距，设置分层排渗网络，每分层排渗网络

由许多个分区排渗网络组构形成；分区排渗网络包括排渗主管、排渗支管和排渗毛细管，毛

细管是主要排渗体，支管和主管用于集流和排水；分层排渗网络配合多区域中心集水的含

义是：中央井塔和外围排渗群井，构成多元化排渗区域集水中心；由各集水中心向外，辐射

状布置适宜数量的分区排渗网络，分区网络的排渗主管与集水中心井壁外预留的排水管连

接，将渗流水疏泄到井底水仓；大阶段隔流截渗的做法是：每间隔30m左右高度，设置一层柔

性的隔流截渗体，截渗体可由多层土工膜搭接铺设组成，截渗体贴附于该高程的排渗网络

层下方，并将该分层排渗网络特殊加密设置；设置隔流截渗体的目的是：防范上部回填区多

种原因的积水下泄危害，为下部填筑体造就一种无外来水补给的、稳定的脱水、沉降和固结

环境，严防下部填筑体液化，形成头重脚轻，引发类似深圳渣土场崩溃那样的灾害；隔流截

渗体要覆盖全部经济回填区域，铺设前宜修整经济回填区地坪，形成朝向中央井塔和排渗

群井各集水中心的适宜的排渗排水坡度；应急情况负压吸滤排渗只在监测到某区域存在液

化危害的情况下采用，做法是将该部位埋置的分区排渗网络的排渗主管，连接抽气泵(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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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造成负压吸渗环境，促使高含水堆体排渗脱水，由于各分区排渗网络的排渗主管都是

连接在区域集水中心的井壁排水管上，该措施能够实现。

[0009] 金字塔堆筑工艺的多元化监测方法，包括：井壁预留监测孔的监测、经济回填区预

埋监测标志物的监测、外部边坡变形的测量监测、边坡结构破损的人工巡回监测等；井壁预

留监测孔的监测方法是：在中央井塔和排渗群井的井壁适宜部位，设置可控监测孔，利用监

测孔进行取样监测或者直接监测，监测项目应包括回填体含水量、水质、孔隙水压力、液性

指数和摩擦角、粘聚力等力学参数；经济回填区预埋监测标志物的监测方法是：在回填体中

设定的空间位置(X、Y、Z三维坐标)埋置监测标志物，该标志物应是现有技术手段易于监测

定位的、性能可靠的、不易损坏的封装物体，例如永磁体用电磁仪可以监测，强反射面用超

声波可以监测等；预埋监测标志物的监测目的主要是为掌控填筑体各部位的沉降和位移参

数，为金字塔的安全稳定保驾护航；对于封装回填区填埋的有毒有害特殊废弃物，以上述方

法或者另增设专业手段，进行更针对性监测。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金字塔填筑建造示意图，图中标注符号的意义如下：

1——金字塔梯田式边坡，  2——底部汽车通道，3——排渗群井，

4——中部经济回填区，5——平台运输通道，6——小环形作业平台，

7——中央井塔，8——封装回填区，9——大环形作业平台，

10——底部措施通道；

图2是金字塔边坡结构示意图，图中标注符号的意义如下：

9——大环形作业平台，11——边坡防护体，12——分层绿化平台，

13——封闭台阶，14——隐埋排水系统，15——预制支架，

16——挡土板，17——边坡泄水口，18——坡底排水沟；

图3是台阶预制结构和隐埋排水系统示意图， 图中标注符号的意义如下：

15——预制支架，16——挡土板，19——分层联系排水管，

20——支架内置排水斜孔，  21——透水罩盖板，22——内置排水孔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金字塔堆筑工艺的主要建构筑物和底部结构大致如下：中央井塔用于硬集料的车

载提升和软集料的管道输送，除物料提升设备外，井筒还要安设人行梯子间和电梯，安装排

水、排气、压气管道和各种措施构件；底部中央机房位于中央井塔的井底周边，设置水仓、泵

房、通风、压气、浆液加压泵、配电等设施；排渗群井位于中央井塔外围，环形布置，一般不少

于8个，群井用于经济回填区的排渗、排水、监测和措施工程，也要预留马头门，安装人行电

梯和相应辅助构件；底部通道是由中央井塔辐射状布置四条隧道通至场外，两条用于汽车

运输，两条作为人行和措施通道。

[0012] 金字塔堆筑工艺若用于处理城市垃圾项目，需增加的辅助基建项目有：固体垃圾

堆场、垃圾粉碎车间、垃圾浆化车间、储浆池、硬集料混制车间、软集料混制车间、生产生活

水池、除尘、通风辅助设施等；城市垃圾处理的大致工艺是：(1)粉料加工：采用三段一闭或

四段一闭、阶段筛分工艺，末段一般用对辊式破碎，将无机固体废弃物粉碎至约-2mm，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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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废料要预先筛分，地下开挖泥质材料单独处理；(2)浆料加工：先用滚刀(锤)式粉碎机，对

包装垃圾进行粉碎、解离；配水成稀浆，进入粗浆机打浆，粗浆机的旋转刀具宜钝化、坚硬，

可将有害固体杂质(玻璃、陶瓷等)粉碎；稀浆经旋流器分选，剔除有害固体杂质，浆液浓缩

后进入细浆机磨浆，加工至成品质量——约－50目；再次浓缩或压滤，浆液浓度提升到60-

65％，即为成品浆料；(3)集料混掺配制：用计量装置，按不同配比，混掺配制硬集料和软集

料。硬集料的固体粉料一般应筛分，剔除－0.075mm(200目)的粉细料，以适应作业平台碾

压，使具备相应承载能力；硬集料固液比(质量比)一般在3.0以上，具体参数由现场实验确

定；软集料固液比(质量比)一般在2.0以下，由浆体泵和管道输送能力确定。

[0013] 中央井塔提升运输方法:井筒安装摩擦轮提升机和提升罐笼，大致按3.5m间隔留

置双侧马头门，安装摇台，供汽车出入；嗣后井体掩埋段的马头门用钢筋混凝土封闭；马头

门与中心小环形作业平台和平台运输通道的对接，可采用钢结构支架、预制混凝土构件、斜

坡填筑等过渡性措施。

[0014] 中心小环形作业平台和平台运输通道的构筑方法：用预制支架和挡土板支护小环

形作业平台外边坡和运输通道的路堑边坡，分层回填、碾压，边坡支护高度可小于边坡梯田

的台阶高度，边坡外嗣后回填防护斜坡。

[0015] 分层排渗网络组连方法：分层排渗网络由分区排渗主管、排渗支管和排渗毛细管

连接组成；毛细管是主要排渗体，支管和主管用于集流和排水。排渗毛细管分布间距宜控制

为－5m；各种规格排渗管都是一种新型土工材料——塑胶盲排水(渗)管，它由内衬的立体

塑胶网充填骨架和透水的土工布外套组合而成，管道具有良好的柔性和抗伸张强度，管道

形体规格和外套土工布的渗透系数，可与厂家协商定制；中央井塔和外围排渗群井，构成多

个排渗集水中心；由各集水中心向外，辐射状布置多个排渗分区；灌填或回填作业中，适当

控制各集水中心与外围灌填区的表面高程，以保持适宜的排渗排水坡度；分区排渗主管与

集水中心井壁外预留的排水管连接，将渗流水疏泄到井底水仓；排渗网络施工需加强质量

管理，要确保连接可靠，谨防断接；各分区网络就位后，均要进行导通检验；分区主管与集水

中心排水管的连接，要预估排渗网络伴随回填体发生的沉降幅度，预留沉降高度的做法是：

届时Am高程面的排渗网络连接(A－h)m的预留排水管，参数h由测算和监测数据设定；此外，

连接接口要采用柔性的、或者可伸缩的机制，以适应排渗网络的沉降变形；每分层排渗网络

的连接排水管，在井壁内要设置‘U’型管和接口，用于监测排渗流量和应急负压抽气排渗；

分区排渗网络一般要在大环形作业平台完成组合连接和支撑定型，然后索道牵引到经济回

填区就位。

[0016] 作业区临时措施工程：中央井塔和排渗群井的外井壁预埋稳风绳挂环；由于建设

初期无外围填筑体支撑，高耸井塔易遭受强风危害，须挂设稳风绳；稳风绳规格、钩挂高度、

预应力设置等由设计确定；当经济回填区采用管道灌填方式时，需在作业平台之间、排渗群

井之间架设临时索道，辅助作业；金字塔外边坡各层梯田之间，分区域构筑用于人行和小型

作业机械的道路，一般不设置汽车道路，以维护边坡生态环境；边坡绿化材料和其他材料的

运输，采用另一项专利工艺《一种边坡工程物料运输系统》(证书号第1639333号/专利号

ZL20131003060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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