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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土场边坡的快装构件式防护结构

(57)摘要

防护结构的边坡构造特点是：竖直坡面低台

阶+分层似水平大平台，让常规排土场俯视范围

的难治理的倾斜坡面归零；边坡排水系统的特点

是：拦砂疏水、化浊为清、化整为零、以暗代明，彻

底消除排土场水土流失；边坡防护特点是：倾斜

角10°以上坡面实现100％的挡土板防护，确保边

坡永久稳定；边坡生态恢复特点是：3～6个月实

现100％的边坡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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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土场边坡的快装构件式防护结构，其特征在于：

防护结构的主体部件是构造框架(1)，辅助部件有挡土板(8)、抗滑加压桩(9)和分层联

系排水管(10)；其中，构造框架(1)由底板(2)、斜撑(3)、排水墙(4)、肩板(5)一体浇筑形成，

底板带有贯通的水平排水孔(7)，排水墙带有与底板水平排水孔贯通的多个排水立孔(6)；

防护结构的安装方法如下：在碾压密实的底板或者分层平台的上高程面，依据设计坡

底线和分节长度完成放线定位，构造框架平行排列，底板平放，肩板竖直，底板中心线垂直

于坡底线；在构造框架安放位置先开挖垫槽，再铺设30mm～50mm厚度的混凝土垫层，然后安

放构造框架；上下部挡土板的配筋和板厚适应不同深度侧压变化，挡土板的长度由防护系

统的分节长度确定，挡土板两端由构造框架的肩板支挡，挡土板内侧土体要分层压实；抗滑

加压桩(9)由钢筋混凝土制作，带有桩尖、桩帽和铁压板，铁压板是一块带有预留孔的铁板，

其预留孔用于安设膨胀螺栓与构造框架的底板固定；分层联系排水管(10)用于连接上下分

层的底板水平排水孔以形成边坡排水系统；每节构造框架的排水墙都带有3～5个排水立

孔，在排水立孔上孔口插入一种上凸式地漏；在上凸式地漏外围设置反滤体，反滤体包覆全

部排水立孔的上凸式地漏；分层平台的降雨汇水量全部经反滤体过滤净化；分层高度为

3000mm，挡土板总高度2500mm，平台宽度4500mm～5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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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土场边坡的快装构件式防护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属矿山技术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排土场边坡防护一直是矿山和市政工程的一大难题；现有技术多是通过构建平台

横向水沟和坡面纵向水沟的方法解决边坡排水问题，也有铺设坡面预制板排水系统的相关

工艺；但目前所有方法和技术都不能切实有效的、立竿见影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排土场边坡

防护、坡面排水和植被绿化问题；排土场问题的症结在于以下几点：其一，敞露于边坡地表

的圬工沟渠排水系统难以适应排土场边坡泄洪要求；其二，高陡长大坡面很难抑制径流侵

蚀，无法治理水土流失；其三，倾角25度以上的坡地即很难形成自然植被，而排土场坡面都

在35度以上，绿化植物难种植、保不住、成活率极低，大量排土场边坡十年、二十年都不能形

成稳定植被；其四，常规工艺对坡面不加工程防护，在雨水侵蚀下边坡稳定性下降，经常造

成滑坡、坍塌等环境危害；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排土场治理耗时太长、反复性大，环境无法承

受。

[0003] 本申请彻底颠覆排土场治理的常规工艺，采取反其道而行的方法来彻底解决排土

场久治不愈的疾患；主要方面是：将常规排土场的高台阶、小平台改变为低台阶、大平台；将

常规排土场不加工程防护的倾斜坡面改变为全工程防护的竖直坡面；将常规排土场俯视范

围的倾斜坡面变为零存在(俯视无坡面投影)；将常规排土场边坡的明沟渠集中排水方式改

变为化整为零式暗管排水系统，彻底消除地表明水和径流的危害；将常规排土场陡边坡种

植的低效率改变为平地种植的高效率；将常规排土场边坡马拉松式的耗工耗时治理和久治

无效改变为当天治理、当天见效，当年种植、当年彻底换新貌。

发明内容

[0004] 边坡防护结构的工程结构参见说明书附图的图1；防护工程的主体部件是构造框

架1，辅助部件有挡土板8、抗滑加压桩9和分层联系排水管10；其中，构造框架1由底板2、斜

撑3、排水墙4、肩板5一体浇筑形成，底板带有贯通的水平排水孔7，排水墙带有与底板水平

排水孔贯通的多个排水立孔6；构造框架1是钢筋混凝土浇筑构件，各部位配筋根据受力工

况设计确定；构件框架1的结构尺寸由排土场的场地条件设计，依据低台阶、大平台的技术

理念，构造框架的参考尺寸是：底板2长度3500mm～4000mm，底板断面由底部矩形平板和中

间矩形凸起体两部分组成，底部平板宽420mm，厚度90mm，中间矩形凸起体宽180mm，高90mm，

其中的水平排水孔直径80mm～90mm；排水墙4的高度为底板的底部矩形平板面以上2300mm，

水平长度1300mm，墙厚180mm(与底板中间的矩形凸起体一致)，其中的排水立孔直径50mm～

60mm；肩板5与底板2的断面规格相同，高度为底板的底部矩形平板面以上2500mm，肩板高于

排水墙200mm，作为分层平台的泄水高差；斜撑3的断面为方形，180mm×180mm，水平倾角约

45°；挡土板8与建筑楼板大同，上下部挡土板的配筋和板厚适应不同深度侧压变化，挡土板

的长度由防护结构的分节长度确定，两幅构造框架底板中心线的间距称为防护结构的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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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抗滑加压桩9的断面规格宜不小于100mm×100mm，长度宜不小于2500mm，钢筋混凝土

制作，带有桩尖、桩帽和铁压板，铁压板是一块带有预留孔的铁板，位于桩帽下距离300mm，

其预留孔用于安设膨胀螺栓与构造框架的底板固定；分层联系排水管10用于连接上下分层

的底板水平排水孔以形成边坡排水系统，推荐采用工程塑料水管，其中竖直管的近地表段

宜设置柔性连接，以适应排土体不均匀沉降；图1中分层联系排水管的竖直管与上分层采用

直管三通对接是提示可间隔采取这种方式用于处理堵塞。

[0005] 防护结构的整体边坡结构参见说明书附图的图2；整体边坡设计为小分层、大平台

构造：本例参数为：分层高度3000mm，挡土板总高度2500mm，平台宽度4500mm～5000mm，整体

边坡角＜34°，略小于土体自然安息角，以确保边坡稳定；分层平台为似水平地坪(采矿学界

术语：＜10°为似水平，10°～30°为缓倾斜，30°～50°为倾斜，＞50°为急倾斜)，不影响植被

栽种和生长；采用分层宽平台、低台阶的作用之一是有效消除上分层对下分层挡土板的侧

压影响，之二是低台阶、小侧压有利于降低防护工程造价，挡土板低于分层高度500mm也是

在于降低挡土板费用；就综合治理角度，本防护结构的构造框架、挡土板、排水管孔等都属

于工程系统，而工程系统造就的似水平分层平台和绿化种植则是边坡综合治理的生态系

统。

[0006] 整个边坡防护结构的排水系统与常规排土场排水大相径庭，基本方案是拦砂疏

水、化浊为清、化整为零、以暗代明；每节构造框架的排水墙都带有3～5个排水立孔，在排水

立孔上孔口插入一种上凸式地漏；上凸式地漏由一根短插管、一个环形盖板、一个花孔透水

管组合而成，短插管插入排水立孔定位，环形盖板封闭排水立孔的泥沙渗漏，花孔透水管允

许外部积水向排水立孔泄流，由于上凸式地漏构造简单，未附制作图；在上凸式地漏外围设

置简易反滤体，反滤体用10mm～20mm粒径砾石、2mm～5mm粒径石渣和普通中粗砂三层复合

即可，反滤体下部用一层黏土压实作为隔水层，反滤体包覆全部排水立孔的上凸式地漏，反

滤体上部微呈凹陷状，低于分层平台的地坪，分层平台的挡土板内侧和平台地坪要修整形

成向两侧反滤体方向的微凹水道，以利排水；分层平台的降雨汇水量全部经反滤体过滤净

化，这就是拦砂疏水、化浊为清；边坡防护结构的分节长度一般不大于4000mm，分层平台宽

度约4500mm，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降雨汇水量形成一个排水小单元，再汇入分层联系排水管，

这就是化整为零；防护结构的分层联系排水管推荐采用工程塑料管，其中竖立管的近地表

管段设置柔性结构，如接入一段柔性管或者伸缩管接，以适应排土体的不均匀沉降；结构框

架中的水平排水孔、排水立孔以及分层联系排水管均埋置在土体中，边坡地表无明水流体，

这就是以暗代明。

[0007] 边坡防护结构的基本支挡构建是挡土板，挡土板是竖立排放的，构造框架的底板

是水平安放的，挡土板两端由构造框架的肩板支挡，挡土板内侧土体要分层压实,挡土板竖

立排放的优点是挡土板用量少且容土方量大；土体对挡土板施加侧压作用，造成构造框架

和挡土板整体的外向滑动力和倾倒力矩；构造框架、挡土板自重和底板上覆土体的压重能

产生抵抗滑动的摩擦阻力和抗倾倒力矩，因此要在构造框架的底板下要铺设适宜厚度水泥

砂浆垫层，一为找平，二为增大摩擦阻力；为提升防护结构的安全可靠度，附加安全措施是

在构造框架底板的尾部安设抗滑加压桩，如附图1所示，抗滑加压桩必须用膨胀螺栓或其他

方法与构造框架的底板牢固连接；因此，这种防护结构的重要技术特点就是：防护结构与防

护对象联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工程体系，既实现了自身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又实现了适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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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场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等工况条件和综合治理要求的水土保持、抗灾防涝、绿

化环保等综合功能，这是它与建筑领域挡土墙、拉筋墙等单一功能防护方式的最大区别。

[0008] 全部防护结构的力学性能测算如下：防护结构外向滑动力：假设分节长度4000mm，

土体容重20kN/m3，摩擦角34°，侧压系数0.282，不计粘聚力，挡土板高度2500mm，水平向总

滑动力约为71kN，总倾倒力矩约为65kN.m；防护结构抵抗力：本例构造框架长度3500mm，断

面尺寸如下：分层高度3000mm，挡土板总高度2500mm，平台宽度4500mm～5000mm，整体边坡

角＜34°，构造框架自重+覆盖土总重约70kN，抗倾倒力矩约为110kN.m，底板抗滑力约65kN，

侧面摩擦抗滑力约25kN，水平向总抗滑力约为90kN；抗滑加压桩测算：假设桩长度2500mm、

断面100mm×100mm、均埋深4000mm，则单桩正面被动土压力约为65kN，侧面摩擦阻力约为

10kN，单桩总抗滑阻力约75kN；单桩抗拉拔力约为20kN，按本例加压力臂3.0m计，单桩抗倾

倒力矩约为60kN.m；上述测算表明：正常工况时防护结构能满足边坡抗滑动、抗倾倒的稳定

性要求，但雨季若遇到土体湿度和重度增大、摩擦角减小的情况，防护结构的安全系数恐有

隐患；测算也表明抗滑加压‑桩力学性能甚佳，且造价低廉，为提升防护结构的安全系数及

适应较大防护节长，应将抗滑加压桩作为首选项；另外，分层平台排土初期，构造框架自身

的抗滑动、抗倾倒能力尚未形成，需要用抗滑加压桩来维持平衡。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边坡防护结构的结构示意图，图中标注符号的意义如下：

[0010] 1——构造框架，2——底板，3——斜撑，

[0011] 4——排水墙，5——肩板，6——排水立孔，

[0012] 7——水平排水孔，8——挡土板，9——抗滑加压桩，

[0013] 10——分层联系排水管，11——上分层防护结构；

[0014] 图2是边坡的横剖面示意图，图中标注符号的意义如下：

[0015] 12——分层平台微倾角，

[0016] 13——整体边坡角，14——分层平台微波浪地坪，15——排土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防护结构的主体部件是构造框架，它的底板、肩板、斜撑和排水墙是用钢筋混凝土

浇筑为一体的；推荐浇筑方法是：钢筋绑扎一次定型，水平排水孔和排水立孔同步设置——

预埋管方式或者插拔内模方式，支模可分一次或者多次完成；浇筑方法推荐多批次浇筑，比

如：先浇筑底板下部的底部矩形平板，(本例尺寸为宽×高＝420mm×90  mm)，初凝后浇筑底

板中间的矩形凸起体，(本例尺寸为宽×高＝180mm×90mm)，初凝后再浇筑排水墙、斜撑和

肩板至排水墙顶面高程，最后浇筑肩板高于排水墙的部分；当采用可靠模具和先进振捣工

艺时，能实现一次浇筑；挡土板和抗滑加压桩制作较简单，不再详述。

[0018] 防护结构的现场安装方法如下：在碾压密实的底板或者分层平台上的高程面，依

据设计坡底线和分节长度完成放线定位，构造框架平行排列，底板平放，肩板竖直，底板中

心线垂直于坡底线；允许边坡的坡底线转折，但要控制转角，使挡土板能够就位；在构造框

架安放位置先开挖垫槽，再铺设30mm～50mm厚度的混凝土垫层，然后安放构造框架，构造框

架就位后，即可安设分层联系排水管；构造框架底板的底部矩形平板上平面作为边坡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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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高程面；加设抗滑加压桩之后即可实施排土作业，注意在作业时应先堆土稳定构造

框架，将构造框架的底板堆压牢固，然后分层排土，碾压密实，直至上分层设计高程，同时注

意修整分层平台地坪，形成最优化的排水和种植条件。防护结构与两翼山坡连接段，会呈现

出防护高度逐渐降低归零的情况，处置方法是：特制不同高度的构造框架以适应防护结构

高度变化，山坡交界处开挖沟槽安放挡土板，或者于交界处另砌筑挡土墙支挡土体；场内暗

埋排水系统与场外明沟的连接方法是：坡底防护结构的水平排水孔外接管与坡底排洪沟连

通，两翼防护结构的水平排水孔外接弯管与场外两翼的截排水沟连通，以挡土墙替代本例

防护结构的山坡交界处，另加排水管连接上分层防护结构的水平排水孔并与两翼的截排水

沟连通；防护结构最大部件构造框架重约2.1吨，单块挡土板重约150公斤，挖掘机能够吊

装，铲车、汽车皆可场内运输，适应排土场作业条件；另外，构造框架制作时，可增设吊装环，

作业更方便。

[0019] 分层平台的似水平地形完全改变了常规排土场高陡倾斜坡面的立地条件，为边坡

绿化提供了本质优良的种植基础；就这个意义来讲，防护结构的构造框架和挡土板等只属

于工程系统，工程系统造就的分层种植平台才属于生态系统；平台绿化应草、灌、树间作，以

适应当地水土气候的乡土植物为主，实现生态多样性；为尽早实现边坡立面的绿化覆盖，特

别要选择生长快的树种，不求树干高，只求树冠大；以本例的边坡结构，2500  mm高度挡土

墙，以南方气候条件，3个月能实现俯视范围100％绿化覆盖率，6个月能实现边坡立面视野

的100％绿化景观；平台绿化种植是排土场边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抢时间完成边坡

绿化、形成永久性植被，最终实现排土场边坡工程防护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综合治理目标。

[0020] 概算造价：本例构造框架混凝土量约0.88m3，挡土板合计混凝土量约0.77m3，按综

合配筋率0.25％计钢筋总用量约35公斤，另加两条抗滑加压桩、几只上凸式地漏、一根分层

联系排水管，工程构件材料价值估计约1000元，安装施工费200元，防护结构单节总造价约

1200元；按本例防护系统分节长度4000mm，分层高度3000mm计，以排土场边坡立面面积测

算，防护成本约100元/m2；成本似乎略高，但作为百年大计的永久性防护工程，以目前国家

环保政策要求，矿山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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