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388531.6

(22)申请日 2017.05.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02750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8.11

(73)专利权人 四川齐盟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610017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

道南段651号

(72)发明人 王勇　周俊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君合集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51228

代理人 张鸣洁

(51)Int.Cl.

A01G 22/00(2018.01)

A01G 17/00(2006.01)

A01G 9/02(2018.01)

A01G 27/06(2006.01)

E02D 17/20(2006.01)

E02D 3/046(2006.01)

审查员 颜菱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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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包

括采集待复绿矿石场的自然沉降周期数据T0；对

矿石场边坡进行加固处理；具体包括覆盖层开挖

和边坡开挖，边坡顶点从上至下交替形成的斜坡

面和平台面，位于不同高度的平台面呈Z字形首

位相连设置，自然沉降时间大于等于沉降周期

T0；利用工程机械对步骤S200中的平台面进行夯

实，并在斜坡面上开设多个种植点，将平台面靠

近斜坡面的一侧设置种植带的步骤。本发明利用

具备保水设置的种植袋，应对长干旱、高海拔和

无土壤迹地生态复绿，无需依赖于待处理迹地自

身的水分供给，同时，种植袋内的营养土和营养

液足以支持植物适应当地环境，存活率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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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用于将砂石、矿石构成的贫瘠矿石场地域进行植被复绿，

包括矿石场的自然沉降周期数据采集、矿石场边坡稳固处理、植被种植和养护，其特征在

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00，采集待复绿矿石场的自然沉降周期数据T0；

步骤S200，对矿石场边坡进行加固处理；具体包括覆盖层开挖和边坡开挖，包括从边坡

顶点从上至下交替形成的斜坡面和平台面，所述斜坡面的最大角度不大于35°，平台面的最

小宽度不低于两米，且位于不同高度的平台面呈Z字形首位相连设置，自然沉降时间大于等

于沉降周期T0；

步骤S300，利用工程机械对步骤S200中的平台面进行夯实，并在斜坡面上开设多个种

植点，将平台面靠近斜坡面的一侧设置种植带；

步骤S400，将选定的适应矿石场地区的植物通过保水种植袋定点培植方式进行分布种

植；所述步骤S400中所述种植袋具体包括用来包裹植物根茎的桶形无纺布袋和填充在桶形

无纺布袋内的营养土，所述桶形无纺布袋底部内层设有可降解的高分子薄膜层，在覆盖有

高分子薄膜层的桶形无纺布袋底部设有用来吸水保湿的储水块，在桶形无纺布袋顶部开口

处绕植物主干周围铺设有保水薄膜层；所述保水薄膜层包括环状结构的弧形漏斗和圆台结

构的导流罩，所述弧形漏斗底部开口边沿与导流罩顶部的开口边沿连接，所述导流罩下部

开口与桶形无纺布袋开口连接；所述导流罩内设有套接在植物主干上的锁水环，所述锁水

环下端开口处向下延伸形成锥形锁水罩；

所述桶形无纺布袋包括双层无纺布层和固定在环状无纺布层底部的缓冲垫，所述高分

子薄膜层设置在双层环状无纺布层底部的夹层内，所述桶形无纺布袋外表面对称设有一组

拉环，所述桶形无纺布袋外表面设有一层聚氨酯保温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水块为多孔聚

氨酯海绵块，或者储水块为高吸水树脂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营养土内填充有

水凝胶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00具体包

括以下步骤:

步骤S101，在矿石场从边坡顶点上到下间隔20-30米设置沉降观测点，每个沉降观测点

埋设深度为280mm-300mm；

步骤S102，每两天记录一次观测点的沉降数据，直到连续三个记录周期的沉降数据相

等为止，并获取整个沉降的周期T0，所述沉降数据检测采用型号为GTS-352C电子全站仪。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S200中所述的覆盖层开挖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211，覆盖层开挖施工前，将边坡的风化岩块、堆积物、残积物和滑坡体进行清理，

并在施工域底线或者底线沿坡底处延伸0-20米区域建立拦渣坎；

步骤S212，在步骤S201完成后，修筑截水沟和排水沟，并验证排水效果；

步骤S213，步骤S202完成后，按照自上而下分级进行开挖的方式，沿Z字形折返向下开

挖，并同时进行坡面清理和支护，开挖点距离最近支护点的距离不得大于50米。

6.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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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S200中所述的边坡开挖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221，边坡开挖采取自上而下的开挖方式，并在边坡开口线上下均进行锁口和锚

固支护，所述锚固支护包括用锚杆对斜坡面进行锚固和混凝土喷涂步骤；

步骤S222，依次对斜坡面和平台面开挖，将斜坡面预留保护层3-5米，平台面预留保护

层1.5-2米；

步骤S223，完成同一梯段的平台面挖掘后，在平台面外边缘设置护栏或者挡渣装置。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00中所述

的边坡开挖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221，边坡开挖采取自上而下的开挖方式，并在边坡开口线上下均进行锁口和锚

固支护，所述锚固支护包括用锚杆对斜坡面进行锚固和混凝土喷涂步骤；

步骤S222，依次对斜坡面和平台面开挖，将斜坡面预留保护层3-5米，平台面预留保护

层1.5-2米；

步骤S223，完成同一梯段的平台面挖掘后，在平台面外边缘设置护栏或者挡渣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S300中所述的平台面靠近斜坡面一侧设置的种植带内依次平行排列放置有带种植袋的植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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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迹地生态修复以及植被复绿的方法领域，尤其涉及由于矿石、矿山开

采后的排土场或者矿石尾砂堆积地域等不具备植被自然生长条件的迹地植被复绿生态修

复方法，具体的说，是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迹地，多指林业上采伐之后超过五年还没重新种树的土地，现在多用于不具备植

被天然生长条件的恶劣贫瘠地区。

[0003] 现有对于迹地修复的方案及其有限，在公开的极少数修复方案中也基本停留在理

论状态，未经实际验证具体的有益效果，加之部分迹地特别地区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生态

修复难度极大。

[0004] 良好的生态环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珍贵资源，然而，随着社会大工业

大生产，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人们的生活，并带来了诸多便利。

然而，金属矿石的大量开采和冶炼对环境的污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加之矿石排土场、尾矿

堆积不但不具备植被的自然生长，同时会出现重金属污染，甚至存在部分放射性污染的可

能。当前，重金属污染治理已经成为世界性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但由于诸如矿石

开采后的排土场、尾矿堆积矿山以及岩石全覆盖的山脊等迹地地区，由于不具备任何蓄水、

保水的天然条件且没有任何可供植被附着的土壤，因此依赖于植被的天然生长，基本没有

任何可能，并且随着矿石的暴露，雨水的冲刷，重金属元素会随着雨水进入地下水，造成污

染；对于硬度较低的岩石，随着暴露的风化，会形成砂砾，由于没有并植被固土，砂砾会蔓延

周围扩散，造成水土流失和沙漠化。

[0005]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201310506798.2，授权公告号CN  103548519  B公开了一种

废弃金属矿山矿场的植被恢复构造体及其植被恢复方法，具体呈阶梯状且每一级包括位于

底层且厚度为  5-8cm 的石灰层、位于石灰层上侧的秸秆层、位于秸秆层上侧作为主体层的

含有机肥和复合肥的客土层、位于靠山坡侧的排水槽、位于离山坡侧的由堆叠客土袋组成

的挡土坡。该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废弃金属矿山矿场的植被恢复方法，其包括  ：将废弃矿山

矿场的矿土坡面修整为梯阶，并修砌排水沟、槽，堆叠客土袋，铺石灰层和秸秆、客土，种植

耐酸、耐贫瘠林木苗或先锋草本植物等步骤。本发明中通过有效疏导水流防止酸水污染矿

区土地，并建立“耗氧层”有效抑制硫化物的氧化从而降低土壤酸性进而修复污染矿土，具

有修复矿土还原植被恢复绿化保护环境的效果；但是对于高海拔大面积迹地地区，建立“耗

氧层”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按照该发明中所述的建立30-60厘米厚的客土层，这对于现实

施工的铺设具有难以想象的难度，进一步地，由于人工制造的客土层下面是坚硬的岩石，且

缝隙大，净空多，不具备任何锁水功能，客土层会在短时间内水分就会完全干枯风化形成沙

尘消失殆尽，在长时间干旱地区，该问题体现的尤为明显。

[0006]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201510131741.8，授权公告号CN  104818721  B，公开了一种

用于陡壁深坑型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法，包括地质环境勘查，清坡处理，矿坑回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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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突破填筑，挡墙设置，雨水排泄，坡顶防水，植被恢复，蓄水留存，变形监测等步骤，重点在

于在工作区设置有一个蓄水池，用于收集地表水，以备前期灌溉之用，确保植被前期种植的

存活用水需要。但也不能适用于长期干旱的地区，而采矿山脉上没有可用水源，也没有地表

水，依赖于人工输送水源的工程浩大，且不利于储藏，不具有现实意义；进一步地，人工输送

的水源也不能满足矿山植被的需要和及时性。因此，该发明只适用于陡壁深坑等地质条件

恶劣，但气候条件事宜的迹地地区的生态修复；无法适应诸如高海拔、高风沙、长干旱地区

的迹地生态修复，这样种植的制备会很快枯死，无法达到修复效果。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用于解决现有迹地荒芜，造成

重金属元素水污染，长期风化形成风沙，甚至出现迹地沙化现象；以及背景技术中检索到的

两篇关于迹地矿山植被生态修复的公开专利文献不能针对，长干旱，高海拔，无土壤迹地地

区进行有效修复，还原生态植被种植的问题。

[0008] 本发明利用具备保水设置的种植袋，采用穴植方式应对长干旱、高海拔和无土壤

迹地生态复绿，具备保湿时间长，营养充裕的优点，种植袋能够足以支撑植物在存活期的所

有需要的一切水分和养分，无需依赖于待处理迹地自身的水分供给；另一方面，由于种植袋

下部设置有锁水罩，不受迹地岩石堆积高度的影响，在植物存活生长过程中，植物根系会穿

透种植袋进入岩石缝隙扎根，随着种植袋的降解，植物根系逐渐伸入地下，构成局部地下生

态区，植物的根系会通过岩石缝隙不断向下生长，以吸取地下深处的水分，从而形成不完全

依靠种植袋的营养成分来单一供给植物生长，从而自然存活并发散蔓延拓宽绿化区域。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达到在极短恶劣环境下实现植被复绿，生态修复的目的，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10] 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用于将砂石、矿石构成的贫瘠矿石场地域进行植被复

绿，包括矿石场的自然沉降周期数据采集、矿石场边坡稳固处理、植被种植和养护，具体包

括以下步骤：

[0011] 步骤S100，采集待复绿矿石场的自然沉降周期数据T0；

[0012] 步骤S200，对矿石场边坡进行加固处理；具体包括覆盖层开挖和边坡开挖，包括从

边坡顶点从上至下交替形成的斜坡面和平台面，所述斜坡面的最大角度不大于35°，平台面

的最小宽度不低于两米，且位于不同高度的平台面呈Z字形首位相连设置，自然沉降时间大

于等于沉降周期T0；

[0013] 步骤S300，利用工程机械对步骤S200中的平台面进行夯实，并在斜坡面上开设多

个种植点，将平台面靠近斜坡面的一侧设置种植带；

[0014] 步骤S400，将选定的适应矿石场地区的植物通过保水种植袋定点培植方式进行分

布种植。

[0015] 为了确保待修复的矿石场或者排土场的稳固性，避免因沉降过大导致的山体滑

坡、坍塌，导致已经种植的植物或者完毕工程失效，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100具体包括以下

步骤:

[0016] 步骤S101，在矿石场从边坡顶点上到下间隔20-30米设置沉降观测点，每个沉降观

测点埋设深度为280mm-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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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步骤S102，每两天记录一次观测点的沉降数据，直到连续三个记录周期的沉降数

据相等为止，并获取整个沉降的周期T0，所述沉降数据检测采用型号为GTS-352C电子全站

仪。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200中所述的覆盖层开挖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9] 步骤S211，覆盖层开挖施工前，将边坡的风化岩块、堆积物、残积物和滑坡体进行

清理，并在施工域底线或者底线沿坡底处延伸0-20米区域建立拦渣坎；

[0020] 步骤S212，在步骤S201完成后，修筑截水沟和排水沟，并验证排水效果；

[0021] 步骤S213，步骤S202完成后，按照自上而下分级进行开挖的方式，沿Z字形折返向

下开挖，并同时进行坡面清理和支护，开挖点距离最近支护点的距离不得大于50米。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200中所述的边坡开挖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3] 步骤S221，边坡开挖采取自上而下的开挖方式，并在边坡开口线上下均进行锁口

和锚固支护，所述锚固支护包括用锚杆对斜坡面进行锚固和混凝土喷涂步骤；

[0024] 步骤S222，依次对斜坡面和平台面开挖，将斜坡面预留保护层3-5米，平台面预留

保护层1.5-2米；

[0025] 步骤S223，完成同一梯段的平台面挖掘后，在平台面外边缘设置护栏或者挡渣装

置。

[0026]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300中所述在斜坡面上开设多个种植点，是采用鱼鳞式穴植

方法种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7] 步骤S311，将单块斜坡面的边缘以带植的方式，以相邻两株植物间隔5米的距离沿

斜坡面的边缘用种植袋种植，且种植袋的中心距离斜坡面与平台面交汇处的边距不低于1

米；

[0028] 步骤S312，完成步骤S311的边缘带植后，将斜坡面中心区域以5米*5米的间隔交错

排列利用种植袋种植；

[0029] 步骤S313，将步骤S311和步骤S312的种植袋埋入地下并保证地面与种植袋的上端

齐平或者高于种植袋10厘米以下；

[0030] 步骤S314，对步骤S313中的每一个种植袋进行浇灌营养液，每株植物种植下袋时

一次性浇灌的营养液重量为带土壤种植袋总重量的3%-5%。

[0031] 进一步地，所述营养液的PH值为7-8，每升营养液中含有四水硝酸钙0.47-0.58克，

硝酸钾0.3-0.5克，磷酸二氢铵0.057-0.069克，七水硫酸镁0.25-0.46克，硝酸钙0.7-1克，

氯化铁0.15-0.25克，尿素3-5克，其余为水。

[0032] 值得说明的是，应对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地区，可以在上述营养液成分基础上增加

其他符合当地植物生长所特需的微量元素和成分，譬如在灵长类、灌木类和藤蔓类的前期

幼苗存活期对于农家肥的适应能力极好，会明显提高其存活率，可在上述营养液的成分基

础上，根据幼苗大小和特性，可以酌情作为底肥混合在营养液中，用于进一步提高种植袋中

土壤的肥力以及与植物幼苗的匹配度的问题。关于新增的其他适应当地植物物种的肥料或

者元素，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其添加的种类的剂量，对于当地情况而言，是显而易见

的，无需通过劳动创造即可获知；加之，应对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繁多的植被种类，申请人

无法在本发明中一一穷尽所有，故而，在此不再一一详述。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上

述营养液的成飞符合所有植物生长最基本的需求，涵盖了其生长必要的微量元素的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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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通用性和较强的兼容性。

[003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300中所述的平台面靠近斜坡面一侧设置的种植带内依次平

行排列放置有带种植袋的植被。

[0034] 进一步地，所述种植袋具体包括用来包裹植物根茎的桶形无纺布袋和填充在桶形

无纺布袋内的营养土，所述桶形无纺布袋底部内层设有可降解的高分子薄膜层，在覆盖有

高分子薄膜层的桶形无纺布袋底部设有用来吸水保湿的储水块，在桶形无纺布袋顶部开口

处绕植物主干周围铺设有保水薄膜层；所述保水薄膜层包括环状结构的弧形漏斗和圆台结

构的导流罩，所述弧形漏斗底部开口边沿与导流罩顶部的开口边沿连接，所述导流罩下部

开口与桶形无纺布袋开口连接；所述导流罩内设有套接在植物主干上的锁水环，所述锁水

环下端开口处向下延伸形成锥形锁水罩。

[0035] 进一步地，所述桶形无纺布袋包括双层无纺布层和固定在环状无纺布层底部的缓

冲垫，所述高分子薄膜层设置在双层环状无纺布层底部的夹层内，所述桶形无纺布袋外表

面对称设有一组拉环，所述储水块为多孔聚氨酯海绵块，所述储水块为高吸水树脂块，所述

桶形无纺布袋外表面设有一层聚氨酯保温层，所述营养土内填充有水凝胶块。

[003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37] （1）本发明利用具备保水设置的种植袋，采用穴植方式应对长干旱、高海拔和无土

壤迹地生态复绿，具备保湿时间长，营养充裕的优点，种植袋能够足以支撑植物在存活期的

所有需要的一切水分和养分，无需依赖于待处理迹地自身的水分供给，同时，种植袋内的营

养土和营养液足以支持植物适应当地环境，存活率极高。

[0038] （2）本发明种植袋下部设置有锁水罩，不受迹地岩石堆积高度的影响，在植物存活

生长过程中，植物根系会穿透种植袋进入岩石缝隙扎根，随着种植袋的降解，植物根系逐渐

伸入地下，构成局部地下生态区，植物的根系会通过岩石缝隙不断向下生长，以吸取地下深

处的水分，从而形成不完全依靠种植袋的营养成分来单一供给植物生长，从而自然存活并

发散蔓延拓宽绿化区域。

[0039] （3）本发明中自上而下层层施工，结合斜坡面和平台面的布局方式，且将斜坡面角

度小于自然安息角设置，有效避免了后期的滑坡，提高了修复区域的稳固性，同时，交叉种

植适应当地气候环境的灌木和藤蔓植物，一方面有利于保水固土，另一方面，采用藤蔓植物

对修复区域进行覆盖，避免了太阳直射导致的水分快速蒸发，尤其是自然降水的蒸发流失，

提高了有效湿度周期的延长，更利于植物的生长，提高了植物的整体干旱抵抗力。

附图说明

[0040] 图1为本发明要解决的迹地现状图；

[0041] 图2为本发明所述矿石场断面图；

[0042] 图3为图2中A区放大示意图；

[0043] 图4为本发明修复状态效果图，其中藤蔓植被未示出；

[0044] 图5本发明中所述种植袋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6为种植袋的剖视种植结构示意图；

[0046] 其中1-桶形无纺布袋；2-高分子薄膜层；3-储水块；4-保水薄膜层；401-弧形漏斗；

402-导流罩；5-锁水环；6-锁水罩；7-拉环；8-聚氨酯保温层；9-缓冲垫；11-矿山支撑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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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覆盖层；33-矿石场；41-平台面；42-斜坡面；L-矿石场厚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方

式不限于此。

[0048] 实施例1：

[0049]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方法能够解决背景技术中所述的“高海拔、长期干旱、无土

壤附着”的特贫瘠地区的生态修复问题，本实施例将以我国具体的试验案例进行说明。

[0050] 本实施例中试验地区概况介绍：

[0051] 地理坐标为东经101°44′20″～101°47′08″，北纬26°35′35″～26°37′15″，距离最

近的具备运输的交通枢纽超过25公里，且多为山区道路，待处理迹地地处海拔超过1800米。

[0052] 气候情况：年平均气温20.4℃，最高气温40.4℃，最低气温-1.8℃。无霜期长，气温

年变化小，日变化大。全年日照时数2300～2700h。年平均相对湿度61～68%，最小相对湿度

多在10%以下。最大年降雨量1464.5mm，年平均降雨量830mm，降雨主要集中在雨季（6～10

月），降雨量占全年的92%以上，日最大降雨量95.3mm。主导风向夏季为东南风，冬季为西南

风。该地区在降雨量的分配上严重失调，除夏季集中降雨外，其余三个季节均属于严重干

旱，甚至连续一个季度降水量为零，而最适合植物生长的春季，地区的降水量几乎为零，极

不事宜植物种植。地区地表覆盖物主要为钒钛磁铁矿排土场，无任何植被自然生长。采用现

有的种子撒播，人工土壤覆盖等方式无法实现植被的生长，长旱时期，种植的发芽率基本为

零，由于矿石场33不具备任何保水能力，当遇到较大的降水量时，会瞬间枯竭，完全不适合

植被的生长，不具备种植发芽生根的条件。结合附图1-3所示，所述矿石场33的堆砌主体包

括矿山支撑体11，山体覆盖22，所述矿石场33厚度L大于20米。

[0053] 结合上述实际情况，为了解决技术问题，本实施例中，按照本发明的下述方法进行

修复，一种迹地生态修复的方法，用于将砂石、矿石构成的贫瘠矿石场33地域进行植被复

绿，包括矿石场33的自然沉降周期数据采集、矿石场33边坡稳固处理、植被种植和养护，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4] 步骤S100，采集待复绿矿石场33的自然沉降周期数据T0；为了确保待修复的矿石

场33或者排土场的稳固性，避免因沉降过大导致的山体滑坡、坍塌，导致已经种植的植物或

者完毕工程失效，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100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5] 步骤S101，在矿石场33从边坡顶点上到下间隔20米设置沉降观测点，每个沉降观

测点埋设深度为280mm；

[0056] 步骤S102，每两天记录一次观测点的沉降数据，直到连续三个记录周期的沉降数

据相等为止，并获取整个沉降的周期T0，所述沉降数据检测采用型号为GTS-352C电子全站

仪。

[0057] 步骤S200，对矿石场33边坡进行加固处理；具体包括覆盖层开挖和边坡开挖，包括

从边坡顶点从上至下交替形成的斜坡面42和平台面41，所述斜坡面42的最大角度不大于

35°，平台面41的最小宽度不低于两米，且位于不同高度的平台面41呈Z字形首位相连设置，

自然沉降时间大于等于沉降周期T0；本实施例中所述矿石场33整体坡度的自然安息角为

38°，将斜坡面42设置成不大于35°的坡度能够有效的保证矿石场33自身的稳定性，且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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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最大风速计算，在35°以内的斜坡面42不会产生任何的滑坡和坍塌问题。本实施例

中，由于矿石场33已经自然静止放置超过100天，沉降数据非常稳定，但值得说明的是，若对

堆积不久的矿石场33进行沉降观测时，其沉降测试数据的变化值会明显大于本实施例中的

沉降数据，必须严格按照连续三次采集的沉降数据相等后，方可进行后续操作。

[0058] 本实施例中，从上到下设置了50个观测点，没两天观测一次并记录，连续观测5次，

经过比对，沉降数据显示，矿石场33已经足够稳定，未发现沉降现象，可以进行后续施工。

[0059]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虽本发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植被复绿，生态修复的目

的，但由于沉降导致山体滑坡的问题会直接导致施工的失效，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安全事故，

故而，对于待修复的山体或者矿石场33的稳定性应当做好充分的沉降监测。

[0060] 为了确保山体的稳固，后期植被种植的有效生长，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200中所

述的覆盖层开挖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1] 步骤S211，覆盖层开挖施工前，将边坡的风化岩块、堆积物、残积物和滑坡体进行

清理，并在施工域底线或者底线沿坡底处延伸0-20米区域建立拦渣坎；

[0062] 步骤S212，在步骤S201完成后，修筑截水沟和排水沟，并验证排水效果；

[0063] 步骤S213，步骤S202完成后，按照自上而下分级进行开挖的方式，沿Z字形折返向

下开挖，并同时进行坡面清理和支护，开挖点距离最近支护点的距离不得大于50米。

[0064] 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200中所述的边坡开挖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65] 步骤S221，边坡开挖采取自上而下的开挖方式，并在边坡开口线上下均进行锁口

和锚固支护，所述锚固支护包括用锚杆对斜坡面42进行锚固和混凝土喷涂步骤；

[0066] 步骤S222，依次对斜坡面42和平台面41开挖，将斜坡面42预留保护层3米，平台面

41预留保护层1.5米；

[0067] 步骤S223，完成同一梯段的平台面41挖掘后，在平台面41外边缘设置护栏或者挡

渣装置。

[0068] 步骤S300，利用工程机械对步骤S200中的平台面41进行夯实，并在斜坡面42上开

设多个种植点，将平台面41靠近斜坡面42的一侧设置种植带；

[0069] 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300中所述在斜坡面42上开设多个种植点，是采用鱼鳞式

穴植方法种植，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70] 步骤S311，将单块斜坡面42的边缘以带植的方式，以相邻两株植物间隔5米的距离

沿斜坡面42的边缘用种植袋种植，且种植袋的中心距离斜坡面42与平台面41交汇处的边距

不低于1米；

[0071] 步骤S312，完成步骤S311的边缘带植后，将斜坡面42中心区域以5米*5米的间隔交

错排列利用种植袋种植；

[0072] 步骤S313，将步骤S311和步骤S312的种植袋埋入地下并保证地面与种植袋的上端

齐平或者高于种植袋10厘米以下；

[0073] 步骤S314，对步骤S313中的每一个种植袋进行浇灌营养液，每株植物种植下袋时

一次性浇灌的营养液重量为带土壤种植袋总重量的3%-5%。

[0074] 本实施例中，所述营养液的PH值为7，每升营养液中含有四水硝酸钙0.47克，硝酸

钾0.3克，磷酸二氢铵0.057克，七水硫酸镁0.25克，硝酸钙0.7克，氯化铁0.15克，尿素3克，

其余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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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本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300中所述的平台面41靠近斜坡面42一侧设置的种植带内

依次平行排列放置有带种植袋的植被。

[0076] 步骤S400，将选定的适应矿石场33地区的植物通过保水种植袋定点培植方式进行

分布种植。

[0077] 本实施例中，所述种植袋具体包括用来包裹植物根茎的桶形无纺布袋1和填充在

桶形无纺布袋1内的营养土，所述桶形无纺布袋底部内层设有可降解的高分子薄膜层2，在

覆盖有高分子薄膜层2的桶形无纺布袋1底部设有用来吸水保湿的储水块3，在桶形无纺布

袋1顶部开口处绕植物主干周围铺设有保水薄膜层42；所述保水薄膜层42包括环状结构的

弧形漏斗401和圆台结构的导流罩402，所述弧形漏斗401底部开口边沿与导流罩402顶部的

开口边沿连接，所述导流罩402下部开口与桶形无纺布袋1开口连接；所述导流罩402内设有

套接在植物主干上的锁水环5，所述锁水环5下端开口处向下延伸形成锥形锁水罩6。

[0078] 本实施例中，所述桶形无纺布袋1包括双层无纺布层和固定在环状无纺布层底部

的缓冲垫，所述高分子薄膜层2设置在双层环状无纺布层底部的夹层内，所述桶形无纺布袋

1外表面对称设有一组拉环，所述储水块3为多孔聚氨酯海绵块，所述储水块3为高吸水树脂

块，所述桶形无纺布袋1外表面设有一层聚氨酯保温层，所述营养土内填充有水凝胶块。

[0079] 本实施例中，为了最大程度的匹配矿石场33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选择常绿爬

山虎、葛藤、迎春三种植物合并种植在同一个种植袋中，每个种植袋的营养土容量为一立方

米，每个种植袋内种植6株爬山虎，4株葛藤，5株迎春，最顶层种植袋种植3株爬山虎，2株葛

藤，5株迎春，均向下分布；最底层种植袋种植3株常绿爬山虎，2株葛藤。选择爬山虎、葛藤和

迎春的原因是：爬山虎耐旱耐瘠，根系发达，适应性强；葛藤繁殖容易，生长迅速，再生能力

强；迎春为当地品种，对当地贫瘠地区的适应能力强，属于灌木类，根系发达，抗旱能力强，

能够实现极佳的固土效果。

[0080] 爬山虎适应性强，性喜阴湿环境，但不怕强光，耐寒，耐旱，耐贫瘠，气候适应性广

泛，在暖温带以南冬季也可以保持半常绿或常绿状态。耐修剪，怕积水，对土壤要求不严，阴

湿环境或向阳处，均能茁壮生长，但在阴湿、肥沃的土壤中生长最佳。它对二氧化硫等有害

气体有较强的抗性。爬山虎生性随和，占地少、生长快，绿化覆盖面积大。一根茎粗2厘米的

藤条，种植两年，墙面绿化覆盖面、居然可达30至50平方米。在实际应用中，爬山虎的作用不

仅仅是自身的存活率高，生长快，同时，其触角能够牢固的粘附在矿石表面，叶子均匀覆盖，

避免了阳光的直射，导致矿石过得干枯，温度过高，而使植物根系坏死的问题。实践证明，爬

山虎能够将矿石场33地表形成一层保护伞，抵抗其他植物遭受太阳直射产生的高温环境，

为其他植物生长提供了有力的环境和条件。

[0081] 葛藤喜生于温暖潮湿多雨向阳地方。常见于草坡灌丛、疏林地及林缘。尤以攀附于

灌木或稀树上生长更为茂密，也能生于石缝、荒坡、砾石地、卡斯特溶岩上。所以，可作为改

造石山、荒坡、保持水土的良好覆被植物。不择土质，微酸性的红壤、黄壤、花岗岩砾土、砂砾

土及中性泥沙土、紫色土均生长，尤以富含有机质肥沃湿润的土壤，生长最好。强大的深根

系具有抗旱力，但不耐水淹。葛藤也不耐霜冻，地上部经霜死亡，幼苗在-6.7℃即失去抗冻

力。但地下部能安全越冬，次年能再生。在火烧地，其它植物都被烧死，而葛藤却从块根长出

繁茂的藤蔓。在温暖地方，一季之内，15～30米，长出许多枝叶，刈割后有较强的再生性；年

可刈割2～3次。葛藤系喜阳植物，必须有支架或灌木等支持，才能开花结实。一般花期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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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果期7～10月。每千克种子有54545～81818粒。非常适合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生长，由于葛

藤根部会形成葛根，能够在无土壤，物外补营养的情况下，保持葛藤的长时间自然生长。

[0082] 实践证明，以藤蔓长度不超过3米的幼苗种植一月后，新增藤蔓长度达到2-2.8米，

生长周期正处干旱的3月，也就是该地区雨水最为匮乏的时期之一，完全依靠种植袋内的营

养液和营养土壤为植物供给养分。

[0083] 迎春，喜湿润，也耐干旱，怕涝；在华北地区和鄢陵均可露地越冬，要求温暖而湿润

的气候，疏松肥沃和排水良好的沙  质土，在酸性土中生长旺盛，碱性土中生长不良。根部荫

发力很强，枝端着地部分也极易生根。这种特性完全，符合本实施例中所述矿石场33，由于

地处高海拔，不会出现洪涝现象，利用迎春生根能力强的特点，能够起到固土的作用，同时

强大的根系能快速深入到地下的湿土层，汲取地下养分，避免依靠种植袋内的养分生长。

[0084] 在海拔1200-1300米的山腰上，分别种植2000珠爬山虎、葛藤和迎春，作为第二样

本验证新植幼苗对种植袋的适应能力，将从苗圃中取出的新幼苗直接植入种植袋中，幼苗

的平均长度为：爬山虎1-1.5米，葛藤1-1.5米，迎春0.5-0.7米，以验证新幼苗对种植袋的适

应能力和对迹地地区环境和气候的适应能力。中途每月检查一次，并对枯死幼苗进行补苗，

经过三个月后，累计补苗爬山虎386株，葛藤198株，迎春274株，幼苗成活率分别为爬山虎

80.7%，葛藤90.1%，迎春86.3%；幼苗的平均长度为：爬山虎1.8-2.6米，葛藤1.4-2.2米，迎春

0.5-0.8米。由上述数据获知，除开幼苗本身的根系在移栽过程中受到影响和移栽过程中，

由于种植袋与幼苗的填实不到位等因素，爬山虎和迎春幼苗的成活率处于80%-85%，葛藤存

活率超过90%，完全符合植被复绿，生态修复的要求。在初期三个月的存活期和适应期中，爬

山虎的生长能力最快，迎春的生长能力最弱，基本处于存活状态，并未出现大批量的新叶发

出，部分迎春在种植后的15-30天内存在黄叶，掉叶现象，但在50天以后，枝干上挂叶颜色正

常，顶部嫩芽出现，表面适应性存活。种植150天后，出现根系外串，且向下生长，穿出在种植

袋之外的根系表面细毛充足、湿润，吸收状态非常良好。种植200天后，绿植覆盖率达到25%，

250天后，绿植覆盖率达到36%，一年后，绿植覆盖率达到48%；值得说明的是，由于藤蔓之间

存在间隙，上述覆盖率计算采用等高取样的方式进行，即在同一等高线取3个样本区域，每

个样本区域取样面积100平方。矿石裸露面积超过0.3平方米及以上的面积视为裸露，连续

裸露面积小于0.3平方米的面积计入被覆盖面积；整个取样高度差分为10级，取样样本面积

为100平方米*3个*10级=3000平方米。

[0085] 实施例2：

[0086]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为了更进一步的说明本发明中种植袋的有益技术效果，特别

地对种植袋的原理进一步说明。

[0087] 所述保水薄膜层4包括环状结构的弧形漏斗401和圆台结构的导流罩402，所述弧

形漏斗401底部开口边沿与导流罩402顶部的开口边沿连接，所述导流罩402下部开口与桶

形无纺布袋1开口连接。现对保水薄膜层4进行优化，包括均采用可降解的聚乳酸材料制成

的弧形漏斗401和导流罩402，其中的弧形漏斗401是一种环状的漏斗结构，其设置在土层之

上，在下雨时，能够将雨水引流聚集在其中部的开口处，并从开口向下流入导流罩402内，最

后流向桶形无纺布袋1内。弧形漏斗401的面积大于桶形无纺布袋1的开口面积，使其能够聚

集较多雨水。通过设有的弧形漏斗401和导流罩402的双层结构不仅能够增加保温隔热的效

果，而且能够减小水气蒸发面积，进一步提高整个装置的保水性能。而所述的弧形漏斗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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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导流罩402均为多片粘合结构，可在现场进行安装和调试，以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

[0088] 所述导流罩402内设有套接在植物主干上的锁水环5，所述锁水环5下端开口处向

下延伸形成锥形锁水罩6。现在进一步对保水薄膜层4结构进行优化，在原本的导流罩402内

设有的锁水罩6能够进一步减小水气蒸发面积，一旦表面土层受红外辐射温度升高时，表面

土层中的水分便会加速向外蒸发，但大部分水气向上运动便进入锁水罩6内，从而被节流在

锁水环5的下部。因为锁水环5和锁水罩6均为改性聚乳酸材质，而且所述的锁水环5为一根

具有一定弹性的带状结构，在种植时直接将其拴在预定位置，然后再将锁水罩6贴合在其下

口外延，并用胶水粘接而成。

[0089] 所述桶形无纺布袋1包括双层无纺布层和固定在环状无纺布层底部的缓冲垫9，所

述高分子薄膜层2设置在双层无纺布层底部的夹层内。现在对永兴无纺布袋进行限定，所述

的双层无纺布层能够增加整个桶形无纺布袋1的保温隔水效果，而且便于添加高分子薄膜

层2。整个桶形无纺布袋1包括两个竖向设置的管状无纺布A和两个设置在底部的圆形无纺

布B，现将两个无纺布A一侧开口相互粘接密封，然后将高分子薄膜层2插入另一侧开口之间

的间隙内，最后将两块不同直径的圆形无纺布B分别粘接在对应的无纺布A的另一侧开口

上，以形成一个密闭双层无纺布层结构，最后在双层无纺布层结构外底部粘接有缓冲垫9，

便制成桶形无纺布袋1。而所述的缓冲垫9是一种聚碳酸酯泡沫，因为在安放整个桶形无纺

布袋1结构时，有可能受重力影响在与土坑内凹凸不平的表面接触时造成磨损撕裂的问题，

所以设有的缓冲垫9能够避免这一问题出现，以保证其保水效果不会受到影响。

[0090] 所述桶形无纺布袋1外表面对称设有一组拉环7。所述的拉环7采用可降解的尼龙

材质，拉环7能够给使用者提供着力点，便于安放整个桶形无纺布袋1。

[0091] 所述储水块3为多孔聚氨酯海绵块。所述的多孔聚氨酯海绵块能够通过其疏松的

结构来达到吸水储水的效果，而且聚氨酯材料中也具有较好的可降解性能的类别，例如低

聚糖衍生聚氨酯类和淀粉衍生聚氨酯，既能够提供较好的可降解性。

[0092] 所述储水块3为高吸水树脂块。所述的高吸水树脂材料常常作为吸水剂添加在土

壤中，以增加土壤的保水性。而本发明将高吸水树脂做成块状结构，并放置在桶形无纺布袋

1底部，从而提高蓄水能力。而高分子树脂又具有较好的释水性能，能够随时给植被根部提

供水分，以提高存活率。

[0093] 所述桶形无纺布袋1外表面设有一层聚氨酯保温层8。所述的聚氨酯保温层8包裹

在桶形无纺布袋1外表面，能够提供较好的热传递阻隔效果。

[0094] 本实施例中，在钒钛磁铁矿排土场的迹地土壤生态修复工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其

中采用的桶形无纺布袋1高度1m，底面面积为1m2，其中在底层和边层的双层无纺布层内均

设有高分子薄膜层2，而设置在边层内的高分子薄膜层2高度为20cm，且与底层内的高分子

薄膜层2相互粘接形成密封结构。选用的植被为葛根或爬山虎，具有较高的存活率和环境适

应能力。因为所在的钒钛磁铁矿排土场尾矿区土壤贫瘠且干燥，针对此区域土壤水土流失

严重的情况，在山坡上采用斜坡平台式和鱼鳞式穴植联合方式进行种植，能够保证种植的

土坑保持水平。而根据所在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和温度的变化范围，故将高分子薄膜层2设

置为20cm，从而在保证具有较好的储水效果前提下，又能够避免植被根部因透气性较差而

出现腐烂的情况发生。整个修复工程总共采用7050个种本实施例中的种植袋，一年后的植

被存活率为95%，使得整个修复工程达到预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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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

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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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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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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