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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

修复方法，包括台田修整、设排水沟渠、挡土墙砌

筑、局部坡面挂网喷播、农用种植土回填与土壤

改良和生态种植。本发明施工场地布置合理，施

工流程清晰明确，现场采用大型现代机械，浮石

清理，机械凿除安全可靠；利用凿除的块石砌筑

挡土墙，三维土工网垫植草固土，增加山体立面

绿化面积，提升环境整体观感和生态美感。本发

明可以应用于废弃矿山、采煤沉陷区、采石场弃

地、城市废弃地等的修复，实现土地资源的二次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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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是，包括：

台田修整：整理山体乱石成梯田形式，整平每级场地并压实；

设排水沟渠：在山体台田田面设排水沟；

挡土墙砌筑：在每级台田的外沿砌筑块石重力式挡土墙；

局部坡面挂网喷播：采用三维土工网垫植草固土，向坡面喷射混合基质；

农用种植土回填与土壤改良：台田田面回填农用种植土，对土体理化性质进行改良；

生态种植：在台田田面种植绿化植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山体设计为

外高内低的形式，倾角为5~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排水沟渠的

具体设置方法为：

首先进行测量定位，找平放线，定位开挖宽度、深度及开挖范围，按放线分段分层挖土；

开挖时由深而浅，坡面预留保护层，再人工修坡、找平，沟渠开挖后碾压，压实度在93%

以上，底层及边角部位压实；

铺设砌石层，砌石层下设碎石垫层，浆砌石设变形缝。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挡土墙砌筑

的具体方法为：砌石采用铺浆法砌筑，在铺砌前，将石料洒水湿润，砌筑时，石块分层卧砌，

上下错缝，内外搭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是，向坡面喷射的混

合基质包括种植土、有机质肥料、保水剂、水，其质量比为8.6：0.5：0.1：0.8，根据植物种子

特性及实际需要向混合基质中添加植物种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是，每平方米农用种

植土采用泥炭8kg、腐熟饼肥2kg。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是，台田修整前还包

括浮石清理和机械凿除：对废弃矿山的创面进行浮石清理，用挖掘机进行土石方开挖，将创

面浮石清理至一级平台集中放置，土石方开挖施工，包括松动、破碎、挖装、运输出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是，台田修整前还包

括裂隙修复：对于宽度为20-50cm的裂缝，首先对裂缝两侧进行表土剥离，就近堆存，然后就

近取土或石块，充填裂缝，最后进行表土回覆，并进行土地平整；对于宽度大于50cm的裂缝，

用风镐将需修复的裂缝处凿出麻面，其深度不小于20cm，然后用高压风、水将其冲洗干净，

再用M7.5砂浆将其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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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属于生态修复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阶段，城郊地域残留的废弃矿山、乡镇小型矿区等，其修复面积小，修复率低。对

废弃矿山进行土地复垦、复绿是缓解人地矛盾，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优化生态环境的一项重

要举措，意义重大。生态修复是对废弃矿山的二次利用，矿山裸露边坡的复绿方式主要有鱼

鳞坑种植、植生槽复绿等。鱼鳞坑种植，绿化面不均衡，在平滑的坡面不宜采用，复垦的利用

效率及经济效益不高；植生槽复绿，施工难度大，坡面风化、钢筋腐蚀等可能造成局部坍塌，

存在安全隐患，不宜用于人类活动频繁的公路、房屋周边等位置。针对以上情况可知，当前

生态修复需要解决绿化率低、绿化效果不明显、复垦利用率低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以解决绿化率低、绿化效果不

明显、复垦利用率低的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其特征

是，包括：

台田修整：整理山体乱石成梯田形式，整平每级场地并压实；

设排水沟渠：在山体台田田面设排水沟；

挡土墙砌筑：在每级台田的外沿砌筑块石重力式挡土墙；

局部坡面挂网喷播：采用三维土工网垫植草固土，向坡面喷射混合材料；

农用种植土回填与土壤改良：台田田面回填农用种植土，对土体理化性质进行改良；

生态种植：在台田田面种植绿化植物。

[0005] 进一步地，所述山体设计为外高内低的形式，倾角为5~10°。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排水沟渠的具体设置方法为：

首先进行测量定位，找平放线，定位开挖宽度、深度及开挖范围，按放线分段分层挖土；

开挖时由深而浅，坡面预留保护层，再人工修坡、找平，沟渠开挖后碾压，压实度在93%

以上，底层及边角部位压实；

铺设砌石层，砌石层下设碎石垫层，浆砌石设变形缝。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挡土墙砌筑的具体方法为：砌石采用铺浆法砌筑，在铺砌前，将石

料洒水湿润，砌筑时，石块分层卧砌，上下错缝，内外搭砌。

[0008] 进一步地，向坡面喷射的混合基质包括种植土、有机质肥料、保水剂、水，其质量比

为8.6：0.5：0.1：0.8，根据植物种子特性及实际需要向混合基质中添加植物种子。

[0009] 进一步地，每平方米农用种植土采用泥炭8kg、腐熟饼肥2kg。

[0010] 进一步地，台田修整前还包括浮石清理和机械凿除：对废弃矿山的创面进行浮石

清理，用挖掘机进行土石方开挖，将创面浮石清理至一级平台集中放置，土石方开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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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松动、破碎、挖装、运输出渣。

[0011] 进一步地，台田修整前还包括裂隙修复：对于宽度为20-50cm的裂缝，首先对裂缝

两侧进行表土剥离，就近堆存，然后就近取土或石块，充填裂缝，最后进行表土回覆，并进行

土地平整；对于宽度大于50cm的裂缝，用风镐将需修复的裂缝处凿出麻面，其深度不小于

20cm，然后用高压风、水将其冲洗干净，再用M7.5砂浆将其填平。

[0012] 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

（1）废弃矿山采用大型现代机械进行浮石凿除、清理，充分利用梯田地势，以此替代爆

破做法，这样将会减小对周边地下设施的威胁和达到因地制宜的低影响开发目的，节约保

护措施费用；荒山复绿后，成为当地的自然风光旅游景点，为当地增加经济收入，经济效益

显著。

[0013] （2）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既保证了原地形的稳定，又形成了特色的山体景观，合

理利用了土地资源，增加区域绿化面积，减少扬尘扬沙，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土地

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

[0014] （3）机械凿除掉的块石，用于挡土墙的砌筑，节约了工程造价，也缩短了工期。局部

采用挂网喷播进行植草固土，增加了区域绿化面积，实现废弃矿山的二次利用。消除了废弃

矿山存在的滑坡塌方等安全隐患，保障了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

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6] 本发明提供一种废弃矿山台田围护生态修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浮石清理、机械凿除

对废弃矿山的创面进行浮石清理，用挖掘机进行土石方开挖，将创面浮石清理至一级

平台集中放置，土石方开挖施工，包括松动、破碎、挖装、运输出渣等工序。

[0017] （1）挖掘机、铲运机、运输机等应协调配合，进行挖、装、  运、  卸等各项作业，其中

多台挖掘机一起开挖时，间距应大于10m。

[0018] （2）土石方开挖应从上至下分层分段依次进行，严禁自下而上或采取倒悬的开挖

方法。每层开挖深度控制在2.5-3m，易风化崩解的土层，开挖后不能及时回填的，应保留保

护层。开挖区边缘2m以内不得堆放重载物，对临时停放的施工机械，单位面积不得超过2t，

防止山体滑坡倾覆。

[0019] 2.裂隙修复

（1）对于宽度为20-50cm的裂缝，采取人工治理为主，机械治理为辅的修复方法，首先对

裂缝两侧进行表土剥离，就近堆存，然后就近取土或石块，充填裂缝，最后进行表土回覆，并

进行土地平整；

（2）对于宽度大于50cm的裂缝，可用风镐将需修复的裂缝处凿出麻面，其深度不宜小于

20cm，然后用高压风、水将其冲洗干净，再用M7.5砂浆将其填平。

[0020] 3.台田修整

整理山体乱石成梯田形式，每级高差1-2m，整平每级场地，台田田面宽50m，山体中上部

较陡，设计为外高内低的形式，倾角约5°，以防止水土流失。边坡采用挖掘机配合人工，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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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坡率进行挂线整修，自上而下刷去超填部分，进行台田整修夯实，修整厚度2-2.5m。坡面

采用压实机压实，整修后的台田达到转折处棱线明显、直线段平整、曲线段平顺。

[0021] 4.设排水沟渠

遵循自上而下、分梯段进行施工的原则，设置周边截排水系统。山体台田田面每间隔

500m2设一条纵向排水沟，道路一侧设排水沟，各支排水沟长30m，宽50cm，深0.5m，外倾坡度

不宜小于2%，使山体中的水顺着排水沟流至山脚下的道路上，沿道路边侧的排水沟排到洼

地，然后排放到城市道路排水系统。

[0022] （1）首先进行测量定位，找平放线，定位开挖宽度50m、深度0.5m，及开挖范围，按放

线分块（段）分层挖土。

[0023] （2）开挖时由深而浅，坡面要控制预留20cm保护层，再用人工修坡、找平，以保证坡

面坡度正确，避免超挖和土层遭受扰动。沟渠开挖后碾压，压实度在93%以上，底层及边角部

位采用蛙式打夯机压实。

[0024] （3）砌石粒径不宜小于30cm，砌筑时应使大面与田面垂直，彼此嵌紧，自下向上砌

筑。砌石层下设碎石垫层，以防止土粒流失。浆砌石应设变形缝，间距为10~15m,缝宽约10~
30mm。

[0025] 5.挡土墙砌筑

为防止山体发生滑坡塌方，在每级台田的外沿砌筑块石重力式挡土墙，挡墙高2m，宽度

为1.2m。

[0026] （1）石料：砌体石料必须质地坚硬、新鲜，不得有剥落层或裂纹，其基本物理力学指

标应符合设计规定。石料就地取材，利用前面机械凿除的块石，减少弃石外运量。砌筑前应

清洗干净表面的泥垢等杂质。要求石料上下两面大致平整且平行，无尖角、薄边，块厚大于

20cm。

[0027] （2）胶结材料：主要有水泥砂浆和混凝土，水泥砂浆按水泥、砂、水一定比例配合而

成，水泥标号不低于32.5级，水泥砂浆的沉入度应控制在4～6cm。

[0028] 砌石采用铺浆法砌筑，在铺砌前，将石料洒水湿润，使其表面充分吸收，但不得残

留积水，砌筑时，石块应分层卧砌，上下错缝，内外搭砌，砌体的灰缝厚度应为15～30mm。

[0029] 6.局部坡面挂网喷播

在山体坡度大于30°的坡面，进行挂网喷播，采用三维土工网垫植草固土，内部的土壤、

砂砾等可以保护土面免受风雨等自然现象的侵蚀，避免造成小面积滑坡塌方，长成后的草

皮与土工网垫、土壤等形成牢固的绿色复合保护层，喷射混合基质平均厚度为6-8cm，混合

基质包括种植土、有机质肥料、保水剂、水，其质量比为8.6：0.5：0.1：0.8，根据植物种子特

性及实际需要向混合基质中添加植物种子。

[0030] 7.农用种植土回填与土壤改良

台田田面回填850-1100mm厚农用种植土，对土体理化性质进行改良，实现生态复绿。每

平方种植土采用泥炭8kg、腐熟饼肥2kg，调节土壤N/C结构，进行土壤改良。

[0031] 8.生态种植

生态种植，是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高效种植方式，通过生态修复建立良性

物质循环体系，把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相结合，种植满足当地生长条件的农作物，既实现对

土地资源的二次利用，美化当地生态环境，更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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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0032] 本发明施工场地布置合理，施工流程清晰明确，现场采用大型现代机械，浮石清

理，相对于爆破山体来讲，机械凿除安全可靠。

[0033] 本发明利用凿除的块石砌筑挡土墙，三维土工网垫植草固土，增加山体立面绿化

面积，提升环境整体观感和生态美感。

[0034] 本发明可以应用于废弃矿山、采煤沉陷区、采石场弃地、城市废弃地等的修复，实

现土地资源的二次利用。

[003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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