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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

固结构，分别在边坡的顶部和底部挖设截水沟和

排水沟；自第一边坡土体向第二边坡土体方向引

孔布设坡顶截水井和坡底截水井，并在坡顶截水

井和坡底截水井内设置抽水控制装置；自第一边

坡土体坡面向第二边坡土体方向打设与岩层接

触面垂直相交的斜向加筋体，并在岩层接触面处

设置接缝增强体，在斜向加筋体的底部设置锚固

注浆体；自第一边坡土体坡面沿水平向引孔植入

横向加筋体；在岩层接触面顶端的临空面处设置

顶部封闭体；在第一边坡土体的坡脚部位设置坡

底压重体。本实用新型可有效提升边坡支护结构

的排水效果、增强岩层接触面的抗滑稳定性、改

善边坡支护结构的受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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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边坡的顶部和底部分别挖设有截水沟

（3）和排水沟（5）；自第一边坡土体（1）向第二边坡土体（2）方向引孔布设坡顶截水井（4）和

坡底截水井（6），在坡顶截水井（4）和坡底截水井（6）内设置抽水控制装置（28）；抽水控制装

置（28）的控制导线（12）与抽水泵体（7）相连，抽水泵体（7）通过抽水管（9）将坡顶截水井（4）

和坡底截水井（6）内的水抽至外部的排水沟（5）或截水沟（3），自第一边坡土体（1）向第二边

坡土体（2）方向打设若干与第一边坡土体（1）与第二边坡土体（2）岩层接触面垂直相交的斜

向加筋体（17），在斜向加筋体（17）与岩层接触面的位置处设置接缝增强体（26），同时在斜

向加筋体（17）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设置筋体锚固板（25）和锚固注浆体（24）；自第一边坡土体

（1）坡面沿水平向引孔布设横向加筋体（18），横向加筋体（18）从第一边坡土体（1）穿至第二

边坡土体（2）内；在第一边坡土体（1）与第二边坡土体（2）的岩层接触面顶端的临空面处设

置顶部封闭体（23）；在第一边坡土体（1）的坡脚部位设置坡底压重体（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坡顶截水井

（4）和坡底截水井（6）顶部设置排水体盖板（8），所述抽水泵体（7）设置在排水体盖板（8）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加筋体

（18）包括抗剪增强体（22）、横向连接筋（19）、排水填充体（20）和装配式压板（21），横向连接

筋（19）的一端与抗剪增强体（22）连接，另一端与装配式压板（21）连接；所述装配式压板

（21）采用钢筋混凝土板或钢板，其上设置与连接筋穿设孔（30）和排水孔（29）；所述排水填

充体（20）采用排水混凝土，所述抗剪增强体（22）在第一边坡土体（1）与第二边坡土体（2）岩

层接触面两边的长度为20~5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水控制装

置（28）包括测试浮板（11）、水位测试体（10）、固定环板（13）和防坠物盖板（15）；所述测试浮

板（11）采用轻质泡沫板或塑料板，其下表面与井底水体（16）相接；所述水位测试体（10）两

端分别与测试浮板（11）和固定环板（13）相连接，通过水位测试体（10）测试井底水体（16），

进而控制抽水泵体（7）的启闭；所述固定环板（13）采用钢板或PVC板，平面呈圆环形，中间设

置抽水管穿过孔（27），四周沿环形设置环向撑筋（14）；所述环向撑筋（14）采用刚性弹片；所

述防坠物盖板（15）设于固定环板（13）的上部，并与抽水管（9）连接牢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顶部封闭体

（23）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板或混凝土预制板，嵌入第一边坡土体（1）向第二边坡土体（2）

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坡底压重体

（31）采用预制混凝土块，横断面呈倒“凸”形，凸隼段嵌入第一边坡土体（1）内，与坡面通过

锚固螺栓（32）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水位测试体（10）

采用滑动变阻器或位移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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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可以改善顺层岩质边坡的受力性状和防排水性能、提高现场

施工效率的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属于土木工程领域，适用于边坡加固施工工程。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山区高速公路建设中经常遇到顺层岩质路堑边坡

和岸坡的稳定问题。已有工程实践表明，顺层岩质边坡稳定性差，危害严重，给公路交通建

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针对顺层岩质边坡进行加固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003] 现有技术中已有一种红层岩质边坡柔性综合支护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采用锚杆或锚索对相邻互层岩层钻孔注浆锚固，并在锚杆或锚索端部之间设置预应力绳，

绳间加挂对坡面形成预紧压力的绳网；坡脚设置微型抗滑桩，坡体中设置反滤毛细排水管。

本发明适用于红层岩质边坡及具有类似地质特征的其它岩质边坡的加固。该施工技术的施

工安全性较好，施工成本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顺层岩质边坡的加固问题，但是加固结构

整体性仍有待提高。

[0004] 综上所述，现有顺层岩质边坡加固方法在适宜的工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在提

升结构整体性、改善边坡排水效果方面尚存不足之处。鉴于此，目前亟待发明一种可以改善

顺层岩质边坡的受力性状和防排水性能、提高现场施工效率的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

构。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以改善顺层岩质边坡的受力性状和防排水性

能、提高现场施工效率的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

[0006]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7] 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边坡的顶部和底部分别挖设有截水

沟和排水沟；自第一边坡土体向第二边坡土体方向引孔布设坡顶截水井和坡底截水井，在

坡顶截水井和坡底截水井内设置抽水控制装置；抽水控制装置的控制导线与抽水泵体相

连，抽水泵体通过抽水管将坡顶截水井和坡底截水井内的水抽至外部的排水沟或截水沟，

自第一边坡土体向第二边坡土体方向打设若干与第一边坡土体和  第二边坡土体岩层接触

面垂直相交的斜向加筋体，在斜向加筋体与岩层接触面的位置处设置接缝增强体，同时在

斜向加筋体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设置筋体锚固板和锚固注浆体；自第一边坡土体坡面沿水平

向引孔布设横向加筋体，横向加筋体从第一边坡土体穿至第二边坡土体内；在第一边坡土

体与第二边坡土体的岩层接触面顶端的临空面处设置顶部封闭体；在第一边坡土体的坡脚

部位设置坡底压重体。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坡顶截水井和坡底截水井顶部设置排水体盖板，所述抽水泵体设

置在排水体盖板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横向加筋体包括抗剪增强体、横向连接筋、排水填充体和装配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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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横向连接筋的一端与抗剪增强体连接，另一端与装配式压板连接；所述装配式压板采用

钢筋混凝土板或钢板，其上设置与连接筋穿设孔和排水孔；所述排水填充体采用排水混凝

土，所述抗剪增强体设置在第一边坡土体与第二边坡土体岩层接触面两边的长度相同，均

为20~50cm。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抽水控制装置包括测试浮板、水位测试体、固定环板和防坠物盖

板；所述测试浮板采用轻质泡沫板或塑料板，其下表面与井底水体相接；所述水位测试体采

用滑动变阻器或位移传感器，两端分别与测试浮板和固定环板相连接，通过水位测试体测

试井底水体，进而控制抽水泵体的启闭；所述固定环板中间设置抽水管穿过孔，四周沿环形

设置环向撑筋；所述环向撑筋采用刚性弹片；所述防坠物盖板设于固定环板的上部，并与抽

水管连接牢固；所述固定环板采用钢板或PVC板，平面呈圆环形，其上设置供抽水管穿过的

抽水管穿过孔。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顶部封闭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板或混凝土预制板，嵌入第一边

坡土体与第二边坡土体内。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坡底压重体采用预制混凝土块，横断面呈倒“凸”形，凸隼段嵌入第

一边坡土体内，与坡面通过锚固螺栓连接。

[0013]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的特点和有益效果

[0014] （1）本实用新型横向加筋体、斜向加筋体和坡底压重体安装方便，可同步起到增强

第一边坡土体向第二边坡土体连接强度、增大抗滑力的作用。

[0015] （2）本实用新型设置了坡顶排水体和坡底排水体，并可通过抽水控制装置控制井

底水体的高度，改善顺层岩质边坡的防排水效果。

[0016] （3）本实用新型在岩层接触面顶端的临空面处设置顶部封闭体，可起到隔断地表

水下渗通道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装配式压板布设示意图；图3是图1抽水控制装置示意图；

[0019] 图4是图1固定环板示意图。

[0020] 图中：1-第一边坡土体；2-第二边坡土体；3-截水沟；4-坡顶截水井；5-排水沟；6-

坡底截水井；7-抽水泵体；8-排水体盖板；9-抽水管；10-水位测试体；11-测试浮板；12-控制

导线；13-固定环板；14-环向撑筋；15-防坠物盖板；16-井底水体；17-斜向加筋体；18-横向

加筋体；19-横向连接筋；20-排水填充体；21-装配式压板；22-抗剪增强体；23-顶部封闭体；

24-锚固注浆体；25-筋体锚固板；26-接缝增强体；27-抽水管穿过孔；28-抽水控制装置；29-

排水孔；30-连接筋穿设孔；31-坡底压重体；32-锚固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现场吊装施工技术要求、型钢轧制及焊接施工技术要求、螺栓紧固施工技术要求

等，本实施方式中不再赘述，重点阐述本实用新型涉及结构的实施方式。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示意图，图2是图1平面图，图3是

图1固定环板示意图，图4是图1抽水控制装置示意图。参照图1~图4所示，顺层岩质边坡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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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第一边坡土体1和内部的第二边坡土体2两种岩层斜向相错构成，第一边坡土体1和第

二边坡土体2分别为泥质粉砂岩和砾岩。

[0023] 顺层岩质边坡组合式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边坡的顶部和底部分别挖设有截水

沟3和排水沟5；自第一边坡土体1向第二边坡土体2方向引孔布设坡顶截水井4和坡底截水

井6，在坡顶截水井4和坡底截水井6内设置抽水控制装置28；抽水控制装置28的控制导线12

与抽水泵体7相连，抽水泵体7通过抽水管9将坡顶截水井4和坡底截水井6内的水抽至外部

的排水沟5或截水沟3，自第一边坡土体1向第二边坡土体2方向打设若干与第一边坡土体1

与第二边坡土体2岩层接触面垂直相交的斜向加筋体17，在斜向加筋体17与岩层接触面的

位置处设置接缝增强体26，同时在斜向加筋体17的顶部和底部分别设置筋体锚固板25和锚

固注浆体24；自第一边坡土体1坡面沿水平向引孔布设横向加筋体18，横向加筋体18从第一

边坡土体1穿至第二边坡土体2内；在第一边坡土体1与第二边坡土体2的岩层接触面顶端的

临空面处设置顶部封闭体23；在第一边坡土体1的坡脚部位设置坡底压重体31。

[0024] 所述坡顶截水井4和坡底截水井6顶部设置排水体盖板8，所述抽水泵体7设置在排

水体盖板8上。

[0025] 所述横向加筋体18包括抗剪增强体22、横向连接筋19、排水填充体20和装配式压

板21，横向连接筋19的一端与抗剪增强体22连接，另一端与装配式压板21连接；所述装配式

压板21采用钢筋混凝土板或钢板，其上设置与连接筋穿设孔30和排水孔29；所述排水填充

体20采用排水混凝土，所述抗剪增强体22在第一边坡土体1与第二边坡土体2岩层接触面两

边的长度为20~50cm。

[0026] 所述抽水控制装置28包括测试浮板11、水位测试体10、固定环板13和防坠物盖板

15；所述测试浮板11采用轻质泡沫板或塑料板，其下表面与井底水体16相接；所述水位测试

体10采用滑动变阻器或位移传感器，两端分别与测试浮板11和固定环板13相连接，通过水

位测试体10测试井底水体16，进而控制抽水泵体7的启闭；所述固定环板13中间设置抽水管

穿过孔27，四周沿环形设置环向撑筋14；所述环向撑筋14采用刚性弹片；所述防坠物盖板15

设于固定环板13的上部，并与抽水管9连接牢固；所述固定环板13采用钢板或PVC板，平面呈

圆环形，其上设置供抽水管9穿过的抽水管穿过孔27。

[0027] 所述所述顶部封闭体23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板或混凝土预制板，嵌入第一边坡土

体1向第二边坡土体2内。

[0028] 所述坡底压重体31采用预制混凝土块，横断面呈倒“凸”形，凸隼段嵌入第一边坡

土体1内，与坡面通过锚固螺栓32连接。

[0029] 截水沟3和排水沟5横断面均呈等腰梯形，采用施工机械挖设而成。坡顶截水井4和

坡底截水井6直径均为300mm，采用钻孔机械打设。抽水泵体7采用220v抽水电机，扬程50m。

排水体盖板8采用厚度为2mm的钢板制成，直径为500mm。抽水管9采用直径50mm的PVC管。控

制导线12采用直径为2mm的铜芯导线。横向加筋体18包括抗剪增强体22、横向连接筋19、排

水填充体20和装配式压板21；横向连接筋19采用直径20mm的螺纹钢筋；排水填充体20采用

排水混凝土材料；装配式压板21采用钢筋混凝土板；抗剪增强体22采用直径为100mm的钢

管，与横向连接筋19焊接连接。顶部封闭体23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板。锚固注浆体24为强度

等级为M30的水泥砂浆硬化而成。筋体锚固板25采用厚度为20mm的钢板轧制而成。接缝增强

体26采用强度等级为M30的水泥砂浆硬化而成。抽水管穿过孔27直径为60mm。抽水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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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包括测试浮板11、水位测试体10、固定环板13和防坠物盖板15，测试浮板11采用塑料板，

其下表面与井底水体16相接；水位测试体10采用行程为30cm的位移传感器；固定环板13采

用厚度为2mm的钢板轧制而成；固定环板13的四周沿环形设置环向撑筋14；环向撑筋14采用

厚度为1mm、宽度为2cm的刚性弹片制成；防坠物盖板15采用厚度为2mm的钢板轧制而成。排

水孔29直径为10mm。连接筋穿设孔30直径为25mm。坡底压重体31采用预制混凝土块，横断面

呈“凸”形，顶宽为50cm，底宽为100cm，并使其顶端嵌入第一边坡土体1内。锚固螺栓32采用

直径32mm的螺纹钢筋轧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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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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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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