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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

截水抗滑结构及其施工方法，能全断面排泄滑坡

体内的地下水，使得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前部的滑

坡体滑动面抗剪强度参数取天然状态参数，并消

除地下水渗透力。包括在滑坡体上立设的至少一

排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各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下

端均穿过滑动面插入下层土体中，相邻通透式截

水抗滑桩之间连接有立设的两面截水墙，两面截

水墙与所连接的两根通透式截水抗滑桩之间围

合成沟槽，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两侧壁以及截水

墙上均设有泄水孔，用于使土体中的水渗入通透

式截水抗滑桩、沟槽内，且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沟

槽连通，形成排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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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其特征在于：

包括在滑坡体上立设的至少一排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各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下端均穿

过滑动面插入下层土体中，相邻通透式截水抗滑桩之间连接有立设的两面截水墙，两面截

水墙与所连接的两根通透式截水抗滑桩之间围合成沟槽，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两侧壁以及

截水墙上均设有泄水孔，用于使土体中的水渗入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沟槽内，且通透式截水

抗滑桩、沟槽连通，形成排水通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其特征在于：各排

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沿滑坡体的坡面倾斜式分布，使排水通道的两端形成高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其特征在于：通透

式截水抗滑桩为的截面呈“口”字型，所述截水墙的外侧面位于对应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外

侧面的内侧，形成矩形波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和沟槽中均用碎石回填，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和沟槽的上方用土体回填，

回填的碎石、土体之间布设土工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沟槽的底部均设有底板，且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底板与沟槽的底板相

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泄水孔从外向内倾斜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泄水孔分布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截水墙的下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其特征在于：通透

式截水抗滑桩的顶部高于地下水位线，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底部低于地下水位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其特征在于：通透

式截水抗滑桩与沟槽相邻的壁上设有过水通道。

10.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巨型滑坡上选定实施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位置；开挖通透式截水抗滑桩，通透式截

水抗滑桩与沟槽相邻的壁上预留过水通道；现场浇筑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底板；在通透式

抗滑桩上钻设泄水孔；在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内的空心部分以及过水通道内回填碎石；在通

透式截水抗滑桩的碎石顶部铺设土工布后回填土体直到滑坡体表，直到全部通透式截水抗

滑桩实施完成；

分段开挖桩间截水墙；现场浇筑沟槽的底板，并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底板完全连接；

在截水墙内钻设泄水孔；在沟槽内回填碎石；在回填的碎石顶部铺设土工布后回填土体直

到滑坡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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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滑坡治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

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在治理中小型滑坡方面取得巨大成功，采用悬臂抗滑桩、预应力锚索抗

滑桩、削方减载与回填反压、截排水等技术措施，但是对于体积超过1000万m3的巨型滑坡，

其工程治理目前仍属于世界性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

滑结构及其施工方法，能全断面排泄滑坡体内的地下水，使得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前部的滑

坡体滑动面抗剪强度参数取天然状态参数，并消除地下水渗透力。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

[0006] 包括在滑坡体上立设的至少一排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各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下端

均穿过滑动面插入下层土体中，相邻通透式截水抗滑桩之间连接有立设的两面截水墙，两

面截水墙与所连接的两根通透式截水抗滑桩之间围合成沟槽，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两侧壁

以及截水墙上均设有泄水孔，用于使土体中的水渗入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沟槽内，且通透式

截水抗滑桩、沟槽连通，形成排水通道。

[0007] 优选地，各排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沿滑坡体的坡面倾斜式分布，使排水通道的两端

形成高差。

[0008] 优选地，通透式截水抗滑桩为的截面呈“口”字型，所述截水墙的外侧面位于对应

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外侧面的内侧，形成矩形波状。

[0009] 优选地，所述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和沟槽中均用碎石回填，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和沟

槽的上方用土体回填，回填的碎石、土体之间布设土工布。

[0010] 优选地，所述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沟槽的底部均设有底板，且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

底板与沟槽的底板相连。

[0011] 优选地，所述泄水孔从外向内倾斜设置。

[0012] 优选地，所述泄水孔分布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截水墙的下部。

[0013] 优选地，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顶部高于地下水位线，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底部低

于地下水位线。

[0014] 优选地，通透式截水抗滑桩与沟槽相邻的壁上设有过水通道。

[0015] 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的施工方法，

[0016] 在巨型滑坡上选定实施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位置；开挖通透式截水抗滑桩，通透

式截水抗滑桩与沟槽相邻的壁上预留过水通道；现场浇筑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底板；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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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式抗滑桩上钻设泄水孔；在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内的空心部分以及过水通道内回填碎石；

在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碎石顶部铺设土工布后回填土体直到滑坡体表，直到全部通透式截

水抗滑桩实施完成；

[0017] 分段开挖桩间截水墙；现场浇筑沟槽的底板，并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的底板完全

连接；在截水墙内钻设泄水孔；在沟槽内回填碎石；在回填的碎石顶部铺设土工布后回填土

体直到滑坡体表。

[0018]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针对巨型滑坡厚度大、推力大的实际情况，研发了一种通透式截水抗滑桩

新技术，并给出其使用方法。该发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技术，能全断面排泄滑坡体内的地下

水，使得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前部的滑坡体滑动面抗剪强度参数取天然状态参数，并消除地

下水渗透力。

[0020] 在巨型滑坡中上部实施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后，桩后滑坡体内地下水可以全部通过

抗滑桩及桩间截水墙内的泄水孔进入抗滑支挡结构碎石回填体内，并以较快速度通过桩底

及桩间截水墙底部流出滑坡体，确保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桩前的滑坡体不受地下水影响。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示意图；

[0023] 图3为图1的1‑1剖视示意图；

[0024] 图4为图1的2‑2剖视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

[0026] 附图中，1‑滑坡体，2‑滑床，3‑滑动面，4‑滑动方向，5‑地下水位线，6‑河水位，7‑通

透式截水抗滑桩，8‑滑坡主滑方向，9‑滑坡边界，10‑截水墙，11‑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排水方

向，12‑底板，13‑截水墙填料(碎石)，14‑土体，15‑泄水孔，b‑抗滑桩横截面宽度(cm)，h‑抗

滑桩横截面长度(cm)，S‑桩间净距离(m)，t‑抗滑桩填料区长度(m)，c‑抗滑桩填料区宽度

(m)，e‑截水墙厚度(cm)。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的通透式截水抗滑结构

[0028] (1)该发明是一种治理巨型滑坡灾害的新型抗滑支挡结构，由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

和桩间截水墙12两部分组成，桩间净距为s，布设在滑坡体的中上部滑动面较陡、地下水丰

富部位。s取值5～6m。如图1和图2所示。

[0029] (2)该发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为矩形截面，与滑坡主滑方向一致的长边为矩形长

边h，与滑坡主滑方向近于垂直的短边为矩形短边b。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中部为空心，空心

部分为矩形，与矩形截面长边对应的长度为t，与矩形截面短边对应的宽度为c。参数取值：

h/b＝1.2～1.25，h/t＝1.5～1.75，b/c＝1.5～1.75，h取2.5～4.0m。如图2所示。通透式截

水抗滑桩与沟槽相邻的壁上设有过水通道。

[0030] (3)该发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的长度根据滑坡实际厚度取值，顶部位于地下水位

以上3～4m，底部深入滑动面以下3～4m。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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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4)该发明桩间截水墙12布设在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之间，截水墙10长度与通透式

截水抗滑桩7长度相同，厚度为e，取50～100cm。如图3所示。

[0032] (5)该方面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及桩间截水墙12长度下部二分之一范围，在抗滑桩

的宽度方向桩间截水墙12布设泄水孔15，按梅花桩方式布置，泄水孔间距30cm，均向抗滑桩

内部空间倾斜，倾角10°～30°。如图3所示。

[0033] (6)该发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和桩间截水墙12底端浇筑钢筋混凝土底板12，厚度

30～50cm，从抗滑支挡结构(7、12)的一端向另一端倾斜，如图2所示，从右侧向左侧倾斜，比

降5～10％，便于排泄从泄水孔15进入抗滑支挡结构空心部分的地下水。

[0034] (7)该发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和桩间截水墙12中空部分均用碎石13回填，填料压

实度不低于60％。填料顶部桩、墙开挖空间就地取材，用土体14回填，压实度不低于80％。碎

石13和回填的土体14界面布设土工布，防治土体渗漏进入碎石填料区，堵塞抗滑支挡结构

渗排地下水。如图3所示。

[0035] 该发明施工方法：

[0036] 首先，在巨型滑坡的适当部位选定实施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的具体位置→采用跳

桩法开挖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现场浇筑桩底钢筋混凝土底板12→在通透式抗滑桩7内钻

设泄水孔15→将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内空心部分填筑碎石13→在碎石填料顶部铺设土工布

后回填土体14直到滑坡体表，直到全部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实施完成；其次，分段开挖桩间

截水墙12→现场浇筑桩间截水墙钢筋混凝土底板12并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7桩底底板完全

连接→在桩间截水墙内按要求布设泄水孔15→在桩间截水墙12内回填碎石13→在回填碎

石层13顶部铺设土工布后回填土体14直到滑坡体表。

[0037] 根据巨型滑坡物理演进理论，除了少部分巨型滑坡由强地震引发以外，绝大部分

巨型滑坡的形成与复活均与强降雨或冰雪融水有关。强降雨或冰雪融水入渗滑坡体后，劣

化滑动面抗剪强度参数，并使滑坡体增重，显著劣化滑坡的稳定性。“十滑九水”、“治滑先治

水”的科学认知，充分说明了地下水在引发滑坡灾害方面的显著作用。目前，由于不能科学

判别滑坡排水效果，故常把滑坡排水作为安全储备，而不能把有效排泄滑坡水体作为灾害

治理依据。统计表明，如果完全考虑排泄滑坡体内地下水后，60％以上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滑

坡都能达到稳定状态。

[0038] 该发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技术，能全断面排泄滑坡体内的地下水，使得通透式截

水抗滑桩前部的滑坡体滑动面抗剪强度参数取天然状态参数，并消除地下水渗透力。

[0039] 该发明工作原理：在巨型滑坡中上部实施通透式截水抗滑桩后，桩后滑坡体内地

下水可以全部通过抗滑桩及桩间截水墙内的泄水孔进入抗滑支挡结构碎石回填体内，并以

较快速度通过桩底及桩间截水墙底部流出滑坡体，确保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桩前的滑坡体不

受地下水影响。

[0040] 已经实施的采用了该发明通透式截水抗滑桩技术。治理工程实施前，滑坡体后部、

侧面及前部变形都十分明显，实施治理工程后，滑坡体变形得到全部遏制，经工程验算，桩

前滑坡体稳定性良好，为了增强从滑坡前端横向穿越的口岸公路交通安全性，在滑坡体前

端实施了两排锚杆格构，防止滑坡体表层发生局部浅层破坏。

[0041]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优选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通

过上述优选实施例已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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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和细节上对其作出各种各样的改变，而不偏离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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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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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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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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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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