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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l-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DB32/T 4077-2021《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技术规程》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 1部分：通则（DB32/T 4077.1-2021）

——第 2部分：调查 勘查与设计（DB32/T 4077.2-2021）

——第 3部分：施工与监理（DB32/T 4077.3-2021）

本部分为 DB32/T 4077-2021 的第 2 部分。

本文件附录 A、B、D、H、J、K、M、O、P、Q、S、T为规范性附录，C、E、F、G、I、L、N、R、U、

V、W、X、Y 为资料性附录。

本文件由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山水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国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京大

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本文件起草人：薛建、阎长虹、张发明、胡海波、朱晓勇、胡国长、杨晓华、卜永洪、高骏、程勇、

高玉良、王伟、王竑、朱斌、林晨、晋爱民、郑晓彦、郑杰、陈立敏、沈文斌、宋烨、高雪、刘自德、

董茂秋、孙京、杨玉怀、黄健秋。



DB32/T 4077.2-2021

VI

引 言

为提高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水平，规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调查、勘查与设计，根据 2019 年 4 月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第一批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

划的通知》（苏市监标〔2019〕89 号）的要求，由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组织，江苏省山水生态环境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位，会同江苏省国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组成联合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实践经验和省内外先进技术标准，

吸收了相关行业规范的最新成果，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文件。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调查、勘查与设计应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成熟先进的

技术方法。在经济合理以及有利于提高勘查与设计精度和效率的基础上，尽量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

工艺和新材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调查、勘查与设计除应符合本文件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

规范。



DB32/T 4077.2-2021

1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调查 勘查与设计

1 范围

DB32/T 4077.2-2021 规定了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调查、勘查与设计工作中的收集资料、编制调查与

勘查工作方案、地形测绘、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矿山生态环境调查、矿山地质灾害勘查、矿山生态环

境影响评价、矿山生态环境调查成果编制、边坡防护工程设计、边坡植被恢复工程设计、采空塌陷区治

理工程设计、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工程设计、工程监测、工程设计编制等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内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调查、勘查与设计。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复垦、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等工程中涉

及与本文件相关的工程调查、勘查与设计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175 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

GB 958 区域地质图图例

GB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0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2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6142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 7908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GB 8703 辐射防护规定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4500 放射性废弃物管理规定

GB 14804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要素分类与代码

GB 15063 复合肥国家标准

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306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弃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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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6600-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6-2007 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86-2015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

GB 50112-2013 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

GB 50197 露天煤矿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01 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65 泵站设计规范

GB 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19-2017 煤矿巷道断面和交岔点设计规范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 50445 村庄整治技术规范

GB 50500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 50585 岩土工程勘察安全规范

GB 50587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 50830 冶金矿山采矿设计规范

GB 50869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GB 51044 煤矿采空区岩土工程勘查规范

GB 51119 冶金矿山排土场设计规范

GB/T 1499.1-2017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T 1499.2-2018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 1844.1 塑料及树脂缩写代号第一部分：基础聚合物及其特征性能

GB/T 4883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 5224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B/T 5974.1 钢丝绳用普通套环

GB/T 5974.2 钢丝绳用重型套环

GB/T 6141 豆科主要栽培牧草种子质量分级

GB/T 6142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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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929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 12897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398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_T 16453.1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技术规范 坡耕地治理技术

GB/T 16453.2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荒地治理技术

GB/T 1804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18247.4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4部分 花卉种子

GB/T 18314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 18337.2 生态公益林建设规划设计通则

GB/T 18337.4 生态公益林建设检查验收规程

GB/T 18744 土工合成材料 塑料三维土网垫

GB/T 19292.1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大气腐蚀性 第1部分：分类、测定和评估

GB/T 20118 钢丝绳通用技术条件

GB/T 20257.1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 1∶1 000 1∶2 000地形图图式

GB/T 21236 电炉回收二氧化硅微粉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4869 主要沙生草种子质量分级及检验

GB/T 28407 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

GB/T 31755-2015 绿化植物废弃物处置和应用技术规程

GB/T 32000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GB/T 38509-2020 滑坡防治设计规范

GB/T 50085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266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290 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 50476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GB/T 50485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1178-2016 建材矿山工程测量技术规范

GBZ 167 放射性污染的物料解控和场址开放的基本要求

CECS 22 岩土锚杆（索）技术规程

CECS 238∶2008 工程地质测绘标准

CH/T 1004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CJJ 7 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规范

CJJ.8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T 340-2016 绿化种植土壤

CJJ/T 7 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规范

DZ/T 0221-2006 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

DZ/T 0223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DZ/T 0227 滑坡、崩塌监测测量规范

DZ/T 0270-2014 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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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T 0287-2015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HJ 25.1-2019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164-2020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350 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

JGJ 8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79-2012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94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I 106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 130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T 87 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

JTG D30-2015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D33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JTG D70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JT/T 1108.3-2018 公路路域植被恢复材料第3部分：植物纤维毯

JT/T 1328-2020 边坡柔性防护网系统

JTG/T D32 公路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JTG/T D33-2012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LY/T 1607 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LY/T 1970 绿化用有机基质

LY/T 2142 喷播用木质纤维

LY/T 2356-2014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规程

NY/T 396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1054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与评价规范

NY/T 1342 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

SL 21-2015 降水量观测规范

SL 253 溢洪道设计规范

SL 274 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TB/T 3449 铁路边坡柔性被动防护产品危岩落石冲击试验方法与评价

TD/T 1012 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

TD/T 1031.1-2011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TD/T 1031.2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TD/T 1031.3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TD/T 1031.4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TD/T 1033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

TD/T 1036-2013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48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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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含水层破坏 aquifer breakage

矿业活动造成含水层结构改变、地下水位下降、水量减少或疏干、水质恶化等现象。

3.2

土地损毁 land destruction（breathe upon）

矿业活动造成土地原有功能部分或完全丧失，包括土地挖损、塌陷、压占和污染等。

3.3

水土环境污染 soil and water pollution

因矿山建设、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物，造成水、土原有理化性状恶化，部分或全部丧失原有功能。

3.4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destruction of topography and landscape

因矿山建设与采矿活动而改变原有的地形条件与地貌特征，造成土地毁坏、山体破损、岩石裸露、

植被破坏等现象。

3.5

控制点 control point

以一定精度测定其位置，为其他测绘工作提供依据的固定点。分为平面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

3.6

基准点 datum point 或 reference point

工程测量时作为标准的原点称为测量基准点。按照基准点在测量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可分为相对基

准点和绝对基准点。

3.7

工程地质测绘 engineering geological mapping

对调查与勘查场地及附近的工程地质条件进行现场观察、量测和描述，将有关工程地质要素以图示、

符号表示在地形图上的勘查工作方法。

3.8

工程地质问题 engineering geological problem

是指工程建设与工程地质条件（地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对工程施工和运行或对周围环境

产生影响的地质问题。

3.9

不稳定边坡 unstable slope

具有蠕变、鼓胀或拉裂等变形特征且变形边界不明显的边坡。

3.10

覆岩破坏“三带” three zones of oven-burden rock failure

矿层开采后覆岩在垂直方向上的破坏，可分为垮落带、断裂带、弯曲带，简称“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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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地质灾害勘探 geohazard exploration

在对地质灾害体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的基础上，利用机械设备、工具直接深入地下岩土层，查明地

质灾害体性质、结构构造、空间分布、地下水条件等内容的勘查工作。

3.12

地球物理勘探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运用专门的仪器探测地壳表层地质体物理场（电场、磁场、重力场等）的分布情况，通过测得的物

理场特性和差异，判明地下地质现象，获得物理性质参数的一种勘探方法。

3.13

岩土试验 rock and soil test

对岩、土进行试验的总称。分为室内试验和原位试验。

3.14

原位试验 in-situ test

在岩土层所处的位置，基本保持岩土原来的结构、湿度以及应力状态，测定岩土物理力学指标工作

的总称。

3.15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risk assessment of geological hazard

对矿山开采或工程活动诱发或者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和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作出评价，提

出防治措施建议，编制评估报告的技术活动。

3.16

土地调查 land survey

对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况）、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土地所有

权和使用权状况）以及土地条件（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的综合调查。

3.17

土壤调查 soil survey

通过对土壤剖面形态及其周围环境的观察、描述记载和综合分析比较，对土壤的发生演变、分类分

布、肥力变化和利用改良状况进行研究、判断。

3.18

生态调查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了解区域生态环境乃至生物圈内动植物现状（包括其他微生物族群）与分布的一种调查方法。

3.19

矿山“三废”调查 investigation of "Three Waste" in mine

对因矿产资源开发排放的废水、废渣、废气造成了土地资源、土体与水体污染以及废渣、尾矿堆放

占用土地资源开展的调查。

3.20

现状评估 status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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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资料及开展矿山生态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对评估区生态环境影响作出评估。

3.21

预测评估 forecast evaluation

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根据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和矿山生态环境条件，分析预测修复工程可能引发或

加剧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危害，评估修复工程可能造成的矿山生态环境影响。

3.22

稳定性评价 stability evaluation

以工程地质条件调查为基础，综合分析演化机制及影响因素，采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对地质

体稳定程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评估与预测的工作。

3.23

设计安全系数 designed factor of safety

设计评价允许的稳定性系数值，是综合考虑边界条件、荷载条件、岩土体强度、工程重要性等人为

确定的岩土体稳定性经验系数，是修复区及修复工程达到预期安全程度允许的最低安全系数。

3.24

永久性边坡 permanent slope

设计使用年限超过 2 年的边坡。

3.25

临时性边坡 temporary slope

设计使用年限不超过 2年的边坡。

3.26

坡率法 slope ratio method

通过调整、控制边坡坡率，维持边坡整体稳定和采取构造措施保证边坡稳定的治理方法。

3.27

地基系数 foundation coefficient

表征土体表面在平面压力作用下产生的可压缩性大小。依据静压平板载荷试验获得的应力-位移曲

线综合确定，单位：MPa/m。地基系数与岩体性质相关，包括“m法”和“K 法”两种取值方法。

3.28

m 法 m method

地基系数随深度呈线性增加的抗滑桩内力确定方法。

3.29

K 法 K method

地基系数为常数的抗滑桩内力确定方法。

3.30

稳定性系数 factor of stability

表征岩土体稳定程度的指标。如边坡稳定性系数是滑动面上抗滑力与滑动力的比值，数值的高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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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边坡稳定程度的差异。

3.31

动态设计法 method of dynamic information design

根据信息施工法和工程勘查反馈的资料，对地质结论、设计参数及设计方案进行验证，当原设计条

件出现较大变化时，及时补充、修改设计的思路和方法。

3.32

设计工况 design conditions

防治工程设计中设定的内在因素与环境条件及其相对应的荷载组合。

3.33

设计荷载 design load

荷载代表值与荷载分项系数的乘积。荷载代表值为设计中用以验算极限状态所采用的荷载量值，例

如标准值、组合值、频遇值和准永久值等。

3.34

压实度 degree of compaction

指土或其他填充材料压实后的干密度与标准最大干密度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35

最优含水率 optimum moisture content

在一定功能的压实（击实或夯实）作用下，填土达到最大干密度时相应的含水率。

3.36

最大干密度 maximum dry density

击实或压实试验所得的干密度与含水率曲线上峰值点所对应的干密度。

3.37

护坡工程 slope protection project

为防治坡表风化、剥落、掉块或冲蚀，在坡面修建的表层防护工程。

3.38

削坡减载 load reduction through slope cutting

通过削坡减少地质体荷重。如边坡削坡减载是采用从边坡顶部开挖的方法，减少边坡自身荷载，提

高边坡稳定性的措施。

3.39

坡面整形 reshaping slope surface

清除坡表松散、不稳定岩土体，保持坡面平顺、密实的工程措施。

3.40

填坡 backfill slope

对坡面局部的凹坑、凹槽回填，或为降低坡比采取的上挖下填等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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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静态爆破 static blasting

利用静态破碎剂的水化反应体积膨胀，对约束体作用而产生破坏做功的破岩技术。

3.42

光面爆破 smooth blasting

沿开挖边界布置密集炮孔，采取不耦合装药或装填低威力炸药，在主爆区之后起爆，以形成平整轮

廓面的爆破作业。

3.43

预裂爆破 presplitting blasting

沿开挖边界布置密集炮孔，采取不耦合装药或装填低威力炸药，在主爆区之前起爆，从而在爆区与

保留区之间形成预裂缝，以减弱主爆孔爆破对保留岩体的破坏，形成平整轮廓面的爆破作业。

3.44

回填压脚 backfill at the foot of slope

通过工程措施在坡脚处提供足够的工程自重力，以增加边坡抗滑能力，提高其稳定性的工程措施。

3.45

柔性支护结构 flexible supporting structure

对边坡进行支护，限制边坡发生过大变形，允许防护工程结构出现一定变形的边坡支挡形式。

3.46

锚固 anchoring

通过锚杆或锚索将不稳定岩土体与稳定岩土体紧密联结，以加固不稳定地质体的工程措施。

3.47

锚固基本试验 basic test of anchoring

为确定锚杆（索）极限承载力和获得有关设计参数而进行的试验。

3.48

锚固验收试验 acceptance test of anchoring

为检验锚杆（索）施工质量及承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而进行的试验。

3.49

注浆试验 grouting test

为了解岩土体进行灌浆处理的可能性和取得有关技术经济指标，在拟定地段选择适当的地点进行胶

结岩土体的试验。

3.50

抗滑桩 anti-slide pile

穿过滑坡体深入滑床的桩柱。用以支挡滑体的滑动力，起到稳定边坡的作用，适用于浅层和中厚层

滑坡，是抗滑处理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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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抗滑键 anti-slide tie

埋于滑面附近的短桩。链接不稳定岩土体和稳定部分的加固手段，分垂直和水平方向两种形式。

3.52

棚洞 shed tunnel（lookum）

为防止崩塌危及保护对象设置的简支顶棚架，回填而成的洞身。

3.53

群桩效应 piles group effect

因滑坡推力从上向下传递的不均匀，导致各桩受力不均匀，从而可能导致某些桩先破坏失效，逐渐

发展到所有桩破坏失效的现象。

3.54

格构护坡 lattice frame revetment

利用浆砌块石、现浇钢筋混凝土或预制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用梁的形式在边坡表面做成框格，框格

中间绿化种植，利用锚杆或锚索对边坡浅表层进行加固的方法。

3.55

重力式挡墙 gravity retaining wall

依靠墙体自重抵抗岩土侧向压力的挡墙。

3.56

扶壁式挡墙 buttressed retaining wall

断面呈倒 T 型或 L型，由立板、底板、扶壁和墙后填土组成支护结构的挡墙。

3.57

锚杆挡墙 tied retaining wall

由锚杆（索）、立柱和面板组成支护结构的挡墙。

3.58

桩板式挡墙 pile-sheet retaining wall

由抗滑桩和桩间挡板等构件组成支护结构的挡墙。

3.59

加筋土挡土墙 reinforced fill wall

由土工格栅、土工织物或土工膜、土工条带以及面板等构成的蜂窝状或网格状三维结构材料，形成

加筋土边坡防护结构的挡墙。

3.60

拦石墙 retaining wall against falling rocks

修建于崩塌源坡脚处平台，用于拦截崩塌落石块体的挡墙，通常采用浆砌或混凝土浇筑。

3.61

锚喷支护 anchor-shotcret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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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喷混凝土（钢纤维混凝土）、锚杆、钢筋（丝）网等支护坡表危岩的措施。

3.62

主动防护网 active protection net

采用钢丝绳锚杆或钢筋锚杆和支撑绳固定方式，将金属柔性网覆盖在具有潜在地质灾害的坡面上，

从而实现坡面加固或限制落石运动范围的一种防护网，简称主动网。

3.63

被动防护网 passive protection net

采用锚杆、钢柱、支撑绳和拉锚绳等固定方式将金属柔性网以一定的角度安装在坡面或坡脚，形成

栅栏形式的拦石网，从而实现对落石拦截的一种防护网，简称被动网。

3.64

引导防护网 pocket-type protection net

采用锚杆、钢柱、支撑绳等构件将金属柔性网覆盖或支撑在坡面上，以引导或控制危岩落石运动轨

迹和停积范围的柔性防护系统，分为覆盖式和张口式。

3.65

格宾边坡防护 gabion slope protection

通过机械（人工）编织，将热镀锌低碳钢丝组装成蜂巢形网片箱笼，并在箱笼装入块石等填充料的

边坡防护。

3.66

植被恢复 revegetation

在矿山废弃地、裸露边坡等地段，通过重建或改善植物生境，促进植物繁殖体繁衍，使其达到植被

覆盖状态的过程。

3.67

喷播 spray seeding

采用工程机械将种子、基质或其混合物等喷射到坡面上的恢复植被技术。

3.68

干法喷播 pneumatic seeding

借助工程机械，以气流为介质输送植物种子、基质或其混合物的喷播技术。

3.69

湿法喷播 hydro seeding

借助工程机械，以水流为介质输送植物种子、基质或其混合物的喷播技术。

3.70

离析度 segregation degree

喷播基质在水中振荡后产生的粒径小于 20 mm 的散落物质量占原基质质量的百分比。

3.71

生态护坡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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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植被、复合生物材料与相应工程对坡面进行保护和控制侵蚀的工程途径与手段。

3.72

植物纤维毯 plant fiber blanket

由上下两层固定网夹持植物纤维层，或由固定网从上至下依次夹持植物纤维层、种子承载层（或基

质层）、衬托层并缝合形成的毯状物。

3.73

植生带 lawn nursery strip

把筛选好的草籽（或按比例混合的草籽）均匀地撤在两层载体之间，复合而成有草籽的带状草坪建

植材料。

3.74

生态袋 ecological bag

由柔性土工合成材料制成的、能够固根保土、防止水土流失并为植物生长提供良好环境的新型产品。

3.75

植生袋 vegetation bag

采用纤维网编织成的袋状物，将含有种子、肥料、生长基材直接粘贴在 PE 袋上，填充种植土，用

于边坡绿化的产品。

3.76

土工格室 plastic geocell

由强化的高密度聚乙烯（HDPE）片材料经高强力焊接而形成的三维网状格室结构的产品，格室内可

填充种植土和植物种子。

3.77

土壤修复 soil remediation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地块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含量降低

到可接受水平，或将土壤中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过程。

3.78

土地整治 land consolidation

采用工程、生物等措施，对矿山废弃地进行综合整治，增加有效土地面积，提高土地质量和利用效

率，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活动。

3.79

土地复垦 land reclamation

采用工程、生物等措施，对因采矿活动挖损、采空塌陷、压占造成损毁的土地进行整治，使其达到

可利用状态的活动。

3.80

水土流失防治 control measures for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应用生物学和工程原理，为防治矿山开采造成的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所采取

的植树、种草和修建工程设施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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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灌注充填法 grouting method

采用人工方法向采空塌陷区灌注、投送充填材料，充填、胶结采空区空洞及松散体，改善其物理力

学性质的治理方法。

3.82

开挖回填法 excavation and backfill method

采用开挖的方式，将采空塌陷区岩土体挖除，进行分层碾压回填，消除采空塌陷危害的方法。

3.83

砌筑支撑法 masonry support method

对洞室空间较大、顶板较稳定、通风条件良好的采空区，采用干砌、浆砌或浇注混凝土等方法，以

增强对采空区顶板支撑作用的处理方法。

3.84

桩基穿（跨）越法 pile foundation pass through(cross)method

利用桩基础穿透或跨越采空塌陷区，防止采空塌陷变形对上部建（构）筑物造成影响的方法。

3.85

井下巷道加固法 underground roadway reinforcement method

在井下通过对采空区巷道加固，阻止采空塌陷变形对上部建（构）筑物造成影响的方法。

3.86

浆液结石率 stone rate

对采空塌陷区采用灌注充填法进行处理时，灌入浆液固结后的体积与所灌浆液原体积的比值，通常

通过室内试验确定。

3.87

充填系数 filling coefficient

对采空塌陷区采用灌注充填法进行处理时，灌注浆液材料的固结体体积与治理范围内采空塌陷裂隙

及空洞总体积的比值，是反映裂隙、空洞被浆液结石体及骨料充填的密实程度的指标。

3.88

采空塌陷剩余空隙率 goaf collapse residential voidage

采空塌陷实际剩余孔隙的体积与矿产资源开采体积之比。

3.89

工程监测 engineering monitoring

布设专门性的监测网，定期观测矿山生态修复过程中及修复后的生态环境和防治工程及其效果在时

间上、空间上的变化情况。

3.90

地表绝对位移 ground absolute displacement

监测岩土体上的测点相对于其外部的某一（或多个）固定基准点的三维坐标的变化。可通过测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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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变形位移量、位移方位与变形速率等来反映。

3.91

地表相对位移 ground relative displacement

监测岩土体表面变形部位相对位置变化（张开、闭合、下沉、抬升、错动等）。可通过变形位移量、

位移方向与变形速率等来反映。

3.92

地面倾斜 ground tilt

指地面的倾斜方向和倾角的变化。

3.93

地表变形监测 ground deformation monitoring

对地表岩土体与其上建筑物、构筑物的位移、沉降、隆起、倾斜、挠度、裂缝等微观和宏观变形现

象，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周期性或实时的观测、测量、分析、预报的过程。

3.94

施工安全监测 construction safety monitoring

工程施工期间为保证施工安全所开展的监测工作。

3.95

防治效果监测 project effect monitoring

为检验工程修复效果所开展的监测工作。

4 收集资料和编制调查与勘查工作方案

4.1 收集资料

4.1.1 一般要求

4.1.1.1 资料收集内容包括：矿山基本情况、气候与气象、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地质环境、土地利

用现状、生物生境、相关政策文件和规划、矿区现状影像、人类工程活动、当地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资料

等。资料收集方法可采取现场调查、走访、文献收集、信息传输下载等方式。

4.1.1.2 资料收集人员应熟悉矿山生态修复调查与勘查工作流程（见图 1），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和

业务水平。

4.1.1.3 资料收集应遵循下列原则：

a） 可靠性。资料信息应真实，来源可靠，能反映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真实情况。

b） 完整性。资料信息内容完整，能全面反映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相关的基础信息。

c） 实时性。为与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相关的最新或实时资料，保证资料的时效性。

d） 准确性。资料满足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施要求，关联度高，适用性强，应用价值高。

e） 易用性。收集的资料按照一定的表示形式，便于使用。

4.1.1.4 对收集的资料依据上述原则及时进行分析验证、数据处理与分类汇总，便于查阅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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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调查与勘查工作流程图

4.1.2 矿山基本情况

矿山名称、位置、范围；矿床类型与赋存特征；矿山开采历史和现状；开采方式（方法）；固体与

液体废物的排放与处置情况；地质勘察报告；开发利用方案或开采设计、采掘工程平面图；矿区基础设

施分布；闭矿报告等。

4.1.3 气候条件

矿山所在地降水、蒸发、日照、温度、年平均气温、极端最高气温与最低温度、日照时数、日照率、

无霜期天数、风向与风速等。

4.1.4 自然环境

矿山所在地县域地理位置；土地、能源、矿产、水、生物等自然资源；公园景区与自然保护地和生

态保护红线区；流域面积，径流特征，主要河、湖及其他地表水体（包括湿地、季节性积水洼地）的流

量和水位动态，最高洪水位和最低枯水位高程及出现日期和持续时间，汛期洪水频率及变幅等。

4.1.5 社会经济

矿山所在地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科技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电力设施等）。

4.1.6 地质环境

区域地质、修复区地质、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地震、地质灾害等。

4.1.7 相关政策和规划文件

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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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规划、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以及矿山环境评价、

评估、防治方案、鉴定、监测、防治工程及相关检测等资料，注明资料来源和编制日期。

4.1.8 其他

矿区现状影像；人类工程活动；修复区或当地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资料及各类地下工程资料。

4.2 编制调查与勘查工作方案

4.2.1 调查与勘查工作开展前，应编写调查与勘查工作方案，作为矿山生态环境调查与勘查工作依据。

4.2.2 调查与勘查工作方案应在充分收集、整理和分析已有资料和对修复区进行现场踏勘的基础上，

按照相关标准要求进行编制。

4.2.3 调查与勘查工作方案应内容全面、方法得当、措施完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调查

与勘查工作方案编制内容包括：

a） 工程概况：工程来源、矿山基本情况、调查面积、精度要求、工作起止时间等。

b） 目标任务。

c） 矿山生态环境概况。

d） 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法。

e） 总体工作部署：明确调查与勘查工作内容、程序和相关要求、拟定调查与勘查工作计划。

f） 拟定实物工程量（测绘、调查与勘查、取样、测试等）及预算。

g）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人员安排。

h） 保障措施（组织、技术与质量、安全与环保、进度、资金等）。

i） 工作部署图。反映本次工作的内容、方式方法、调查路线及工程部署等。

4.2.4 调查与勘查工作方案应经项目技术负责人审核、单位技术负责人审定。工程等级为一级、地质

灾害规模为大型及以上的工程，调查与勘查工作方案应由所在地的自然资源部门组织专家论证。

4.2.5 调查与勘查工作方案应作为矿山生态环境调查与勘查成果报告附件。

5 地形测绘

5.1 一般规定

5.1.1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平面控制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平面控制网建立可采用卫星定位测量、导线测量、三角形网测量等方法。测量技术要求、控制

网设计、选点与埋石、数据处理等应符合 GB 50026 等规范规定。

b） 首级控制网等级不低于四等，宜联测 2 个以上高等级国家控制点或地方坐标系的高等级控制

点，加密控制网可越级布设或同等级扩展，满足 GB 50026 中“场区控制测量”的要求。

c） 平面控制网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满足测区内平面控制测量投影长度变形值不应大于

2.5 cm/km 的要求。已有其他坐标系统测量成果应按照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要求，进行相

应的联测或转换，经检核后方可利用。

d） 地形图底图比例尺选择应按精度要求大一倍考虑，测量完成后，按精度要求成图。

e） 按相关规定和施测需要在修复区内或周边设置测量平面控制点。

5.1.2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高程控制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高程控制测量宜采用水准测量，首级高程控制网等级不低于四等。首级网应布设成环形网，加

密网宜布设成附合路线或结点网。测量技术要求符合 GB 50026 等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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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程系统应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c） 高程控制点间距宜小于 1 km，测区及周围至少有 3个适用的高程控制点。

5.1.3 地形图测图比例尺应能准确反映测区地形地貌和矿山生态环境。根据工程规模大小、施工复杂

程度，工程设计阶段一般为 1:1000 或 1:500，相关要素的精度指标要求应不低于 1:1000 地形图的精度

要求；项目立项与可研阶段比例尺可适当减小至 1:1000～1:5000。地形图分幅与编号应符合 GB/T 13989

的相关要求。

5.1.4 地形图测量范围应扩至修复区边界线以外，范围不小于相应比例尺图上边界外 3 cm～5 cm，并

满足调查与勘查、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测等要求。高陡边坡可根据工程修复需要适当放大测量

范围。涉及水下地形时，应开展水下地形测量。

5.1.5 地形类别划分应根据图幅范围内绝大部分的地面倾角（ ）划分。平坦地： ＜3°；丘陵地：

3°≤ ＜10°；山地：10°≤ ＜25°；高山地： ≥25°。

5.1.6 地形图基本等高距应按表 1 选用。

表 1 地形图基本等高距（m）

地形类别
比例尺

地形类别
比例尺

1∶500 1∶1000 1∶500 1∶1000

平坦地 0.5 0.5 山地 1 1

丘陵地 0.5 1 高山地 1 2

注 1：一个测区同一比例尺，应采用同一基本等高距。

注 2：水域测图的基本等深距，可按水底地形倾角比照地形类别和测图比例尺选择。

5.1.7 地形测量基本精度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形图上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超过 0.6 mm。隐蔽或施测困难的地区可

放宽 50%；1∶500 比例尺水域测图、其他比例尺的大面积平坦水域或水深超出 20 m 的开阔水

域测图，根据具体情况，可放宽至 2.0 mm。

b） 等高（深）线的插求点或数字高程模型格网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应超过表 2

的规定。

表 2 等高（深）线插求点或数字高程模型格网点的高程中误差

旱地测区
地形类别 平坦地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高程中误差（m） dh3/1 dh2/1 dh3/2 dh1

水域测区
水底地形倾角  ＜3° 3°≤ ≤10° 10°＜ ≤25°  ＞25°

高程中误差（m） dh2/1 dh3/2 dh1 dh2/3
注 1： dh 为地形图的基本等高距（m）。

注 2：对于数字高程模型， dh 的取值应以模型比例尺和地形类别按表 1 取用。

注 3：隐蔽或施测困难的一般地区测图，可放宽 50%。

注 4：当水域测图作业困难、水深大于 20 m 时，可放宽 1倍。

c） 测区细部坐标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超过 7 cm，高程中误差不应超过 3 cm。

d） 地形点的最大点位间距，对测区内的一般地区不应大于 15 m；对水域，断面间不应大于 10 m，

断面上测点间不应大于 5 m。

e） 地形图上高程点注记，当基本等高距为 0.5 m 时，应精确至 0.01 m；当基本等高距大于 0.5 m

时，应精确至 0.1 m。

5.1.8 地形图图式应采用 GB/T 7929。地形图要素分类代码宜采用 GB 14804。对于图式和要素分类代



DB32/T 4077.2-2021

18

码的不足部分应予以补充，编写相应说明。同一个工程或区域，应采用相同的补充图式和补充要素分类

代码。

5.1.9 地形测图可采用全站仪测图、GPS-RTK 测图和平板测图等方法，也可采用各种方法的联合作业

模式或其他作业模式。各类仪器测绘方法和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026 等规范要求。

5.1.10 图根平面控制和高程控制测量可同时进行或分别施测，其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026 规定。

5.1.11 地形图应经过质量检查，检查方法和检查结果应满足 GB/T 24356 的规定。

5.1.12 数字地形图编辑整理、纸质地形图绘制及其数字化应符合 GB 50026 规定。

5.1.13 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应埋设固定标石。基岩出露区可采用凿石制点，非基岩覆盖区可埋设普通标

石或采用了混凝土现场浇注。标石应稳定且易于长期保存。标石规格宜按 GB 50026 规定执行。

5.1.14 地形测绘工作结束后，应按相关规范要求编制测绘成果报告，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专家或委托

具有检验资格的单位或机构实施验收。

5.1.15 鼓励采用先进高效的测量设备和新技术，并应在使用前得到有效验证。

5.2 前期准备

5.2.1 测绘作业前应进行测区现场踏勘，了解测区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土壤、植被等条件。根据项

目任务与要求，编制测绘作业指导书，明确测量范围、测量方法、成果形式和完成时间等内容。

5.2.2 根据工程测量需要，进行相关技术培训，确定测量程序，明确技术路线。

5.2.3 测绘作业前，承担测绘任务的法人单位应按照 CH/T 1004 要求，结合工程实际，编写测绘技术

设计书，经审核批准后实施。

5.3 测绘方法与技术要求

5.3.1 全站仪测图

全站仪测图应使用 6″及以上等级全站仪，其测距标称精度固定误差不应大于 10 mm，比例误差系

数不应大于 5 ppm。

5.3.2 GNSS-RTK 测图

5.3.2.1 GNSS-RTK 分为网络 RTK 和单基准站 RTK，作业前应搜集下列资料：

a） 测区的控制点成果及 GNSS 测量资料。

b） 测区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参数，包括：参考椭球参数，中央子午线经度，纵、横坐标的加常

数，投影面正常高，平均高程异常等。

c） WGS-84坐标系与测区地方坐标系的转换参数及WGS-84坐标系的大地高基准与测区的地方高程

基准的转换参数。

5.3.2.2 使用单基准站 RTK 作业时，应首先建立转换关系，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基准转换可采用重合点求定参数（七参数或三参数）的方法进行。

b） 坐标转换和高程转换参数的确定宜分别进行；坐标转换位置基准应一致，重合点的个数不少于

4 个，且应分布在测区的周边和中部。坐标转换参数也可直接应用测区 GNSS 网二维约束平差

所计算的参数。

c） 首次使用前，应对转换参数的精度、可靠性进行分析和实测检查。检查点应分布在测区的中部

和边缘。检测结果平面较差不应大于±5 cm，高程较差不应大于±30*D mm（D 为参考站到检

查点的距离，单位为 km）。超限时应分析原因并重新建立转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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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地形测图

5.4.1 地形图应标示各类测量控制点、居民地及设施、独立地物、交通、管线、水系、境界、地貌、

植被与土质、注记等要素，应着重标示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设施。表示方法符合 GB/T 20257.1 以及本文

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H 的要求。

5.4.2 各类建（构）筑物及其主要附属设施均应进行测绘。建（构）筑物宜用其外轮廓表示，房屋外

廓以墙角为准。当建（构）筑物轮廓凸凹部分在 1∶500 比例尺地形图上小于 1 mm 或在其他比例尺图上

小于 0.5 mm 时，可用直线连接。建（构）筑物细部坐标点测量位置和细部坐标点的测量可参照 GB

50026-2007 中 5.8 节相关规定。

5.4.3 独立性地物测绘，能按比例尺表示的，应实测外廓，填绘符号；不能按比例尺表示的，应准确

表示其定位点或定位线。

5.4.4 管线转角部分应实测。线路密集或居民区的低压电力线和通信线，可选择主干线测绘；当管线

直线部分的支架、线杆和附属设施密集时，可适当取舍；当多种线路在同一杆柱上时，应择其主要表示。

5.4.5 交通及附属设施均应按实际形状测绘。铁路应测注轨面高程，在曲线段应测注内轨面高程；涵

洞应测注洞底高程。

5.4.6 水系及附属设施宜按实际形状测绘。水渠应测注渠顶边高程；堤、坝应测注顶部及坡脚高程；

水井应测注井台高程；水塘应测注塘顶边及塘底高程。当河沟、水渠在地形图上的宽度小于 1 mm 时，

可用单线表示。

5.4.7 地貌宜用等高线表示。滑坡与崩塌残蚀地貌、坡、坎和其他地貌，可用相应符号表示，同时应

在顶底标注标高。山顶、鞍部、凹地、山脊、谷底及倾斜变换处测注高程点。露岩、独立石、土堆、陡

坎等，应注记高程或比高。边坡地形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测区内地面倾角 ≥25°区域应划定为边坡区。

b） 坡顶线及坡脚线测点间距不应大于 5 m，测点间的高差不应大于 2 m，坡顶及坡脚转角处应布

置测注点。

c） 垂直于边坡走向应布置测量断面。断面上测点间距不应大于 5 m，倾斜变换处适当加密；断面

间距不应大于 10 m，边坡转角处应布置测量断面。

d） 边坡上的缓坡（ ＜25°）或平台应按 1∶500 比例尺要求测绘。

5.4.8 土地现状测绘应按其用途、作物与植被类型和面积大小适当取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按《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源部，2020 年 11

月）确定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和编码进行区分，并配置相应编码和符号。

b） 地类界与线状地物重合时，只绘线状地物符号。

c） 梯田坎的坡面投影宽度在地形图上大于 2 mm 时，应实测坡脚；小于 2 mm 时，可量注比高。当

两坎间距在 1∶500 比例尺地形图上小于 10 mm、在其他比例尺地形图上小于 5 mm 时或坎高小

于基本等高距的 1/2 时，可适当取舍。

d） 农用地应测出田间的代表性高程，当田埂宽在地形图上小于 1 mm 时，可用单线表示。

5.4.9 井下平面与高程控制测量应符合 GBT 51178-2016 附录 A、附录 B的规定。

5.4.10 地形图上各种名称的注记，应采用现有的法定名称。

5.4.11 水域地形水深测量可采用回声测深仪、测深锤或测深杆等测深工具。测深点定位可采用 GNSS

定位法、无线电定位法、交会法、极坐标法、断面索法等。其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026 相关规定。

5.5 地形图修测与编绘

地形图修测与编绘应符合 GB 50026-2007 中 5.10 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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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测绘成果质量检验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基本要求、工程测量成果质量评定、抽样检查程序、成果质量元素信错漏

分类等应按 GB/T 24356 要求执行。

5.7 测绘成果报告编制与验收

5.7.1 测绘任务完成后应编制测绘成果报告，作为工程项目实施的依据。

5.7.2 测绘成果报告应对测绘技术设计文件和技术标准、规范等的执行情况，测绘技术设计方案实施

中出现的主要技术问题和处理方法，成果质量、新技术的应用等进行分析和总结，作出客观描述和评价。

5.7.3 测绘成果报告由承担相应测绘专业任务的法人单位负责编写。单位技术负责人应对技术总结编

写的客观性、完整性、规范性等进行审核并签字，对成果报告编写的质量负责。

5.7.4 测量成果应由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家或委托具有检验资格的单位或机构验收。

5.7.5 成果报告的编制、成果提交、成果验收技术要求可参照 GB/T 51178-2016 第 8 章相关规定。

5.7.6 测量成果报告应作为调查与勘查成果报告的附件。

6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

6.1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综合平面图比例尺不应小于 1∶1000，地层柱状图的比例尺宜

较工程地质测绘比例尺大 5～10 倍，对岩性简单矿区可适当缩小，对工程有重要影响的不良地质体（滑

坡等地质灾害以及断层、软弱夹层、洞穴等）可扩大。工程地质测绘所使用地形底图应能反映现状地形

地物，删除使阅读地质内容产生困难的符号、注记、等高线，以能反映地貌形态又便于读图为原则。当

地形图比例尺与工程地质测绘比例尺不一致时，应在图上注明实际测绘比例尺。

6.2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方法宜采用全面查勘法，与生态环境背景调查、生态环境问题

调查、地质灾害勘查、土地现状调查等结合进行。结合工程布置方案，进行场地踏勘，了解测区地质情

况和生态环境问题，合理布置观测路线，拟定野外工作方法。

6.3 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时，应重视对测绘区已有资料的搜集、编录和分析，研究其可利用程度和存

在的问题。资料内容包括地理信息与测绘资料；水文气象和水文地质资料；岩土工程特性经验数据；矿

山生态（地质）环境调查报告等。结合资料搜集和现场踏勘情况，编制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工作计划。

6.4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的范围应包括工程修复区及附近地段。对工程有重要影响的地质体和地质现

象可采用大比例尺表示。当需追溯地质问题、地质界限时，应根据需要扩大测绘范围。

6.5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的地层单位应采用界、系、统的标准序列。对统以下当按年代地层序列时，

应采用阶、时间带；当按岩石地层序列时，应采用群、组、段。

a）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地质测绘宜在研究沉积韵律或岩相变化的基础上，结合岩性的差异和岩组、

层组的组合特点，按岩土的工程特性划分更为详细的工程地质单元体（层）。

b） 第四系的分层应按地层时代、成因类型、岩相变化等划分。测绘时宜根据工程需要和地貌、微

地貌条件，结合岩土的物质组成和物理力学性质等特征划分工程地质单元体（层）。

c） 组以下地层的进一步划分。当已有全国或区域性的标准化地层时，应按标准化地层划分；其他

可按工程地质岩组或层组进一步划分。

d） 所有地层单元均应有代号。已有标准化代号的，应采用标准化代号，其他可自行建立代号。代

号应采用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或二者组合表示。第四系“组”以下工程地质单元体（层）的

代号，可自上而下采用圆圈内阿拉伯数字表示，划分亚层时可在圆圈外用阿拉伯数字下标表示。

6.6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的详细程度应与所选用的比例尺相适应。测绘图上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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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于 2 mm 的地质体和地质现象应予测绘。测绘平面图上应突出表示地质灾害的基本要素及变形迹象

等，线状要素可扩大到 1 mm 宽度表示，等轴状时可扩大到 2 mm
2
表示。对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评价有

重要意义的地质体和地质现象，即使在图上宽度不足 2 mm，也应扩大比例尺表示，注明其实际数据。

6.7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地貌、地质构造、地层界限、标志层等地质界线及地质灾害基本要素、变形迹象的测绘线路布

置宜以追索法为主。测线走向应与矿山边坡走向或地层走向垂直，对不利于矿山边坡稳定的地

质体进行详细测量和标注。

b） 观测点的布置应以控制地质构造线、地层接触线、岩性分界线、标准层位和每个地质单元体、

地质灾害基本要素及变形特征为准。测点应布置在地质界线、地质灾害及变形特征区及取样点

和地质现象上。典型工程地质剖面应加测地形控制点，典型观测点应加测位置及标高点。在岩

相渐变、岩性单一或地质构造简单的地区，应有适量测点控制。

c） 地质观测点密度应根据地貌、地质条件、成图比例尺和修复工程要求等确定，具有代表性。测

点间距应保证地质界线在图上的精度，宜为相应比例尺图上 2 cm～3 cm，地质条件较简单的

地区可采用 3 cm～5 cm。

d） 地质观测点应充分利用天然和人工露头，露头少时应布置一定数量的探坑或探槽。

e） 观测点应以仪器法测定，点位误差图面上不应大于 0.5 mm。应采用专门测量仪器定位，也可

采用精度与上述规定相当的全球定位系统。

6.8 对基岩或构造露头少的地区进行大比例尺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时，应根据需要布置一定量的勘探

工作，以揭露主要地质现象和地质界限。

6.9 地质图应按地质制图原则实地勾绘，如实反映客观情况。地质界线应协调一致，当有重大出入时

应现场核实。

6.10 一般工程地质剖面图可在地质图上切取。重要工程和地质条件复杂地段的剖面图应实测。工程地

质测绘应提供修复区纵、横剖面图，包括地形、坡度、岩（土）体结构、产状等。工程设计阶段，剖面

间距不宜大于 50 m，对不同的治理单元或转折地段应有地质剖面控制。

6.11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时，应采集有代表性的岩、土、水样品进行鉴定、试验、分析。需要保持湿

度和原状结构的岩土样品，应在现场及时密封保存，防止脱水和扰动。试验分析项目应根据工程要求确

定。必要时，应采集化石标本和岩土样品进行年代鉴定。

6.12 野外记录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测绘的每个观测点均应作好原始记录，并应有观测点的平、剖面示意图或素描图、照片等。代

表性观测点还应采集相应的标本。

b） 凡图上表示的地质现象和地质界限，都应有记录可查。

c） 地质点的描述应在现场进行，并注意点间描述。除罗盘、地质锤、放大镜外，尚可采用回弹仪、

点荷载仪等便携仪器测定岩土性质。

d） 描述内容应全面且重点突出。重要的地质现象应进行素描或照相。

e） 地质点应统一编号，地质点记录应有专用卡片，文字和图形应清晰。

6.13 外业工作期间，应及时整理和分析资料，包括清绘地质底图，整理野外记录。

6.14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的野外记录应手工填写卡片，且宜将数据录为电子文本。结合工程地质现场

调查，形成实际材料图、工程地质图、地层柱状图、工程地质剖面图以及各种素描图、照片和文字说明

等成果资料。有条件时，宜将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成果制成数据库或地理信息系统。

6.15 利用遥感影像资料解译进行工程地质测绘时，现场检验地质观测点数宜为工程地质测绘点数的

30%～50%。野外工作应包括检查解译标志、检查解译结果、检查外推结果、对内业解译难以获得的资料

进行野外补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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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对象包括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岩溶、不良地质作用和地

质灾害、第四系、特殊岩土等。其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技术要求、资料整理与成果验收参照 CECS 238∶

2008 等相关标准。

7 矿山生态环境调查

7.1 一般规定

7.1.1 矿山生态环境调查应查明修复区存在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

7.1.2 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因矿山开采引起的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水土流

失、土地损毁、水土污染、生物生境破坏、地质遗迹和人文景观破坏等。对矿山开采引起的水土污染，

应开展水土污染专项调查与评价。

7.1.3 矿山生态环境调查应在收集相关地质与环境资料，开展地形测绘、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基础上

进行。查明矿山生态环境问题的类型、规模、特征、成因、危害程度等。

7.2 地质灾害调查

7.2.1 滑坡地质灾害调查

7.2.1.1 滑坡地质灾害调查应以资料收集、野外踏勘、地面调查为主。

7.2.1.2 在收集资料基础上，对滑坡区地形地貌、滑坡类型、规模进行野外踏勘，分析滑坡所在区域

地质情况和地质环境条件。

7.2.1.3 滑坡地质灾害调查测绘比例尺应满足表 3 要求。

表 3 滑坡地质灾害调查测绘比例尺

滑坡长度（L）或宽度（W） m 平面测绘比例尺 剖面测绘比例尺

L(W）＜500 1∶500～1∶100 1∶500～1∶100

500≤L(W）＜1000 1∶1 000～1∶200 1∶1 000～1∶200

L(W）≥1000 1∶5 000～1∶500 1∶5 000～1∶500

7.2.1.4 滑坡地质灾害地面调查内容包括：

a） 滑坡区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特征。

b） 滑坡边界特征、表部特征与变形活动特征。

c） 滑坡类型、形态与规模、运动形式、形成年代、稳定程度。

d） 滑坡及周边地下水特征及地表降雨泾流特征。

e） 滑坡及周边地区人类工程活动。

f） 滑坡灾害影响范围，承灾体类型、数量及危险性。

g） 既有防治工程的结构、现状、功效。

7.2.1.5 滑坡地质灾害调查表格式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D 表 D.8。

7.2.2 崩塌地质灾害调查

7.2.2.1 崩塌地质灾害工程地质调查应充分搜集已有地形图、遥感图像、地震、气象、水文、植被、

人类工程活动资料及崩塌史料，了解前人工作程度，开展地形地质测绘、进行线路踏勘和访问调查。

7.2.2.2 崩塌地质灾害调查对象应包括危岩（土）体、陡崖和崩塌堆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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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3 崩塌地质灾害调查范围应包括陡崖和相邻的地段，坡顶应达到陡崖岩（土）体卸荷带之外的

稳定区域，坡底应达到崩塌堆积区外及崩塌堆积体可能转化为滑坡或泥石流的影响范围外。如存在对危

岩起控制作用的区域性结构面时，可扩大调查范围或进行专项地质调查。

7.2.2.4 崩塌地质灾害调查测绘采用的比例尺及精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崩塌地质灾害调查测绘精度不宜小于 1:500 地形测绘要求，复杂场地宜取较大值。危岩崩塌测

绘采用的比例尺及精度宜能够清楚表达危岩的形态与结构面特征等，危岩剖面测绘比例尺不宜

小于 1∶200。

b） 每 10 cm×10 cm 范围图上观测点不少于 3 个。每个危岩及主控裂隙的观测点不少于 2 个。观

测点经分类编号后，标注在工作图上，详细记录。对重要观测点应实地标识。

c） 重要观测点的定位采用仪器测量，一般观测点采用半仪器定位。

7.2.2.5 崩塌地质灾害调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调查崩塌地质灾害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水文地质条件、不良地质现象，

了解与崩塌有关的地质环境。

b） 在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调查崩塌所处陡崖（带）岩性、结构面产状、力学性质、延展及贯

穿情况、闭合程度、深度、宽度、间距、充填物、充水情况、结构面或软弱层及其与斜坡临空

面的空间组合关系，陡崖卸荷带范围及特征，基座地层岩性、风化剥蚀情况、岩腔与洞穴状况、

变形及人类工程活动情况等（按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D 表 D.3 调查）。同一区域，陡崖

地质环境条件变化大时，应分段调查评价。

c） 危岩应调查下列内容，并进行拍照，勾绘侧立面、正立面素描图（按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

录 D表 D.4 调查）。

1) 危岩位置、形态、规模、分布高程；

2) 危岩、基座及周边的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岩土体结构类型及其对危岩稳定性的影响；

3) 危岩及周边裂隙充水条件、高度及特征，泉水出露，湿地分布，落水洞情况等；

4) 危岩变形发育史及崩塌影响范围。

d） 卸荷裂隙按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D 表 D.5 进行调查并编号，标注在图上。调查裂隙的性

质、几何特征、充填物特性、充水条件及高度；对裂隙进行分带统计，划出卸荷带范围。

e） 土质崩塌调查土体组成和结构、垂直节理、古土壤层、落水洞的分布及稳定坡角，并进行裂隙

分带统计，划出可能崩塌的范围。

f） 崩塌堆积体应调查下列内容：

1) 崩塌源的位置、高程、规模、地层岩性、岩土体工程地质特征及崩塌产生的时间；

2) 崩塌体运移斜坡的形态、地形坡度、粗糙度、岩性、起伏差、运动方式，崩塌块体的运动

路线和运动距离；

3) 崩塌堆积体的分布范围、高程、形态、规模、物质组成、分选情况，植被生长情况，崩塌

堆积体块度（必要时需进行块度统计和分区）、结构、架空情况和密实度；

4) 崩塌堆积床形态、坡度、岩性和物质组成、地层产状；

5) 崩塌堆积体内地下水的分布和运移条件；

6) 崩塌堆积体中大块孤石的大小、岩性，所处位置的坡度、下伏岩土体的类型，水文地质条

件，变形情况（按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D 表 D.6 调查）。

g） 调查崩塌影响范围内的人口及实物指标（按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D表 D.7 调查）。

7.2.2.6 调查成果包括：野外测绘实际材料图、野外地质草图、实测地质剖面图、各类观测点的记录

卡片、地质影像集、调查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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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采空塌陷地质灾害调查

7.2.3.1 调查应结合地质测绘工作进行。开采资料齐全的矿山，应重点搜集矿区地质及采矿资料；资

料缺失的采空塌陷，应加强对老矿工及当事人的走访与调查，填写采空塌陷调查表（按本文件第 1部分：

通则附录 D 表 D.9）。搜集原始资料困难的老矿区，可采用地球物理勘探等手段进行必要的勘查。

7.2.3.2 采空塌陷地质调查比例尺应综合考虑塌陷区规模、塌陷复杂程度及其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

平面图宜采用 1∶500～1∶1000。剖面图宜采用 1∶200～1∶500。

7.2.3.3 采空塌陷地质调查平面范围应在修复工程和危害对象平面边界的基础上外扩，外扩范围不小

于矿层最大开采深度。地形起伏大的区域应扩大 1.1～1.5 倍，且大于采空塌陷的影响边界。

7.2.3.4 测线应根据地层露头、地表塌陷变形、防治工程特点等确定，尽量与采矿工作面垂直或平行。

7.2.3.5 采空塌陷地质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a） 采空区形成年代和采挖方法。

b） 矿层开采的范围、深度、厚度、时间、方法、顶板管理和上覆岩层的岩性、构造等。

c） 采空区范围、深度、走向，采空或洞穴的高度，洞口的位置。

d） 采空区塌落、密实程度、空隙和积水情况。

e） 采空区地表陷坑、台阶、裂缝的位置、形状、大小、深度、延伸方向及其与地质构造、开采边

界、工作面推进方向等的关系。

f） 采空区地表移动盆地特征。划分中间区、内边缘区和外边缘区，确定地表移动和变形的特征值，

对采空区的稳定性进行初步评价。

g） 采空区附近的抽水和排水情况及其对采空区稳定的影响。

h） 地表变形与建（构）筑物变形情况。

7.2.3.6 资料搜集包括地质环境、采矿条件和地表变形等资料。资料内容除应符合 4.1 节要求外，还

应包括以下资料：

a） 区域地质资料（地质构造、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地震、气象、钻孔综合柱状图等）。

b） 矿山地质勘探报告（地质条件、矿床分布图、矿坑编录等）。

c） 矿山开采方案或初步设计。

d） 矿山开采规划、工作面接替顺序（矿区开采规划图）。

e） 井上井下对照图、采掘工程平面图。

f） 岩移观测或采动损害资料。

g） 采空塌陷附近抽排水对采空塌陷移动变形影响资料。

h） 压覆矿产资源报告（采掘及压覆资源情况）。

i）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j）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k） 建筑物变形及其处理措施等资料。

7.2.3.7 采矿情况调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小型矿山采空塌陷应进行地面与井下调查，具备条件时应进行井下复测；对照采掘资料进行复

核，尤其是越界开采调查；中大型矿山采空塌陷，应搜集采掘工程平面图、井上井下对照图、

开采设计和开采规划、岩移观测成果等。

b） 采矿情况调查包括如下内容：

1) 矿层的分布、层数、厚度、深度、埋藏特征和开采层的岩性、结构等；

2) 开采矿种、规模、层位、方式、回采率、顶板管理方式、工作面的推进方向和速度、始采

及终采时间、年度及累计采出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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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空区的埋深、采高、开采范围、空间形态、巷道支护方式、顶板稳定情况，塌落、支撑、

回填及充水情况，洞壁完整性和稳定程度；

4) 井下水害或有毒气体（类型、浓度、分布特征、压力）等赋存情况；

5) 测量矿山井口（废弃洞口）位置、倾向、倾角、深度，调查井筒砌筑形式；

6) 有条件时应深入井下对巷道和采空区内部进行测绘，描述巷道及矿柱的断面、支护情况，

采空区顶板冒落状况。

7.2.3.8 地表及建（构）筑物变形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地表变形特征和分布规律。

1) 地面塌陷、裂缝、台阶的分布位置、形状、大小、深度、延伸方向、发生时间、发展速度，

与采空塌陷、岩层产状、主要节理、断裂、开采边界、工作面推进方向等的相互关系；划

分中间区、内边缘区和外边缘区。

2) 采空引起的滑坡（扇）及不稳定边坡。

3) 采空区附近的抽、排水情况及对采空区稳定的影响。

b） 建（构）筑物变形情况。

1) 变形的类型（倾斜、下沉、开裂）、变形开始时间、发展速度、裂缝分布规律、延伸方向、

形状、大小等。

2) 建（构）筑物的结构类型、所处位置及长轴方向与采空塌陷、地质构造、开采边界、工作

面推进方向的相互关系。

3) 该地区既有建（构）筑物的变形地基加固处理经验教训。

7.2.3.9 水文气象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调查采空塌陷场地的降水量、蒸发量、气温等。

b） 调查采空塌陷场地附近的河流、渠道、湖泊、水库等地表水体的相对位置、水位、流量等。

c） 调查采空塌陷场地井泉位置、标高、深度、出水层位、水位、涌水量、水质、水温、气体溢出

情况。

d） 调查矿井生产期间井巷出水层位、涌水量、充水因素及条件、水害防治、抽排水引起的地面塌

陷等。

e） 调查采空区地下水可能的污染源及污染程度。

7.2.4 边坡工程地质调查

7.2.4.1 开采边坡工程地质调查比例尺平面图宜采用 1∶500～1∶1000，剖面图宜采用 1∶200～1∶500，

可根据剖面长度选定。剖面图长度应控制测绘调查区。

7.2.4.2 调查范围为修复工程区内可能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隐患的陡坡地段。地质调查应包括

下列内容：

a） 在收集分析区域地质和前人已有勘查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生态环境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地形地

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水文地质条件、覆盖层厚度以及对周边环境影响。

b） 边坡外形特征（形态、类型、坡高、坡长、坡宽、坡度、坡向）、边坡结构特征（地层岩性、

风化情况、产状、断裂、节理、裂隙发育特征、软弱夹层、地层倾向与边坡坡向的组合关系）

以及不良地质现象的范围和性质。

c） 主要结构面（特别是软弱结构面）的类型、岩性、产状、厚度、发育程度、延伸程度、闭合程

度、风化程度、充填状况、充水状况、组合关系、力学属性以及与临空面的关系。

d） 调查变形特征。包括局部溜滑、剥落掉块、建构筑物变形破坏、地面开裂位移及井泉动态变化

以及能够观察到的异常地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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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边坡外围及其地表汇水面积、汇水量；边坡排水条件（地形、坡度）；地下水类型和主要含水

层分布情况；岩体和软弱结构面中地下水分布及含水情况；暴雨、地表水渗入或地下水对边坡

稳定的影响等。

f） 人类工程活动（边坡开挖、堆填加载、采石采矿等）对边坡的影响。

g） 依据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 表 B.6 划分岩质边坡的岩体类型。

7.2.5 其他

泥石流、地裂缝等其他地质灾害调查参照 CECS 238∶2008 等相关规范要求。

7.3 含水层破坏调查

7.3.1 含水层破坏调查应在水文地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水文地质调查内容和要求参照 CECS 238∶2008

执行。

7.3.2 含水层破坏包括采矿活动及矿山地质灾害引起含水层结构改变、地下水位下降、水量减少或疏

干以及由于含水层水位下降直接影响到地表水位下降，地表缺水以及水位下降使土壤盐碱化等。

7.3.3 含水层破坏调查内容包括采矿活动影响的地下含水层类型；矿坑充水水源和充水途径；矿坑排

水量；地下水位下降幅度、被疏干的含水层面积；含水层遭受影响的区域面积、影响程度、影响对象；

对地表水及土壤的影响面积、影响程度及引起的环境问题等。通过水样采集与测试，分析评价矿山开采

对水环境的影响。矿山含水层破坏、地下水污染现场调查记录参照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D.4。

7.4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调查

7.4.1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包括因矿山建设、采矿活动及矿山地质灾害而改变原有的地形条件与地貌特

征以及造成的植被损毁、地质遗迹与人文景观破坏等。地形地貌破坏表现在地下开采引起的采空塌陷、

露天开采形成采坑、开挖山体形成边坡、矿山开采产生的废土矿渣堆放以及尾矿库建设、矿山地质灾害

等改变了原有的地形地貌等。

7.4.2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调查内容包括破坏的地形地貌、植被、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的类型、位置、

面积、破坏方式、影响程度等。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调查记录参见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D.5。

7.5 植被环境调查

7.5.1 调查修复区所在地的天然植被和人工植被。天然植被调查包括地带性植物群落类型、组成、结

构、分布、覆盖度（郁闭度）和高度；人工植被调查包括栽植的乔木林、灌木林、人工草地及农作物类

型等。在修复区及周边 1 km 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生存环境类型，尤其是坡度大、土层薄、干旱及寒冷

的生存环境，分析植物的生态适应性。

7.5.2 调查树木与草类的生长情况，包括株高与冠幅，特别是林地的郁闭度和草地的盖度，选择有代

表性场地，分别取样方（样方面积：乔木林 20 m×20 m，灌木林 5 m×5 m，草地 2 m×2 m）进行观测

并按公式（1）计算：

cff／dD  （1）

式中：

D——林地郁闭度（或草地盖度）（%）；

cf ——样方面积（m
2
）；

df ——样方内树冠（草冠）垂直投影面积（m
2
）。

7.5.3 调查临近类似矿山已实施修复工程的治理时间、措施类型、植被生长、实施效果及治理经验等。



DB32/T 4077.2-2021

27

7.6 废弃物排放及综合利用调查

7.6.1 固体废弃物排放及综合利用调查：排放固体废弃物的类型、堆放位置及场地条件、排放量、综

合利用量、综合利用方式、已采取的防治措施以及水土流失状况等。

7.6.2 废水排放及综合利用调查：排放废水类型、排放去向、年排放量、年综合利用量、综合利用方

式、已采取的防治措施等。

7.6.3 危险废弃物调查：废物名称、类别、物理状态、主要有害成分、危险特性、来源及污染程度等。

7.7 土地利用现状及土地损毁调查

7.7.1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7.7.1.1 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包括土地利用类型调查和土地权属调查。

7.7.1.2 土地利用类型调查内容和要求如下：

a） 结合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查工程修复区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数量、质量等级，说明

各类土地所占比例、水利与道路等配套设施、主要农作物生产水平。

b）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

资源部，2020 年 11 月）分类体系，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三个层次。不包括用海共分为 18

个一级类、91 个二级类（见附录 A.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用地、建设

用地、未利用地三大类”对照见附录 A.2。土地利用现状统计数据应与所附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上的信息一致。

c） 依据 TD/T1031.1-2011 附录 F.1 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自然资源部，2020 年 11 月）编制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记录，记录表样式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

通则附录 D.6.1。

7.7.1.3 土地权属调查要求如下：

a） 说明复垦区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状况。

b） 集体所有土地权属应具体到行政村或村民小组。需要征（租）土地的工程应说明征（租）前权

属状况。土地利用权属调查表参照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D.6.1。

7.7.2 土地损毁调查

7.7.2.1 土地损毁调查内容包括：

a） 挖损、压占土地调查：包括采矿活动（露天采场、采空塌陷、生产场地、采矿废弃物、尾矿库

坝、办公及生活设施等）挖损、压占的土地类型、权属、位置、范围、面积、原因、程度等。

b） 土地污染调查：包括采矿活动（地下含水层破坏、废液排放、堆积物淋滤液污染等）对矿山及

周边土壤的污染。采用土样采集测试评价的方式判定。

c） 采矿活动导致的水土流失对土地的损毁。

d） 地质灾害对土地的损毁。

7.7.2.2 依据土地损毁主体、损毁方式和场地类型等，将土地损毁类型设置为三级分类（表 4）。

a） 土地损毁的一级类型包括矿业等人类工程活动损毁和自然灾害损毁。

b） 矿业等人类工程活动损毁土地的二级类型有挖损土地，塌陷土地、压占土地等。自然灾害损毁

土地的二级分类包括水毁土地等。在二级分类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三级类型划分。

土地损毁与土壤污染调查记录表格式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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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地损毁类型表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矿业等

人类工程

活动损毁

11 挖损土地

111

112

113

露天采场

取土场

其他

12 塌陷土地

121

122

123

积水塌陷地

季节性积水塌陷地

非积水塌陷地

13 压占土地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排土场

废石场

矸石山

尾矿库

赤泥堆

建筑物、构筑物压占土地

其他

14 其他

141

142

143

污染场地

矿山地质灾害

其他

2
自然灾害

损毁

21 水毁土地

22 其他

注：本表依据 TD/T 1036-2013 结合矿山土地损毁实际情况编制。

7.8 污染场地调查

7.8.1 基本要求

7.8.1.1 对金属、煤、盐、石油等矿山开采可能造成的水土污染，应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范

围为疑似污染场地的边界范围，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到疑似污染场地边界以外。

7.8.1.2 污染场地调查应查明疑似污染场地土层结构及分布、地下水位、地下水垂向水力梯度、地下

水水平流速及流向等，查明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主要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时空分布、存在

状态和迁移、转化、富集规律，明确主要污染源，为污染场地修复提供依据。

7.8.1.3 污染场地调查基本原则如下：

a） 针对性。针对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查，为修复区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b） 规范性。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科学、客观。

c） 可操作性。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

查过程切实可行。

7.8.2 工作程序

7.8.2.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三个阶段进行。

7.8.2.2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原则

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

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7.8.2.3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

a） 若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或由于资料缺失等原

因造成无法排除修复区内外存在污染源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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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b）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

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

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c）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 15618-2018 或 GB 36600-2018 等国家和

地方相关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

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

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

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7.8.2.4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

所需的参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7.8.3 工作内容、方法和要求

7.8.3.1 根据矿山所采矿石的有用、伴生、有害组份及洗、选、冶使用试剂，确定矿山相应的水土样

测试项目（参照表 5）。

表 5 各类矿山水土样测试项目参考表

矿类 主要矿种 水样测试项目 土样测试项目

能源矿产 煤
pH、Cd、Hg、As、Pb、Cr、

Cr
6+
、Zn、Fe、Mn、S、F

pH、Cd、Hg、As、Pb、Cr、

Zn、Fe、Mn、F

金属矿产

金矿、锌矿、铅矿、铜矿
pH、Cd、Hg、As、Cu、Pb、

Cr、Cr
6+
、Zn、Ni、S

pH、Cd、Hg、As、Cu、Pb、

Cr、Zn、Ni

银矿、铁矿、锶矿
pH、Cd、Hg、As、Cu、Pb、

Cr、Cr
6+
、Zn、Ni、S、P

pH、Cd、Hg、As、Cu、Pb、

Cr、Zn、Ni、Mn、P

冶金辅料

非金属矿产

蓝晶石、熔剂用灰岩、冶金

用白云岩、熔剂用蛇纹岩等

pH、Cd、Hg、As、Pb、Cr、

Cr
6+
、Zn、Fe、Mn、S、F

pH、Cd、Hg、As、Pb、Cr、

Zn、Fe、Mn、F

化工原料

非金属矿产

硫铁矿、磷矿
pH、Cd、Hg、As、Cu、Pb、

Cr、Cr
6+
、Zn、Ni、Mn、S、P

pH、Cd、Hg、As、Cu、Pb、

Cr、Zn、Ni、Mn、P

岩盐、芒硝
pH、Cd、Hg、As、Cu、Pb、

Cr、Zn、Ni、Mn、P、

pH、Cd、Hg、As、Cu、Pb、

Cr、Zn、Ni、Mn、易溶盐

建材及其他

非金属矿产
水泥灰岩、粘土矿等

pH、Cd、Hg、As、Cu、Pb、

Cr、Zn、Ni、F

pH、Cd、Hg、As、Cu、Pb、

Cr、Zn、Ni

注：水土样测试项目可根据矿山开采矿种选择污染可能超标项目。

7.8.3.2 各阶段调查工作内容、方法和要求参照 HJ 25.1-2019 执行。

7.8.4 报告编制

7.8.4.1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报告编制要求如下：

a） 报告内容和格式。对第一阶段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的概述、场地的描述、资料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和分析、调查结论与建

议、附件等。报告格式可依据用地类型参照相应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的规定执行。

b） 结论和建议。调查结论应尽量明确场地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若有可能的污染源，

应说明可能的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和来源。应提出是否需要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建议。

c） 不确定性分析。报告应列出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限制条件和欠缺信息及对调查工作和结果影响。

7.8.4.2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报告编制制要求如下：

a） 报告内容和格式。对第二阶段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内容主要包括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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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结论和建议、附件。报告的格式依据用地类型

参照相应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的规定执行。

b） 结论和建议。结论和建议中应提出场地关注污染物清单和污染物分布特征等内容。

c） 不确定性分析。报告应说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计划的工作内容的偏差以及限制条件

对结论的影响。

7.8.4.3 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报告编制应依据不同的用地类型，按照相应的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

导则和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的要求，提供相关内容和测试数据。

8 矿山地质灾害勘查

8.1 一般规定

8.1.1 地质灾害勘查应在开展地质灾害调查的基础上进行。

8.1.2 勘查内容和工作量应根据拟防治的地质灾害特点和防治工程需求确定。

8.1.3 勘查应采用安全可靠的技术手段，避免引起或加剧地质灾害。勘探和原位测试位置和方法的选

择应保证其实施不导致地质灾害体的稳定性明显降低和勘探与测试工作的安全。

8.1.4 勘查所形成的钻孔、探井、探槽不再利用时应按相关要求及时进行封填。

8.1.5 工程设计审批前应保留全部钻孔岩芯，工程设计审批后至工程验收时，对重点部位钻孔岩芯应

全孔保留，对其它钻孔岩芯可分层缩样存留。

8.1.6 对地质灾害体特征、勘查过程和重点部位进行拍照录像，保存影像资料。

8.1.7 对勘查的各项野外工作进行现场验收，按相关规范要求开展岩土测试，及时整理勘查资料，编

制勘查成果报告。

8.1.8 勘探和取样、原位测试与室内试验的具体操作、试验仪器和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021 规定。

8.1.9 地质灾害勘查报告经专家审查通过后可作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计及工程实施的依据。

8.2 勘查阶段划分

8.2.1 地质灾害勘查宜分为初步勘查和详细勘查。当施工阶段出现地质异常，揭示的地质条件与原勘

查成果不符，且可能影响工程质量和安全时，应进行补充勘查；当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灾情或险情需进

行应急抢险时，可进行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勘查。

8.2.2 地质灾害初步勘查应基本查明地质灾害的基本特征、成因、形成机制，初步分析地质灾害体的

稳定性（或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性，提出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建议。初步勘查成果可作为详细

勘查、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或防治工程设计编制的依据。

8.2.3 地质灾害详细勘查应结合可能采取的工程设计部署工作量，详细查明地质灾害的基本特征、成

因、形成机制，分析评价地质灾害体的稳定性（或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性，提出地质灾害防

治措施建议。详细勘查成果可作为工程（施工图）设计的依据。

8.2.4 补充勘查应根据补勘区地质条件、工程条件和已有勘查工作深度确定勘查方法及实物工作量。

补充勘查成果可作为工程设计变更的依据。

8.2.5 应急抢险勘查应以收集资料和地面调查为主，辅以必要的实物工作量，初步确定地质灾害的基

本特征、成因、形成机制，分析地质灾害体的稳定性（或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性，提出应急

处置措施建议，为应急抢险设计提供依据。

8.3 勘查方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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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地质灾害勘查实施前应编制勘查方案。地质灾害勘查方案编制内容可参照附录 B 执行。

8.3.2 勘查方案编制应在充分利用所收集资料，根据现场调查与测绘成果，初步确定地质灾害及其影

响范围、危害对象，确定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级。

8.3.3 当勘查过程发现勘查方案预估的地质情况与实际地质情况有较大出入时，应根据实际地质情况

适当调整勘查方案及其工作量。

8.4 滑坡地质灾害勘查

8.4.1 地质测绘

8.4.1.1 应充分收集已有资料，了解前人工作程度，进行现场踏勘。

8.4.1.2 应将滑坡区及周边主要的地质现象和地物要素等表达在地形图上。地形图成图规格应根据滑

坡区范围、比例尺要求，选择合适的图幅尺寸，以完整地将滑坡区范围表达在一个分幅内为宜。

8.4.1.3 地形图精度要求：图上具有定位意义的独立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点位中误差应小于图

上 0.5 mm，邻近地物点间距中误差不大于图上 0.4 mm。

8.4.1.4 采用定点法进行测绘。对于反映滑坡特征的测绘点，应进行追索并沿线合理定点测绘。

8.4.1.5 根据观测点之间的联系，在野外实地勾绘连接观测点之间的地质界线草图。

8.4.1.6 滑坡区内地质观测点的布置与测量点密度图上至少达到 1 cm×1 cm 布置一点，滑坡区外可适

当增大，以达到最佳调查测绘效果为准。与滑坡有关的重要地质现象应有足够的调查点控制。

8.4.1.7 重要观测点的定位应采用仪器测量，一般观测点可采用半仪器定位。

8.4.1.8 滑坡平面图测绘精度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滑坡宏观地形地貌在图上宽度大于 2 mm 的地质现象应按比例描绘。

b） 滑坡微观地形地貌在图上宽度不足 2 mm 时，宜按特定图例标注，且应进行更大比例尺的专门

测绘，作为附图一并提交。

c） 地质界线图上误差不应超过 2 mm；其他地段不应超过 5 mm。

8.4.1.9 滑坡剖面图宜与滑坡勘探线一致，采用与平面图等同或更大的比例尺。剖面的两端点、剖面

控制点应设立显著标志，每一条剖面至少应有两个标志点。

8.4.1.10 与滑坡有关的水文点、微地貌、地形变点等应测在剖面图上，图上地形和地质测绘内容误差

不得超过 1 mm。

8.4.1.11 受表土覆盖影响的重要地质观测点宜采用剥土、槽探等手段进行人工揭露。

8.4.1.12 地质调查与测绘野外记录应分类采用统一的专门卡片记录观测点。

8.4.1.13 地质测绘应提交地形测量、地质调查和测绘正式成果、图册及相关原始附件。

8.4.2 勘探线（剖面）布设

8.4.2.1 主勘探线布设应纵贯整个滑坡体，宜与初步认定的滑动方向平行，其起点应在滑坡后缘以上

稳定岩（土）体范围内 20 m～50 m。主勘探线布设间距宜为 20 m～80 m。

8.4.2.2 主勘探线上所投入的工程量及点位布设应满足主剖面图绘制、试验及稳定性评价的要求，并

兼顾地下水观测和长期变形监测的需要。

8.4.2.3 分布有多个次级滑坡体，或后缘出现两个以上弧顶的中型及以上规模的滑坡，主勘探线不宜

少于两条。

8.4.2.4 主勘探线（剖面）上不宜少于三个勘探点，地质条件复杂、后缘边界不确定的滑坡，宜有勘

探点控制。

8.4.2.5 大型以上滑坡的纵向勘探剖面应反映每一个滑坡地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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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6 滑坡横向勘查剖面钻孔布设宜控制滑面横断面形态，可依据地质、地貌或地球物理资料从滑

坡中轴线向两侧进行布设。

8.4.2.7 辅助勘探线分布在主勘探线两侧，线间距依据勘查阶段要求而定。

8.4.2.8 辅助勘探线上的勘探点宜与主勘探线上的勘探点位置相对应（或隔点对应），使横向上构成

垂直于纵勘探线的横勘探剖面，形成控制整个滑坡体的勘探网。

8.4.2.9 工程轴线勘探线应按防治工程方案，有针对性地布设。

8.4.2.10 勘探点的布设原则：

a） 勘探点应布设在重点勘查和设计的防治工程部位，除反映地质情况外，应兼顾采样、现场试验

和监测。勘探点间距宜为 40 m～80 m。

b） 勘探点的布设应限制在勘探线的范围内。若由于地质或其他重要原因必须偏离勘探线时，宜控

制在 10 m 范围之内。对应查明的重大地质问题，可单独布置勘探点而不受勘探线的限制。

8.4.3 钻探

8.4.3.1 钻探孔位布置应在调查或测绘基础上，沿确定的纵向或横向勘探线布置，针对需查明的滑坡

地质结构或问题确定具体孔位。

8.4.3.2 滑体内地下水位以上的粘性土、粉土、人工填土和不易塌孔的砂土内应采用干法钻进。滑体

内地下水位以下的岩（土）层内，以及在滑带及其上下 5 m 范围内应采用单管双动、双管双动或无泵反

循环等对滑坡岩土扰动小的钻进技术。

8.4.3.3 勘探孔终孔孔径不宜小于 110 mm。

8.4.3.4 在滑带及其上下 5 m 范围内，采用干法钻进时，回次进尺不得大于 0.3 m，应及时编录岩芯，

确定滑动面位置。

8.4.3.5 孔深误差及分层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主要裂缝、软弱夹层、滑带、溶洞、断层、涌水处、漏浆处、换径处、下管前和终孔时应校正

孔深。

b） 终孔后按班报表校核孔深，孔深最大允许误差不宜大于 1‰。

c） 钻进深度和岩（土）分层深度的量测精度不应低于±5 cm。

8.4.3.6 每钻进 50 m、换径后 3 m～5 m、出现孔斜征兆或终孔时应测量孔斜，顶角最大允许弯曲度应

小于 2%。

8.4.3.7 钻孔岩芯采取及采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不应超管钻进。重点取心地段应限制回次进尺，且不应超过 0.3 m。

b） 在砂层、卵砾石层、硬脆碎地层和松散地层中以及滑带、破碎带等岩土层，应采用岩芯采取率

高的钻进及取芯工艺。

c） 残留岩芯长度超过 35 cm 时，应进行打捞。

d） 滑体、滑床和滑带的岩芯采取率应分别大于 80%、85%和 90%。

e） 岩样采集位置应主要布置在滑坡可能支挡部位。每种岩性的岩样不应少于 3 组，需做抗剪强度

试验的岩样不应少于 6组；每组岩样不应少于 3 件。

f） 应在滑坡主勘探线上采取滑体、滑带、滑床试样，开展滑带与滑体岩（土）物理、水理与力学

性质指标测试。滑带土和滑体土数量均不宜少于 9组，且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5。

8.4.3.8 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孔钻进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开孔应采用无冲洗液钻进。

b） 孔中一旦发现水位，应立即停钻，测定初见水位和稳定水位。

c） 清水钻进时，提钻后、下钻前各测一次动水位，间隔时间不小于 5 min；长时间停钻时每 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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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次水位。

d） 准确记录漏水、涌水位置并测量漏水量、涌水量及水头高度。

e） 接近滑带时，应停钻测定滑坡体的稳定水位；终孔时应测定全孔稳定水位；对设计要求分层观

测水位的钻孔，应严格进行分层水位观测。

f） 观测记录钻进过程中的破碎、裂隙、裂缝、溶洞、缩径、漏气、涌砂和水色改变等异常情况。

8.4.3.9 钻孔地质编录在现场随钻进进行，按回次编录。在完整或较完整地段，可分层计算岩芯采取

率；对软弱地段应单独计算岩芯采取率。

8.4.3.10 钻孔施工记录应每班记录各工序及生产情况；每孔施工结束后，原始报表应及时整理成册，

存档备查。

8.4.3.11 钻孔完工后勘查单位应及时组织自验，自验合格后报监理单位现场验收，监理单位应出具钻

孔验收意见书；未能取到滑带岩芯或水文地质观测未能满足要求的钻孔，应定为不合格，补做未达到要

求的部分或者予以报废重新施工。

8.4.3.12 钻孔终孔后应及时整理钻孔资料并提交该孔钻探成果；钻孔综合柱状图以能清楚表示该孔的

主要地质现象为标准，比例尺宜为 1∶200～1∶100；提交钻孔地质小结。

8.4.4 井探、洞探和槽探

8.4.4.1 对工程等级为二级及以上滑坡防治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时，宜沿主剖面采用钻探与井探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勘探。

8.4.4.2 井探前应根据地质测绘和露头剖面，推测地质条件，编制探井工程设计书，建立探井结构理

想柱状图。

8.4.4.3 矩型探井断面短边长宜大于 1.5 m。圆断面探井直径宜大于 1 m。

8.4.4.4 对地质结构复杂难以定论，工程等级为一级的滑坡防治工程宜用洞探进行勘探。

8.4.4.5 洞探应编制专门设计，或在滑坡总体勘查设计中编写专门章节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8.4.4.6 洞探轴线上应布置一定数量的钻孔或探井，预先施工。

8.4.4.7 探洞净断面高×宽宜大于 1.8 m×1.8 m。

8.4.4.8 探洞宜进行支护并综合利用，探洞护壁应预留足够的观测窗，面积不小于 20 cm×20 cm。

8.4.4.9 探洞开挖掘进过程中及时记录遇到的地质现象，每 5 m 宜作一掌子面素描图。

8.4.4.10 对于围岩失稳而必须支护的地段，应及早进行素描、拍照、录像、采样及埋设监测仪器，可

在支护段预留窗口。

8.4.4.11 滑坡体前缘、后缘、侧缘部位及勘探线上地质露头不清时，应布置必要的槽探。

8.4.4.12 应及时进行地质编录，绘制探井、探洞或探槽展示图。展示图比例尺宜为 1∶100～1∶50。

8.4.4.13 应按要求配合进行滑动面（带）力学抗剪强度原位试验，同时在预定层位按要求采取岩、土、

水样。

8.4.4.14 完成后的探井不应裸露或直接废弃，可作为滑坡监测井或浇筑钢筋砼形成抗滑桩。

8.4.5 地球物理勘探

8.4.5.1 地球物理勘探（以下简称“物探”）可作为辅助勘查手段，不宜单独以物探结果直接作为防

治工程设计依据。

8.4.5.2 物探勘探线的布设应与主要勘探线叠合。

8.4.5.3 当物探反映有重大异常时，应补充钻探、井探、洞探和槽探等予以验证。

8.4.5.4 进行物探前应通过现场试验，研究方法有效性，确定合适的野外观测系统和仪器工作参数，

滑坡物探方法选择可参见附录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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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崩塌地质灾害勘查

8.5.1 崩塌地质灾害勘探应满足确定危岩形态，评价危岩、陡崖及崩塌堆积体稳定性，布设防治工程

的要求。崩塌堆积体的勘探参照 8.4 执行。

8.5.2 崩塌地质灾害勘探可采用槽探、钻探或物探等勘探方法。物探宜采用孔内弹性波、井下电视、

孔间 TC、高密度电法或地质雷达测试等手段；对土质崩塌可采用坑探或井探；对地质环境复杂、危害

大的崩塌地质灾害可布置洞探。勘查方法应根据勘查阶段及地质环境复杂程度等确定。当选用钻探和物

探时，除孔内物探工作外，宜先地面物探后钻探。

8.5.3 卸荷带特征、控制性裂隙分布及充填宜采用槽探或物探；软弱基座分布范围宜采用槽探和井探；

采取支撑方式时，在危岩软弱基座处布置钻孔或浅井；控制性结构面深部特征勘探应采用水平或倾斜钻

孔。

8.5.4 崩塌地质灾害勘探线的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初步勘查阶段主要布置控制性勘探线；详细勘查阶段控制性勘探线与一般勘探线相结合；取样

及现场测试应布置在控制性勘探线上。

b） 陡崖初勘阶段勘探线间距不应大于 200 m，每个陡崖至少有 1 条勘探线；详勘阶段勘探线间距

不应该大于 100 m，每个陡崖至少有 2 条勘探线。

c） 危岩均应布设勘探线，对大型以上的危岩和有重要保护对象的中小型危岩，布置控制性勘探线；

对其他危岩布置一般勘探线。

d） 控制性勘探线沿危岩可能崩塌方向布置，从危岩后缘稳定区域一定范围到崩塌可能影响范围，

尽量通过危岩的重心。

e） 一般勘探线布设在危岩的代表性部位，尽量通过其重心，勘探线长度以能准确反映危岩形态、

母岩及基座特征为原则。

f） 变形强烈带应有勘探线控制。

g） 土质崩塌勘探线不少于 2 条。

8.5.5 崩塌勘探点的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危岩后缘、临空面及软弱基座等部位均应有勘探点。

b） 危岩厚度较大时，在被裂缝切割形成的规模较大的岩体上布置垂直钻孔，控制危岩、软弱夹层

及基座。

c） 当危岩形态在竖向接近板状时，在危岩的临空面布置水平或倾斜钻孔，以查明危岩的控制性结

构面；水平或倾斜钻孔位置从危岩底面起算的高度不宜低于危岩高度的 1/2。

d） 勘探点布设应能满足对危岩、母岩、基座取样需要。

e） 地质环境复杂、危害大、常规勘探方法不能查明其特征的危岩，在控制勘探线下部危岩底部布

设平洞，探查危岩底部控制面。

f） 对土质崩塌布置控制性钻孔或探井，穿透可能崩滑控制面。

g） 对密集且形态近似的危岩陡崖带，勘探点可适当减少，每个陡崖的勘探点不宜少于 1 个。

8.5.6 崩塌勘探工作布置时，每条控制性勘探线的勘探点不应少于 1 个，物探、槽探、井探工作量应

根据地面测绘遗留问题和地表采样需要确定。特定条件下，勘探孔可采用斜孔、水平孔。

8.5.7 崩塌勘探深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初勘阶段控制性钻孔深度的确定以探明危岩深部崩滑面或潜在崩滑面为原则。

b） 详勘阶段控制性钻孔深度的确定以探明危岩基座和周边岩土体作为工程持力岩体地质情况为

原则，其中，水平（倾斜）钻孔以探明锚固段地质情况为原则，垂直钻孔以探明桩、键、支撑

墙（柱）持力层地质情况为原则，且进入相应地层不应小于 5 m。危岩底部有空洞或采空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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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勘探孔穿过空洞或采空区进入稳定基岩的深度不少于 3 m。

c） 一般勘探孔穿过最底层危岩崩滑面（带），进入稳定岩土体（危岩基座）的深度不少于 3 m，

水平（倾斜）钻孔穿过危岩后缘裂缝（或卸荷带）进入稳定岩体的深度不少于 3 m。

d） 平洞穿过最底层崩滑带进入稳定岩土层。

8.5.8 崩塌勘查取样应符合 JGJ/T 87 的规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a） 试验样品在母岩及治理工程可能涉及范围内采集。当结构面中充填土层时，采集土样。

b） 优先在探槽、探井或探洞中采集原状试样；钻孔中尽可能采集土层、软弱夹层原状试样。

8.6 采空塌陷地质灾害勘查

8.6.1 地球物理勘探

8.6.1.1 物探可作为辅助勘查手段，应结合采空塌陷调査与测绘、钻探、地表变形等资料，合理推断

采空塌陷界线及异常。

8.6.1.2 在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的基础上，根据地形、采空区埋深、覆岩性质、周围介质的物性差异、

现场探测条件等，参照附录 C.2 选择适宜的物探方法。

8.6.1.3 对于地质条件复杂，单一方法不易探测的采空区，应采用两种及以上物探方法综合探测。

8.6.1.4 地面物探工作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布置测网时应根据探测采空塌陷需要及防治工程要求进行，测网密度应保证异常的连续、完整

和便于追踪。

b） 布置测线时测线方向宜避开地形及其他干扰的影响，应垂直或大角度相交于采空塌陷或已知异

常的走向，测线长度应保证异常的完整和具有足够的异常背景。

c） 探测范围内有已知点时，测线应由已知点追踪布设。

8.6.1.5 孔内（间）物探方法选择应考虚孔壁粗糙度、充水性、距离、岩性等，孔径（孔间距）应与

探头（仪器）相匹配，保证测试效果。同一场地内测试的钻孔不宜少于 3个（对）。

8.6.1.6 物探野外作业工作参数选择、检查点数量、观测精度、测点与测线平面布置、高程测量精度

及仪器检查、标定和保养等应符合 CJJ/T 7 的要求。

8.6.1.7 物探资料解译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分析各项物性参数的基础上，按从已知到未知、先易后难、点面结合的原则进行。

b） 所需物性参数宜通过多种方法求得，必要时选择典型断面作正演计算。

c） 物探解译成果应相互补充、相互验证，解译结果不一致时应分析原因，说明推断的前提条件。

d） 充分利用钻孔资料对解译成果进行修正。

e） 物探解译成果应重点关注采空塌陷空间分布、垮落带和断裂带发育高度、采空塌陷密实度及充

水状态。

8.6.2 钻探与取样

8.6.2.1 通过钻探验证采空塌陷调查及测绘成果和物探解释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通过钻探过程掉

钻、卡钻、冲洗液漏失、孔口吸风等现象及岩芯破碎程度的描述，验证采空塌陷范围，判断覆岩“三带”

及发育特征.

8.6.2.2 钻探应根据勘查阶段、场地复杂程度和采空塌陷的影响范围，结合地面工程进行布置，数量

和间距应满足防治工程设计要求。钻探位置、数量及深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a） 钻孔布置原则：

1) 资料丰富、可靠性高的采空塌陷区，应针对性地布置适量验证钻孔；



DB32/T 4077.2-2021

36

2) 资料缺乏、可靠性差的物探异常区，应重点探查与验证，局部地段加密；

3) 孔位应结合工程总平面布置，优先布置在防治工程或拟建重要建（构）筑物位置。

b） 钻孔工程量应根据搜集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及物探成果等综合确定。每个物探异常区不应少

于 1个钻孔；当资料缺乏、无法精准确定采空塌陷的位置及范围时，不宜少于 3 个钻孔。

c） 地面有重要建（构）筑物的古窑、废弃小窑等采空塌陷无法精准确定时，每个建（构）筑物基

础下均应布置 1 个钻孔。

d） 勘查深度应根据采空塌陷特点及防治工程综合确定，一般情况下勘査深度应达到最底部开采矿

层底板以下 5 m。

8.6.2.3 采用单层岩芯管、双层岩芯管、绳索取芯等回转方式钻进，全孔清水钻进，采取岩芯。严重

缩孔或塌孔层位可采用跟管钻进或泥浆护壁，穿过该层位后应恢复清水钻进。

8.6.2.4 孔径应要满足物探、原位测试、取样等要求，终孔直径不宜小于 89 mm，孔斜小于 1°/100 m。

8.6.2.5 钻探施工要点与技术要求符合表 6 的规定，钻探现场描述要点与“三带”判定依据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6 钻探施工要点及技术要求表

施工要点 技术要求

钻机 根据采空塌陷的地形地貌、埋深、地层岩性和地质构造，选用适宜的工程地质钻探设备

钻具

1. 完整地层可采用单管钻具钻进；

2. 软硬互层、破碎松散地层可采用双层岩芯管钻头钻进或绳索取芯钻进；

3. 坚硬岩层可采用双管钻具、喷射式孔底反循环钻进。

冲洗液
1. 致密稳定地层中可采用清水钻进；

2. 松散、掉块、裂隙或胶结较差的地层可选用植物胶泥浆、聚丙烯酰胺泥浆等冲洗液。

现场控制

1. 地下水位、标志地层界面及采空塌陷顶、底板测量误差应控制在±0.05 m 以内；

2. 取芯钻进回次进尺应限制在 1.0 m 以内；

3. 应全取芯，坚硬完整岩层取芯率不应低于 80%，强风化破碎岩层取芯率不宜低于 65%；

4. 观测地下动水位，进行简易水文地质观测；

5. 孔斜应小于 1°/100 m。

钻孔编录

1. 现场记录应及时、准确，按回次进行，不应事后追记；

2. 描述内容应规范、完整、清晰；

3. 钻探记录和岩芯编录应有记录员、机长及工程负责人验收签字；

4. 绘制钻孔柱状图。

表 7 采空塌陷钻探现场“三带”判定依据表

三带 垮落带 断裂带 弯曲带

判定

依据

1. 突然掉钻；

2. 卡钻、埋钻；

3. 孔口水位突然消失；

4. 孔口吸风；

5. 进尺显著加快；

6. 岩芯破碎，混杂有岩粉、

淤泥、坑木、煤屑等；

7. 瓦斯、矿层自燃等有害气

体上涌。

1. 突然严重漏水或漏水量显

著增加；

2. 钻孔水位明显下降；

3. 岩芯有纵向裂纹或倾角裂

隙；

4. 钻孔有轻微吸风现象；

5. 瓦斯、矿层自燃等有害气

体上涌；

6. 岩芯采取率小于 75%。

1. 全孔返水；

2. 无耗水量或耗水量小；

3. 取芯率大于 75%；

4. 进尺平稳；

5. 开采矿层岩芯完整，无漏

水现象。

8.6.2.6 严禁超管钻进，断裂带及垮落带以内回次进尺不超过 1 m，长度超过 35 cm 的残留岩芯应打

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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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7 简易水文观测孔钻进方法和要求参照 8.4.3.8 条规定。

8.6.2.8 岩芯的保留与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除用作试验的岩芯外，剩余岩芯应存放在岩芯盒内，按钻进回次先后顺序排列，注明深度和名

称，每一回次应该用岩芯牌隔开。

b） 易冲蚀、风化、软化、崩解的岩芯应进行封存。

c） 存放岩芯的岩芯盒应平稳安放，不得日晒、雨淋和融冻，搬运时应加盖并轻拿轻放。

d） 岩芯宜拍摄彩色照片或录像保存。

e） 岩芯保留时间应根据勘查要求确定，并应保留至钻探工作检查验收完成。

8.6.2.9 试样采取应按 JGJ/T 87 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三带”中的岩芯，应详细地质编录，必要时

可根据防治工程需要采取扰动岩（土）样进行室内试验。

8.6.2.10 钻孔验收后对不需保留的钻孔应进行封孔处理。土体中的钻孔一般用黏土封孔，岩体中的钻

孔宜用水泥砂浆封孔。

8.6.2.11 采空塌陷勘探过程的安全防护措施除了应符合现行标准 GB 50585 的规定外，还应重点防止

采空塌陷内有毒、有害气体和地表裂缝、隐伏塌陷坑等对人身造成的潜在危害。

8.7 边坡勘查

8.7.1 边坡勘查范围应包括边坡可能失稳范围及其影响区域。

8.7.2 剥落型边坡勘查应以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为主，辅以槽探及井探，必要时可采用钻探；溜滑型

边坡勘查宜采用钻探、槽探，结合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滑移型边坡工程勘查应采用工程地质调查与测

绘、钻探、井探、槽探，必要时可采用物探。

8.7.3 边坡工程勘查应根据岩土体类型及破坏模式的不同对边坡进行分区。

8.7.4 边坡工程勘查应查明下列内容：

a） 当存在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及其隐患时，应符合本文件相关要求。

b） 岩土类型、成因、工程特性、覆盖层厚度、基岩面的形态和坡度。

c） 岩体主要结构面类型、产状、延展情况、闭合程度、充填状况、充水状况、力学属性和组合关

系，主要结构面与临空面关系。

d） 地下水类型、水位、水压、水量、补给和动态变化，岩土的透水性和地下水出露情况。

e） 气象条件（雨期、暴雨强度）、汇水面积、坡面植被以及地表水对坡面、坡脚冲刷情况。

f） 岩土物理力学性质和软弱结构面抗剪强度。

g） 坡体稳定性及失稳的危害性等。

8.7.5 边坡工程勘查时，对岩质边坡应着重查明岩石的坚硬程度、风化程度及厚度，岩体完整性、结

构面组合尤其是软弱结构面的分布及性状；对土质边坡应着重查明土层的物质结构、成因、分布及厚度，

土层下伏基岩面的形态及性状，地下水的分布与特征；岩土组合边坡勘查除应同时满足对土质边坡和岩

质边坡的勘查要求外，还应着重查明岩土界面特征及临空状态。边坡岩体分类按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

附录 B 表 B.9 划分；岩石风化程度按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 表 B.10 划分；岩体完整程度按本文

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 表 B.8 划分；结构面结合程度按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B表 B.7 划分。

8.7.6 边坡工程勘查应根据坡体的岩土体特征，进行相应的物理力学试验，提供坡体各岩土层的天然

重度、饱和重度及抗剪强度参数，各软弱结构面的发育情况及抗剪强度参数，结合当地的经验参数进行

反演和工程地质类比分析，提出合理的设计参数。

8.7.7 边坡工程勘查应对可能失稳边坡及相邻地段进行观测和分析计算，进行稳定性评价，提出最优

开挖坡面角及防护措施建议。

8.7.8 边坡工程勘探线的布置应考虑边坡坡向、变形方向及防治工程的位置，宜垂直边坡走向或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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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移动的方向布置。勘探方法除常规钻探外，可结合采用洞探、槽探、井探和斜孔钻探。

8.7.9 初步勘查勘探线间距宜为 40 m～150 m，勘探点距宜为 40 m～80 m。对土质边坡和建筑物密集

分布区岩质边坡、变形强烈区域，勘探线间距和点距宜取小值；对变形较弱区域宜取大值，每区勘探线

不应少于 1 条。每条勘探线上的勘探点数不宜少于 3 个，软弱夹层或不利结构面应适当加密。

8.7.10 详细勘查阶段的勘探线间距宜为 20 m～80 m，勘探点距宜为 20 m～60 m，支挡位置勘探点可

适当加密。

8.7.11 边坡勘探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孔深度应穿过最下一层对边坡稳定性可能有影响的软弱结构面 3 m～5 m，个别控制性勘

探点可根据需要适当加深。

b） 拟布设支挡部位的控制性钻孔深度应满足防治工程设计的需要，钻孔进入最下一层软弱结构面

的深度宜大于上部岩土体厚度的 1/2，且不小于 5 m。

c） 取样钻孔深度应满足取样的要求。

d） 探井深度应满足揭穿最下一层对边坡稳定性有影响的软弱结构面，满足原位大剪试验的要求。

8.7.12 主要岩土层和软弱层应采集试样进行物理力学性能试验。岩土样品宜在可能变形失稳的部位、

软弱结构面及拟防治部位采集，不同岩性、土性均应采样。岩样数量可参照 8.4.3.7 条执行，土样数量

在初步勘查阶段不应少于 6组，详细勘查阶段不宜少于 9 组。软弱层宜连续取样。

8.7.13 对控制边坡稳定的软弱结构面宜进行原位剪切试验。三轴剪切试验的最高围压和直剪试验的最

大法向压力的选择，应与试样在坡体中的实际受力情况相近。

8.8 特殊性岩土勘查

8.8.1 软土

8.8.1.1 软土为天然孔隙比大于或等于 1.0，且天然含水率大于液限的细粒土，包括淤泥、淤泥质土、

泥炭、泥炭质土等。

8.8.1.2 软土勘查除应符合常规要求外，应查明下列内容：

a） 成因类型、成层条件、分布规律、层理特征、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均匀性。

b） 地表硬壳层的分布与厚度、下伏硬土层或基岩的埋深和起伏。

c） 固结历史、应力水平和结构破坏对强度及变形的影响。

d） 塘、浜、沟、坑、穴的分布、埋深及其填土情况。

e） 软土应力状态、强度和压缩性。

8.8.1.3 软土地区勘查宜采用钻探取样与静力触探相结合的手段。勘探点布置应根据土的成因类型和

地基复杂程度确定。当土层变化较大或有暗埋的塘、浜、沟、坑、穴时应予加密。

8.8.1.4 软土取样应采用薄壁取土器，其规格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8.8.1.5 软土原位测试宜采用静力触探试验、旁压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扁铲侧胀试验和螺旋板载

荷试验。

8.8.1.6 软土力学参数宜采用室内试验、原位测试，结合当地经验确定。有条件时可根据堆载试验、

原型监测反分析确定。抗剪强度指标室内宜采用三轴试验，原位测试宜采用十字板剪切试验。压缩系数、

先期固结压力、压缩指数、回弹指数、固结系数可分别采用常规固结试验、高压固结试验等方法确定。

8.8.2 混合土

8.8.2.1 由细粒土和粗粒土混杂且缺乏中间粒径的土应定名为混合土。当碎石土中粒径小于 0.075 mm

的细粒土质量超过总质量的 25%时，应定名为粗粒混合土；当粉土或黏性土中粒径大于 2 mm 的粗粒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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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超过总质量的 25%时，应定名为细粒混合土。

8.8.2.2 混合土的勘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查明地形地貌特征，混合土的成因、分布，下卧土层或基岩的埋藏条件。

b） 查明混合土组成、均匀性及其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变化规律。

c） 勘探点间距和勘探孔深度除应满足本文件的相关要求外，应适当加密加深。

d） 应有一定数量的探井，采取大体积土试样进行颗粒分析和物理力学性质测定。

e） 对粗粒混合土宜采用动力触探试验，并应有一定数量的钻孔或探井检验。

f） 现场载荷试验的承压板直径和现场直剪试验的剪切面直径都应大于试验土层最大粒径的 5 倍，

载荷试验的承压板面积不应小于 0.5 m
2
，直剪试验的剪切面面积不宜小于 0.25 m

2
。

8.8.3 填土

8.8.3.1 根据物质组成和堆填方式，填土可分为下列四类：

a） 素填土：由碎石土、砂土、粉土和黏性土等一种或几种组成，不含杂物或含杂物很少。

b） 杂填土：含有大量建筑垃圾、工业废料或生活垃圾等杂物。

c） 冲填土：由水力冲填泥砂形成。

d） 压实填土：按一定标准控制材料成分、密度、含水率，分层压实或夯实而成。

8.8.3.2 填土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搜集资料，调查地形和地物的变迁，填土的来源、堆积年限和堆积方式。

b） 查明填土的分布、厚度、物质成分、颗粒级配、均匀性、密实性、压缩性和湿陷性。

8.8.3.3 填土勘查应在本文件规定的基础上加密勘探点，确定暗埋的塘、浜、坑的范围。勘探孔的深

度应穿透填土层。

8.8.3.4 填土勘探方法应根据填土性质确定。由粉土或黏性土组成的素填土，可采用钻探取样、轻型

钻具与原位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含较多粗粒成分的素填土和杂填土宜采用动力触探、钻探，并应有一定

数量的探井。

8.8.3.5 填土的特性指标宜采用下列测试方法确定：

a） 填土的均匀性和密实度宜采用触探法，辅以室内试验。

b） 填土的压缩性、湿陷性宜采用室内固结试验或现场载荷试验。

c） 杂填土的密度试验宜采用大容积法。

d） 对压实填土，在压实前应测定填料的最优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压实后应测定其干密度，计算

压实系数。

8.8.3.6 填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阐明填土的成分、分布和堆积年代，判定地基的均匀性、压缩性和密

实度；必要时应按厚度、强度和变形特性分层或分区评价；当填土底面的天然坡度大于 20%时，应验算

其稳定性。

8.8.3.7 填土基槽开挖后应进行施工验槽。处理后的填土应进行质量检验。

8.8.4 膨胀岩土

8.8.4.1 膨胀岩土为含有大量亲水矿物，湿度变化时有较大体积变化，变形受约束时产生较大内应力

的岩土。膨胀土干时坚硬，遇水软化，自然条件下呈坚硬或硬塑状态，自由膨胀率一般大于 40%。

8.8.4.2 膨胀岩土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查明膨胀岩土的岩性、地质年代、成因、产状、分布以及颜色、节理、裂缝等外观特征。

b） 查明有无浅层滑坡、地裂、冲沟以及微地貌形态和植被情况。

c） 调查地表水的排泄和积聚情况以及地下水类型、水位和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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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搜集当地降水量、蒸发力、气温、地温、干湿季节、干旱持续时间等气象资料，查明大气影响

深度。

8.8.4.3 膨胀岩土的勘探应遵守下列规定：

a） 勘探点宜结合地貌形态布置；其数量应比非膨胀岩土地区适当增加，采取试样的勘探点不应少

于全部勘探点的 1/2。

b） 勘探孔的深度应超过大气影响深度；控制性勘探孔不应小于 8 m，一般性勘探孔不应小于 5 m；

c） 在大气影响深度范围内，控制性勘探孔均应采取Ⅰ、Ⅱ级土试样，取样间距不应大于 1.0 m，

在大气影响深度范围以下，取样间距可为 1.5 m～2.0 m；一般性勘探孔从地表向下 1 m 开始

至 5 m 深度内，可取Ⅲ级土试样，测定天然含水率。

8.8.4.4 膨胀岩土的室内试验除应遵守本文件的规定外，尚应测定自由膨胀率、收缩系数、膨胀力及

50 kPa 下膨胀性等指标。

8.8.4.5 重要和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场地，宜进行现场浸水载荷试验、剪切试验或旁压试验。对膨胀岩

土应进行黏土矿物成分、体膨胀量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对各向异性的膨胀岩土，应测定其不同方向

的膨胀率、膨胀力和收缩系数。

8.8.4.6 对初判为膨胀土的地区，应计算土的膨胀变形量、收缩变形量和胀缩变形量，并划分胀缩等

级。计算和划分方法应符合 GB 50112-2013 规定。有地区经验时，亦可根据地区经验分级。

8.8.4.7 对膨胀土边坡及位于边坡上的工程应进行稳定性验算；验算时应考虑坡体内含水率变化的影

响；均质土可采用圆弧滑动法，有软弱夹层及层状膨胀岩土应按最不利的滑动面验算；具有胀缩裂缝和

地裂缝的膨胀土边坡，应进行裂缝滑动验算。

8.8.5 风化岩和残积土

8.8.5.1 岩石在风化营力作用下，结构、成分和性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成为风化岩。已完全风化

成土而未经搬运的即为残积土。

8.8.5.2 风化岩和残积土的勘查应着重查明母岩地质年代和岩石名称、风化程度、岩土均匀性、破碎

带和软弱夹层分布以及地下水赋存条件等。岩石风化程度按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 表 B.10 划分。

8.8.5.3 风化岩和残积土勘探测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勘探点间距应取本文件规定的小值。

b） 应有一定数量的探井；宜在探井中或用双重管、三重管采取试样，每一风化带不应少于 3 组。

c） 宜采用原位测试与室内试验相结合，原位测试可采用圆锥动力触探、标准贯入试验、波速测试

和载荷试验；室内试验除应按本文件规定执行外，对极软岩和极破碎的岩体，可按土工试验要

求进行；必要时对残积土进行湿陷性和湿化试验。

8.8.5.4 花岗岩残积土应测定其中细粒土的天然含水率 fw 、塑限 Pw 、液限 Lw 。

8.8.5.5 厚层强风化和全风化岩石宜结合当地经验划分为碎块状、碎屑状和土状；厚层残积土划分为

硬塑残积土和可塑残积土，也可根据含砾或含砂量划分为黏性土、砂质黏性土和砾质黏性土。

8.9 测试与岩土参数确定

8.9.1 基本要求

8.9.1.1 滑坡体与滑带土测试指标应包括天然重度、饱和重度、含水率、液限、塑限、给水度、天然

及饱和状态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对滑体土宜采用原状土三轴压缩试验。直接剪切试验结果应包括峰值

强度指标和残余强度指标。滑体土、滑带土的剪切试验应以原状土的天然快剪和饱和快剪为主。当通过

钻探等无法采取原状土样时，应采取保持天然含水率的扰动土样，作重塑土样试验。对滑床岩土体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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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土工试验或岩石物性、强度及变形试验。

8.9.1.2 崩塌勘查测试对象为软弱夹层、破碎带或结构面、母岩和基座岩体、地下水和地表水。测试

项目应包括岩土的物理性质、力学性质、软弱夹层或结构面充填土的颗粒级配、物质成分试验，地下水

和地表水的化学成分及其对建筑材料腐蚀性试验。力学性质试验应包括母岩及基座岩土抗压试验与变形

试验；对受抗拉强度控制的倾倒式危岩，还应包括母岩岩石抗拉试验；对受抗剪强度控制的坠落式危岩

及滑移式危岩，还应包括母岩和基座岩土抗剪试验；必要时应进行结构面现场抗剪试验。

8.9.1.3 采空塌陷应按不同岩土类型采取代表性岩土样。岩样作常规密度、天然与饱和状态单轴抗压

强度、三轴剪切强度、弹性模量、泊松比等试验，对可溶性岩石宜选取代表性岩样作岩石矿物成分鉴定、

化学成分分析试验；对土样作常规物理力学试验，对溶洞充填物还宜作颗粒分析。

8.9.1.4 土质边坡测试指标应包括天然重度、饱和重度、含水率、压缩系数、液限、塑限、给水度、

天然及饱和状态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对于土体宜采用原状土三轴压缩试验。直剪试验主要获取峰值强

度指标。坡体土的剪切试验应以原状土的天然快剪和饱和快剪为主。当无法采得不扰动土样时，也可作

重塑土的剪切试验，对基岩应做岩石物性、强度及变形试验。

8.9.1.5 滑坡、不稳定边坡、地面塌陷等勘查应根据需要进行岩土体的现场渗透试验。土质崩塌地区

及裂隙贯通性不清楚地段，条件允许时可采用钻孔注水试验或试坑渗水试验。

8.9.1.6 钻孔采集岩样时，每种岩性岩样不少于 3 组，每组岩样不少于 3件。样品直径（岩芯直径）

不应小于 85 mm，高度不应小于 150 mm，所采样品应及时腊封。

8.9.1.7 采用井探、洞探，槽探揭露的滑带应取原状土样进行试验，土样应尽量避免扰动。土样规格

不应小于 200 mm×200 mm×200 mm；对中型剪试样其规格不应小于 300 mm×300 mm×300 mm，并标明

可能滑动方向。在钻孔中采集原状土样时，应使用薄壁取土器，采用静力连续压入法，样品直径（岩芯

直径）不应小于 110 mm，高度不应小于 200 mm，所采样品应及时封存。

8.9.1.8 当无法判定勘查区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腐蚀性时，应采集水样进行腐蚀性评价，水样数量不应

少于 2 件。采样体量应为简分析样 500 ml～1000 ml，材料腐蚀分析样 250 ml～500 ml。

8.9.1.9 样品的保存和送检应符合 JGJ/T 87 的有关规定。

8.9.1.10 当滑带土以粘性土为主时，宜作亲水矿物的含量分析。分析方法应采用比表面积测定、X 衍

射分析、差热分析或电子显微镜分析等方法，不应采用普通的岩矿鉴定方法。

8.9.2 水文地质原位测试

8.9.2.1 水文地质参数测定方法及其适用条件应符合 GB 50021 的规定。

8.9.2.2 地质灾害体内存在地下水时，应进行抽水试验，地下水量较小时，可采用简易抽水试验（提

筒抽水）；地下水量较大时，应进行一次最大降深抽水试验，其稳定时间不应小于 8 h；当地质灾害体

底界上下具多个含水层时，应进行分层抽水试验。

8.9.2.3 中型及以上规模且灾情等级为大型以上的滑坡，应进行抽水试验，以获得滑坡体渗透系数。

抽（注）水试验一般不应少于 2 组。当地质灾害体不能进行抽水试验时，应采用注水试验或压水试验（在

滑移型滑坡坡段不应做压水实验）。当在垂向上岩（土）体透水性差异较大时，应进行分层注水试验。

注水试验数量应视岩（土）体透水性差异而定，不宜少于 6 处，不应少于 3 处。对地下水疏干造成或可

能诱发塌陷地段宜作连通试验。

8.9.2.4 采空塌陷勘查钻孔或矿井采取水样进行水质全分析，试验数量不应少于 3 组，应按 GB 50021

有关规定评价其对建筑材料及注浆材料的腐蚀性。

8.9.2.5 滑坡地质灾害水文地质原位测试应在滑坡范围内进行。对滑坡及周围分布有煤层、膏盐等富

含侵蚀性强的岩（土）体，应进行不少于 3 组地下水及地表水化学简分析及混凝土侵蚀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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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 岩土原位测试与现场试验

8.9.3.1 岩土原位测试方法应根据工程需求、岩土条件、地区经验和测试方法适用性等因素选用。测

试方法主要有：载荷试验、静力触探试验、圆锥动力触探试验、标准贯入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旁压

试验、扁铲侧胀试验、现场直剪试验、波速测试、岩体原位应力测试、激振法测试等。其具体操作、试

验仪器、测试指标、岩土条件和主要技术要求可参照 GB 50021、GB/T 50266 和 GB/T 50123 等相关规范

的规定。

8.9.3.2 大体积试验宜采用容积法，试坑体积应根据土的成份、粒径确定，可通过注水或充填标准砂

测量，试坑尺寸不宜小于 500 mm×500 mm×500 mm。

8.9.3.3 对滑体、滑带土的底摩擦带、岩土体结构面和岩体与混凝土交结面应进行大面积现场直剪试

验。现场直剪试验可分为抗剪断强度试验、抗剪试验（摩擦试验）。大面积直剪试验每个试验点试件数

量对土样宜为 5 件，不应少于 3件；对岩样宜为 7件，不应少于 5 件。

8.9.3.4 采用井探、洞探、坑槽探揭露的滑带宜进行原位大面积直剪试验且符合下列规定：

a） 可在天然含水状态和人工浸水状态下进行剪切，并应对现场开挖及制样过程、滑带形状、滑带

土成分、力学性质进行详细测绘描述和照（摄）像。

b） 直剪试验试件尺寸，对岩体（含结构面）不应小于 600 mm（长）×500 mm（宽）×350 mm（高）。

对土体不应小于 500 mm×500 mm×500 mm。

c） 直剪试验中基座或滑床的长度和宽度应大于试样的长度和宽度 15 cm，且试样间的间距为边长

2 倍以上。

d） 直剪试验的推力方向应与滑体的滑动方向一致，着力点与剪切面的距离不宜大于剪切方向试体

长度的 5%。法向荷载应针对滑带上覆荷载确定，分级施加。

e） 试验前应对试件的饱水状态及物质组成等特征进行描述；试验结束后，应对剪切面特征进行描

述，量测其剪切角和实际剪切面积，并修正剪切结果。

8.9.3.5 中型及以上规模的土质滑坡宜进行滑坡体大型重度试验，大型重度试验宜采用容积法，试坑

体积不小于 500 mm×500 mm×500 mm。

8.9.3.6 采空塌陷勘查除可采用静力触探、动力触探、标准贯入试验、旁压试验等常规方法外，针对

垮落带及断裂带岩体还应开展孔内波速测试及孔内电视。波速测试要求应符合 GB 50021 中 10.10 规定。

采空塌陷有毒、有害气体对勘查及修复工程施工有影响时，应进行有毒、有害气体的采集与测试，具体

采集方法应根据其特性综合选取。

8.9.3.7 岩土水平抗力试验用于确定抗滑桩岩土体水平抗力系数及水平承载力。岩土水平抗力试验可

参照附录 D。

8.9.3.8 根据原位测试成果，利用地区性经验估算岩土工程特性参数和对岩土工程问题做出评价时，

应与室内试验和工程反算参数作对比，检验其可靠性。

8.9.3.9 原位测试的仪器设备应定期检验和标定。分析原位测试成果资料时，应注意仪器设备、试验

条件、试验方法等对试验的影响，结合地层条件，剔除异常数据。

8.9.3.10 岩质地基水平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可取岩质地基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的 0.5～0.8 倍。

8.9.4 岩土室内试验

8.9.4.1 岩土室内试验应符合 GB 50021 第 11 章规定。工程评价时所选用的参数值宜与相应的原位测

试成果或原型观测反分析成果比较，经修正后确定。应提供可供修复工程设计的基本指标。

8.9.4.2 对滑坡体宜分类进行不同岩（土）体的室内直剪试验与三轴压缩试验，确定 c、值和压缩

模量及其他强度与变形指标，每项岩（土）体室内物理力学试验不应少于 6 组。对有易溶或膨胀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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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滑坡，应进行不少于 3 组的滑带土易溶盐及膨胀性试验。

8.9.4.3 滑坡勘查时，土的抗剪强度试验宜符合下列要求：

a） 采用室内、野外滑面重合剪，滑带宜作重塑土或原状土多次剪试验，求出多次剪和残余剪的抗

剪强度。

b） 采用与滑动受力条件相似的方法。

c） 采用反分析方法检验滑动面的抗剪强度指标。

8.9.4.4 测定滑坡带等已经存在剪切破裂面的抗剪强度时，应进行残余强度试验。在确定计算参数时，

宜与现场观测反分析的成果比较后确定。

8.9.4.5 对于不存在滑动面的潜在滑动带的土体宜进行室内三轴压缩试验。当不具备试验条件而又需

要提供有效应力强度指标时，可采用慢剪试验。

8.9.4.6 采空塌陷地应对垮落带及断裂带内的岩块进行单轴抗压强度及波速测试。

8.9.4.7 崩塌岩、土、水室内试验工作量宜符合表 8 的要求。

表 8 室内试验单项试验数量

地质环境

复杂程度

母岩、软弱夹层、基座

岩土层的物理性质（组）

母岩、软弱夹层、基座

岩土层的抗剪强度（组）

母岩、基座岩土层的

抗压强度、抗拉强度、

变形试验（组）

基座的耐崩解

试验（组）

复杂 ≥5 ≥9 ≥5 3

较复杂 3～4 6～8 3～4 2

简单 1～2 3～5 1～2 1

注 1：不同性质的岩土层均宜有试样。

注 2：初步勘查在该表的基础上适当减少，但不应少于表中地质环境简单区试验数量的最小值。

注 3：当母岩、软弱夹层、基座岩性不同时，分岩性取表中数值。

8.9.4.8 当需对土方回填或填筑工程进行质量控制时，应进行击实试验，测定土的干密度与含水率关

系，确定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率。击实试验参照本文件第 3 部分：施工与监理附录 C.1。

8.9.4.9 对不含碎石颗粒而砾石含量较高的土体及结构面宜进行中型剪切试验。剪切方向应与可能滑

动方向相同。

8.9.5 测试结果统计

8.9.5.1 岩土性质指标测试值应根据概率理论进行统计。统计前应根据岩土的性质差异划分不同的统

计单元。根据采样方法、试验方法及其它影响因素对测试结果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作出评价。

8.9.5.2 每一测试值均应参与统计，当不能参与统计时应说明原因。参加统计分析的岩土性质指标测

试值有效数量物性指标和抗剪强度指标不应少于 8 个，其它指标不应少于 12 个。强度指标测试数量达

不到数理统计的要求时，可采用平均值乘以 0.95 的折减系数修正。

8.9.5.3 岩土性质指标测试值统计结果应包括范围值、算术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强度指标还

应包括标准值。样品只有 1 个时参考当地经验值；样品数多于 1 个但少于统计所需个数时取算术平均值。

8.9.5.4 土的强度指标应取标准值，物理性指标和压缩性指标应取平均值，载荷试验承载力应取特征

值。

8.9.5.5 室内抗剪试验和三轴压缩试验成果可按图解法及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整理。

8.9.5.6 岩土性质指标算术平均值 0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应分别按公式（2）、公式（3）、公

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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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 ——岩土性质指标测试值；

n——参与统计的数据量。

8.9.5.7 岩土性质指标变异性应根据变异系数按表 9 进行评价。当变异系数 ＞0.3 时，应查明变异

产生的原因，并宜增加测试数据量。

表 9 指标的变异性

变异系数（  ）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变异性 很低 低 中等 高 很高

8.9.5.8 岩土性质指标标准值 k 应按公式（5）、公式（6）计算：

0  ak （5）

 )678.4704.1(1 2nna  （6）

当指标作为作用项时，式中取正号；指标作为抗力项时，式中取负号。

8.9.6 岩土体性质指标

8.9.6.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应提供岩土体物理性质和变形指标平均值、岩土体和结构面强度指标

标准值。

8.9.6.2 岩土体性质指标应根据现场测试结果及室内试验结果确定。标准值应由数理统计确定。当现

场测试标准值和室内试验标准值因数量不足不能通过数理统计得出时，可用以试验值为基础的经验值代

替。综合确定时应考虑现场试验和室内试验条件的差异和试样的差异。

8.9.6.3 当室内岩土抗剪试验指标与现场大剪试验指标相差较大时，应以现场大剪试验值为主，通过

加权平均确定粘聚力与内摩擦角标准值。

8.9.6.4 岩石物理指标和泊松比可分别视为岩体物理指标和泊松比。岩体变形模量或弹性模量可由岩

石变形模量或弹性模量乘以 0.66～0.80 的折减系数确定，当岩石变形指标的变异系数大于 0.4 时，变

形指标可取经验值。

8.9.6.5 岩体抗拉强度可由岩石抗拉强度乘以 0.20～0.40 的折减系数确定，折减系数应根据裂隙的发

育程度、裂隙产状与受拉方向的关系综合确定。

8.9.6.6 当有原位剪切试验资料时，岩体内摩擦角和粘聚力标准值应根据原位试验结果并结合地质条

件相似的邻近工程经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完整、较完整和较破碎的岩体内摩擦角标准值、岩体粘

聚力标准值可由岩石内摩擦角标准值、岩石粘聚力标准值按岩体完整程度乘以表 10 中所列折减系数确

定，破碎和极破碎的岩体内摩擦角和粘聚力标准值可参照相应土类内摩擦角和粘聚力标准值并结合地质

条件相似的邻近工程经验确定。岩体的变形模量和弹性模量可由岩石的变形模量和弹性模量乘以表 10

中的折减系数确定；岩石泊松比可视为岩体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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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岩体性质指标折减系数表

岩体完整程度 内摩擦角/（°） 粘聚力/kPa 变形模量和弹性模量/（N/m） 抗拉强度/MPa

完整 0.90～0.95 0.40 0.8 0.5

较完整 0.85～0.90 0.30 0.7 0.4

较破碎 0.80～0.85 0.20 0.6 /

8.9.6.7 松散状态下无粘性土内摩擦角标准值可取其休止角，其它状态下无粘性土内摩擦角标准值不

应小于其休止角。以无粘性土或岩石弃渣为填料来源的填土可视为无粘性土。当无实测数据时，中密以

上碎石土类填土内摩擦角标准值可按表 11 取值，稍密或松散碎石土类填土内摩擦角标准值取值应在表

11 基础上适当降低，除极软岩块体组成的碎石土类填土外，不应低于 30°。

表 11 中密以上碎石土类填土内摩擦角标准值

坡高 h /m h ≤5 5＜ h ≤8 8＜ h≤15

内摩擦角 /° 40＜≤42 37＜≤40 33＜≤37

注：对极软岩块体组成的中密碎石土类填土，内摩擦角取值在本表基础上降低 2°～5°（极软岩块体强度

较低时取较大值，较高时取较小值）。

8.9.6.8 当有原位剪切试验资料时，结构面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应根据原位试验结果并结合地质条件

相似的邻近工程经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结构面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a） 岩体结构面的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按表 12 并结合地质条件相似的邻近工程经验确定。

表 12 岩体结构面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

结构面类型 结合程度 内摩擦角 /° 粘聚力 c /kPa

硬性结构面

1 结合良好 ＞35 c＞130

2 结合一般 35≥＞27 130≥ c ＞90

3 结合差 27≥＞18 90≥ c＞50

软弱结构面
4 结合很差 18≥＞12 50≥ c＞20

5 结合极差 ≤12 c≤20

注 1：表中数据不适用于爆破施工条件。

注 2：结构面结合程度按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B表 B.7 判定。

注 3：除结合极差外，结构面两壁岩性为极软岩、软岩时取表中较低值。

注 4：结构面在同一岩性岩体中贯通性差时，抗剪强度指标取同档中的较高值或上一档的较低值；在砂岩

与泥岩互层地区，当裂隙抗剪强度指标以砂岩中裂隙结合程度为基础取值时，泥岩段裂隙抗剪强度

指标取同档中的较高值，整个裂隙抗剪强度指标取砂岩段和泥岩段的厚度加权平均值。结构面浸水

时取表中较低值。

注 5：结构面抗剪强度指标取值不应高于所在岩体抗剪强度指标。

注 6：表中数值已考虑结构面的时间效应。

注 7：本表未考虑结构面参数在施工期和运行期受其他因素影响发生的变化，判定为不利因素时，可进行

适当折减。

b） 土岩界面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按下列方法取值：

1) 填土与岩石界面内摩擦角和粘聚力标准值根据土岩界面物质情况、含水情况及其后期变化

与粗糙程度按填土内摩擦角和粘聚力标准值进行折减。

2) 除残积土外的原状土与岩石界面内摩擦角和粘聚力标准值根据岩面粗糙程度按原状土内

摩擦角和粘聚力标准值进行折减。

3) 界面处有泥化夹层或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运行期有可能形成泥化夹层时，界面抗剪强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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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标准值按结合极差结构面参照本条和表 12 取值。

c） 当邻近类似边坡发生过沿同性质结构面滑动的情况时，相应结构面抗剪强度指标取值以邻近滑

坡治理工程经验值为主要依据。

8.9.6.9 滑带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应以测试结果为基础，结合宏观地质判断、工程类比和地区经验综合

确定。当有反分析条件时，应通过反分析进行校核。

8.9.6.10 当土中粗颗粒含量较高时，其抗剪强度指标宜以原位大面积直剪试验测试值为主，参考室内

试验值确定。综合取值时，可将室内试验得出的内摩擦角乘以 1.15～1.25 的增大系数，但乘以增大系

数后的内摩擦角不应大于现场大剪试验测试值。

8.9.6.11 进行反分析时，应根据滑坡所处演变阶段确定滑坡稳定性系数 sF 值。处于强变形阶段的滑

坡， sF 可取 1.01～1.05；处于滑动阶段的滑坡， sF 可取 0.95～1.00。当采用两条剖面进行联合求解时，

两条剖面的 sF 值应相当。

8.9.6.12 进行工程类比应优先选择已经竣工及效果良好的防治工程。

8.9.6.13 岩土体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取值时应根据滑坡所处演变阶段及含水状态分别选用峰值强度

指标、残余强度指标（或两者之间的强度指标）以及天然强度指标、饱和强度指标（或两者之间的强度

指标）。处于弱变形阶段的滑坡可取峰值强度指标；处于滑动阶段的滑坡可取滑面残余强度指标；处于

强变形阶段和停滑阶段的滑面可在峰值强度指标与残余强度指标之间取值；处于强变形阶段、滑动阶段

或停滑阶段的滑坡体内未曾有过位移的潜在滑面可取滑体土峰值强度指标。

8.9.6.14 当无试验资料时，岩土体与锚固体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可按表 13 取值。

表 13 岩土体与锚固体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rbkf

岩土类型 rbkf /kPa 岩土类型 rbkf /kPa

坚硬岩（ rf ≥60MPa） 1800～2600

粘性土

坚硬 65～100

较硬岩（30 MPa≤ rf ＜60MPa） 1200～1800 硬塑 50～65

较软岩（15 MPa≤ rf ＜30 MPa） 760～1200 可塑 40～50

软岩（5MPa≤ rf ＜15 MPa） 360～760 软塑 20～40

极软岩（ rf ＜5 MPa） 270～360

砂土

密实 200～280

碎石土

密实 220～300 中密 140～200

中密 160～220 稍密 100～140

稍密 120～160 松散 60～100

注 1：表中数据适用于注浆强度等级为 M30 的锚固体。

注 2：岩体完整性较高时取较大值，岩体完整性较低时取较小值，岩体结构面发育时取表中下限值。。

注 3：完整、较完整和较破碎岩体按表中岩类取值，破碎与极破碎岩体参考碎石土取值。

注 4：填土与锚固体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根据颗粒大小和密实度，取砂土或碎石土的较低值或较低档次的值。

注 5： rf ——天然单轴抗压强度。

注 6：当需提供岩石与锚固体黏结强度特征值时，可将表中极限黏结强度标准值除以 2.3～2.7 后确定（对

硬质岩和较硬岩取 2.7，软质岩和软岩取 2.5，极软岩取 2.3）。

8.9.6.15 岩石抗压强度、岩质地层地球物理力学指标、岩土水平地基与抗力系数宜由试验确定，当无

试验资料时，按附录 E取值；破碎或极破碎岩体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可参照碎石土取值。

8.9.6.16 当无试验资料时，各岩土体与挡墙底面摩擦系数标准值可按表 14 取值。

8.9.6.17 对岩质滑坡和滑移型岩质不稳定边坡，挡墙墙背摩擦角可取墙底内摩擦角的一半；对土质滑

坡和滑移型土质不稳定边坡，墙背摩擦角可按表 15 取值。当滑面倾角小于 60°时，墙背摩擦角尚应根

据滑面与墙背接触处的倾角进行折减；当滑面与墙背接触处的倾角小于 30°时，墙背摩擦角可取 0°。

8.9.6.18 无试验资料时，完整和较完整的岩体重度、粘聚力、内摩擦角、抗拉强度、变形模量和泊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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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等指标可按表 16 选用。

表 14 岩土体与挡墙底面摩擦系数标准值

岩土类别  岩土类别 

粘性土

可塑 0.25～0.30 中砂、粗砂、砾砂 0.40～0.50

硬塑 0.30～0.35 碎石土 0.40～0.60

坚硬 0.35～0.45 极软岩、软岩、较软岩 0.40～0.60

粉土 0.30～0.40 坚硬岩、较硬岩 0.55～0.75

注 1：填土与挡墙底面摩擦系数标准值根据颗粒大小取砂土或碎石土的较低值。

注 2：破碎与极破碎的坚硬岩、较硬岩参照碎石土取值。

表 15 墙背摩擦角δ

支护结构情况  支护结构情况 

背面平滑，排水不良 （0～0.33） 背面很粗糙，排水良好 （0.50～0.67）

背面粗糙，排水良好 （0.33～0.50） 背面呈台阶状 （0.67～1.00）

表 16 岩体性质指标标准值

岩石类型
重度 
kN/m

3

粘聚力 c
MPa

内摩擦角
º

抗拉强度 lf
MPa

变形模量 0E
MPa

泊松比

坚硬岩 24.5～26.5 ＞1.80 ＞44 ＞0.75 ＞4500 ＜0.20

较硬岩 23.0～25.0 1.00～1.80 41～44 0.50～0.75 2500～4500 0.10～0.25

较软岩 24.0～25.0 0.50～1.00 36～41 0.25～0.50 1500～3000 0.20～0.30

软岩 23.5～25.0 0.20～0.50 30～36 0.15～0.25 1000～2000 0.25～0.33

极软岩 23.5～24.5 ＜0.20 ＜30 ＜0.15 ＜1000 ＞0.33

8.9.6.19 岩土地基承载力可根据勘查试验成果结合地区经验确定。

8.10 勘查监测

8.10.1 基本要求

8.10.1.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期间应对有明显变形迹象和稳定性差的地质灾害体或不稳定边坡进

行监测。

8.10.1.2 勘查设计书应包含监测设计内容，监测设计应针对灾害体的变形情况及对灾害体扰动大的勘

探工程（如平洞、竖井、钻孔）的具体情况进行编制。

8.10.1.3 监测宜根据勘查平面图在现场踏勘基础上确定监测范围，布设监测工作量，根据批准工作量

及方法开展工作，监测成果及图表供勘查使用。

8.10.1.4 当地质灾害体变形不大时，勘查期间可进行简易监测，否则，宜开展专业监测。

8.10.1.5 地质灾害监测应收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之前的监测及其它相关资料。

8.10.1.6 勘查期间的专业监测可从勘查前开始并持续到设计期间。专业监测方案应针对地质灾害体变

形情况制定，其监测网点应尽可能为后期工程监测所利用。

8.10.1.7 专业监测应形成监测剖面。滑坡、崩塌、不稳定边坡的监测剖面应能控制滑坡、崩塌、不稳

定边坡主要变形方向，与勘探剖面重合或平行；塌陷区监测剖面应根据洞穴上方的土体在地表的分布形

态，呈十字型或似圆形纵横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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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 简易监测

8.10.2.1 简易监测布置应以控制地质灾害体边界、变形裂缝和前期变形征兆为主。

8.10.2.2 简易监测内容应包含地表宏观巡视，地表裂缝及建（构）筑物裂缝量测，地表水体（堰塘）、

泉、井水位及流量观测。巡视监测应对裂缝等各种变形迹象进行巡视检查、拍照和记录。

8.10.2.3 简易裂缝监测应采用埋桩法、埋钉法、上漆法、贴片法，建立观测标、桩、点，以直尺、钢

卷尺等为主要测量工具进行测量和记录。

8.10.2.4 地表水体（堰塘）、泉和井简易监测应以三角堰、梯形堰、测绳等为主要测量工具，对水位、

流量进行测量和记录。

8.10.3 专业监测

8.10.3.1 基准点应设置在远离地质灾害体的稳定地区，构成基准网。监测网型应根据地质灾害的范围、

规模、地形地貌、地质因素、通视条件及施测要求选择，可布设为十字型、方格型、放射型。

8.10.3.2 地质灾害监测网可分为高程网、平面网或三维立体监测网，应满足变形方位、变形量、变形

速度、时空动态及发展趋势的监测要求。

8.10.3.3 地质灾害监测剖面应以绝对位移监测为主，相对位移为辅；当变形具有多个方向时，每一个

方向均应有监测剖面控制。

8.10.3.4 对地表变形地段应布设监测点；对变形强烈地段和当变形加剧时应调整和增设监测点。

8.10.3.5 塌陷区监测剖面的布置应能全面控制地面塌陷特征和地下塌陷物质运移。每条监测剖面的监

测点不应少于 3 个。监测点的布置应充分利用已有的钻孔、探井或探洞，主要监测点应满足设计阶段使

用要求，并可用于施工阶段监测。应根据勘查情况，及时调整监测网的布置，主要监测点可用作工程施

工阶段或工程后期监测。

8.10.3.6 地质灾害勘查监测方法、监测内容、监测周期、监测精度、监测频率、监测资料整理分析等

可参照第 15 章的相关规定。

8.11 稳定性评价与预测

8.11.1 基本要求

8.11.1.1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应进行地质灾害稳定性评价与预测，评价与预测内容应包括地质灾害

发生可能性评价，地质灾害影响范围预测，地质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分析，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与防治工

程设计参数建议，支挡线工程地质评价。当能进行地质灾害体稳定性评价时，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评价

应采用地质灾害体稳定性评价方式。

8.11.1.2 地质灾害体稳定性评价时应进行定性评价，对滑坡、崩塌和滑移型不稳定边坡还应进行定量

评价。当变形破坏机制复杂时，地质灾害体稳定性评价除采用本文件方法外，还可采用数值分析方法。

定量评价应在定性评价之后进行。

8.11.1.3 地质灾害影响范围预测时，应进行地质灾害体变形失稳范围预测、失稳后可能到达的范围预

测和塌滑体周边牵引范围预测等。

8.11.1.4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涉及边坡稳定性评价以及滑坡区勘查涉及沿潜在滑面滑动的稳定性

评价时，应符合 8.11.5 规定。对挖方边坡尚应评价坡率是否超过限值。

8.11.2 滑坡稳定性评价与预测

8.11.2.1 在进行滑坡稳定性计算前，应根据滑坡范围、规模、地质条件以及滑坡成因、出现的变形破

坏迹象，采用地质类比法对滑坡的稳定性作出定性判断。滑坡影响范围应根据滑坡规模、形态、滑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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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滑体前方地形地貌特征，依据地质类比进行预测。

8.11.2.2 滑坡的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选择有代表性的分析断面，划分牵引段、主滑段和抗滑段。

b） 选用强度指标。强度指标宜根据测试成果、反分析和当地经验综合确定。

c） 有地下水时，应计入浮托力和水压力；有地下水渗流时，应考虑渗透力。

d） 根据滑面（滑带）条件，按平面、圆弧或折线选用正确的计算模型。

e） 有局部滑动可能时，除验算整体稳定外，尚应验算局部稳定。

f） 有地震、冲刷、人类活动等影响因素时，应计及其对滑坡稳定的影响。

8.11.2.3 滑坡稳定性评价应给出滑坡计算剖面在各工况下的稳定系数和稳定状态。

8.11.2.4 对滑坡区每条纵勘探线和每个可能的滑面均应进行滑坡稳定性评价。

8.11.2.5 滑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荷载、强度标准及设计安全系数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a） 荷载类型：

1) 基本荷载：滑坡体自重、地下水稳定水位时的孔隙水压力等。

2) 特殊荷载：①降雨荷载，包括降雨汇集的地表水和入渗坡体的地下水引起的水压力（静水

压力和渗透压力等）；②地震荷载，滑坡体由于地震作用而受到的的水平向和竖向荷载

（含惯性力、动土压力和动水压力）。

3) 附加荷载：滑坡体上的建筑物荷载、交通荷载、施工临时堆载等。

4) 其他荷载，大型水体（海洋、湖泊、江河、水库等）对滑坡体产生的水压力，一般包括静

水压力和渗透压力。

b） 荷载强度标准：

1) 降雨荷载应根据 20 a～100 a 重现期的降雨强度确定。不同防治工程等级的降雨强度重现

期宜按表17的规定取值。

表 17 降雨强度重现期取值表

防治工程等级 降雨强度重现期／a 防治工程等级 降雨强度重现期／a

一级 100（或专门论证） 三级 20

二级 50

注：滑坡防治工程等级划分可按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 4.2.15 表 1 确定。

2) 地震荷载采用的加速度应按 50 a 超越概率为 10%设计基准期计算，对于工程等级为一级

的滑坡防治工程，地震加速度可按50 a超越概率5%设计基准期计，必要时对滑坡防治工程

设计基准期进行专门论证。

3) 地震荷载采用的综合水平地震系数取值见表18，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选取应符合GB 18306

的规定。

表 18 综合水平地震系数取值表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 ha 不考虑 0.1 g 0.15 g 0.2 g 0.3 g 0.4 g

综合水平地震系数 wa 0 0.025 0.037 5 0.05 0.075 0.10

4)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2 g 及以上，且位于地震断裂带 15 km 范围内的滑坡，宜同时计

入水平向地震荷载和竖向地震荷载。地震荷载可按公式（7）、公式（8）进行计算：

iiwhi aWaF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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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ivi FF  （8）

式中：

hiF ——滑块 i的水平向地震荷载（N）；

wa ——综合水平地震系数，即： gaa hw / ；

iW ——滑块 i的重量（N）；

ia ——滑块 i的动态分布系数，一般取为 1～3；

viF ——滑块 i的竖向地震荷载（N）；

ha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m/s
2
）；

 ——折减系数，取 0.25；

g——重力加速度（m/s
2
）。

c） 滑坡防治工程设计的荷载组合应采用如下工况进行设计和校核：

1) 工况Ⅰ——基本组合，为设计工况，考虑基本荷载；

2) 工况Ⅱ——特殊组合，为校核工况，考虑基本荷载＋降雨荷载；

3) 工况Ⅲ——特殊组合，为校核工况，考虑基本荷载＋地震荷载；

4) 工况Ⅳ——特殊组合，为校核工况，考虑基本荷载＋降雨荷载十地震荷载。

滑坡防治设计的荷载组合应根据具体情况对特殊组合增加附加荷载和其他荷载。

d） 设计安全系数应依据滑坡防治工程等级和工况（荷载组合），按表 19 推荐选取。

表 19 滑坡抗滑稳定设计安全系数 stF 推荐取值表

防治工程等级
设计 校核

工况Ⅰ 工况Ⅱ 工况Ⅲ 工况Ⅳ

一级 1.30 1.25 1.15 1.05

二级 1.25 1.20 1.10 1.02

三级 1.20 1.15 1.05 不考虑

注 1：对于特级滑坡防治工程，应对其安全系数和工况进行专门论证。

注 2：滑坡防治工程等级划分可按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 4.2.15 表 1 确定。

8.11.2.6 滑坡岩土体力学参数反演可采用基于刚体极限平衡理论的公式和数值方法。滑带抗剪强度参

数可采用试验、经验数据类比与反演相结合的方法确定。通过给定粘聚力 c或内摩擦角，反求另一值。

粘聚力 c计算见公式（9），内摩擦角计算见公式（10）：

L
WtgWF iiiis 


 cossin

c （9）








 





ii

ii

W
cLWF

arctg





cos
sins （10）

式中：

c——滑带土粘聚力（kPa）；

sF ——稳定系数；

iW ——第 i条块的重量（kN/m）；

i ——第 i条块滑面倾角（°）；

——滑带土内摩擦角（°）；

L——滑带长度（m）。

8.11.2.7 地面建筑荷载可按假定建筑物分布范围内建筑荷载均布、每层荷载取 20 kPa～25 kPa、将

每层荷载与平均层数相乘的方法计算。

8.11.2.8 滑坡稳定性分析中，除应考虑滑坡沿已查明滑面的滑动外，还应考虑沿其它可能的滑面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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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计算或判断找出所有可能的滑面及剪出口。对推移式滑坡，应分析从新的剪出口剪出的可能性及

前缘崩塌对滑坡稳定性的影响；对松脱式滑坡，除应分析沿不同的滑面滑动的可能性外，还应分析前方

滑体滑动后，后方滑体滑动的可能性；对涉水滑坡尚应分析塌岸对滑坡稳定性的变化。

8.11.2.9 滑坡稳定性计算最终结果所对应的滑动面应是已查明的滑面或通过地质分析及计算搜索确

定的潜在滑面，不应随意假设。

8.11.2.10 滑坡稳定性评价和推力计算推荐方法如下：

a） 堆积层（土质）滑坡包括 2种滑动面类型：

1) 折线形滑动面：用传递系数法进行稳定性评价和推力计算，可用摩根斯顿-普赖斯法（Mor

-genstern-Price 法）等方法进行校核。

2) 圆弧形滑动面：用瑞典条分法进行稳定性评价和推力计算，可用毕肖普法（Bishop）、摩

根斯顿-普赖斯法（Mor-genstern-Price 法）等方法进行校核。

b） 岩质滑坡包括 3 种滑动面类型：

1) 折线形滑动面：用平面极限平衡法进行稳定性评价和推力计算，可用摩根斯顿-普赖斯法

（Mor-genstern-Price 法）等方法进行校核。

2) 单一平面滑动面：用二维块体极限平衡法进行稳定性评价和推力计算。

3) 多组弱面组合滑动面：用二维极限平衡法进行稳定性评价和推力计算，宜用三维极限平衡

分析方法进行校核。

c） 对折线形和圆弧形滑面，滑面倾角明显变化处、滑面与水位线相交处、滑面强度指标明显变化

处、地下水位线倾角明显变化处、地形线坡角明显变化处、地形线与河（库）水位线相交处、

地面荷载明显变化处应作为条块分界点。

8.11.2.11 对变形破坏机制复杂的滑坡，宜结合数值分析法进行评价。除验算整体稳定性外，尚应验

算局部稳定性。

8.11.2.12 滑坡稳定性评价和推力计算见附录 F.1。滑坡稳定状态应根据滑坡稳定系数按表 20 确定。

表 20 滑坡稳定状态划分

滑坡稳定系数 sF sF ＜1.00 1.00≤ sF ＜1.05 1.05≤ sF ＜ stF sF ≥ stF

滑坡稳定状态 不稳定 欠稳定 基本稳定 稳定

注： stF 为滑坡稳定安全系数，按表 19 取值。

8.11.2.13 对防治工程等级二级以上滑坡防治工程，设计水平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3 g 时，宜同时

考虑竖向地震惯性力的作用。

8.11.2.14 涉水滑坡稳定性应考虑水位升降影响，其计算与评价可参照相关规范规定执行。

8.11.3 崩塌稳定性评价与预测

8.11.3.1 崩塌稳定性评价应包括危岩稳定性评价和崩塌影响范围分析。崩塌稳定性评价的对象应包括

陡崖、危岩和崩塌堆积体。

8.11.3.2 陡崖（带）稳定性可根据陡崖形态、结构面组合、岩体结构特征、变形特征等进行地质类比

和赤平投影分析定性评价。危岩和崩塌堆积体稳定性应同时进行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

8.11.3.3 在进行危岩稳定性计算之前，应根据危岩范围、规模、地质条件、危岩破坏模式及已有变形

破坏迹象，采用地质类比法对危岩稳定性做出定性判断。

8.11.3.4 崩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荷载、强度标准及设计安全系数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a） 崩塌防治工程设计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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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岩体自重。

2) 地表和地下水产生的荷载。包括裂隙水压力和渗透压力等。

3) 地震荷载：地震荷载计算参见 8.11.2.5。

4) 活动荷载：按设计基准期为 50 年标准值计算，可参照 GB 50009 规定取值。

5) 崩塌体冲击荷载。

6) 其他荷载。

b） 崩塌防治工程暴雨强度重现期和地震荷载（年超越概率 10%）取值标准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崩塌防治工程暴雨强度重现期和地震荷载强度标准

防治工程等级
暴雨强度重现期/年 地震荷载（年超越概率 10%）/年

设计 校核 设计 校核

一级 50 100 50 100

二级 20 50 50

三级 10 20

注 1：暴雨强度按 10年～100 年的重现期计；地震荷载按 50 年～100 年超越荷载率的地震加速计。

注 3：崩塌防治工程等级划分可按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 4.2.15 表 1 确定。

c） 崩塌防治工程设计计算工况可分为现状工况、暴雨工况，地震烈度为 V度及以上时，应考虑地

震工况。其中暴雨强度应根据防治工程等级选取，如表 21 所示。

1) 天然工况：自重＋裂隙水压力＋工程荷载（活动荷载十其他荷载）；

2) 暴雨工况：自重十裂隙水压力＋工程荷载（活动荷载十其他荷载）＋降雨荷载；

3) 地震工况：自重＋裂隙水压力＋工程荷载（活动荷载十其他荷载）十地震力。

d） 崩塌（危岩体）稳定安全系数应根据崩塌防治工程等级和崩塌破坏类型按表 22 综合确定。

表 22 崩塌（危岩体）稳定设计安全系数 stF 推荐取值表

崩塌破坏类型

防治工程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设计工况 校核工况 设计工况 校核工况 设计工况 校核工况

滑移式 1.40 1.15 1.30 1.10 1.20 1.05

倾倒式 1.50 1.20 1.40 1.15 1.30 1.10

坠落式 1.60 1.25 1.50 1.20 1.40 1.15

注：设计工况指天然工况和暴雨（融雪）工况，校核工况指地震工况。

8.11.3.5 危岩稳定性评价应给出危岩在设计工况下的稳定系数和稳定状态。危岩稳定状态应分为稳

定、基本稳定、欠稳定和不稳定，危岩稳定状态判断应符合表 23 的规定。

表 23 危岩稳定状态划分

破坏模式
稳定状态

稳定 基木稳定 欠稳定 不稳定

滑移式 sF ≥ stF 1.15≤ sF ＜ stF 1.00≤ sF ＜1.15 sF ＜1.00

倾倒式 sF ≥ stF 1.25≤ sF ＜ stF 1.00≤ sF ＜1.25 sF ＜1.00

坠落式 sF ≥ stF 1.35≤ sF ＜ stF 1.00≤ sF ＜1.35 sF ＜1.00

注 1：表中稳定系数 sF 对应的工况是设计工况，即天然工况和暴雨（融雪）工况。

注 2： stF ——危岩稳定安全系数，按表 22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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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3.6 危岩稳定状态应根据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结果综合判定，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

8.11.3.7 当危岩破坏模式难以确定时，应对其各种可能破环模式进行稳定性计算和稳定状态判断。

8.11.3.8 崩塌堆积体稳定性评价应根据相关规范进行。评价时，应考虑上方崩塌冲击或加载作用，分

析在暴雨等条件下向泥石流转化的条件和可能性。

8.11.3.9 危岩稳定性计算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a） 危岩稳定性计算荷载类型、荷载强度标准、荷载组合（工况）可参照 8.11.3.4 条规定。

b） 降雨（融雪）对危岩稳定性的影响除应计算暴雨（融雪）时裂隙水压力外，还应分析降雨（融

雪）引起的土体物质迁移及上覆土体自重应力增加。

c） 危岩稳定性计算剖面应沿危岩失稳的最不利方向并通过其危岩重心。当危岩稳定性计算剖面未

通过危岩重心且危岩断面尺寸变化较大时，危岩稳定性计算应按空间问题进行计算。

d） 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2 g 及以上，且位于地震断裂带 15 km 范围内的危岩稳定性计算，宜同

时计入水平向地震荷载和竖向地震荷载。地震荷载采用的综合水平地震系数取值和地震荷载计

算可按 8.11.2.5 条规定。

e） 危岩稳定性可根据破坏模式按附录 F.2.1 进行计算。

8.11.3.10 崩塌体运动方向及影响距离预测按下列要求进行：

a） 崩塌评价应给出崩塌体运动途经区域和危岩运动可能到达的最大范围，划定危岩崩塌可能造成

的灾害范围，进行险情的分析与预测。

b） 崩塌地质灾害影响范围确定应采用崩塌历史调查法和崩塌运动学分析法计算确定，必要时可采

用现场落石试验法确定。崩塌历史调查应符合 7.2.2.5 规定。崩塌运动学分析计算可按附录

F.2.2 进行。

c） 在峡谷区，崩塌体运动方向及影响距离预测应重视气垫浮托效应和折射回弹效应的可能性及由

此造成的特殊运动特征与危害。

d） 崩塌体运动方向及影响距离预测应分析崩塌体可能到达并堆积场地的地形、坡度、分布、高程、

地层岩性与产状及该场地的最大堆积容积，并分析在不同堆积条件下，崩塌体越过堆积场地向

下运移的可能性及最终堆积场地。分析时应考虑崩塌体解体对危害范围的影响。

e） 崩塌体运动方向及影响距离预测应进行危岩崩塌后对崩塌坡积体的冲击力和加载计算，并分析

可能引起的次生灾害类型（如滑坡、泥石流、涌浪、堰塞湖等）和规模，确定其成灾范围，进

行灾情的分析与预测。危岩崩塌后的最大冲击力计算参照附录 F.2.2.3。

8.11.4 采空塌陷稳定性评价与预测

8.11.4.1 评价要求

8.11.4.1.1 根据采空塌陷勘查结果，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采空塌陷稳定性进行分析

评价。

8.11.4.1.2 采空塌陷稳定性评价分为场地稳定性评价和修复工程适宜性评价两个部分。采空塌陷场地

稳定性评价应以地表变形特征和沉降速率为主要评价依据。采空塌陷场地修复工程适宜性评价应以工程

允许变形值作为主要评价依据。

8.11.4.1.3 应综合考虑矿层开采方法、顶板管理方式、开采时限以及采空塌陷的类型、规模、埋深、

采深采厚比和覆岩特征等因素，选择适宜的评价标准和方法。

8.11.4.1.4 采空塌陷稳定性评价应分析地表变形规律、计算地表剩余变形量、估算剩余空洞体积及工

程荷载作用下矿（岩）柱稳定系数，分区评价场地稳定性及危害性，评价修复工程适宜性等。采空区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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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空隙体积计算参见附录 F.3.4。

8.11.4.2 采空塌陷工程地质特征确定

8.11.4.2.1 采空塌陷工程地质特征应根据地质调查与测绘、物探、钻探、测试及变形监测的成果综合

确定，包括采空塌陷平面分布范围、断面结构特征、岩（土）体力学参数。

8.11.4.2.2 采空塌陷平面分布范围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掘资料齐全且可靠度高的采空塌陷，应以井上、井下对照图为主要依据进行确定。

b） 采掘资料较齐全且可靠度较高的采空塌陷，以井上、井下对照图为基础，详细核实越界开采情

况，对调查及钻探成果充分比较验证后确定。

c） 资料完全缺失的古窑、废弃矿井，应在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对物探、钻探及监测成果充分比较

验证后确定。

8.11.4.2.3 采空塌陷断面结构特征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掘资料齐全且可靠度高的采空塌陷，岩层结构应根据搜集资料及钻探成果确定。

b） 采掘资料较齐全且可靠度较高的采空塌陷，岩层结构应根据调查及钻探成果，经充分比较验证

后确定。

c） 资料完全缺失的古窑、废弃矿井，岩层结构应以钻探为主进行确定。

d） 覆岩“三带”宜根据经验公式计算、钻探成果、矿区经验综合确定。“三带”计算应符合附录

F.3.1 的规定。

8.11.4.2.4 岩（土）体力学参数值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经验折减法、原位测试法和反演计算等方法综合确定。

b） 物理力学参数应包括重度、变形模量、泊松比、抗压强度、抗拉强度、抗剪强度等。

8.11.4.3 采空塌陷场地稳定性评价

8.11.4.3.1 采空塌陷场地稳定性评价应重点分析下列条件与采空塌陷变形的关系：

a） 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及不良地质作用。

b） 地层岩性及采空塌陷上覆岩（土）体力学性质。

c） 岩（矿）层倾角。

d） 开采时间、采矿方式及顶板管理方式。

e） 开采深度、深厚比、开采宽度、矿（岩）柱及空洞尺寸大小。

f） 重复采动及多层充分开采。

g） 地面荷载及动力作用。

8.11.4.3.2 采空塌陷稳定性评价标准应结合采空塌陷类型、停采时间、地表移动变形等，采用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划分为稳定、基本稳定和不稳定 3个等级。

8.11.4.3.3 采空塌陷稳定性评价方法主要依据采煤塌陷地稳定性评价的相关规范，其他矿种的采空塌

陷地稳定性评价可参照执行。稳定性评价方法包括工程地质类比法、地表移动变形判别法、极限平衡分

析法和数值模拟法等。

a） 工程地质类比法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适用于各种类型采空塌陷稳定性定性评价，对不规则开采、非充分采动等难以进行定量计

算的采空塌陷，应以工程地质类比法为主进行评价。

2) 工程地质类比法主要评价因素包括采空塌陷类型、矿层产状、开采及顶板管理方法、采深、

采厚、开采层数、终采时间、回采率、覆岩结构、地下水等。

3) 工程地质类比法应以本地区经验为主，结合各类评价因素综合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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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表移动变形判别法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表移动变形判别法适用于充分采动条件下采空塌陷场地稳定性定量评价。

2) 地表移动变形值宜以场地实际监测结果为判别依据。有成熟经验的地区也可采用经现场核

实与验证后的地表移动变形预计法计算的结果作为判别依据。

3) 地表移动变形预计法宜采用概率积分法，计算公式与参数参照附录 F.3.2。有经验的地区，

可采用典型曲线法、负指数函数法、数值计算分析法等其他方法。在下述情况下，应根据

地形、地貌、特殊地质条件等对预计结果进行修正：①易出现塌坑、台阶状非连续变形的

开采条件下的地表移动与变形的预测；②易引起边坡失稳和山崖崩塌的开采条件下的地表

移动与变形的预测；③开采特厚矿层及厚矿层露头区域的地表移动与变形的预测；④开采

急倾斜矿层时地表移动与变形的预测；⑤山区及丘陵地段的地表移动与变形预测。

4) 柱式开采条件下，顶板已垮落、地表塌陷充分的采空塌陷，可按表 24 进行稳定性评价。

对于顶板尚未垮落的浅埋、矿柱留设不规则的采空塌陷场地应列为不稳定区。

表 24 柱式开采条件下采空塌陷场地稳定性评价标准

终采时间 /d

地表变形指标值（最大值）
场地

稳定性
备注水平变形值

)//( mmm
倾斜值

)//( mmmi
曲率值

)/10/( 3 mk 

≥2.5 0H 各变形指标值趋于某一定值 稳定 ——

＜2.5 0H
≤2.0 ≤3.0 ≤0.2 稳定 三项指标同时具备

2.0～6.0 3.0～10.0 0.2～0.6 基本稳定
三项指标具备其一

＞6.0 ＞10.0 ＞0.6 不稳定

注： 0H ——平均开采深度（m）。

5) 长壁式或短壁式开采条件下，场地稳定性可根据地表最大下沉点的下沉速度、预计或实测

的地表变形指标值按表 25 评价。

表 25 长壁式或短壁式开采条件下采空塌陷场地稳定性评价标准

最大下沉点的下沉速度

/（mm/d）

地表变形指标值（最大值）
场地

稳定性
备注水平变形值

)//( mmm
倾斜值

)//( mmmi
曲率值

)/10/( 3 mk 

采动影响显现之前 0.0 0.0 0.0 稳定 ——

≤1.7

（初始期，下沉速度正增长）

≤2.0 ≤3.0 ≤0.2 稳定 三项指标同时具备

2.0～4.0 3.0～6.0 0.2～0.4 基本稳定
三项指标具备其一

＞4.0 ＞6.0 ＞0.4 不稳定

＞1.7

（活跃期，下沉速度正增长，

到一定程度，再负增长）

≤2.0 ≤3.0 ≤0.2 稳定 三项指标同时具备

2.0～6.0 3.0～10.0 0.2～0.6 基本稳定
三项指标具备其一

＞6.0 ＞10.0 ＞0.6 不稳定

≤1.7

（衰退期，下沉速度负增长）

≤4.0 ≤6.0 ≤0.4 稳定 三项指标同时具备

4.0～6.0 6.0～10.0 0.4～0.6 基本稳定
三项指标具备其一

＞6.0 ＞10.0 ＞0.6 不稳定

c） 极限平衡分析法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适宜于穿巷、房柱、单一巷道等类型及条带式开采所形成的采空塌陷地稳定性定量评价；

2) 巷道（采空塌陷）的空间形态、断面尺寸、埋藏深度、上覆岩层特征及其物理力学指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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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参数，应通过实际勘查成果资料或本地区的经验资料获得；

3) 安全系数可参照附录 F.3.3 进行计算，根据采空塌陷防治工程等级按表 26 判别。

表 26 采空塌陷防治工程设计安全系数 stF 推荐表

防治工程分级 一 二 三 四

安全系数 stF ≥1.5 ≥1.3 ≥1.1 ≥1.0

注：采空塌陷防治工程等级划分可按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 4.2.15 表 3 确定。

d） 数值模拟法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适宜于正规开采条件下的采空塌陷，包括单层或多层的崩落法开采、空场法开采、充填式

开采、壁式开采、柱式开采等，可作为一种比较和参考性方法。

2) 可采用有限单元法、有限差分法、离散元法、边界元法或两种以上方法的耦合使用。

3) 计算单元宜采用四边形、六面体等单元或三角形、四面体常应变单元，可采用无厚度或等

厚度节理单元模拟节理面，覆岩破坏准则可采用 MC、DP 等弹塑性准则，应根据防治工程

及采空塌陷工程地质特征确定合理的计算范围及边界条件。

4) 强度指标宜根据测试成果、反分析和经验综合确定。

5) 经验证可靠的数值模拟结果可用于地表移动变形预计、矿（岩）柱稳定性计算中。

e） 采空塌陷场地稳定性评价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场地可划为稳定：①地表移动变形稳定地段；②地表发生连续变形，

且变形值满足要求的地段；③空场法、房柱式、巷柱式、条带式开采，矿（岩）柱稳定性

系数满足要求的地段。

2)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场地可划为不稳定：①特厚矿层和倾角大于 55°的厚矿层露头地

段；②地表可能出现塌坑、台阶状开裂缝等非连续变形地段；③地表移动和变形引起边坡

失稳、崩塌及坡脚隆起地段；④地表移动变形不满足要求的地段；⑤非正规开采条件下顶

板尚未完全垮塌且地表移动变形不满足要求的地段；⑥非正规开采条件下顶板尚未垮落的

浅埋采空塌陷或切冒型的采空塌陷地段；⑦矿（岩）柱稳定系数不满足要求的地段；⑧非

充分采动且存在大量抽取地下水的地段；⑨采空塌陷抽水、排水或地下水位下降引起的可

能地面塌陷地段。

3) 除上述 1）、2）之外，场地可划为基本稳定。

8.11.4.4 采空塌陷建构筑物场地适宜性和地基稳定性评价

采空塌陷建构筑物场地适宜性和地基稳定性评价可参照 GB 51044 的相关规定。

8.11.5 边坡稳定性评价与预测

8.11.5.1 一般规定

8.11.5.1.1 边坡稳定性评价应在查明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根据岩土工程条件，采用定

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8.11.5.1.2 边坡稳定性评价应根据坡体类型和岩土特征选用相应的方法。

8.11.5.1.3 岩质边坡应根据岩体强度、边坡结构类型、岩层产状及结构面发育情况等，确定边坡岩体

破裂角，对岩质边坡的稳定性进行分析计算。

8.11.5.1.4 存在软弱结构面的边坡，应分析沿软弱结构面发生破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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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5.1.5 边坡稳定性计算应根据不同的工况选择相应的抗剪强度指标。土质边坡按水土合算计算

时，地下水位以下宜采用土的饱和固结不排水抗剪强度指标；按水土分算计算时，地下水位以下宜采用

土的有效抗剪强度指标。

8.11.5.1.6 当无试验资料和缺少当地经验时，天然状态或饱和状态岩体内摩擦角可根据天然状态或饱

和状态岩块的内摩擦角结合边坡岩体完整程度进行折减。

8.11.5.1.7 坡面防护工程荷载、强度标准及设计安全系数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a） 荷载类型：

1) 坡体自重；

2) 坡体上建（构）筑物附加荷载；

3) 地下水压力。包括静水压力、渗透压力等；

4) 动荷载，如汽车荷载等；

5) 水体作用；

6) 地震荷载。

b） 坡面防护工程设计荷载组合应采用如下工况进行设计和校核

1) 天然工况（设计工况）：坡体自重＋附加荷载＋天然状态地下水压力＋动荷载

2) 暴雨工况（校核工况）：坡体自重＋附加荷载＋暴雨状态地下水压力＋动荷载

3) 地震工况（校核工况）：坡体自重＋附加荷载＋天然状态地下水压力＋动荷载＋地震荷载

c） 稳定性计算时，对基本烈度为Ⅶ度及Ⅶ度以上地区的边坡，应参照 8.11.2.5 条进行地震工况

稳定性校核。

d） 边坡稳定安全系数应按表 27 确定。

表 27 边坡稳定安全系数 stF 推荐取值表

坡面防护工程安全等级
设计工况 校核工况

天然工况 暴雨工况 地震工况

一级 1.30 1.15 1.15

二级 1.25 1.10 1.10

三级 1.20 1.05 1. 05

注 1：坡面防护工程安全等级划分可按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 4.2.15 表 4 确定。

注 2：地震工况时，稳定安全系数仅适用于破坏区内无重要建（构）筑物的边坡。

注 2：对地质条件复杂或破坏后果很严重的坡面防护工程，其稳定安全系数应适当提高。

注 3：临时性边坡一、二、三级对应的设计工况安全系数分别取 1.2、1.15、l.l。

8.11.5.2 稳定性计算

8.11.5.2.1 边坡稳定性计算时，应根据岩土工程地质条件，对边坡的变形失稳方式及范围等做出判断，

同时考虑受岩土体强度和受结构面控制的失稳。

8.11.5.2.2 稳定性计算宜采用刚体极限平衡法。对结构面发育的岩质边坡，可结合采用极射赤平投影

法和实体比例投影法；当边坡变形机理复杂时，可采用极限分析法或数值模拟法。

8.11.5.2.3 计算沿结构面变形的稳定性时，应根据结构面形态采用平面或折线形滑面。计算土质边坡、

极软岩边坡、破碎或极破碎岩质边坡的稳定性时，可采用圆弧形滑面。

8.11.5.2.4 采用刚体极限平衡法计算边坡稳定性时，可选择采用 8.11.2 滑坡稳定性计算方法。

8.11.5.3 稳定性评价

8.11.5.3.1 边坡稳定性状态分为稳定、基本稳定、欠稳定和不稳定 4 种状态，可根据边坡稳定系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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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确定。

表 28 边坡稳定状态评价

边坡稳定系数 sF sF ＜1.0 1.00≤ sF ＜1.05 1.05≤ sF ＜ stF sF ≥ stF

边坡稳定状态 不稳定 欠稳定 基本稳定 稳定

注： stF 为边坡稳定安全系数，可依据表 27 取值。

8.11.5.3.2 当边坡的稳定系数 sF 小于边坡稳定安全系数 stF 时，应对边坡实施防护工程。

8.12 勘查成果报告

8.12.1 基本要求

8.12.1.1 勘查成果报告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应进行整理、检查、分析，确认无误后方可使用。

8.12.1.2 勘查成果报告应资料完整、真实准确、数据无误、图表清晰、结论有据、建议合理。

8.12.1.3 勘查报告的文字、术语、代号、符号、数字、计量单位、标点等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

8.12.1.4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单位资质证书、勘查人员资格证书、勘查委托书（或技术要求书）、

勘查合同书、经审查通过的勘查设计及其审查意见、勘查野外验收报告、勘查单位自审意见书、勘查影

像资料（包括勘查全过程和重点部位）应作为勘查成果报告附件提交。

8.12.1.5 勘查成果报告应包括书面报告和数字化报告。报告中剖面图的水平、垂直比例尺应一致。

8.12.1.6 勘查报告应经专家组审查通过后方可作为防治工程设计及工程实施的依据。

8.12.2 勘查成果报告编制

8.12.2.1 勘查成果报告内容应根据任务要求、地质环境、地质灾害特点等具体情况确定，由文本、附

图、附件三部分组成。

8.12.2.2 勘查成果报告文本内容和编制要求如下：

a） 前言。包括任务由来、地质灾害可能造成的危险性及损失情况、勘查目的与任务、勘查工作概

况、前人研究程度、执行的技术标准、勘查时间、勘查范围、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应与勘

查设计工作量列表对比，对工作量变更作相应说明）及勘查质量评述。

b） 勘查区自然地理条件。包括地理位置与交通状况、气象、水文（水位变动）、社会经济概况。

c） 勘查区工程地质条件。包括地质环境、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工程与水文地

质特征、采矿条件、人类工程活动。采空塌陷区工程地质条件还应包括采空塌陷覆岩结构、采

矿方式、“三带”发育特征、剩余空洞体积等。

d） 地质灾害基本特征。根据地质灾害类型不同分别描述：

1) 滑坡基本特征。包括形态特征及边界条件；滑体特征（成因类型、物质成分及结构、形态

参数、岩土力学特性和指标、厚度及分区，地下水活动状态及岩土渗透特性）；滑带特征

（物理组成、力学特性与结构、微结构特征，分布形态，埋深、厚度及分段）；滑床特征

（基岩岩性及结构，岩石力学和渗透性指标、地质构造、基岩等高线、风化程度及分区情

况）；滑坡水文地质特征、变形破坏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滑坡类型和演化。

2) 崩塌基本特征。包括陡崖形态特征及边界条件、卸荷带及分离面特征、基座特征、近期变

形破坏特征；危岩形态特征及边界条件、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危岩类型；崩塌堆积体自

身几何特征与地质特征、堆积床特征、崩塌堆积体与堆积床接触面特征、变形破坏特征；

孤石自身几何特征和地质特征、孤石周围岩土体特征、孤石与周围岩土体接触特征、变形

破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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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空塌陷基本特征。包括塌陷类型、形态特征、分布特征、分布位置、变形特征、影响因

素、影响范围面积、塌陷发育的数量、时间、规模、强度、发展速度及频度、塌陷形成机

理等。

4) 不稳定边坡特征。包括不稳定边坡分区及各区基本特征（范围、边界、结构特征）、破坏

模式、变形破坏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不稳定边坡类型。

e） 岩土物理力学性质。包括岩土取样情况、试验方法、试验结果、试验数据的分析统计。

f） 稳定性评价。包括稳定性的定性分析、稳定性计算（包括试验数据分析统计、计算原理与方法、

计算参数确定、计算工况确定、稳定性系数计算结果等）、监测成果分析、综合评价。采空塌

陷稳定性评价还应包括：分析地表变形规律、计算地表剩余变形量及工程荷载作用下矿（岩）

柱稳定系数，定量评价建（构）筑物地基的稳定性等。

g） 地质灾害发展趋势和危害性预测。包括危害范围、威胁人数、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h） 工程防治和监测建议。包括防治方案建议、防治工程设计参数推荐、防治工程监测建议。不稳

定边坡应提出最优坡形和坡角。

i） 防治效益评价。包括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j） 结论与建议。勘查成果综述，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建议。

8.12.2.3 勘查报告应包含下列附图：

a） 勘查区地形地质平面图（比例尺为 1∶200～1∶1000）。绘制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不良地质

现象等。

b） 勘查布置平面图（实际材料图，以地形地质平面图为底图，实际工作量嵌表）

c） 勘查成果平面图（以地形地质平面图为底图）

d） 工程地质剖面图（比例尺为 1∶100～1∶500）。

e） 钻孔柱状地质图（比例尺为 1∶50～1∶100）。

f） 探槽、探井、平洞展示图（比例尺为 1∶50～1∶100）。

g） 滑坡勘查报告还应包括下列附图：

1) 滑体等厚线图（比例尺为 1∶500～1∶1000）。

2) 滑床顶面等高线图（比例尺为 1∶500～1∶1000）。

3) 滑体地下水等水位线图（比例尺为 1∶500～1∶1000）。

h） 崩塌勘查报告还应包括下列附图：

1) 危岩立面图（比例尺为 1∶100～1∶200，必要时作立体图）。

2) 陡崖裂隙统计图（极点图或带倾角的裂隙倾向玫瑰图）。

i） 采空塌陷勘查报告还应包括下列附图：

1) 土层等厚线图（比例尺为 1∶500～1∶1000）。

2) 基岩面等深线图（比例尺为 1∶500～1∶1000）。

3) 地下水等水位线图（比例尺为 1∶500～1∶1000）。

4) 采空塌陷底板等高线图（比例尺为 1∶500～1∶1000）。。

5) 地表剩余变形量等值线图。适宜于充分采动的长壁式采空塌陷，在地形图（含建构筑物布

置）上填绘剩余沉降等值线、剩余水平位移等值线、剩余倾斜等值线、剩余曲率等值线、

剩余水平变形等值线，比例尺为 1∶1 000。

6) 采空塌陷工程地质平面图还应绘出井口、采空塌陷（含巷道）位置、塌陷坑（裂缝）等。

7) 采空塌陷工程地质断面图除常规内容外，应标注采空塌陷位置，覆岩“三带”，地表塌陷、

裂隙位置及深度、边界角、移动角及裂缝角等。绘出采空塌陷的形态及“三带”发育范围，

标明底板高程、地下水位线。比例尺为 1∶1 0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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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不稳定边坡勘查报告还应包括下列附图：

1) 土层等厚线图（比例尺为 1∶500～1∶1000）。

2) 基岩面等深线图（比例尺为 1∶500～1∶1000）。

3) 地下水等水位线图（比例尺为 1∶500～1∶1000）。

8.12.2.4 勘查报告应包含下列附件：

a） 地质编录（含钻孔、岩芯、现场素描等地质记录）。

b） 地质灾害调查表。

c） 物探成果报告。物探成果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1) 文字部分：项目概况、任务来源和要求、地形、地质、矿层及地质灾害分布、工作方法的

选择与确定、工作参数、仪器设备、完成工程量、地质灾害地球物理特征、资料解释推断、

成果资料的验证情况或要求、结论和建议。

2) 附图：工程布置图、成果平面图、剖面图、测试成果曲线图、解释成果图等。比例尺应符

合工程和物探方法的要求，图例应符合相关规定。

3) 附表：工作量表、物性参数表、成果解释表、精度表等。

4) 附件：基准点及观测点平面位置图，反映采矿、地质条件等与变形过程间关系的各种图表。

d） 岩土测试报告。

e） 勘查期间监测报告。

f） 计算（书）。

g） 岩芯、标本或样品影像资料。

9 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9.1 一般规定

9.1.1 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是以调查与勘查成果为依据，通过深入研究与分析，采用一定的标准和

方法评价矿山开采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9.1.2 评价范围为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分布区域，应大于修复工程范围；评估级别的确定依据修复区重

要程度、治理工程规模、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评估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见表 29。修

复区重要程度按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B表 B.2 划分，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按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表 B.3、表 B.4 划分，修复工程规模按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B表 B.12 划分。

表 29 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分级表

修复区重要程度 治理工程规模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复杂 中等 简单

重要区

大型 一级 一级 一级

中型 一级 一级 一级

小型 一级 一级 二级

较重要区

大型 一级 一级 一级

中型 一级 二级 二级

小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区

大型 一级 二级 二级

中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小型 二级 三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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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任务与内容、评估方法、评估精度可参照 DZ/T 0223 等相关规范要求。

评价采用定量——半定量分析法。

9.1.4 评价内容包括矿山地质灾害、矿山地下含水层影响破坏（含水环境）、矿山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土地损毁（含土壤环境）、水土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

9.1.5 对评价结果进行评述，分析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形成原因，预测矿山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

9.1.6 修复后的土地用于工程建设或综合开发利用，在进行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时，应按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相关技术标准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作出土地适宜性评价。

9.1.7 水、土对混凝土、钢筋（钢结构）的腐蚀性评价参照 GB 50021 规定。水、土对建筑材料腐蚀的

防护应符合 GB 50046 规定。

9.2 评价方法

9.2.1 矿山生态环境影响及危害程度等级评价根据地质灾害、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土地损毁等破

坏和影响程度综合确定，分为严重、较严重、较轻三个等级。矿山生态环境影响及危害程度等级划分标

准可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 表 B.13。

9.2.2 水环境的污染评价根据水土样品测试结果对比 GB 3838、GB/T 14848 中常规指标及限值进行地

表水与地下水质量分类，并根据相关标准要求对水污染程度进行计算与评价。

9.2.3 矿山土地损毁评价以调查资料和土地利用现状图为依据，分析矿业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影响程度

（占用、损毁的土地类型、权属、位置、面积、原因、程度等）。矿山土地损毁包括土地挖损、压占、

水土流失、水土环境污染等。

9.2.4 土壤环境污染评价通过土壤样品采集测试，分析采矿活动对矿山及周边土壤的理化性质和污染

状况。土壤环境污染按用地类型依据 GB 15618-2018 或 GB36600-2018 等标准要求进行土壤环境质量评

定，根据采集土壤样品测试结果对比相应的土壤污染筛选值和管制值进行污染程度计算与评价。

9.2.5 根据矿山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结果，提出矿山生态修复的对策建议。

10 矿山生态环境调查成果编制

10.1 整理资料

10.1.1 整理资料内容包括：

a） 矿山基本情况、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地质环境、生态环境、相关规划、人类工程活动等。

b） 地形测绘原始记录、质量检查验收及成果资料。

c）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现场调查表格、记录、素描、影像、图件及成果资料。

d） 矿山地质灾害勘查成果资料（内容见 8.12.2）。

10.1.2 应对照本文件及相关规范要求及时检查所收集资料时效性、正确性和完整性。

10.1.3 对收集的资料及时进行分类、汇总、录入，形成电子文档予以保存，作为工程设计和实施的基

础数据。

10.1.4 现场调查表按下列要求进行整理：

a） 对现场调查表格逐一进行检查、审核，每一份表格给予唯一编号。

b） 将调查表装订成册，作为矿山生态环境调查报告附件。

10.1.5 图件整理要求每天将现场调查的内容在图件中进行补充完善。整理工作包括对调查图件进行整

理，完善地形图，标注调查中获取的调查点、水土样位置信息，及时进行数字化处理。图上编号应与现

场调查表中编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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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将每天从现场调查中拍摄的影像录入电脑，进行分类编排，每张图片或录像要有详细的备注信

息（拍摄时间、地点、名称、内容等），作为矿山生态环境调查档案材料。

10.2 调查报告编制

10.2.1 调查报告内容包括文本、附图、附件三部分。调查报告编制提纲参照附录 G。

a） 文本内容：调查工作概述；区域概况；矿山基本情况；矿山生态环境；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已实施的修复工程概况；结论与建议。

b） 附图：矿山生态环境现状图；矿山土地利用现状及损毁图。

c） 附件：地形测绘成果报告；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成果报告；地质灾害勘查报告；调查表；样品

采集记录表；岩土测试报告；影像资料等。

10.2.2 图件编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图件编制应以矿山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全面反映矿山生态环境调查成果内容，充分发挥各图

件应用功能。

b） 成果图件应在充分利用已有资料与最新调查资料，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图件编

制人员应到现场进行调查，取得最新的调查资料。

c） 图件结构、图层设置和图面配置要求体现调查工作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完整性，保持地理底图、

标示方法与整饰方式的统一性。

d） 成果图件比例尺宜大于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比例尺；当修复区范围较大时，成图比例尺不应小

于 1:1000，重要地段的成图比例尺（包括平面图和剖面图）不应小于 1:500。

e） 工作底图应采用最新的地理底图或地形地质图、基岩地质图。如果收集到的工作底图地形地物

变化较大，则应进行实测、修编；如果地形地质图是由小比例尺放大的，应进行修编。

f） 图件表示方法合理，层次清楚，清晰直观，图式、图例、注记齐全，读图方便，符合有关要求。

图例样式可参照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H以及 GB 958 等相关标准。

g） 图件应数字化成图，以 AutoCAD、MapGis（6.6 或 6.7 以上版本）软件制作，以*.dwg 和*.shape

格式编制，图形数据文件命名清晰，并与工程文件一起存储。

10.2.3 矿山生态环境现状图主要反映矿山生态环境条件及存在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编制要求包括：

a） 采用新测地形图（符合相关质量检查与验收标准，下同）作为底图编制，地形发生变化时应重

新修测。

b） 地理要素——包括行政区界线、地形等高线、边坡等高线、高程点、控制点；地表水系分布；

重要城镇、村庄、工程设施，重要交通与管线；人文景观、地质遗迹、保护区、风景区、水源

地及各类保护设施。说明地形底图测绘日期、采用坐标与高程系统及测量基准点位置、坐标、

高程等信息。

c） 生态环境条件要素——包括地貌、地层岩性、地质界线、地层、产状、地质构造、水文地质要

素、水土取样点位置、固体废弃物堆放位置、土地类别、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分布区（点）等。

对地质灾害隐患区（点）按 16.2.3.2.1 规定进行分类编号。

d） 现状说明应参照本文件要求简要说明修复区地质概况、土地类型及现状、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

类型及危害。分区描述各区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

e） 嵌表。对修复区内存在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含地质灾害）按类型、编号、成因、规模、特征、

危害等列表说明。

f） 嵌图。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在平面图上截取具有典型或代表性的纵向和横向剖面。绘制纵、横

剖面图，剖面图应包括高程、地形线、地理标志及地层、构造、产状、水土取样点等要素，纵

横比例尺与平面图一致，剖面线及编号应在平面图上标注，图例、图签规范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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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各分区应界线清晰，采用不同色块充填，色块应设置在图层底层。

10.2.4 矿山土地利用现状及损毁图主要反映矿山土地利用现状、土地权属及土地损毁情况等。编制要

求包括：

a） 地理要素：同 10.2.3 b）。

b） 土地利用现状：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套合、归并，将矿山土地类型按附录 A 要求进行分类编号

标示，并根据矿山生态环境现状标示损毁区位置、范围。

c） 土地权属：标示确认的土地权属。

d） 镶表：对矿山土地利用现状、土地权属、已损毁区的土地类型、面积以及水土流失、水土污染

类型及程度等进行详细说明。

10.2.5 附件。包括 10.1.1 所列内容。应对所有资料进行整理，统一编号，统一封面格式、单独装订

成册。

11 边坡防护工程设计

11.1 基本规定

11.1.1 边坡防护工程应根据边坡生态环境条件、岩土物理力学性质、坡体结构特征及结构面发育情况、

边坡高度、边坡侧压力的大小和特点、边坡变形控制要求等因素选择边坡防护类型，确定边坡防护工程

等级。边坡防护工程等级划分参照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 4.2.15 表 4。

11.1.2 边坡防护工程不宜在边坡上增加过大荷载，坡顶附近不得加载。

11.1.3 边坡防护工程应为边坡植被恢复工程创造有利条件。

11.1.4 边坡防护工程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及边坡防护需要确定边坡防护范围、边界和工程措施，与周

边相衔接。根据工程需要在侧边设置封边梁，坡脚设置挡土墙及排水沟，坡顶设置压顶梁及截水沟等。

11.1.5 边坡防护工程设计应按相关规范要求提交设计计算说明书。说明书应包括设计计算方法、引用

的规范标准、采用的计算公式、计算剖面、计算工况、计算参数、计算步骤和计算结果等。

11.1.6 边坡防护工程设计应根据水文地质、气象条件，进行汇水面积及汇水量计算，进行截水和排水

工程设计。

11.1.7 高陡边坡防护工程的施工脚手架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项设计计算，并按规定要求组织

专家评审。设计时应考虑设备自重及施工动荷载，进行脚手架荷载验算，根据验算结果设置合理的杆件

规格、间距、组合方式，布设加强件，并应符合 JGJ 130 等相关规范的要求。

11.1.8 对矿山生态环境条件复杂，破坏后果严重的边坡，应通过定量计算评价边坡稳定性，对工程结

构构造设计进行力学计算，组织专门论证。

11.2 边坡工程防护形式

11.2.1 边坡防护结构形式设计应依据边坡类型及边坡破坏特征确定。主要边坡防护形式见表 30。

11.2.2 边坡防护工程结构选型应考虑各种作用因素，可采用单一或不同防护结构组合形式。

11.2.3 下列边坡防护工程设计应组织专家论证或审查：

a） 岩质边坡高度大于 30 m，土质边坡高度大于 15 m。

b） 生态环境条件复杂，稳定性差。

c） 边坡由外倾软弱结构面控制。

d） 边坡防护工程等级为二级及以上，边坡临近重要建（构）筑物，失稳破坏后果严重。

e） 边坡处于岩溶发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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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主要边坡防护形式

边坡类型 边坡破坏特征 主要边坡防护形式

土质边坡

浅层滑移 抗滑桩、锚杆格构、挡土墙、削坡减载

坡面水流冲蚀 砌体护坡、锚杆格构、生态防护、截排水

渗透变形 地表排水、地下排水、防渗反滤

岸坡冲蚀 锚杆格构、砌体护坡、格宾支护

岩质边坡

浅层滑移或崩塌 抗滑桩、预应力锚杆（索）、格构、肋梁、挡土墙

岩体风化剥落 喷锚网、柔性防护网、生态防护、砌体护坡、锚杆格构

局部掉块或滚石 柔性防护网、锚杆格构、削坡减载

冲蚀 砌体护坡、柔性防护网、喷锚防护、截排水

岩块崩落 柔性防护网、喷锚网、肋梁支撑、锚杆格构、削坡减载

f） 地下存在采空区或巷道。

g） 采用新结构和新技术的工程等级为一、二级的边坡防护工程。

h） 边坡修复后有特殊使用要求。

11.3 边坡防护工程设计原则

11.3.1 边坡防护工程设计应通过技术经济方案比较，选择合理的治理方案和工程措施。在确保工程安

全的前提下，采用最优方案，最少投资，最短工期。

11.3.2 先调查、勘查后设计。依调查、勘查确定的边坡防护范围、坡体基本特征、生态环境条件、坡

体变形情况、危害对象等因素确定边坡防护工程的范围，评价边坡的稳定性。

11.3.3 边坡防护工程设计应包括边坡防护结构选型、平面及立面布置、设计计算与验算、构造设计等，

并对防护工程监测进行设计。

11.3.4 边坡防护工程结构承载能力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边坡防护结构最大承载力或不适于继续承载的变形与局部变形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设

计要求。

b） 边坡防护结构和边坡或邻近建（构）筑物的变形或耐久性应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计要求。

11.3.5 地震区边坡防护工程应按下列原则考虑地震作用的影响：

a） 边坡防护工程抗震设防烈度为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确定的本地区地震基本烈度，且不低于受

保护建（构）筑物的抗震设防烈度。

b） 抗震设防的边坡防护工程，其地震作用计算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抗震设防烈度为Ⅵ度

及以下的地区，边坡防护工程结构可不进行地震作用计算，但应采取抗震构造措施；抗震设防

烈度大于Ⅵ度的地区，边坡防护工程结构应进行地震作用计算，临时性边坡不作抗震作用计算。

c） 边坡防护结构和锚杆（索）外锚头等，应按抗震设防烈度要求采取相应的抗震构造措施。

d） 抗震设防区的边坡防护结构或构件承载能力应按地震工况进行验算。

11.3.6 边坡防护结构设计时应进行下列计算和验算：

a） 边坡防护结构及基础的抗压、抗弯、抗剪、局部抗压承载力、地基承载力计算。

b） 锚杆（索）锚固体的抗拔力和挡土墙基础的地基承载力验算。

c） 边坡防护结构整体或局部稳定性验算。

d） 对变形有较高要求的边坡防护工程应结合当地经验进行变形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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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削坡减载

11.4.1 一般规定

11.4.1.1 削坡减载应具备工程施工条件，以工程安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最大限度的降低对生态

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破坏为前提，经相关主管部门许可。

11.4.1.2 根据边坡工程地质条件和治理目标，确定削坡减载范围和设计技术参数，合理设计坡面截排

水系统，为边坡植被恢复及水土保持打好基础。

11.4.1.3 当具备放坡条件、无不良地质作用且不会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时，边坡治理宜优先

采用削坡减载工程措施。削坡减载工程一般包括坡体减载、降低坡度、浅表层变形体清除等。削坡减载

后的边坡应有利于植被恢复。

11.4.1.4 削坡减载工程应结合排水、防冲刷、植被恢复等措施进行设计。

11.4.1.5 削坡减载工程设计应确定削坡区范围、开口线位置（控制点坐标）及标高、削坡坡率、分层、

分段、分级高度、平台高程及宽度、削坡后的坡脚线、坡脚高程等。沿开挖面走向坡面宜平顺，不得有

棱角或较小转弯半径。

11.4.1.6 滑坡、崩塌区边坡削坡减载工程等级应与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级一致。滑坡、崩塌地质灾害

防治工程等级划分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 4.2.15 a）表 1。

11.4.1.7 对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复杂、坡体有软弱结构面或软弱夹层以及削坡减载对相邻建（构）

筑物有不利影响或削坡减载不能有效改善边坡稳定性的边坡，不应单独采用削坡减载，应与其他工程措

施结合使用。下列情形不宜直接或单独采用削坡减载工程措施。

a） 牵引式滑坡。

b） 滑面后缘段较短且主滑段倾角较小的滑坡。

c） 大型及以上滑坡、崩塌。

11.4.1.8 削坡减载工程设计应在边坡稳定性计算评价和验算后进行。边坡稳定性计算荷载组合、工况

及稳定性计算与评价可参照 8.11.5 及相关规范。削坡减载后滑坡、崩塌及削坡边坡稳定性安全系数应

不低于防护工程等级确定的稳定安全系数（表 27）。

11.4.1.9 对削坡影响范围内道路、建（构）筑物、公共设施等应设置护脚墙、消能平台、落石槽、防

护栏、拦石堤或被动防护网等拦挡安全防护措施。

11.4.1.10 削坡后的弃土（石）不应随意堆放，应就近利用或及时运至指定地点堆放稳定，严禁在潜

在滑塌、崩塌区堆载，不得占用耕地和堵塞河道，不影响地表水排泄。应优先考虑弃土（石）的利用。

11.4.1.11 开挖面应及时进行防护，不宜长期暴露。雨天不宜进行施工，应采用彩条布、塑料薄膜、

喷射水泥砂浆或砂（土）袋等对开挖面进行临时防护。

11.4.1.12 削坡后应清除坡面松散的岩土体，对暴露的裂缝可采用水泥浆灌注、非膨胀性黏土封填或

混凝土封闭等方法处理。

11.4.1.13 削坡过程中应及时检查开挖坡面，自上而下每开挖 4 m～5 m 检查一次，对于异形坡面应加

密检查频率。根据检查结果及时调整改进施工工艺和措施。

11.4.1.14 削坡过程中应及时对临时垮塌采取支挡措施，保护相邻非削坡区坡体的稳定。顺向坡开挖

应及时做好支护加固，稳定性差的危岩体、楔形体应优先清除。

11.4.1.15 崩塌、滑坡灾害区采用爆破削坡减载工程措施应进行专项设计，并组织技术论证。

11.4.2 削坡减载范围

11.4.2.1 削坡减载范围应根据地质灾害体类型、岩土物质组成及其性质、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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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面特征、稳定状况、破坏模式和削坡减载方式等综合确定。

11.4.2.2 削坡减载范围应先进行初步确定，再根据边坡防治工程稳定性和安全性的要求，通过分析和

计算，综合确定削坡减载的最终范围。

11.4.2.3 削坡减载范围一般选择在滑坡体、崩塌体的中、后部或主滑段；削坡减载部位可通过计算下

滑力与阻滑力来确定，选择下滑力大于阻滑力或下滑力与阻滑力相近块体以上部位作为削坡减载区域。

11.4.2.4 不应在滑坡的抗滑段削坡开挖，宜削减滑坡中后缘推力形成区段，不应削减滑坡中前缘反压

段。削坡应减缓坡比，减小滑坡推力，提高滑坡稳定性，滑坡削坡适用范围如下：

a） 滑坡后壁及两侧坡体稳定，不因削坡引起新的坡体变形。

b） 主滑段及牵引段后缘较陡，前缘较缓，呈上陡下缓的滑面，前缘可采用压脚阻滑的牵引式滑坡。

c） 滑体厚度大，采用抗滑桩及锚固等施工技术难以达到防治要求。

d） 稳定性差且变形强烈的滑坡。

11.4.2.5 削坡减载部位根据计算的稳定坡率确定，一般宜选择地形坡度由缓变陡的部位。

11.4.2.6 浅表层变形岩土体、危岩可直接进行削坡清除。

11.4.2.7 削坡范围控制在对坡体稳定性有影响的范围内，确保滑坡体、崩塌体后缘边界稳定。

11.4.3 削坡断面与坡率

11.4.3.1 削坡断面应根据削坡目的、削坡方式、削坡体规模、灾害体类型及削坡高度等确定。

11.4.3.2 削坡减载从上至下分层、分段进行，逐级开挖，分级放坡。针对边坡灾害体特征及其稳定性，

合理安排削坡减载先后次序。

11.4.3.3 削坡断面一般设计成阶梯形或折线形，对坡高不超过 8 m 的土质边坡和不超过 15 m 的岩质

边坡可采用一坡式断面进行削坡。

11.4.3.4 对削坡坡高超过 8 m 的土质边坡和超过 15 m 的岩质边坡，宜分级削坡。土质边坡每级高度

不宜超过 8 m，岩质边坡每级高度不宜超过 15 m。在分级及变坡率处应设置平台，软硬相间的岩石边坡，

平台宜设于软岩层顶面处；平台宽度以满足边坡稳定、施工便利和利于后期绿化为原则，土质边坡平台

宽度宜为 4 m～5 m，岩质边坡平台宽度宜为 3 m～5 m。平台宽度可根据机械作业及生态修复工程需要

适当调整。

11.4.3.5 削坡宜采取同坡比的直线坡；坡高较大采用不同坡比时，宜采取上缓下陡的坡比。削坡区坡

顶及侧边界应与稳定的坡体相衔接，不得形成陡坎，应保证边侧坡体的稳定。

11.4.3.6 削坡坡率宜根据类似工程经验确定。土质均匀、地下水贫乏、无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环境条

件简单时，土质边坡坡率允许值可按表 31 确定；对无外倾软弱结构面的岩质边坡，削坡坡率可按表 32

确定。

11.4.3.7 工程需设置临时性挖方边坡的，坡率根据其岩土性质参照表 31 或表 32 取值。

11.4.3.8 当有下列条件时，削坡坡率允许值应通过稳定性分析计算确定：

a） 土质边坡坡高超过 10 m、岩质边坡坡高超过 25 m。

b） 边坡岩土为软土、膨胀岩土等特殊性岩土。

c） 地下水发育。

d） 有倾向坡外软弱结构面或呈散体状的岩质边坡。

e） 在边坡影响范围内，有较大荷载的边坡。

11.4.3.9 削坡量可根据削坡断面，采用方格网法、横断面法、三角网法、平均高程法等方法进行计算；

也可根据无人机测量获取的高精度数字地形模型（DTM）以削坡前后空间体积之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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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土质边坡坡率允许值

土的类别 密实度或状态
边坡高度 H /m

H ＜5 5≤ H ＜10

碎石土

密实 1∶0.35～1∶0.50 1∶0.50～1∶0.75

中密 1∶0.50～1∶0.75 1∶0.75～1∶1.00

稍密 1∶0.75～1∶1.00 1∶1.00～1∶1.25

粉土（地下水位以上） 稍湿 1∶1.00～1∶1.25 1∶1.25～1∶1.50

老黏性土
坚硬 1∶0.75～1∶1.00 1∶1.00～1∶1.50

硬塑 1∶1.00～1∶1.50 1∶1.50～1∶2.00

一般黏性土 可塑 1∶1.25～1∶2.00 1∶2.00～1∶3.00

注 1：本表中碎石土的充填物为坚硬或硬塑状的黏性土。

注 2：砂土或充填物为砂土的碎石土，其边坡允许坡率值按自然休止角确定。

表 32 岩质边坡允许坡率参考值

边坡岩体类型 风化程度
边坡高度 H /m

H ＜8 8≤ H ＜15 15≤ H ＜25

Ⅰ类
未（微）风化 1∶0.00～1∶0.10 1∶0.10～1∶0.15 1∶0.15～1∶0.25

中等风化 1∶0.10～1∶0.15 1∶0.15～1∶0.25 1∶0.25～1∶0.35

Ⅱ类
未（微）风化 1∶0.10～1∶0.15 1∶0.15～1∶0.25 1∶0.25～1∶0.35

中等风化 1∶0.15～1∶0.25 1∶0.25～1∶0.35 1∶0.35～1∶0.50

Ⅲ类
未（微）风化 1∶0.25～1∶0.35 1∶0.35～1∶0.50

中等风化 1∶0.35～1∶0.50 1∶0.50～1∶0.75

Ⅳ类
中等风化 1∶0.50～1∶0.75 1∶0.75～1∶1.00

强风化 1∶0.75～1∶1.00

注 1：边坡岩体类型、风化程度划分依据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B表 B.6、表 B.10。

注 2：Ⅳ类强风化包括各类风化程度的极软岩。

注 3：全风化岩体可按土质边坡坡率取值。

11.4.4 人工及机械削坡

土、软岩和强风化岩边坡削坡可采用机械或人工开挖。小规模危石可用人工开挖清除，亦可采用机

械和人工开挖相结合方法。机械开挖预留厚度不宜小于 20 cm，最终由人工开挖至设计坡面。

11.4.5 爆破削坡

11.4.5.1 爆破削坡适用于硬质岩体（饱和单轴抗压强度≥30 MPa）边坡，包括危岩体、岩质滑坡及边

坡中硬质岩层的削坡开挖等。岩石坚硬程度划分可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 表 B.9。

11.4.5.2 崩塌（危岩体）爆破削坡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a） 滑移式崩塌（危岩体）爆破削坡应按由上往下、由外及里的施工顺序，分段进行台阶式爆破，

应控制单次爆破强度，不得因爆破触发崩塌（危岩体）整体滑移。

b） 倾倒式崩塌（危岩体）爆破削坡应采用先外层后内层的逐层剥离方式。

c） 坠落式崩塌（危岩体）爆破削坡可直接对坠落体进行爆破清除，宜先清除后缘有陡倾裂隙的危

岩体。

d） 终了边坡宜采用光面爆破或静态爆破，尽可能保持终了坡面岩体完整、密实、平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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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3 爆破削坡应根据岩体性质、削坡范围及厚度、周边环境条件等选择合适的爆破方法，评估爆

破振动对坡体稳定性的影响和爆破飞石、滚石对周围环境的危害。进行爆破试验和监测，取得合理的爆

破参数，编制爆破施工设计。对飞石、滚石影响范围和对象，设置安全防护系统。采取可靠措施对爆破

削坡可能产生的飞石、滚石及振动等进行有效防护，保证保护对象的安全。

11.4.5.4 爆破削坡工程设计可参照 GB 50201、JTG D30 等相关标准执行。

11.4.6 清坡

11.4.6.1 对边坡（含原始边坡或削坡后的边坡）上的表层不稳定岩土体采用人工结合机械清坡，排除

坡面不稳定或稳定性差的岩土体。

11.4.6.2 对坡顶转角和坡面突出的岩体棱角进行修整，使之呈弧形状，坡面基本平整。

11.4.6.3 对边坡上无法清除的危岩，可采取支撑、加固或锚固等措施，确保边坡安全。

11.5 回填压脚

11.5.1 一般规定

11.5.1.1 回填压脚工程适用于坡脚有充足的回填场地。

11.5.1.2 回填压脚工程设计应包含断面设计、边坡和回填体稳定性计算、填筑材料与填筑标准、排水、

地基处理、边坡防护、护脚工程、施工与检测、监测等内容。

11.5.1.3 回填体各部位的结构与尺寸，应经边坡稳定性计算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11.5.1.4 填筑材料的选择应根据其类别、性质、质量、数量和挖方条件等确定。

11.5.1.5 回填体设计参数取值宜通过现场试验确定。

11.5.1.6 回填压脚工程边坡稳定性评价与计算采用的稳定荷载、强度标准及设计安全系数可参照

8.11.2.5 的规定。

11.5.1.7 回填压脚边坡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回填压脚边坡稳定性包括回填压脚后边坡整体稳定性、回填体边坡稳定性和整治过程中形成的

其他边坡的稳定性。

b） 回填压脚后边坡整体抗滑稳定性和整治过程中形成的其他边坡稳定性计算可参照附录 F.1。

c） 回填体的重度值宜以现场大容重试验确定，试验点数不宜少于 3 处。若现场试验数据获取困难，

可参照地区或工程经验取值。

11.5.1.8 回填体抗滑移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滑坡推力一般按传递系数法进行计算，设计剩余下滑力可按附录 F.1 确定。

b） 回填体抗滑移稳定计算与试验参照附录 H.1。

c） 在进行回填体稳定性计算时，应考虑现场回填材料重度值与设计回填体重度值的差异变化，当

无试验资料和缺少当地经验时，稳定性计算采用的重度值可由设计回填体重度值乘以 0.85～

0.95 的折减系数。

11.5.1.9 回填体基底应稳定、密实，满足地基承载力要求，边坡应根据工程需要采取护坡、护脚措施。

11.5.1.10 根据边坡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合理设计反滤层及排截水系统。

11.5.1.11 库（江）水位变动带的回填压脚应对回填体进行地下水渗流和库岸冲刷处理，设置反滤层，

进行防冲刷护坡。

11.5.2 断面设计

11.5.2.1 回填体宜布置在坡脚或滑坡体剪出口及其外侧一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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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2 对回填后的坡体须按新的几何形状进行稳定性验算，宽度和长度范围可根据滑坡体稳定性试

算确定。

11.5.2.3 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工程地质条件，结合工程经验，回填体边坡应选择适当的断面形式和边

坡坡度，回填体高度大于 6.0 m 时宜分台阶，台阶宽度不宜小于 2.0 m。

11.5.2.4 填土边坡的稳定坡率受填土的高度、厚度和填土颗粒级配及压实度等控制，应根据边坡稳定

性计算结果，结合现场试验或地区经验确定。一般不宜大于 25°。

11.5.2.5 回填体顶部应设置反压平台，平台宽度不宜小于回填体高度。

11.5.3 填筑材料与标准

11.5.3.1 下列土不宜用作填筑材料，如果确需使用，应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

a） 淤泥类土、冻土、红黏土、膨胀土、有机土（有机含量应大于 5%）及易溶盐超过 0.3%的特殊

类土。

b） 黏性土、粉细砂、粉土等细粒土不宜直接用于涉水地段回填，若确需采用，需设置坡面防冲刷

工程措施。

c） 非涉水段黏性土、粉土等细粒土用作填筑材料时，需设置渗水层、排水盲沟等坡内排水工程。

11.5.3.2 填筑材料应优先采用级配较好的砾类土、砂类土等粗粒土，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50 mm，含泥

量不应大于 5%。回填材料采用细砂时应掺入碎石和卵石。回填材料为巨砾混合土时，粒径不大于分层

铺土厚度的 2/3。回填材料为土工合成材料时应满足 GB/T 50290 相关要求。石料丰富地区，可采用块

石或格宾石笼作为填筑材料。

11.5.3.3 回填土料应尽量采用同类土回填，当采用性质不同的土回填时，应按土类水平分层、分段铺

填，宜将透水性较大的土层置于透水性较小的土层之下，分层压实；同一水平层应采用同一填料，不得

混合填筑，应分别进行碾压试验。

11.5.3.4 回填压脚材料为黏性土、粉土等细粒土时，应以压实度作为填筑质量的控制指标。其前缘一

定范围内，压实度不低于 90%，其余部分压实度不低于 80%。

11.5.3.5 细粒土填料的含水率应根据土料性质、填筑部位、气候条件和施工机械等情况，控制在最优

含水率的±3%偏差范围内。当含水率过高时，应采取晾晒或掺入石灰、水泥、粉煤灰等材料进行处置，

并符合 JTG D30 的要求。土的最优含水率宜通过击实试验确定，当无试验资料和缺少当地经验时，其最

优含水率可参照表 33 选用。有特殊用途和性质特殊填料含水率应另行确定。

表 33 常用回填材料密度、最优含水率参考值

回填材料种类
密度取值范围

/g·cm
-3 最优含水率/% 回填材料种类

密度取值范围

/g·cm
-3 最优含水率/%

黏土 1.27～1.67 15～25 砂砾土 1.48～2.14 6～11

粉质黏土 1.48～1.92 12～15 碎石（卵石） 1.60～2.40

粉土 1.30～1.77 16～22 宾格石笼 2.00～2.50

砂土 1.44～1.83 8～12

注 1：黏土、粉质黏土、粉土回填压实度大于 90%时，密度参考值取高值，反之取低值；

注 2：砂土、砂砾土相对密度大于 0.75 时，密度参考值取高值，反之取低值；

注 3：碎石（卵石）、宾格石笼孔隙率小于 24%时，密度参考值取较高值，反之取较低值。

11.5.3.6 砂土作为回填压脚材料时应以相对密度作为填筑质量的控制指标，相对密度不宜低于 0.6，

作为反滤料时，相对密度不宜低于 0.7。

11.5.3.7 采用碎石土回填时应满足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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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碎石土中碎石粒径小于 8 cm，碎石含量 30%～80%。碎石土最优含水率应经现场碾压试验确定，

含水率与最优含水率误差小于±3%。

b） 碎石土应碾压，无法碾压时应夯实，距表层 0 cm～80 cm 填料压实度≥93%，距表层 80 cm 以

下填料压实度≥90%。

c） 孔隙率不宜大于 30%。

11.5.3.8 块石土填筑宜采用地基系数和孔隙率作为填筑质量控制指标，地基系数（ 30K ）不小于 120

MPa/m，孔隙率不宜大于 30%，块径不宜超过 300 mm；当采用软岩、风化岩块石或格宾石笼填筑时，填

充块石重度不宜小于 20 kN/m
3
，孔隙率不宜大于 35%。

11.5.3.9 回填材料压实密度的大小根据工程结构、使用要求及土的性质等综合确定。常用回填材料密

度应通过现场压实试验取得，当无试验资料和缺少当地经验时，其密度参考值可参照表 33 选用。

11.5.3.10 填料在夯实（碾压）前应先进行击实试验、碾压试验（击实试验、碾压试验技术要求参照

本文件第 3 部分：施工与监理附录 C），获得符合密实度要求条件下的最优含水率与最少夯实（碾压）

遍数。分层回填与压实应满足下列规定：

a） 人工分层回填夯实。适用于机械施工局部不能到位或有特殊要求的部位，人工夯实分层厚度

不宜大于 200 mm，用打夯机夯实时宜控制在 200 mm 以内。每层应夯实 3～4 遍。

b） 机械分层回填与碾压包括平碾、羊足碾、振动搌、履带式推土机、铲运机及加载气胎碾等，分

层铺土厚度和压实遍数参考值参见表 34。

表 34 分层厚度与压实遍数参考值

压实机具 每层铺土厚度/mm 每层压实遍数 压实机具 每层铺土厚度/mm 每层压实遍数

平碾（8t～12 t） 200～300 6～8 履带式推土机 200～300 6～8

羊足碾（5t～16 t） 200～350 8～16 铲运机 250～300 8～16

振动碾（8t～15t） 300～500 6～8 加载气胎碾 250～400 6～8

c） 分段施工时采用边坡搭接，每层搭接位置应错开 0.5 m～1.0 m，搭接处应振压密实；基底存

在软弱土层时，应在与土面接触处先铺一层 150 mm～300 mm 细砂层或土工织物；分层施工时，

下层经压实系数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上一层施工。

11.5.3.11 加筋土作为回填压脚材料，兼有回填压脚和护坡功能。加筋土材料可由面板、填料及埋在

填料内具有一定抗拉强度并与面板相连接的拉筋组成。加筋材料材质分为土工格栅、聚丙烯土工带、金

属带、CAT 钢筋塑复合材料等，其设计应符合 GB 50330、JTG D30 等相关规范要求。

11.5.4 回填体基面及反压坡面处理

11.5.4.1 回填体基面及反压坡面应在填筑前进行处理，且符合下列要求：

a） 回填前应清除地表浮土、腐殖土、草皮、树根等杂物。

b） 当回填体基面坡比小于 1∶5 时，可设置抗滑齿或抗滑槽，当坡比大于 1∶5 时，应将坡面松软

土清除，将基底开挖成台阶。

c） 当基底为松土时应对基面进行分层碾压夯实，或对基层作换填或加固处理。

d） 当基岩面上的覆盖层较薄时，宜先清除覆盖层再挖台阶，当覆盖层较厚且稳定时，可予保留，

在原地面挖台阶后再实施回填。

e） 填坡区坡比较陡、坡高较大时，宜采用加筋土形式。局部的凹坑凹槽宜采用砌石或混凝土填坡。

f） 回填体基础面及其下伏部位存在软弱层时，应进行加固处理。

11.5.4.2 回填体基面纵坡坡率陡于 1∶2.5 地段，应验算回填土体整体沿基底及基底下软弱层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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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11.5.5 排水设计

11.5.5.1 填坡坡面及坡体应有较好的排水功能，坡面若有地下水渗出，应设置盲沟将地下水引出填坡

区外。填坡体应能顺利排水，否则应设置人工排水层。

11.5.5.2 回填体排水设计应服从灾害体排水设计的总体布置，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11.5.5.3 地表排水系统的布置、排水沟的尺寸和纵坡应由计算确定。平台排水沟宜设于平台内侧。竖

向排水沟宜按 50 m～100 m 间距设置。

11.5.5.4 地表排水系统须满足以下要求：

a） 能自由地向坡体外排出全部渗水。

b） 应按反滤要求设计。

c） 便于观察和维护。

11.5.5.5 当回填体的填料以渗透性差的黏性土为主时，应在回填体内布设排水渗层、排水盲沟，组成

坡内排水系统，使回填体内的地下水排泄顺畅。排水渗层为级配碎石，外倾 5°，厚度 300 mm～500 mm，

排水渗层垂直间距 5 m～8 m。排水盲沟的纵坡不宜小于 1%，出水口处应加大纵坡并应高出地面不小于

0.2 m。渗层宜根据边坡渗水情况网格状分布。

11.5.5.6 寒冷地区的盲沟应作防冻保温处理或将盲沟设置在冻结深度以下。

11.5.5.7 当反压坡面、回填体基面有地下水出路点时，应布置盲沟将地下水引出。

11.5.5.8 在滑坡剪出口、边坡可能的富水部位设排水渗层、排水盲沟，防止坡体积水。

11.5.6 反滤层设计

11.5.6.1 反滤层设计应确定被保护土的控制粒径、反滤层的等效粒径、不均匀系数 uC（为限制粒径 60d
与有效粒径 10d 之比值）等。计算反滤层的级配、层数和厚度。

11.5.6.2 为保证砂石反滤层的“滤土”和“排水”功能，反滤层应满足下列条件：

a） 被保护土层不发生渗透变形，反滤层某一颗粒不应穿过相邻的粒径较大层的孔隙，反滤料本身

应为非管涌材料。

b） 每一层内的颗粒不应发生移动。

c） 允许颗粒含量低于 5%的小于 0.1 mm 粒径的小颗粒被渗流带走，不影响边坡岩土体骨架稳定，

但不得堵塞反滤层孔隙。

d） 组成反滤层的砂石颗粒应具有耐久性，不会因冻融、生物及化学物质的侵蚀而改变反滤层性质。

e） 组成反滤层的砂石颗粒应是清洁的无粘性颗粒，不得含有杂草等易腐烂物质而导致滤层堵塞。

11.5.6.3 排水渗层、排水盲沟侧壁及顶部应设置反滤层，底部应设置封闭层；迎水侧可采用砂砾石、

无砂混凝土、渗水土工织物作反滤层。反滤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质地致密，抗水性和抗风化性能满足工程要求。

b） 具有要求的级配。

c） 具有要求的透水性。

d） 反滤料中粒径小于 0.075 mm 的颗粒含量应小于 5%。

11.5.6.4 反滤料可利用天然或经过筛选的砂砾石料，也可采用块石、砾石破碎或天然和破碎的掺合料。

11.5.6.5 反滤料的填筑标准应以相对密度为设计控制指标，反滤料的相对密度不宜低于 0.7。

11.5.6.6 反滤层设计包括被保护土、回填料和料场砂砾料的颗粒级配，根据反滤层设置的部位确定反

滤层的类型，计算反滤层的级配、层数和厚度。反滤层的级配和层数设计应按附录 H.2 计算。

11.5.6.7 反滤层每层的厚度应根据材料的级配、料源、用途、施工方法等综合确定。人工施工时，水

https://baike.so.com/doc/310167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1020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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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滤层的最小厚度可采用 0.3 m，垂直或倾斜反滤层的最小厚度可采用 0.5 m；采用机械施工时，最

小厚度应根据施工方法确定。

11.5.6.8 采用土工织物作反滤料时，应按 GB/T 50290 规定进行设计。

11.5.7 坡面防护

11.5.7.1 坡面护面宜优先采用灌草类植物护坡

11.5.7.2 受水流冲刷或风浪作用强烈的部位，临水侧坡面可采用砌石、混凝土等护面形式。

11.5.8 护脚工程

11.5.8.1 回填体边坡坡脚宜设护脚工程。

11.5.8.2 护脚部分可采用挡墙，一般情况下挡墙高度不超过 2.0 m，基础应嵌入稳定地层。

11.5.8.3 临水护脚部分的结构形式应根据岸坡地形地质情况、水流条件和材料来源，采用砌石、宾格

石笼、混凝土块体等支护或抛石等防冲刷措施。当回填体被洪水淹脚和冲刷时，可采用抛石护脚。

11.5.8.4 抛石粒径应根据水深、流速情况，按有关规定计算或根据已建工程分析确定。在水流作用下，

防护工程护面、护脚块石保持稳定的抗冲粒径（折算粒径）可按公式（11）、公式（12）计算：

ws

2
wwCd






v

（11）

d
6

W ss 
 （12）

式中：

d——折算粒径（m），按球形折算；

C——石块运动的稳定系数，水平底坡取 0.035，倾斜底坡取 0.063；

sW ——石块重量（kN）；

wv ——水流流速（m/s）；

s ——石块的重度（kN/m
3
）；

w ——水的重度（kN/m
3
）。

11.5.8.5 抛石边坡坡度视水深、流速和波浪情况而定，不应陡于所抛石料浸水后的天然休止角。抛石

边坡坡度取值可参照表 35。

表 35 抛石边坡坡比参考值

水文条件 边坡坡比

水浅，流速较小 1∶1.25～1∶2

水深 2 m～6 m，流速较大 1∶2～1∶3

水深大于 6 m，水流速度急 ＜1∶2

11.5.8.6 抛石厚度一般为块径的 3～4 倍，用大块径时，不应小于块径的 2倍。为使洪水下降后填筑

体本身迅速排水，减少边坡填土被冲淘，应在抛石后面设置反滤层。

11.5.8.7 抛石的范围应延伸到深泓线，应满足河床最大冲刷深度要求。

11.5.8.8 抛石保护层需深入河床并延伸到河底一段。在主流逼近凹岸的河势情况下，抛石护底宽度需

超过冲刷最深的位置。

11.5.8.9 抛石质量要求：

a） 石质坚硬，遇水不易水解，饱和单轴抗压强度宜大于 40 MPa，软化系数应大于 0.7，重度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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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26 kN/m
3
。

b） 不允许使用块径小于 250 mm 的片状石块。

11.6 锚杆（索）

11.6.1 一般规定

11.6.1.1 锚杆（索）设计应根据岩土体工程地质条件、防护要求和施工条件选择适宜的锚杆（索）类

型和技术参数。

11.6.1.2 锚索常用类型包括全长粘结锚索、自由锚索和压力分散型锚索。压力分散型锚索主要用于锚

固段位于土层及软弱破碎岩层。常用锚索结构参见附录 I.1。

11.6.1.3 锚杆常用类型包括普通水泥砂浆锚杆、中空注浆锚杆、自钻式中空注浆锚杆和纤维增强塑料

锚杆等。锚杆杆体的组成、工作特性与适用条件以及结构参数与力学性能应符合 GB 50086-2015 第 5

章的相关规定。

11.6.1.4 堆积层或土质不稳定岩土体，锚杆（索）宜与抗滑桩、钢筋混凝土格构组合使用。

11.6.1.5 预应力锚索施加预应力时，被加固的结构和岩土层位移应控制在容许的范围内。

11.6.1.6 锚杆（索）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采用新型结构的锚杆（索）或锚杆（索）用于无锚固经验的地层中时，在使用前应进行锚杆

（索）拉拔试验。锚杆（索）试验要求参照本文件第 3部分：施工与监理附录 D。

b） 新型结构锚杆（索）试验数量不应少于 3根。

c） 对于无锚固经验地层的基本试验，每一种地层试验数量不应少于 3 根。

d） 工程等级为三级的防治工程，试验数量不应少于锚杆（索）总量的 3%且应不小于 3根。

e） 工程等级为二级以上的防治工程，试验数量应不少于锚杆（索）总量的 5%，且不少于 3根。

f） 用于强风化的泥质页岩、节理裂隙发育且充填有黏性土的岩体和塑性指数 PI ＞17 的土层中的

锚杆（索），均应通过蠕变试验的方法确定锚杆（索）的极限承载力，锚杆（索）的试验数量

不少于 3根。

11.6.2 锚索

11.6.2.1 设计计算

11.6.2.1.1 锚索设计包括锚索结构选型、锚固范围与深度、锚固长度、锚固力大小、间距和排距、钢

绞线强度级别和数量、锚索防腐措施以及锚索钻孔、注浆、张拉、锁定等内容。

11.6.2.1.2 当不稳定岩土体性质为岩质且结构完整时，锚索锁定预应力值宜为设计锚固力的 100%；

当不稳定岩土体蠕滑明显，采用预应力锚索与抗滑桩组合结构时，锚索锁定预应力值宜为设计锚固力的

50%～80%；当不稳定岩土体为倾倒崩滑时，锚索锁定预应力值宜为设计锚固力的 30%～70%。

11.6.2.1.3 对于工程等级为一级、规模较大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宜采用现场破坏性拉拔试验确定锚

索的极限承载力和锚固段长度，拉拔试验的锚索数量不少于 3 根。

11.6.2.1.4 锚固段长度可通过注浆体与钻孔界面和注浆体与锚索界面二种情况计算确定，并取其中较

大值。也可通过工程类比或根据拉拔试验结果确定。注浆体与锚索界面的锚固段长度应按公式（13）计

算，注浆体与钻孔界面的锚固段长度应按照公式（14）进行计算：

aL ≥
ms

kb

dfn
TF


（13）

bL ≥
mg

kb

Df
TF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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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L ——注浆体与锚索界面的锚固段长度（mm）；

bL ——注浆体与钻孔界面的锚固段长度（mm）；

bF ——锚索锚固体抗拔安全系数，取值参见附录 I.2.1；

kT ——锚索设计锚固力（N）；

n——锚索钢绞线根数（根）；

d——锚索钢绞线直径（mm）；

msf ——注浆体与锚索界面粘结强度设计值（MPa），取值参见附录 I.2.2；

mgf ——岩、土体中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MPa），取值参见附录 I.2.3、附录

I.2.4；

D——锚索锚固段钻孔直径（mm）。

11.6.2.1.5 岩体中的锚索应满足以下规定：

a） 当锚索设计锚固力＜500 kN 时，内锚固段应穿过滑带不小于 1.0 m，长度不小于 3.0 m。

b） 当锚索设计锚固力≥500 kN 时，内锚固段应穿过滑带不小于 1.5 m，长度不小于 3.5 m。

c） 锚索最大内锚固段长度不宜超过 8.0 m。

11.6.2.1.6 土体中的锚索内锚固段应穿过滑带不小于 2.0 m，长度不小于 3.0 m 且宜大于 10.0 m。

11.6.2.1.7 锚固段应设置在稳定的地层中，自由段长度应大于 5.0 m，且应超过滑移面或潜在滑移面

1.0 m～1.5 m。

11.6.2.1.8 不稳定岩土体上部第一排锚索锚固段上覆地层厚度不应小于 5.0 m。

11.6.2.1.9 预应力锚索设计锚固力的确定可分为下列两种情况：

a） 岩质滑坡。根据极限平衡法进行计算，应考虑预应力沿滑面施加的抗滑力和垂直滑面施加的法

向阻滑力。

b） 堆积层（包括土质）滑坡。滑坡推力应按滑面形状，参照附录 F.1 选用相应的计算公式。若采

用不平衡推力传递法进行计算时，可仅考虑预应力锚索沿滑面切向施加的抗滑力，不考虑垂直

滑面产生的法向阻滑力。

11.6.2.1.10 单元锚索预应力钢绞线根数应按公式（15）确定：

mm

kb

F
TFn






（15）

式中：

n——组成锚索的钢绞线根数（根）；

bF ——锚索锚固体抗拔安全系数，取值参见附录 I.2.1；

kT ——锚索设计锚固力（N）；

m ——锚具效率系数，一般取 0.95；

mF ——单根钢绞线的最大抗拔力（N）。

11.6.2.1.11 压力分散型锚索内锚固段长度可按公式（13）计算，锚索锚固段注浆体承压面积应按公

式（16）验算：

dpTF ≤ cpmp fAAA /35.1 （16）

式中：

pF ——锚索锚固注浆体局部抗压安全系数，按照工程安全等级取 pF =1.5～2.0；

dT ——锚索的设计锚固力值（N）；

pA ——单元锚索承载体与锚固段注浆体横截面净接触面积（mm
2
）；为受压面积中扣除孔道部分的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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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锚固段注浆体横截面积（mm
2
）；

 ——有侧限锚固段注浆体强度增大系数，由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 =1.0；

cf ——锚固段注浆体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11.6.2.1.12 锚固角宜设置在±10°范围之外。当锚固角设置在±10°范围之内时，应采用专门止浆

措施确保锚索注浆体饱满连续。

11.6.2.1.13 锚索设计锚固力小于 1500 kN 时，锚索间距不宜小于 3 m；锚索设计锚固力大于 1500 kN

时，锚索间距宜大于 4 m，若间距小于 4 m，应进行群锚效应分析。

11.6.2.1.14 单根锚索设计锚固力不宜大于 3000 kN。

11.6.2.2 构造设计

11.6.2.2.1 锚索钢绞线的使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预应力锚索应采用高强低松弛钢绞线，钢绞线的类型、规格和强度级别符合 GB/T 5224 要求。

b） 根据工程特点和锚索结构型式，可使用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单丝涂覆环氧涂层预应力钢绞

线、环氧涂层七丝预应力钢绞线和大直径多丝钢绞线。

11.6.2.2.2 锚索支架的使用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锚索自由段应设置对中支架，锚索锚固段应使用对中隔离支架。

b） 支架的间距和数量应根据锚索刚度确定，对中支架间距宜为 2.0 m～2.5 m，对中隔离支架间

距宜为 1.5 m～2.0 m。

c） 锚索对中隔离支架应能使钢绞线可靠分离，每股钢绞线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 5 mm，且支架处

锚索的外裹注浆体厚度不应小于 5 mm。

d） 自由段的对中支架应确保支架所在位置处锚索注浆体覆盖层的厚度不小于 10 mm，两相邻支架

中点处锚索或波纹管的注浆体覆盖层厚度不应小于 5 mm。

e） 软弱地层中锚索的对中支架应相应扩大宽度。以免对中支架陷入孔壁地层中。

11.6.2.2.3 波纹管主要用于锚索防腐，宜符合下列要求：

a） 波纹管材料可为高密度聚乙烯树脂（HDPE）或聚丙烯（PP）。

b） 波纹管波峰高度 4 mm～5 mm，波峰间距 30 mm～40 mm。

c） 波纹管的壁厚不应小于 2.5 mm。

11.6.2.2.4 锚具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锚具的型式和规格应根据锚索材料的类型、锚固力大小、锚索受力条件和锚固使用要求选取。

b） 锚索工作期间，需要对锚索预应力进行调节时，应采用可调式锚具。

11.6.2.2.5 锚索的垫墩和垫板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锚索外锚墩基础应具备一定的刚度。

b） 锚索垫墩可选用现场浇筑或预制混凝土垫墩，也可选用钢制垫墩。

c） 垫墩钢筋混凝土强度应大于 C30，最薄处厚度应大于 100 mm。

d） 垫墩底面积应根据地基承载力和锚索设计锚固力大小计算确定。

11.6.2.2.6 锚索注浆体材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锚索注浆体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32.5 MPa 的水泥，压力分散型锚索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42.5 MPa 的水泥。

b） 锚索注浆体宜采用水泥浆，也可采用水泥砂浆，注浆体 28 d 无侧限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30 MPa，

压力分散型锚索注浆体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40 MPa。

c） 注浆体采用水泥浆时，水灰比宜取 0.50～0.55；采用水泥砂浆时，水灰比宜取 0.40～0.45，

灰砂比宜取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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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永久锚索注浆体硫酸盐含量不应超过 4%、氯化物含量不应超过使用水泥重量的 0.1%。

e） 注浆体用水氯化物含量不应超过 0.5%，硫酸盐含量不应超过 0.1%，不应含有糖分或悬浮有机

物质。

f） 注浆体可使用不同类型的外加剂，不宜同时使用多种外加剂。外加剂中氯化物、硫酸盐和硝酸

盐总含量不应超过 0.1%。

g） 在气温 20℃条件下，注浆体拌合后 3 h 的泌水量不应大于其体积的 4%。

h） 注浆施工前应对注浆体 3 d、7 d 和 28 d 无侧限抗压强度增长情况、自由膨胀量、收缩量、泌

水量和凝固时间进行试验和检测，如注浆体的组成成分发生变化，应对其重新试验。

11.6.2.3 锚索防腐

11.6.2.3.1 锚索防腐包括自由段、锚固段和锚头三部分。

11.6.2.3.2 自由段防腐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永久性加固工程的预应力锚索宜选用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制作。

b） 永久性加固工程的锚具应安装防护帽进行防腐蚀保护。

c） 临时性加固工程的预应力锚索，可选用聚乙烯或聚丙烯软塑料管制作钢绞线的隔离防护层，套

管内和钢绞线之间应充填专用防腐润滑脂。

d） 当采用聚乙烯或聚丙烯软塑料管制作钢绞线的隔离防护层时，钢绞线应用防锈剂涂刷防锈层。

e） 当采用聚乙烯或聚丙烯软塑料管制作钢绞线的隔离防护层时，套管接头应用胶带可靠连接，套

管接头和里端头应进行密封处理，防止浆液渗入到套管内。

f） 当采用全长防护锚索或双层防护锚索时，参见附录 I.1 中图 I.3 或 I.4 设置自由段防护套管，

套管的接头部位应连接牢固并使用胶带进行密封。

11.6.2.3.3 锚固段防腐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锚固段的防护套管应使用塑料波纹管，塑料波纹管应符合 11.6.2.2.3 的规定。

b） 锚固段防腐系统可参见图 2。

说明：1——端盖；2——导向帽；3——波纹管；4——对中隔离支架；5——钢绞线；6——内部注浆体；

7——外部注浆体；8——钻孔；9——束线环；10——对中支架；11——密封环；12——PE 钢绞线。

图 2 预应力锚索锚固段防腐示意图

11.6.2.3.4 锚头防腐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对于永久性加固工程的锚索，施工完成后应及时对锚头进行防腐处理。

b） 对于全长粘结锚索，垫板下部的钻孔空隙应使用素水泥浆进行灌注处理，锚头裸露部分采用细

石混凝土覆盖或采用金属防护帽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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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自由锚索，防腐处理后锚索应能自由伸缩，垫板下部的钻孔空隙应用防腐油脂灌注且要求

油脂充填整个空间，锚头裸露部分采用细石混凝土覆盖或采用金属防护帽进行防护。

d） 有补偿张拉要求的锚索，锚头应使用防护帽进行防护，预留钢绞线长度应能满足补偿张拉要求。

e） 防护帽与垫板应有可靠的联结和密封，防护帽内应充满防腐油脂。

11.6.2.4 施工设计

11.6.2.4.1 锚索钻孔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当受地形条件限制无法按设计图施工时，应会同设计人员拟定新孔位。

b） 钻孔深度应大于设计孔深 500 mm，钻孔孔位偏差应小于±100 mm，钻孔入口处倾角偏差应小

于设计倾角±3°。

c） 钻孔在钻进长度方向上的孔斜偏差不宜大于钻孔深度的 2%。

d） 岩体中钻孔的钻头直径应不小于设计钻孔直径 3 mm。

11.6.2.4.2 锚索注浆施工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当在土体中进行压力注浆时，锚固段上覆地层每米埋深的注浆压力不宜大于 0.02 MPa，当压

力过高时，应考虑地层可能的破裂和对附近建筑物的损坏。

b） 采用二次压力注浆工艺时，终止注浆的压力不应小于 1.5 MPa。

c） 采用分段二次劈裂注浆工艺时，注浆宜在固结体强度达到 5 MPa 后进行。

11.6.2.4.3 锚索张拉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当锚索注浆体的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75%且不小于 20 MPa 后，方可进行锚索的张拉锁定。

b） 应采用张拉系统出力与钢绞线伸长值来综合控制锚索应力，当实际伸长值与理论值相差较大

时，应暂停张拉，查明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方可进行张拉。

c） 张拉加载速率宜平缓控制在每分钟为设计锚固力的 10%左右；卸荷速率宜控制在每分钟为设计

锚固力的 20%左右。

d） 锚索应力锁定应在压力表稳定后进行，稳压时间应根据设计要求或现场施工情况确定，一般稳

压时间不宜小于 1 min。

e） 张拉完成后 48 h 内，若发现预应力损失大于设计锁定预应力 10%时，应进行补偿张拉。

11.6.3 锚杆

11.6.3.1 设计计算

11.6.3.1.1 锚杆设计应包括锚固范围、结构型式、间距、锚固段长度、防腐措施、钻孔、注浆等内容。

11.6.3.1.2 对于工程等级为三级的防治工程，可直接采用理论计算的方法确定锚杆的锚固段长度。

11.6.3.1.3 对于工程等级为二级及以上的防治工程，宜采用现场拉拔试验确定锚杆的极限承载力和锚

固段长度，试验锚杆的数量不少于 3根。

11.6.3.1.4 当锚杆位于软岩和土层中时，应参照公式（13）、公式（14），分别对注浆体与钻孔界面

和注浆体与锚杆界面的锚固段长度分别进行计算，锚固段长度应取两者中较大值。

11.6.3.1.5 锚杆杆体截面积应按公式（17）计算确定：

sA ≥
y

kb

f
TF 

（17）

式中：

sA ——杆体截面面积（mm
2
）；

bF ——锚杆锚固体抗拔安全系数，取值参见附录 I.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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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 ——锚杆承载力设计值（N）；

yf ——杆体抗拉强度设计值（MPa）。

11.6.3.1.6 锚杆成束钢筋的根数不应超过三根，且钢筋截面总面积不应超过锚孔面积的 20%。

11.6.3.2 构造设计

11.6.3.2.1 普通水泥砂浆锚杆杆体宜采用 HRB 400 热轧螺纹钢筋或中空螺纹钢筋、精轧螺纹钢筋和纤

维增强塑料等。

11.6.3.2.2 锚杆布置宜为菱形或矩形，锚杆间距不应大于锚杆长度的 1/2。

11.6.3.2.3 对中支架应沿锚杆全长设置，自由段对中支架间距宜为 1.5 m～2.0 m，锚固段对中支架

间距宜为 1.0 m～1.5 m。

11.6.3.2.4 锚杆对中支架支撑高度应根据钻孔直径确定，且水泥浆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0 mm。

11.6.3.2.5 锚具、垫墩、垫板和注浆材料设计及其工程技术要求可参照 11.6.2.2 的相关规定。

11.6.3.3 锚杆防腐

锚杆防腐设计可参照 11.6.2.3 的相关规定执行。

11.6.3.4 施工设计

11.6.3.4.1 锚杆的钻孔施工可参照 11.6.2.4.1 的规定

11.6.3.4.2 锚杆宜采用压力注浆，下倾锚杆应在注浆完成后将孔口封闭，上倾锚杆应将孔口封闭后采

用排气注浆方法进行压力注浆。

11.6.3.4.3 锚杆注浆压力应根据地层和周边环境条件确定，可按 GB 50086 的相关规定确定。

11.6.3.4.4 采用分段二次劈裂注浆工艺时，注浆宜在固结体强度达到 5 MPa 后进行，注浆管的出浆孔

宜沿锚固段全长设置，注浆顺序应由内向外分段依次进行。

11.6.3.4.5 锚杆注浆体可采用水泥浆或水泥砂浆，注浆体 28 d 无侧限抗压强度不应小于 20 MPa。

11.6.3.4.6 锚杆安装后，在注浆体强度达到 70%设计强度前不得敲击、碰撞或牵拉。

11.6.3.4.7 锚杆注浆体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75%且不小于 15 MPa 后，方可进行锚杆的张拉锁定。

11.6.3.4.8 用于永久性加固工程锚杆钢垫板和螺帽应使用细石混凝土封闭，封闭厚度不应小于 20 mm。

11.7 抗滑桩

11.7.1 一般规定

11.7.1.1 抗滑桩设计应综合考虑滑体的工程地质特征、水文地质条件、滑体受力特征、滑面（带）特

征、抗滑桩结构承载能力以及地形地貌与施工条件等。合理选择抗滑桩工艺、布设位置及相关技术参数。

11.7.1.2 抗滑桩桩位宜选择在滑坡体较薄、嵌固段地基强度较高的地段，应综合考虑确定其平面布置、

桩型、桩间距、桩长和截面尺寸等。

11.7.1.3 抗滑桩的设置应保证滑坡体不越过桩顶或从桩间滑动，应对越过桩顶滑出的可能性进行验

算，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11.7.1.4 抗滑桩设计的荷载组合、强度标准及设计安全系数应符合 8.11.2.5 的规定。

11.7.1.5 抗滑桩的桩截面尺寸应根据滑坡推力大小、桩间距、桩顶位移量以及嵌固段地基的横向容许

承载力等因素确定。

11.7.1.6 抗滑桩嵌固段应设置在滑面以下的稳定岩（土）体中。

11.7.1.7 非常规抗滑桩的桩型选择，应考虑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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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当悬臂抗滑桩的设计弯矩过大，或桩顶位移超过容许位移时，宜采用预应力锚索和抗滑桩或组

合式抗滑桩。

b） 当滑坡变形较大且不宜进行大截面抗滑桩开挖施工时，可采用钻孔灌注抗滑桩或小口径组合抗

滑桩。

c） 当滑坡体厚度大、不存在次级滑带，且对地面变形无严格要求时，可采用埋置式抗滑桩。埋置

式抗滑桩设计要求参照 GB/T 38509-2020 中 10.6 节的规定。

d） 当滑坡体地下水较为丰富，需降低地下水位和进行抗滑支挡时，可采用箱型抗滑桩。箱型抗滑

桩设计要求参照 GB/T 38509-2020 中 10.5 节的规定。

e） 下滑力较大的滑坡宜采用分级抗滑支挡或多排抗滑桩。当采用多排抗滑桩支挡时，各排桩之间

宜有一定的搭接长度。

11.7.1.8 抗滑桩设计应明确抗滑桩质量检测方法和比例，提出相应的施工工艺、技术参数及技术要求。

11.7.2 矩形抗滑桩

11.7.2.1 设计计算

11.7.2.1.1 抗滑桩的长边应与滑动方向平行，桩排的连线宜与滑动方向垂直，桩中心间距宜为 5 m～

10 m。桩最小边宽度宜大于 1.25 m。

11.7.2.1.2 作用于抗滑桩的外力应计算滑坡推力（包括地震力）、桩前滑体抗力（滑面以上桩前滑体

对桩的反力）和嵌固段岩层的抗力。桩侧摩阻力、黏聚力以及桩身重力和桩底反力可不计算。

11.7.2.1.3 滑坡推力应根据其边界条件（滑面与周界）和滑带土的强度指标参照 8.11.2 及附录 F.1，

选用相应的推力计算公式计算确定。作用于每根桩上的滑坡推力应按设计的桩间距进行计算。

11.7.2.1.4 抗滑桩滑坡推力的分布图形应根据滑体的性质和厚度等因素确定，可采用三角形、梯形或

矩形（图 3）。

a）三角形 b）梯形 c）矩形

图 3 作用于抗滑桩滑坡推力分布型式

11.7.2.1.5 滑面以上桩前的滑体抗力，可通过极限平衡时桩前抗滑力或桩前被动土压力确定，设计时

选用其中的小值。当桩前滑坡体可能滑动时，不应计其抗力。

11.7.2.1.6 滑面以上的桩身内力，应根据滑坡推力和桩前滑体抗力计算。滑面以下的桩身变位和内力，

应根据滑面处的弯矩、剪力和地基的弹性抗力进行计算。抗滑桩内力计算参照附录 J.1。

11.7.2.1.7 滑面以下的地基系数应根据岩层的性质和深度按下列条件确定：

a） 较完整岩层和硬黏土的地基系数宜为常数 K。

b） 硬塑～半干硬砂黏土及碎石类土、风化破碎的岩块，当桩前滑面以上无滑坡体和超载时，地基

系数应为三角形分布；当桩前滑面以上有滑坡体和超载时，地基系数应为梯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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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1.8 桩底支撑类型结合地层情况和桩底嵌固深度可采用自由端、铰支端或固定端。

11.7.2.1.9 抗滑桩锚固深度应根据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计算确定，当桩的位移需要控制时，应考虑

最大位移不超过容许值。

a） 地层为岩层时，桩的最大横向压应力 max 应小于或等于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地基的横向

容许承载力与岩石单轴抗压极限强度的对应关系参见附录 E.1。

当桩为矩形截面时，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可按公式（18）计算：

  RKHH   （18）

式中：

 H ——地基横向容许承载力（kPa）；

HK ——水平方向换算系数，根据岩石的完整程度、层理或片理产状、层间的胶结物与胶结程度、

节理裂隙的密度和充填物可采用 0.5～1.0；

 ——折减系数，根据岩层的裂隙、风化及软化程度，可采用 0.3～0.45；

R——岩石天然单轴抗压极限强度（kPa）。

b） 当地层为土层或风化成土、砂砾状岩层时，滑面以下深度为 2h /3 和 2h （滑面以下桩长）处的

横向压应力应小于或等于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其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地面无横坡或横坡较小时，地基 y点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可按公式（19）计算：

    ctgyhH  


 211cos
4

（19）

式中：

 H ——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kPa）；

 ——滑面以下土体的内摩擦角（°）；

1 ——滑面以上土体的重度（kN/m3）；

1h ——设桩处滑面至地面的距离（m）；

2 ——滑面以下土体的重度（kN/m
3
）；

y——滑面至嵌固段上计算点的距离（m）；

c——滑面以下土体的黏聚力（kPa）。

2) 当地面横坡 i较大且 i≤4时，地基 y点的横向容许承载力可按公式（20）计算：

   
0

2
0

222

211 cos
coscoscos

4








iiyhH （20）

式中：

 H ——地基的横向容许承载力（kPa）；

i——地面横向坡度（°）；

0 ——滑面以下土体的综合内摩擦角（°）；

式中其他符号意义同公式（19）。

11.7.2.1.10 矩形抗滑桩的变形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嵌固段地基系数为常数 K时，桩的变形系数可按公式（21）计算：

4

4EI
KBP （21）

式中：

 ——桩的变形系数（m
-1
）；

K——地基系数（kPa/m），参见附录 E.1；

PB ——桩的计算宽度（m），即： 1 bB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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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桩的钢筋混凝土弹性模量（kPa）。 cEE 8.0 ，参见 GB∕T 1499.1-2017、GB∕T 1499.2-2018；

I ——桩的截面惯性矩（m
4
）；

b——矩形桩的设计宽度（m）；

cE ——混凝土弹性模量（kPa）。

b） 当嵌固段地基系数为三角形分布时，桩的变形系数可按公式（22）计算：

5

EI
mBP （22）

式中：

 ——桩的变形系数（m-1）；

m——随深度增加的土质地基系数（kPa/m
2
），参见附录 E.3；

式中其他符号意义同公式（21）。

c） 嵌固段地基系数为梯形分布时，可将桩分成若干小段，每小段内采用常数分布近似计算。

11.7.2.1.11 抗滑桩结构可按 GB 50010 进行设计，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取 1.35。抗弯和抗剪设计弯矩

和剪力的荷载分项系数取值可参照 GB 50009、GB 50007 和 GB 50011 等规定采用。

11.7.2.1.12 抗滑桩桩身按受弯构件设计。无特殊要求时可不做裂缝宽度验算。

11.7.2.2 构造设计

11.7.2.2.1 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地下水位以下桩身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

11.7.2.2.2 当桩周岩土或地下水有侵蚀性时，水泥应符合有关规定，且应满足 GB 50010、GB/T 50476

的要求。

11.7.2.2.3 抗滑桩井口应设置锁口，桩井位于土层和风化破碎的岩层时宜设置护壁，锁口和护壁混凝

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地下水位以下、严寒或软弱地基地段不宜低于 C25。一般情况下可按构造配

筋，当桩井土层和风化破碎的岩层深度较大时，应通过计算进行校核。抗滑桩护壁荷载及内力计算参照

附录 J.3。

11.7.2.2.4 抗滑桩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20 mm，净间距不应小于 80 mm。当采用束筋时，每束

不宜多于 3 根。

11.7.2.2.5 抗滑桩纵向受力钢筋可采用多排设置，但不宜多于三排。

11.7.2.2.6 最外层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有护壁时可采用 40 mm，无护壁时可采用 70 mm。

11.7.2.2.7 纵向受力钢筋的截断点应按 GB 50010 的规定计算。

11.7.2.2.8 抗滑桩内不宜设置斜筋，可采用调整箍筋直径、间距和桩身截面尺寸等措施，满足斜截面

的抗剪强度。

11.7.2.2.9 箍筋宜采用封闭式，肢数不宜多于 4肢，其直径不宜小于 12 mm，间距不应大于 400 mm。

11.7.2.2.10 抗滑桩的两侧和受压边应适当配置纵向构造钢筋，其间距不应大于 300 mm，直径不宜小

于 12 mm。桩的受压边两侧应配置架立钢筋，其直径不宜小于 16 mm。当桩身较长时，纵向构造钢筋和

架立钢筋的直径应增大。

11.7.3 圆形抗滑桩

11.7.3.1 设计计算

11.7.3.1.1 圆形抗滑桩的桩直径不应小于 0.6 m，桩间中心距宜为桩直径的 3 倍～5 倍。

11.7.3.1.2 圆形抗滑桩所承受的荷载、桩身内力计算按 11.7.2.1 执行。

11.7.3.1.3 圆形抗滑桩的计算宽度 PB 应按公式（23）、公式（2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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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19.0  dBP d≤1 m （23）

 19.0  dBP d＞1 m （24）

式中：

PB ——桩的计算宽度（m）。当按公式（23）、公式（24）计算的 PB 大于桩间距时， PB 取桩间距；

d——桩的直径（m）。

11.7.3.1.4 圆形抗滑桩的变形系数按 11.7.2.1 计算。

11.7.3.1.5 圆形抗滑桩桩身纵向钢筋的布置可采用沿桩周均匀配置和不均匀配置两种形式。

11.7.3.1.6 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抗滑桩，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公式

（25）～公式（27）规定（图 3）：

说明：1——混凝土受压区。

图 4 圆形抗滑桩沿周边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截面图

注：本条适用于截面内纵向钢筋数量不少于 6根的情况。

M ≤




 t

ssyc rAfArf sinsinsin
3
2 3 




（25）

  0
2
2sin1 











 sytc AfAf 

 （26）

  225.1t （27）

式中：

M ——桩的弯矩设计值（kN·m），按 11.7.2.1 的规定计算；

c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kN/m
2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超过 C50 时， cf 应以 cfa1 代替，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50 时，取 1a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取 1a =0.94，其间按

线性内插法确定；

A——桩的截面面积（m
2
）；

r ——桩的半径（m）；

——对应于受压区混凝土截面面积的圆心角（ rad ）与 2 的比值；

yf ——纵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kN/m
2
）；

sA ——全部纵向钢筋的截面面积（m
2
）；

sr ——纵向钢筋重心所在圆周的半径（m）；

ta ——纵向受拉钢筋截面积与全部纵向钢筋截面积的比值，当＞0.625 时，取 ta =0。

11.7.3.1.7 沿受拉区和受压区周边局部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抗滑桩，其正截面受

弯承载力应符合公式（28）～公式（31）规定（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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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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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11 （30）

≥
5.3
1

（31）

说明：1——构造钢筋；2——混凝土受压区。

图 5 沿受拉区和受压区周边局部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圆形截面

式中：

M ——桩的弯矩设计值（kN·m）；

s ——对应于受拉钢筋的圆心角（ rad ）与 2 的比值； s 宜取 1/6～1/3，通常可取 0.25；

s——对应于受压钢筋的圆心角（ rad ）与 2 的比值，宜取 s≤0.5；

srA ， srA ——分别为沿周边均匀配置在圆心角2 s 、2 s内的纵向受拉、受压钢筋截面面积（m2）；

b ——矩形截面的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m），应按 GB 50010 规定取值。

式中其他符号意义同公式（25）。

注：本条适用于截面受拉区内纵向钢筋数量不少于 3根的情况。

11.7.3.1.8 沿受拉区和受压区周边局部均匀配置的纵向钢筋数量，宜使按公式（29）计算的大于

1/3.5，当＜1/3.5 时，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公式（32）规定：

M ≤ 









s

s
ssry rrAf


sin78.0 （32）

式中符号意义同公式（28）。

11.7.3.1.9 沿圆形截面受拉区和受压区周边实际配置的均匀纵向钢筋的圆心角应分别取

2   nns /1 和 2   mms /1 （ n、m为受拉区、受压区配置均匀纵向钢筋的根数）。配置在圆形

截面受拉区的纵向钢筋，按全截面积计算的配筋率不宜小于 0.2%和 0.45 yt ff / （ tf 为混凝土轴心抗拉

强度设计值， yf 为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中的较大值。在不配置纵向受力钢筋的圆周范围内，应设置

周边纵向构造钢筋，纵向构造钢筋直径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直径的 1/2，且不应小于 10 mm；纵向构

造钢筋的环向间距不应大于圆截面的半径和 250 mm 的较小值。

11.7.3.1.10 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抗滑桩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抗滑桩的受剪截面应符合公式（33）规定：

V ≤ 2704.0 rfc （33）

式中：



DB32/T 4077.2-2021

84

V ——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kN），按 11.7.2.1 的规定计算；

c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kN/m
2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超过 C50 时， cf 应以 ccf  代替，

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50 时，取 c =1.0，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80 时，取 c =0.8，其间按

线性内插法确定；

r ——桩的半径（m）。

b） 仅配置箍筋，不配置弯起钢筋的圆形截面钢筋混凝土抗滑桩按受弯构件设计时，其斜截面受剪

承载力应符合公式（34）规定：

V ≤ r
s
Afrf sv

yvt 6.197.1 2  （34）

式中：

V ——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kN）；

tf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kN/m
2
）；

yvf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kN/m
2
）；

svA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积（m
2
）；

s——箍筋间距（m）。

c） 当沿桩长方向分段配置不同间距或直径的箍筋时，各区段内的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均应符合公式

（34）的要求。

11.7.3.2 构造设计

11.7.3.2.1 抗滑桩的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钢筋配置和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桩身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25，地下水位以下的桩身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30。

b） 纵向受力钢筋宜选用 HRB 400、HRB 500 钢筋，单桩的纵向受力钢筋不宜少于 8 根，其净间距

不应小于 60 mm。

c） 抗滑桩顶部设置钢筋混凝土冠梁时，纵向钢筋伸入冠梁的长度宜取冠梁厚度；冠梁按结构受力

构件设置时，桩身纵向受力钢筋伸入冠梁的锚固长度应符合 GB 50010

对钢筋锚固的有关规定；不能满足锚固长度要求时，其钢筋末端可采取机械锚固措施。

d） 箍筋可采用螺旋式箍筋；箍筋直径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最大直径的 1/4，且不应小于 6 mm；

箍筋间距宜取 100 mm～200 mm，且不应大于 400 mm。

e） 沿桩身配置的加强箍筋应满足钢筋笼起吊安装要求，宜选用 HRB 400 钢筋，其间距宜取 1000

mm～2000 mm。

f） 最外层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5 mm；水下灌注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50 mm。

g） 当采用沿截面周边非均匀配置纵向钢筋时，受压区的纵向钢筋根数不应少于 5根；当施工方法

不能保证钢筋的方向时，不应采用沿截面周边非均匀配置纵向钢筋的形式。

h） 当沿桩身分段配置纵向受力主筋时，纵向受力钢筋的搭接应符合 GB 50010 的相关规定。

11.7.3.2.2 抗滑桩顶部宜设置混凝土冠梁。冠梁宽度不宜小于桩径，高度不宜小于桩径的 0.6 倍。冠

梁钢筋应符合 GB 50010 对梁的构造配筋要求。冠梁用作锚杆的传力构件或按空间结构设计时，尚应按

受力构件进行截面设计。

11.7.4 锚索抗滑桩

11.7.4.1 设计计算

11.7.4.1.1 锚索抗滑桩的内力应按超静定体系分析。依据桩体和锚索的变形协调条件可参照附录 J.2

的方法计算锚索和抗滑桩分担的载荷，分项进行锚索和桩身设计。锚索分担荷载比例不宜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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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1.2 初步选定锚索抗滑桩长度时，抗滑桩嵌固段的长度可取桩长的 1/4～1/3，最终长度根据

侧壁地层的横向容许承载力计算确定。

11.7.4.1.3 锚索设计应符合 11.6 节相关规定；对外锚头处桩体混凝土应进行局部抗压强度验算，采

取适当的加强措施。

11.7.4.1.4 锚索抗滑桩的桩体结构按照受弯构件设计，无特殊要求时，对抗滑桩的桩体可不做裂缝宽

度验算。

11.7.4.1.5 锚索的预应力张拉值不应超过锚索设计拉拔力，锁固力不应超过设计锚固力的 80%。

11.7.4.2 构造规定

11.7.4.2.1 桩身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当地下水有侵蚀性时，应按有关规定选用水泥。

11.7.4.2.2 锚索孔距桩顶的距离不应小于 0.5 m。需在桩体上布置多排锚索时，各排锚索的间距不宜

小于 1.5 m。

11.7.4.2.3 锚索外锚头下的承力钢垫板平面应与锚索轴向保持垂直。

11.7.4.2.4 若抗滑桩先于锚索施工，应在桩身的锚索位置预埋锚索通道。锚索通道宜采用钢管制作。

11.7.5 小口径组合抗滑桩

11.7.5.1 一般规定

11.7.5.1.1 小口径组合抗滑桩单桩桩径不宜大于 500 mm。

11.7.5.1.2 小口径组合抗滑桩可采用垂直或倾斜布置，当采用垂直布置时，宜采用多排布置方式，成

“品字型”错开布置，间距不宜小于 5 倍桩径，且应在桩顶设置连系梁等连接构件。将各单桩连成整体，

使其共同受力和变形。采用倾斜布置时，宜采用斜向交叉网状布置。

11.7.5.2 设计计算

11.7.5.2.1 硬质岩层滑坡可假定作用于小口径组合抗滑桩的水平推力均匀分布于各排桩，按桩的抗剪

断强度进行设计计算。软质岩或风化严重的岩层滑坡，其水平推力计算应考虑作用于各排桩的不均匀性。

11.7.5.2.2 土质滑坡应考虑作用于小口径组合抗滑桩的水平推力作用于各排桩的不均匀性，其中，临

坡顶一侧的第一排桩承受的水平推力最大，向后依次递减。递减系数可根据土质类型确定。

11.7.5.2.3 小口径组合抗滑桩设计可根据本文件第 1部分：通则 4.2.15 表 1 确定的防治工程等级，

按 8.11.2.5 表 19 推荐的设计安全系数取值。

11.7.5.2.4 小口径组合抗滑桩的抗滑稳定性及单桩变形和内力计算参见附录 J.4，或用数值模拟方法

进行计算。

11.7.5.2.5 桩的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和箍筋配置，应符合 11.7.3 规定。

11.7.5.2.6 桩顶连系梁可近似按照两端固定单跨超静定梁计算。梁端弯矩和剪力按公式（35）、公式

（36）计算：

ABAB l
EIM  26 ， ABBA l

EIM  26 （35）

ABAB l
EIQ  312 ， ABBA l

EIQ  312 （36）

式中：

ABM ， BAM ——桩顶连系梁起、终点的弯矩设计值（kN·m）；

EI——连系梁的抗弯刚度（kN·m
2
）；

l——连系梁的单跨计算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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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相邻两根桩在垂直于连系梁轴线方向容许相对位移量，其最大值不宜大于 l／200；

ABQ ， BAQ ——桩顶连系梁起、终点的剪力设计值（kN）。

11.7.5.2.7 小口径桩在滑面以下的嵌固深度应满足小口径桩的抗拉拔强度，且不大于 1/3 总桩长。

11.7.5.2.8 桩顶连系梁或承台配筋应符合 GB 50010 中关于受弯构件的规定。

11.7.5.3 构造规定

11.7.5.3.1 小口径桩的受力筋应采用钢筋笼、型钢、钢管或其组合形式。

11.7.5.3.2 桩体宜采用细石混凝土，细石混凝土骨料粒径宜小于 20 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30。

11.7.6 桩身质量检测

11.7.6.1.1 抗滑桩应进行桩身质量无损检测，检测方法采用声波透射法或低应变法。

11.7.6.1.2 桩径D≥600 mm抗滑桩应采用声波透射法检测。声波透射法检测要求参照本文件第3部分：

施工与监理附录 F。

11.8 格构锚固

11.8.1 一般规定

11.8.1.1 格构锚固工程设计应根据边坡岩土工程地质条件及变形特征选择锚固格构类型及相关技术

参数。

11.8.1.2 当坡表岩土体易风化、剥落且有浅层崩滑、蠕滑等现象以及需要对陡立坡面进行绿化种植时，

宜采用格构锚固进行综合防护。

11.8.1.3 当边坡崩滑体较厚时，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格构＋预应力锚索进行防护，锚索应穿过滑带，锚

索设计应满足 11.6.2 规定。

11.8.1.4 当边坡崩滑体厚度不大时，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格构＋锚杆进行滑坡防治，锚杆设计应满足

11.6.3 的规定。

11.8.1.5 对岩质边坡，格构梁宜在坡面平整的情况下沿坡表设置；对土质边坡，格构梁宜埋入土层

2/3 梁高，并对表层土体采取加固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11.8.2 设计计算

11.8.2.1 格构锚固设计包括格构设计和锚杆（索）设计，锚杆（索）和格构梁设计使用年限应相同，

并不低于所保护的工程或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

11.8.2.2 格构梁断面高×宽不宜小于 300 mm×250 mm。梁底宜设厚度 5 cm～10 cm，强度不低于 C20

的细石混凝土垫层找平，垫层宽度宜超过梁宽 10 cm（每侧 5 cm），以便于支模，保证格构梁质量。

11.8.2.3 钢筋混凝土格构梁截面尺寸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设计，按照强度和抗裂要求确定。

11.8.2.4 计算格构梁内力时，作用于格构纵横梁上的锚固力按附录 K.1 的要求进行分配。

11.8.2.5 当作用于格构梁的锚固力确定后，按附录 K.2“倒梁法”进行内力计算。

11.8.2.6 钢筋混凝土格构梁弯矩和斜截面承载力应符合 GB 50010 有关规定。

11.8.2.7 格构梁与边坡崩滑体表面的接触压应力不应大于地基容许承载力。

11.8.2.8 每级格构的底部应设置地梁，地梁断面尺寸和配筋应根据地基承载力及地梁内力计算确定。

11.8.3 格构锚固构造

11.8.3.1 格构型式和间距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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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方型：指顺边坡倾向和沿边坡走向设置方格状钢筋混凝土梁，格构梁横向间距应小于 4.0 m。

b） 菱型：指沿整坡面斜向设置钢筋混凝土梁，格构梁间距应小于 4.0 m。

c） 弧型：格构梁横向间距应小于 3.5 m。

d） “人”字型：格构梁横向间距应小于 3.5 m。

e） 其他格构型式可采用经验类比进行选择。

11.8.3.2 钢筋混凝土格构纵向钢筋应采用 14 HRB400 级以上热轧钢筋，箍筋应采用 8 HRB400 以上

钢筋。若纵向受力钢筋的计算配筋率小于最小配筋率，可采用构造配筋，使其满足最小配筋要求。

11.8.3.3 应保证锚杆固结体与格构梁的紧密连接，固结体嵌人格构梁内长度不应小于 50 mm（图 5）。

图 6 锚杆与格构连接图

11.8.3.4 格构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最外层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5 mm。

11.8.3.5 格构应每隔 15 m～20 m 宽度设置伸缩缝，缝宽 20 mm～30 mm，填塞沥青麻筋或沥青木板。

11.8.3.6 格构锚固边坡坡面应平整，坡度不宜大于 70°。当坡度较陡时，应在格构中间做边坡防护

处理。在格构中间挂网喷浆应预留排水孔。

11.9 砌体边坡防护

11.9.1 一般规定

11.9.1.1 砌体边坡防护工程设计应在边坡总体稳定的基础上，根据边坡岩土性质和防护要求，选择适

合的砌体类型和砌筑方法。

11.9.1.2 砌体边坡防护的坡表应平整、密实、顺直，并按相关规范要求设置反滤层、泄水孔（管）及

截排水系统。

11.9.1.3 砌体边坡防护可采用浆砌或干砌法，在坡面砌筑块石、片石或预制块，分为浆砌石、干砌石、

浆砌格构、干砌格构、砌块防护等类型。

11.9.1.4 砌体边坡防护适用于边坡稳定性满足要求的边坡防护，防止坡面冲刷、风化、剥落等。

a） 浆砌石边坡防护适用条件：

1) 坡比缓于 1∶1.5 的土质边坡。

2) 易风化的岩质边坡。

3) 水流速度较大（4 m/s～5 m/s）、波浪作用较强以及可能有漂浮物等冲击作用的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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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干砌石边坡防护适用条件：

1) 边坡受雨水冲刷及冲蚀，或有严重剥落的软质岩层边坡，或受河（湖）水冲蚀的涉水边坡。

2) 坡比缓于 1∶1.5。

3) 不宜用于水流速度大于 3 m/s、波浪作用较强、有漂浮物冲击的边坡。

c） 混凝土预制砌块边坡防护适用于块、片石缺乏的地区。混凝土预制砌块可选用实心混凝土预制

块、空心混凝土预制块，形状可选用正方形或六边形，混凝土砌块强度不宜低于 C20。

11.9.1.5 水下砌体边坡防护的砌体面层与坡面之间应设置反滤层，反滤层采用直径 5 mm～15 mm 的碎

石、厚度 10 cm～20 cm。反滤层设计参照附录 H.2。

11.9.1.6 砌体边坡防护在坡脚应设置护脚墙，墙基础埋深为 1.5 倍砌体边坡防护厚度，且不小于 30

cm，护脚墙宽度宜为 30 cm～50 cm。受冲刷的基础应埋置在冲刷线以下 0.5 m～1.0 m。护脚墙设置应

减少扰动坡脚。

11.9.1.7 砌体边坡防护应设置顶、底及两侧边的封边梁，封边梁宜采用浆砌石或混凝土梁。

11.9.1.8 土工布保土、透水及抗拉强度等各项指标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铺设应与坡面密贴，要求平

顺、松紧适度，避免张拉受力、折叠、打皱等。相邻土工布拼接可用搭接或缝接，搭接宽度不小于 50 cm。

11.9.1.9 当边坡高度超过规定高度时，应设平台，平台宽 2.0 m～3.0 m。

11.9.2 砌石边坡防护

11.9.2.1 砌石材料可选用片石、块石、条石、料石等，石料宜为未风化的坚硬岩石，无尖角、薄边，

上下两面基本平行且大致平整。石料重度不应小于 24 kN/m
3
，最短边尺寸不宜小于 20 cm，面层块石最

小尺寸不应小于护面厚度的 2/3，水下防护时，块石尺寸应符合 SL 274 要求。

11.9.2.2 浆砌石格构型式包括方型、菱型、弧型、人字型，格构间距≤3.0 m。

11.9.2.3 浆砌石格构设计采用类比法或经验法，断面高×宽不宜小于 300 mm×200 mm，最大不超过

450 mm×350 mm。用于冲刷边坡防护时，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35 cm。格构框条宜采用里肋式或柱肋式，

每 10 m～15 m 应设置伸缩缝，缝宽 2 cm，缝内填塞沥青麻筋等材料。在坡面岩土质变化处宜设置沉降

缝，宜将伸缩缝与沉降缝合并设置。

11.9.2.4 浆砌块石格构应嵌置于边坡内，嵌置深度不小于 100 mm，且不大于截面高度的 2/3。

11.9.2.5 砌石强度不低于 MU30，砂浆强度不低于 M10。浆砌石勾缝所用水泥砂浆应采用较小的水灰比。

勾缝前应先剔缝，缝深 20 mm～40 mm，用清水洗净，洒水养护不少于 3 d。浆砌时座浆挤紧，嵌缝砂浆

饱满，无空洞，不得出现通缝、叠砌和浮塞。

11.9.2.6 浆砌石边坡防护应设泄水孔，泄水孔材料宜为直径不小于 100 mm 的圆形 PVC 管。泄水孔伸

入坡面岩土层或潜在滑移面内不宜小于 30 cm，伸入岩土层内 0.5 m 范围内应设置反滤层或土工布。泄

水孔宜为 10 cm×10 cm 的矩形孔或直径 10 cm 的圆形孔，梅花形布置，间距和排距宜为 2 m～3 m，外

倾 5%。最下一排的泄水孔布置在坡脚以上 0.8 m～1.2 m 处。

11.9.2.7 为保证格构的稳定性，可根据岩土体结构和强度在格构节点设置锚杆或锚管。锚杆或锚管设

计参照 11.6.3 规定。

11.9.2.8 干砌石厚度单层宜为 25 cm～35 cm；双层的上层宜为 25 cm～35 cm，下层宜为 15 cm～25cm。

11.9.2.9 干砌石应由低向高逐步铺砌，垫稳填实，与周边砌石靠紧，严禁架空。砌石与坡体接触处，

宜开挖成适合块石形状，使块石与坡体结合紧密。护脚应砌筑块石基础，基础较深时宜设计为石垛、浆

砌石或混凝土基础。

11.9.2.10 干砌石应错缝锁结铺砌，砌缝宽度不应大于 20 mm。明缝均用小片石料填塞紧密，明线契

合无松动，无通缝、叠砌和浮塞，不得使用翅口石和飞口石。砌石应整齐牢固，砌石边缘应顺直，坡面

应平顺美观，不应有凹陷凸肚现象。砌体外露面的坡顶和侧边应选用较整齐的块石砌筑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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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11 干砌石砌体铺筑前，应先铺设垫层或反滤层，垫层或反滤层与干砌石衔接施工，随铺随砌。

反滤层设计见附录 H.2。

11.9.2.12 干砌石边坡防护施工时，石块要用手锤敲击塞紧，块度在 30 cm 以下的石块，连续使用不

应超过 4块，且两端须加砌长条形丁字石、不得有通长缝。

11.9.3 砌块边坡防护

11.9.3.1 砌块可采用混凝土预制块或砖砌块等。混凝土砌块强度不低于 C20，砖砌块强度不低于 MU10。

厚度不宜小于 100 mm。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10。

11.9.3.2 混凝土预制块类型及要求如下：

a） 实心混凝土预制块边长不应小于 20 cm，厚度不应小于 12 cm，宜为正方形或六边形，可配置

构造钢筋。

b） 空心混凝土预制块边长不应小于 30 cm，厚度不应小于 15 cm，宜为正方形或六边形，可配置

构造钢筋。

11.9.3.3 铺砌前应检查混凝土预制块尺寸及外观，不应有蜂窝麻面、露石、脱皮、裂缝等问题。不合

格预制块应剔除。

11.9.3.4 砌块之下应铺筑 10 cm～20 cm 砂石混合料找平垫层，砂料宜采用粗砂，不应含有杂物，级

配良好。砂石混合料找平垫层进行人工夯实前，应适当洒水，其含水率控制在 8%～10%为宜。

11.9.3.5 砌块铺设前应严格控制砂石垫层施工质量，垫层应密实。铺砌时应从下向上人字型铺筑。

11.9.3.6 砌块铺设接缝应严密，浆砌块体间的接缝采用 M10 水泥砂浆勾缝。

11.9.3.7 浆砌块边坡防护每间隔 15 m～20m 设置伸缩缝，缝宽 2 cm，用沥青亚麻充填。

11.9.3.8 浆砌块坡面应设泄水孔，泄水孔的孔径宜为 10 cm×10 cm 的矩形或直径为 10 cm 的圆形，

泄水孔宜在预制块制作过程中预置在砌块上。泄水孔宜采用梅花形布置，其间距和排距宜为 2 m～3 m。

带泄水孔预制块内面应贴土工布进行反滤。土工布不应小于 3 层，面积不应小于 50 cm×50 cm。

11.9.3.9 异形砌块拼接方式采用铰接式和连锁式，铰接式砌块采取开孔式和封闭式。

11.9.3.10 砖砌块的尺寸允许偏差、外观缺陷、力学性能、吸水率、耐磨性、抗渗率、抗冻性等应满

足边坡防护要求和砖砌块产品相关标准，砖砌块的软化系数应不小于 0.85。

11.9.3.11 干砌块边坡防护设计技术要求参照 11.9.2 中干砌石边坡防护设计规定。

11.10 喷锚边坡防护

11.10.1 一般规定

11.10.1.1 喷锚边坡防护工程设计应根据边坡的岩土工程性质及边坡地形条件，选择适合的锚杆、挂

网、喷混类型及技术参数。

11.10.1.2 喷锚边坡防护适用于岩质边坡；土质边坡使用时，其土质宜为硬塑及坚硬状的黏性土类。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的边坡喷锚应进行工程试验并组织技术论证。

11.10.1.3 喷锚边坡防护工程设计计算除应考虑锚杆抗拉力、承载力外，还应验算锚固结构体系的整

体稳定性。

11.10.1.4 锚杆的设计应根据边坡岩土体力学特性、边坡岩体结构、现场施工条件等综合确定，并符

合 11.6.3 规定。

11.10.1.5 喷锚边坡防护工程施工前应对坡面进行削坡整形，清除坡面不稳定及松散的岩土，整形后

的坡面坡比、平整度、密实度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11.10.1.6 喷锚边坡防护分为锚杆挂金属网喷射混凝土、挂金属网喷射混凝土及素喷混凝土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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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喷混凝土应一次成型，挂网喷混凝土应分上下两层二次成型。

11.10.1.7 Ⅰ类岩质边坡可采用混凝土喷射支护；Ⅱ类岩质边坡宜采用钢筋混凝土锚喷支护；Ⅲ、Ⅳ

类岩质边坡应采用钢筋网混凝土锚喷支护，且边坡高度不宜大于 15 m。岩质边坡岩体类型划分参照本

文件第 1部分：通则附录 B表 B.6。

11.10.1.8 锚杆设计时应确保锚杆和坡体在承受使用荷载作用时安全系数符合附录 I.2.1 规定，且不

应产生影响结构正常使用的变形。

11.10.1.9 浅表变形的不稳定边坡应根据其破坏模式和潜在变形面的岩土物理力学参数，计算确定所

需的锚固力和锚固深度。

11.10.1.10 岩质边坡整体用系统锚杆支护稳定后，对局部不稳定岩土体尚应采用随机锚杆加强支护。

11.10.1.11 膨胀性岩质边坡和具有严重腐蚀性的边坡不应采用喷锚支护。有深层外倾滑动面、岩体破

碎、卸荷强烈或坡体渗水明显的岩质边坡不宜采用喷锚支护。

11.10.1.12 特殊条件下采用的锚杆，应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必要的试验基础上进行设计。

11.10.2 设计计算

11.10.2.1 边坡侧向岩土压力合力可按公式（37）计算：

2' ahah EE  （37）

式中：


ahE ——每延米侧向岩土压力合力水平分力修正值（kN/m）；

ahE ——每延米侧向岩土压力合力水平分力（kN/m），可参照 GB 50330 相关规定计算；

2 ——喷锚锚固侧向岩土压力修正系数，非预应力锚杆取 1.0，预应力锚杆取 1.1。

11.10.2.2 边坡侧压力可按公式（38）、公式（39）计算：

对岩质边坡：

H
Ee ah

ha 9.0
'

' （38）

对土质边坡：

H
Ee ah

ah 875.0


 （39）

式中：


ahe ——侧向岩土压力水平分力修正值（kN/m 2）；

H ——边坡高度（m）。

11.10.2.3 锚杆轴向拉力可按公式（40）计算：

cos/' yjxjahak sseN  （40）

式中：

akN ——锚杆所受轴向拉力（kN）；

xjs 、 yjs ——锚杆的水平、垂直间距（m）；

 ——锚固角（°）。

11.10.2.4 锚喷边坡防护时，锚杆设计计算应符合 11.6.3 规定。

11.10.2.5 用锚杆加固局部不稳定岩石块体时，锚杆承载力应符合公式（41）的规定。

)( cAfGGK ntb  ≤   akniakti NfN （41）

式中：

A——滑移面面积（m2）；

c——滑移面的黏聚力（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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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滑移面上的摩擦系数；

tG 、 nG ——不稳定块体自重在平行和垂直于滑面方向的分力（kN）；

aktiN 、 akniN ——单根锚杆轴向拉力在抗滑方向和垂直于滑动面方向上的分力（kN）；

bK ——锚杆杆体抗拉安全系数，按附录 I.2.1 规定取值。

11.10.2.6 喷锚边坡防护除锚杆抗拉力应满足要求外，还必须验算锚固结构体系的整体稳定性。

11.10.2.7 喷射混凝土 1 d 龄期的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8 MPa；28 d 龄期的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20 MPa。

11.10.2.8 不同强度等级的喷射混凝土的设计强度应按表 36 采用。

表 36 喷射混凝土的设计强度值（N/mm
2
）

强度种类
喷射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 C25 C30 C35 C40

轴心抗压 9.6 11.9 14.3 16.7 19.1

轴心抗拉 1.1 1.27 1.43 1.57 1.71

11.10.2.9 喷射混凝土与岩石或混凝土基底间的最小粘结强度应符合表 37 规定。粘结强度的试验方法

应符合附录 L.1 的规定。

表 37 喷射混凝土与岩石或混凝土基底间的最小粘结强度（N/mm
2
）

粘结类型 与岩石间的最小粘结强度 与混凝土基底间的最小粘结强度

结构作用型 0.8 1.0

防护作用型 0.2 0.5

注：表中粘结强度系三个试件龄期 28 d 的平均值，其中粘结强度较低的不得低于表中要求值的 75%。

11.10.2.10 喷射混凝土密度可取 2200 kg/m
3
～2300 kg/m

3
，弹性模量可按表 38 采用。

表 38 喷射混凝土的弹性模量（N/mm
2
）

喷射混凝土强度等级 弹性模量 喷射混凝土强度等级 弹性模量

C20 2.3×10
4

C35 3.0×10
4

C25 2.6×10
4

C40 3.15×10
4

C30 2.8×10
4

11.10.2.11 喷射钢纤维混凝土或喷射混凝土用于含有大范围黏土的剪切带、高塑性流变或高应力岩层

时，其抗弯强度不应小于表 39 的规定。抗弯强度试验的方法应符合附录 L.2 的规定。

表 39 喷射混凝土的最小抗弯强度（MPa）

抗压强度等级 C30 C35 C40

抗弯强度 3.4 4.0 4.4

11.10.2.12 喷射混凝土的抗渗等级不应小于 P6，设计有特殊要求时，可通过调整材料的配合比或掺

入外加剂、掺合料配制出高于 P6 的喷射混凝土。

11.10.2.13 处于侵蚀性介质中的永久性喷射混凝土工程，应采用由耐侵蚀水泥配制的喷射混凝土。

11.10.2.14 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胶凝材料总量不宜小于 400 kg/m
3
。

b） 水泥用量不宜小于 300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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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矿物外掺量总量不宜大于胶凝材料总量的 40%。

d） 干拌法混合时水胶比不宜大于 0.45，湿拌法混合时水胶比不宜大于 0.55，用于有侵蚀介质的

地层时水胶比不得大于 0.45；湿拌法混合料的塌落度不宜小于 10 cm。

e） 胶凝材料与骨料比宜为 1∶4.0～1∶4.5，砂率宜为 50%～60%。

f） 喷射钢纤维混凝土的混合料宜掺加抗拉强度不低于 1000 MPa 钢纤维，钢纤维掺量不宜小于

25 kg/m
3
。

g） 需掺加硅粉的混合料，硅粉的掺量宜为硅酸盐水泥重量的 5%～10%。

11.10.2.15 喷射钢纤维混凝土的混合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泥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42.5MPa，骨料粒径不宜大于 10 mm；

b） 钢纤维不应有明显的锈蚀和油渍及其他妨碍钢纤维与水泥粘结的杂质，钢纤维内含有粘连片铁

屑及杂质的总重量不应超过钢纤维重量的 1%。

11.10.3 原材料

11.10.3.1 水泥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质量应符合 GB 175 的有关规定。有特殊要

求时，可采用特种水泥。

11.10.3.2 骨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粗骨料应选用坚硬耐久的卵石或碎石，粒径不宜大于 12 mm；当使用碱性速凝剂时，不得使用

含有活性二氧化硅的石料。

b） 细骨料应选用坚硬耐久的中砂或粗砂，细度模数宜大于 2.5；干拌法喷射时，骨料的含水率应

保持恒定并不大于 6%。

c） 喷射混凝土骨料级配宜控制在表 40 数据范围内。

表 40 喷射混凝土骨料通过各筛经的累计质量百分率（%）

项目
骨料粒径（mm）

0.15 0.30 0.60 1.20 2.50 5.00 10.00 15.00

优 5～7 10～15 17～22 23～31 35～43 50～60 70～82 100

良 4～8 5～22 13～31 18～41 26～54 40～70 62～90 100

11.10.3.3 注浆料拌和水水质应符合现 JGJ 63 的有关规定。混凝土拌合用水水质应符合表 41 的规定。

对使用钢丝或经热处理钢筋的预应力混凝土，氯离子含量不应超过 350 mg／L。

表 41 混凝土拌合用水水质要求

项目 预应力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项目 预应力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素混凝土

pH 值 ≤5.0 ≤4.5 ≤4.5 Cl
－
（mg/L） ≤500 ≤1000 ≤3500

不溶物（mg/L） ≤2000 ≤2000 ≤5000 2
4so （mg/L） ≤600 ≤2000 ≤2700

可溶物（mg/L） ≤2000 ≤5000 ≤10000 碱含量（mg/L） ≤1500 ≤1500 ≤1500

注：碱含量按 Na20+0.658K20 计算值来表示。采用非碱活性骨料时，可不检验碱含量。

11.10.3.4 喷射混凝土速凝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掺加正常用量速凝剂的水泥净浆初凝时间不应大于 3 min，终凝时间不应大于 12 min。

b） 掺加速凝剂的喷射混凝土试件 28 d 强度不应低于不加速凝剂强度的 90%。

c） 宜用无碱或低碱型速凝剂。

11.10.3.5 喷射混凝土中的矿物掺合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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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粉煤灰的品质应符合 GB 1596 的有关规定。粉煤灰的级别不应低于Ⅱ级，烧失量不应大于 5%。

b） 硅粉的品质应符合 GB/T 21236 及表 42 的要求。

表 42 硅粉质量控制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 项目 指标

比表面积（m
2
/kg） ≥15000 二氧化硅含量（%） ≥85

c） 粒化高炉矿渣粉的品质应符合 GB/T 18046 有关规定。

11.10.3.6 喷射混凝土用钢纤维及合成纤维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钢纤维的抗拉强度宜不低于 1000 N/mm
2
，直径宜为 0.40 mm～0.80 mm，长度宜为 25 mm～

35 mm，不得大于混合料输送管内径的 0.7 倍，长径比宜为 35～80。

b） 合成纤维的抗拉强度不应低于 280 N/mm
2
，直径宜为 10 um～100 um，长度宜为 4 mm～25 mm。

11.10.3.7 喷射混凝土中各类材料的总碱量（Na2O 当量）不得大于 3 kg/m
3
；氯离子含量不应超过胶凝

材料总量的 0.1%。

11.10.4 喷锚构造

11.10.4.1 系统锚杆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a） 锚固角宜为 10°～20°，也可与坡面垂直。锚杆布置宜采用网格状或梅花形。

b） 锚杆间距和长度根据边坡岩土条件及其坡体稳定性确定；锚杆间距宜为 1.2 m～3.0 m，且不

应大于锚杆长度的 1/2，对Ⅰ、Ⅱ类岩质边坡最大间距不应大于 3.0 m，对Ⅲ、Ⅳ类岩质边坡

最大间距不应大于 2.0 m。岩质边坡岩体类型划分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 表 B.6。

c） 采用全长黏结型锚杆，锚杆长度为 3 m～6 m，钢筋直径可采用 16 mm～22 mm；钻孔直径宜为

40 mm～70 mm。

d） 锚杆杆体材料不宜采用镀锌钢材。

锚杆设计大样可见参照图 7。

图 7 锚杆设计大样示意图

11.10.4.2 锚喷支护用于岩质边坡整体支护时，其喷射混凝土面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Ⅰ类岩质边坡面板厚度不应小于 50 mm；Ⅱ、Ⅲ类岩质边坡面板厚度不应小于 1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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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钢筋网宜采用单层双向，钢筋网置于面板中部，钢筋网材料宜采用 HRB 400 钢筋，钢筋直径宜

为 6 mm～12 mm，钢筋间距宜为 150 mm～250 mm。

c） 钢筋网可采用工厂加工成型的钢丝网片，网片搭接应满足产品安装的要求。

d） 单层钢筋网面板厚度不应小于 100 mm，双层钢筋网面板厚度不应小于 150 mm，钢筋保护层厚

度不应小于 25 mm。

e） 锚杆钢筋与面板应有可靠的连接构造措施。喷锚支护大样见图 8。

a）加强筋水平布置

b）加强筋菱形布置

图 8 锚喷挂网大样示意图

11.10.4.3 钢筋网与锚杆应设锚杆拉筋，并进行焊接或扎丝绑接，拉筋可采用 12～ 16 钢筋。

11.10.4.4 岩石锚杆的锚固段长度不应小于 3 m，且不宜大于 8 m；采用预应力锚杆时，可根据现场试

验和地区经验确定最大锚固长度。锚杆宜长短间隔布置。

11.10.4.5 锚杆杆体与喷射混凝土层及锚头拉筋宜采用弯折连接，弯折长度不宜小于 15 d，杆体与拉

筋应绑扎或焊接。

11.10.4.6 锚杆注浆固结体嵌入混凝土面层宜大于 30 mm，并参照 11.6.2.3 要求做好锚杆防腐处理。

11.10.4.7 永久性边坡喷射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25，防水要求高的边坡不应低于 C30，对临时性边坡

不应低于 C20。

11.10.4.8 喷射混凝土与岩面的黏结力对整体状和块状岩体不应低于 0.80 MPa，对碎裂状岩体不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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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40 MPa。喷射混凝土与岩面黏结力试验应符合 GB 50086 的规定。

11.10.4.9 喷射混凝土物理力学参数可按表 43 选用。

表 43 喷射混凝土的物理力学参数

物理力学参数
喷射混凝土强度等级

C20 C25 C30

弹性模量/MPa 2.10×10
4

2.30×10
4

2.50×10
4

重度/（KN/m
3
） 22.00

注：喷射混凝土轴心抗压強度设计值和抗拉強度设计值可按 11.10.2.8 表 36 取值。

11.10.4.10 喷射混凝上面板应沿边坡走向间隔 20 m～25 m 分段设置竖向伸缩缝，缝宽 2 cm，用沥青

亚麻充填。

11.10.4.11 应设置外倾泄水孔，孔径宜为 75 mm，孔间距宜为 2 m～3 m，外倾 5°，呈横密纵疏布置。

11.10.4.12 喷射混凝土的顶、底和两侧应封边，其底边应深入到护脚墙内 50 cm，防止雨水冲刷造成

混凝土脱落烂根。

11.11 柔性网防护

11.11.1 一般规定

11.11.1.1 柔性网防护工程设计应根据岩质边坡类型（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 表 B.6）、

边坡高度、坡度、地形条件选择柔性防护网类型和技术参数。柔性防护网分类、系统与构件型号标记等

可参照 JT/T 1328-2020 相关规定执行。

11.11.1.2 柔性网防护工程设计应明确柔性网防护系统的使用年限。

11.11.1.3 柔性网防护工程设计内容包括主动防护网、被动防护网、引导防护网、锚杆与基础、柔性

网与拉锚构件等。并按相关规范规定设计坡面排水等辅助工程措施。

11.11.1.4 柔性网防护适用于边坡整体稳定的危岩带或对单体危岩采用主动加固的危岩破碎带，对其

危岩落石采用柔性防护网进行防护。柔性防护网类型包括主动防护网、被动防护网、引导防护网三类（参

见 JT/T 1328-2020，并按表 44 进行选型。

表 44 柔性防护网适用性选型

类型 适用条件 选型依据

主动防

护网

适用于节理、裂隙发育的弱风化硬

质岩且整体稳定的边坡防护

①高度小于 20 m 的低矮边坡；②坡面岩体完整性较好的

岩质陡边坡；③坡面起伏较大的高陡裸露岩质边坡；④允许

对坡面扰动且可进行封闭施工的边坡；⑤落石频发率较低且

发生落石后便于及时清理的边坡

被动防

护网

适用于整体稳定，坡表节理裂隙较

发育、危岩发育较多，拦截落石后便

于清理维护，满足系统发挥作用产生

最大变形时所需要的空间，一般设置

于坡度相对较缓的坡体中下部

①现场有满足系统网片受冲击变形时不对防护对象造成

损害的安全距离条件；②孤石、危石分布较多且分散的坡面；

③坡面起伏较小的裸露岩质边坡；④高度大于 20 m 的上陡

下缓边坡；⑤落石频发率低且发生落石后便于维护清理的边

坡

引导防

护网

适用于整体稳定，但坡表节理裂隙

较发育、危岩发育较多，坡表不宜过

多扰动、清理困难、落石源与线路间

高差大，且坡脚可进行落石收集或采

用其他组合防护措施的高陡边坡

①存在浅表层潜在滑动或局部溜坍、塌落等变形破坏可能

的土质或强风化类岩质边坡，或坡面大块孤石发生崩落后可

能牵引后侧边坡浅表层失稳破坏并进一步引起其他孤石崩

落的块石土边坡，且坡脚有落石堆积区的边坡；②坡面锚固

条件较好的陡边坡；③维护条件较差、清理工作难度较大或

潜在落石频发率较高的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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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5 条件复杂边坡应分区、分高程段，有针对性地采用相应的柔性防护网类型，或与其他防护

措施配合使用。

11.11.1.6 柔性防护系统及构件所用材料、质量、技术参数、性能指标等可参照 JT/T 1328-2020 相关

要求。

11.11.1.7 防护网所用材料或构件的防腐蚀设计应满足 GB/T 19292.1 规定的 C2 类大气环境中无外力

损伤和正常维护条件下至少 25 年的预期使用年限。系统中的钢丝、钢丝绳及其制品防腐性能要求及不

同腐蚀环境下不同镀层参考使用年限参照表 45。

11.11.1.8 边坡柔性防护网系统中构件应便于安装和更换，宜为可独立更换单元。

11.11.1.9 柔性防护系统消能装置性能试验方法参照 JT/T 1328-2020 附录 G、附录 H。冲击试验方法

应符合 TB/T 3449 的规定。

11.11.1.10 对于尺寸较小的危岩落石、当主网采用网孔尺寸较大的绞索网、钢丝绳网或环形网时，应

增加网孔尺寸较小的格栅网，设计计算时可不考虑其承载作用，或在必要时采用承载能力较高的高强度

钢丝网替代格栅网。

表 45 不同腐蚀环境下不同镀层参考使用年限

腐蚀环境等级 金属镀层 金属镀层等级 参考使用年限

低侵蚀（C2）

温带地区，低污染（S02≤5 μg/m
3
）大气环境（如乡村、小

镇）

干冷地区，潮湿时间短的大气环境（如沙漠，亚北极地区）

Zn A 25

Zn-5%A1
B

A

25

50

Zn-10%A1
B

A

50

120

中等侵蚀（C3）

温带地区，中度污染（5 ug/m
3
＜SO2≤30 μg/m

3
）或氯化物

有些作用的大气环境（如城市地区、低氯化物沉积的沿海地区）

亚热带和热带地区，低污染大气

Zn A 10

Zn-5%A1
B

A

10

25

Zn-10%A1
B

A

25

50

高侵蚀（C4）

温带地区，重度污染（30 μg/m
3
＜SO2≤90ug/m

2
）或氯化物

有重大作用的大气环境（如污染的城市地区、工业地区、没有

盐雾或没有暴露于融冰盐强烈作用下的沿海地区）

Zn-5%A1 A 10

Zn-10%A1
B

A

10

25

注 1：腐蚀环境等级与 GB/T 19292.1 一致。

注 2：实际使用年限受众多不可控因素影响会有一定的差异。

11.11.1.11 防护网及其构件的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柔性网防护系统出厂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等应符合 JT/T 1328-2020 的相关规定。

11.11.2 主动防护网

11.11.2.1 主动防护网设计主要包括以下步骤和内容：

a） 选择合适的锚杆，通过计算确定锚杆抗拔力、锚杆长度和布置方式。

b） 确定支撑绳及缝合绳的直径、长度及其固定方式。

c） 选用钢丝绳网的规格，确定其层数。

d） 选定格栅规格及联结方式。

11.11.2.2 主动防护网包括锚固缝合式和搭接点锚式两种。应根据坡体地层结构、地层产状、岩土层

性状、坡体变形特征等选择主动网的布置范围及类型。主动防护网系统构成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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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剖面大样示意图 b）A-A 节点示意图

图 9 主动防护网系统示意图

11.11.2.3 根据危岩或潜在危岩落石分布区域，主动防护网布置范围应分别向上缘和两侧缘外延伸不

小于 2 m，距坡脚 1 m 高范围内不宜布置主动防护网。

11.11.2.4 坡面条件较简单且坡角不超过 75°的边坡，宜根据已有工程设计经验采用工程类比法进行

主动防护网工程设计，或按 JT/T 1328-2020 选用主动防护网型号，必要时采用专门的锚杆设计。

11.11.2.5 对 11.11.2.4 适用条件以外的其他边坡，可参照附录 M.1 给出的经验数据进行设计，并根

据危岩崩落时或崩落后的堆积体与防护网间的相互作用方式，或参照附录 M.1.3 给出的简化方法，计算

确定防护网各构件所受荷载。除锚杆设计按 11.11.5 条规定外，其他构件承载力应按公式（42）计算：

kP≤ R （42）

式中：

P——荷载标准值（kN）；

R——承载力设计值（kN），对于常用的柔性网可采用附录 M.1.3 中强度等级作为设计值，对于

钢丝和钢丝绳可采用标称抗力和最小抗顶破力作为承载力设计值；

k——荷载分项系数，可依据防护工程等级，考虑荷载模型和岩土特性参数的可靠性等确定，对于

工程等级为一、二、三级防护工程， k值分别不应小于 2.0，1.5，1.0。

如缺乏更为完善的计算模型或方法，可参照附录 M.1.3 的建议方法进行。

11.11.2.6 主动防护网应进行锚杆最小抗剪力计算及平行于坡面整体滑动安全性验算，计算方法参见

附录 M.1.1。

11.11.2.7 锚杆可采用双股钢丝绳锚杆，钢丝绳直径为 16 mm，也可采用钢筋锚杆。上沿锚杆设计抗

拔力不宜小于 80 kN，其余锚杆设计抗拔力不宜小于 50 kN。锚杆长度应根据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2 m。

钢筋锚杆孔径应大于杆体直径 12 mm 以上；双股钢丝绳锚杆孔径应大于钢丝绳 2 倍直径 10 mm 以上。

11.11.2.8 钢丝绳网采用 CN/08/300/4×4 型，需要时可在边缘处采用其他规格的网片，采用单层钢丝

绳网铺挂。局部大体积危石或岩堆可采用双层钢丝绳网的加强型主动防护，锚杆抗拔力应不小于 104 kN。

11.11.2.9 横向支撑绳宜采用不小于 16 钢丝绳，纵向支撑绳宜采用不小于 12 钢丝绳；设置双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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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绳网的区域纵横支撑绳均宜采用不小于 16 钢丝绳。每根钢丝绳的实际长度应在设计铺设长度的基

础上两端各增加 l m 作为与锚杆固定连接的预留长度。

11.11.2.10 当支撑绳铺设长度小于或等于 10 m 时，支撑绳两端应采用 2个同型号的绳卡固定；当铺

设长度大于 10 m 且小于 30 m 时，应在钢丝绳两端应采用 3 个同型号的钢丝绳卡固定；当铺设长度大于

30 m 时，两端应采用 4个同型号的钢丝绳卡固定。

11.11.2.11 缝合绳应为 8 mm 钢丝绳，每张钢丝绳网宜用一根缝合绳缝合，其长度按能实现网与周

边支撑绳或是邻近网缝合来确定，每根缝合绳两端各采用 2个 8 mm 绳卡固定。

11.11.2.12 钢丝绳网＋钢丝格栅主动防护系统应在钢丝绳网下铺一层钢丝格栅，宜采用直径为 2.2 mm

的热镀锌钢丝，编制成网孔为 50 mm×50 mm 的钢丝格栅。有培植土绿化要求时设置土工格栅。格栅网

片边界间应考虑不小于 5 cm 的叠置，格栅间用 1.2 mm 铁丝绑扎，绑扎间距不得大于 1 m。

11.11.2.13 主动防护网加固后如需采用三维植被网绿化，可采取一锚双网形式，锚杆同时用于固定主

动网及三维网。

11.11.3 被动防护网

11.11.3.1 被动防护系统设计包括以下步骤和内容：

a） 根据落石动能计算，选择防护系统型号。

b） 根据落石弹跳高度计算，确定防护系统高度。

c） 根据有效而经济地拦截落石的原则，确定防护系统设置的位置及高程。

d） 确定防护系统的布置方式，即防护系统的长度与系统走向。

e） 选择合适的钢柱、柔性锚杆、基座、连接件等构件，计算确定钢柱间距。

f） 通过分析确定基座及系统的倾角，必要时采用防倾倒螺杆。

g） 设计拉锚系统。

h） 选择和确定合适的支撑绳、拉锚绳、减压环、钢丝绳网、缝合绳、格栅等相应配套产品的型号

及规格。

11.11.3.2 被动防护网由钢丝绳网、固定系统、减压环和钢柱 4 个主要部分组成。被动防护网形式包

括拉锚式和自立式。拉锚式是指钢柱柱脚铰接并采用上拉锚绳稳定的被动防护网；自立式是指钢柱柱脚

刚性连接的被动防护网。

11.11.3.3 宜根据潜在危岩落石块度和坡面条件，基于附录 M.2 的计算方法，根据勘查精度适当考虑

相关条件参数的不确定性，计算或模拟确定危岩落石运动参数。进行滚石速度、弹跳高度、落石冲击动

能及落距试验与计算。

11.11.3.4 被动防护网应布置在危岩落石冲击动能和弹跳高度均较小、易于施工安装和维护，且树木

砍伐量较小的高程附近。应综合考虑防护工程等级等影响因素，根据危岩落石轨迹和运动参数的计算结

果，设计被动防护网的防护能级、高度及其布置位置、范围和数量。

11.11.3.5 被动防护网安装位置处，危岩落石冲击平动速度标准值应符合公式（43）要求：

kv ≤ v （43）

式中：

kv ——危岩落石冲击平动速度标准值（m/s），宜采用数值分析第 97 百分位计算值，否则，应取

最大计算值；

v ——柔性网的容许危岩落石最大冲击平动速度（m/s），宜按被动防护网定型试验时的最大冲击

速度提高 5 m/s 确定，缺乏试验数据时，环形网取 35 m/s，其他网型取 30 m/s。

11.11.3.6 采用三维危岩落石数值分析方法时，宜以勘查报告确定的块体尺度分布为依据，以数值分

析危岩落石块体数量的第 2 百分位和第 98 百分位危岩落石轨迹作为危岩落石威胁区域的两侧边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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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96%的危岩落石运动轨迹处于该危岩落石威胁区域内。

11.11.3.7 对于工程等级为二级及以上防护工程的被动防护系统，应根据危岩落石威胁区域或危岩分

布、坡面形态特征、危岩落石滚落路径区的介质等勘查资料，采用三维危岩落石数值分析方法确定危岩

落石威胁区域，对于工程等级为三级防护工程的被动防护系统，可按经验确定危岩落石威胁区域。在此

基础上按以下原则布置被动防护网。

a） 除主要用于将危岩落石导入邻近的沟谷或者需要跨越局部陡坎或沟槽外，单道被动防护网宜沿

同一高程直线延伸布置。

b） 除危岩落石威胁区域两侧边界为陡壁或沟谷外，被动防护网的走向两端应向所在高程危岩落石

威胁区域两侧边界外延伸至少 5 m，工程等级为一级且预期危岩落石频率很高（年度危岩落石

次数 n＞5）的防护工程，则宜延伸至少 10 m。

c） 当受地形条件限制而使单道被动防护网局部走向变化过大（包括水平面和铅直面内的变化），

或需要留设维护通道、行人或动物迁徙通道时，宜沿同一高程附近分段设置相互交错的两道或

两道以上的被动防护网，相邻两道被动防护网间的重叠长度不应小于 5 m，当相邻两道被动防

护网的重叠段顺坡向间距较大时，尚应根据危岩落石可能的运动方向增大重叠长度。

11.11.3.8 危岩落石冲击动能和弹跳高度设计值按公式（44）确定：








kad

kad

hh
EE




（44）

式中：

dE ——危岩落石冲击动能设计值（kJ）；

kE ——危岩落石冲击动能标准值（kJ），随机模拟时宜取第 97 百分位值，否则应取最大计算值；

dh ——危岩落石弹跳高度设计值（m）；

kh ——危岩落石弹跳高度标准值（m），随机模拟时宜取第 95 百分位计值，否则应取最大计算值；

a ——危岩落石运动参数分项系数，标准值由随机模拟统计值确定时取 1.1，其余取 1.0。

11.11.3.9 被动防护网的防护能级应符合公式（45）要求：

BE ≥ dEE （45）

式中：

BE ——实际采用的被动防护网的防护能级标称值（kJ）；

E ——被动防护网防护能级的防护工程等级分项系数，工程等级为一、二、三级时宜分别取为 1.5、

1.35、1.2，单道被动防护网仅有一跨或两跨时则应取为 2；

dE ——危岩落石冲击动能设计值（kJ）；

11.11.3.10 被动防护网的防护高度应符合公式（46）要求：








5.0)( RdB

dBhB

hhh
hh 

（46）

式中：

Bh ——实际采用的被动防护网的防护高度标准值（m），一般精度宜取至 0.5 m；

h ——被动防护网防护高度的防护工程等级分项系数，工程等级为一、二、三级时宜分别取为 1.25、

1.15、1.1；

dBh ——所需被动防护网最小防护高度设计值（m）；

dh ——危岩落石弹跳高度设计值（m）；

Rh ——模拟危岩落石块体的等效球体半径（m）。

防护高度在计算最大弹跳高度基础上增加 l m 作为安全储备，且防护网高度不应小于 3 m。

11.11.3.11 被动防护网与保护区域或建筑物间的顺坡面安全距离应符合公式（47）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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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 Bdd （47）

式中：

sd ——被动防护网与所保护区域或建筑物间的顺坡面安全距离（m）；

Bd ——被动防护网缓冲距离标准值（m）；

d ——被动防护网缓冲距离分项系数，一般宜取 1.3。

11.11.3.12 缺乏相关危岩落石模拟条件时，抢险工程、临时工程或工程等级为三级的永久性防护工程，

可采用工程类比法或参照附录 M.2.3 的方法，估算危岩落石冲击动能设计值、防护网最小防护高度。

11.11.3.13 工程设计选型中，当采用定型化被动防护网时，应给出满足产品加工制造或采购、质量检

验、施工安装与工程验收需要的技术条件或要求，或指出定型化技术文件的出处，并给出附加技术条件

或要求；未指定定型化被动防护网时，应给出所需的最小防护能级、最小防护高度、最小残余高度、最

大缓冲位移、易维护性以及有关材料或构件、质量检测、施工安装与工程验收的附加技术条件或要求。

11.11.3.14 受地形或其他条件限制不能沿同一高程附近直线布置的单道被动防护网，如所采用被动防

护网定型化技术文件规定了相关处置方法从其规定，否则宜遵循以下原则：

a） 相邻基座间连线与水平面的夹角超过 10°或其间高差超过 1.5 m 时，应增大柔性网片的尺寸

或改变形状。

b） 相邻两跨在水平面内的走向朝上坡侧偏离直线且走向改变角超过 5°时，应增加共用钢柱上的

下坡侧拉锚绳；如这种走向改变是朝下坡侧偏离直线且走向改变角超过 30%，则应增加共用钢

柱上的上拉锚绳。

11.11.3.15 连续布置的单道被动防护网长度较大时，应进行支撑绳分段，结合被动防护网的局部走向

改变综合考虑分段位置，设置分段钢柱上的拉锚绳。如所采用被动防护网定型化技术文件规定了支撑绳

分段方法时从其规定，否则，各支撑绳分段长度不应大于 100 m 或 10 跨。

11.11.3.16 防护网的走向布置范围应超过落石可能危及范围至少 10 m，分段布置时，每段间应沿走

向有一定的长度重叠，重叠长度不小于 5 m。

11.11.3.17 钢柱间距宜为 6 m～12 m，应选用标准化的 GS-7001 型基座和 GS-7005 型连接件。每个基

座应选用 4 根由螺纹钢筋加工而成的 Mp28×1 000/M27×100 标准化地脚螺栓锚杆。

11.11.3.18 选用双股 16 mm 钢丝绳锚杆作为拉绳锚杆，其锚杆长度按表 46 中防护网高度或锚杆抗拔

力要求来确定。

表 46 防护网高度及锚杆长度/抗拔力对照表

防护网高度/m 2 3 4 5 6 7

上拉锚杆/（m/kN） 1.5/40 1.5/40 2/50 2/50 2.5/60 2.5/60

侧拉锚杆/（m/kN） 2/50 2/50 2.5/60 2.5/60 3/80 3/80

下拉锚杆/（m/kN） 1.5/40 1.5/40 2/50 2/50 2.5/60 2.5/60

中网加固拉锚杆（m/kN） 1.5/40 1.5/40 2/50 2/50 2.5/60 2.5/60

11.11.3.19 拉锚系统

a） 拉锚绳 PPS-025 系统的每根钢柱应设置单根上拉锚绳；PPS-050 和 PPS-075 系统除端部钢柱应

设置单根上拉锚绳外，当钢柱间距大于或等于7 m时，中部每根钢柱应设置两根对称布置的“人”

字形上拉锚绳，PPS-025、PPS-050 和 PPS-075 系统的上拉锚绳应选用直径为 14 mm～16 mm 的

钢丝绳，当钢柱间距大于或等于 7 m 时，其上拉锚绳均选用直径为 16 mm 的钢丝绳，每根上拉

锚绳分别各带 1个、1个、2个减压环。

b） 侧拉锚绳端部钢柱各设置一根侧拉锚绳，PPS-025、PPS-050 和 PPS-075 系统的侧拉锚绳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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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直径为 12 mm、16 mm 和 18 mm 的钢丝绳。

c） 中间加固拉锚绳：当被动防护系统长度大于 70 m 时，应每隔 50 m 左右设置人字型中间加固锚

绳，已有下拉锚绳时，下拉锚绳当作中间加固锚绳对待，中间加固及下拉锚绳的直径均与侧拉

锚绳相同。

11.11.3.20 支撑绳均宜设置双绳形式的上下支撑绳，PPS025、PPS050、PPS075 系统的支撑绳分别为

直径 12 mm、16mm、18mm 的钢丝绳，且每跨内上下支撑绳分别设置 1/1、2/2、2/4 个减压环。当被动防

护系统的长度大于 70 m 时，宜按单根支撑绳的跨越长度不超过 50 m 分段设置。

11.11.3.21 PPS-025、PPS-050 和 PPS-075 系统分别选用网孔规格为 250 mm、200 mm 和 150mm 的钢丝

绳网，网的长度宜选用 5 m，网的宽度与系统高度相同。当系统高度大于或等于 6 m 时，宜采用其他宽

度的网来拼接；当系统网底线与水平面的夹角大于 5°时，宜考虑配置相应斜角的菱形钢丝绳网。

11.11.3.22 直径 12 mm 及 14 mm 钢丝绳应配置 GS-8000 减压环，直径 16 mm 及 18 mm 钢丝绳应配置

GS-8001 减压环。GS-8000 和 GS-8001 型减压环的能量吸收能力分别不应低于 30kJ 和 50kJ，其启动荷

载应介于与其相连的钢丝绳网最小破断拉力的 10%～70%，在距减压环约 40 cm 处应设置绳卡将两根支

撑绳合并在一起，该绳卡的紧固程度为标准紧固的 30%。

11.11.3.23 每张钢丝绳网配置一根长度为其周长 1.3 倍的直径 8 mm 缝合钢丝绳。

11.11.3.24 当需要拦截小块落石时，应配置钢丝格栅，宜选用网孔直径为 50 mm× 50 mm 的钢丝格栅，

钢丝绳网与钢丝格栅间应采用 1.2 mm 的铁丝绑扎，绑扎间距不宜大于 l m。

11.11.3.25 各种规格钢丝绳所用绳卡的规格和标准紧固力（绳卡螺母紧固扭矩）见表 47。

表 47 绳卡与钢丝绳配合关系及标准固力

钢丝绳直径/mm 8 12 14 16 18 20

绳卡直径/mm 8 13 16 16 19 20

绳卡螺母标准紧固扭矩/（kN·m） 6 33 49 19 66.9 107

11.11.3.26 未定型的被动防护网系统设计及其构件与连接节点深化设计，可参照附录 M.2.5 采用有限

元方法进行计算分析。被动防护网系统大样见图 10。

11.11.4 引导防护网

11.11.4.1 引导式防护网包括覆盖式和张口式两种（参见 JT/T 1328-2020）。覆盖式是指将金属柔性

网覆盖在具有潜在危岩落石的坡面上的引导式防护网；张口式是指在引导防护网的顶部采用钢柱、拉锚

绳、支撑绳等固定方式将金属柔性网以一定角度张开的引导式防护网。

11.11.4.2 坡面危岩或危岩落石威胁区域采用覆盖式引导防护网时，布置范围宜向上缘外延不小于 3

m，向两侧缘外延不小于 2 m，距坡脚 0.5 m 高范围内不宜布置引导防护网，且不应将柔性网延伸布置

到坡脚以外的平缓地面上；采用张口式引导防护网时，拦截部分可设置在危岩落石弹跳高度相对较低的

位置处，布置范围向两侧缘外延伸不小于 5 m。

11.11.4.3 坡面条件较简单且坡长不超过 100 m 的边坡，宜采用工程类比法进行引导防护网工程设计，

也可根据需要采用专门的锚杆设计。

11.11.4.4 坡面条件较复杂或坡长超过 100 m 的边坡，张口式引导防护网覆盖部分和覆盖式引导防护

网各构件所受荷载可参照附录 M.1.3 建议方法设计计算，张口式引导防护网拦截部分参照 11.11.3 相关

规定进行计算。除锚杆设计应按 11.11.5 条规定执行外，其他构件的承载力应符合公式（42）的要求。

11.11.4.5 覆盖式引导防护网防护范围上缘边坡锚固条件极差时（如图 11 所示），将上缘锚杆上移并

采用悬吊绳悬挂柔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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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面示意图

b）横断面示意图

图 10 被动防护网系统示意图

1——柔性锚杆；2——悬吊绳；3——上缘支撑绳；4——柔性网

图 11 带悬吊绳的引导防护网主要结构构成简图

11.11.5 锚杆与基础

11.11.5.1 根据柔性防护网类型和锚杆承载条件不同，防护网锚杆类型宜按以下原则选择：

a） 除临时防护工程外，均应采用全长黏结锚杆或混凝土基础埋置锚杆，或在上覆土层段采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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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基础，而下覆岩石段采用钻孔注浆复合构造锚杆。

b） 与支撑绳、拉锚绳等钢丝绳类构件端部相连接的锚杆，宜采用锚头有连接环套的柔性锚杆，包

括由单根钢丝绳或钢绞线弯折而成的钢丝绳锚杆、由钢丝绳或钢绞线弯折而成的末性锚头与锚

固段钢筋杆体连接而成的复合式柔性锚杆。

c） 搭接点锚式锚固网的带锚垫板锚杆和被动防护网基座锚固锚杆应采用钢筋锚杆或自钻式中空

注浆锚杆。

11.11.5.2 锚杆方位应按以下原则设计：

a） 主动防护网和引导防护网的锚杆轴向宜垂直于坡面。

b） 被动防护网柔性锚杆轴向宜沿其所受拉力方向设置。

c） 被动防护网钢柱基座的法向锚杆轴向与钢柱间夹角不宜超过 15°。

11.11.5.3 柔性防护网锚杆的设计除应满足承载力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柔性锚杆的锚头连接环套内应嵌套套环，或应在连接环套钢丝绳或钢绞线段套装套管。

b） 主动防护网和引导防护网用锚杆以及被动防护网用柔性锚杆的锚固段长度不应小于 1.5 m，

被动防护网钢柱基座锚固锚杆的锚固段长度不应小于 0.6 m。

c） 采用钻孔注浆锚固的锚杆，防腐应符合 11.6.2.3 条要求。

d） 钻孔锚杆注浆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M20 的水泥砂浆或水泥浆，埋置锚杆的基础混凝土强度不

应低于 C25。

11.11.5.4 不同类型的柔性防护网用锚杆结构的设计计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柔性锚杆杆体的轴向抗拉承载力。

b） 搭接点锚式锚固网钢筋锚杆（含自钻式中空注浆锚杆）杆体轴向抗拉承载力和按附录 M.1.3

规定设计的抗剪承载力。

c） 被动防护网钢柱基座锚固用钢筋锚杆（含自钻式中空注浆锚杆）杆体的轴向抗拉承载力和抗剪

承载力。

d） 锚杆锚固段注浆体与杆体间、注浆体与地层间的抗拔承载力。

11.11.5.5 不同类型柔性防护网用锚杆的荷载设计值宜按以下方法确定：

a） 常用主动防护网和引导防护网的锚杆轴向拉力设计值按 11.11.5.6 条计算确定。

b） 按 11.11.2.5 条规定设计的主动防护网和按 11.11.4.4 条规定设计的引导防护网，锚杆荷载设

计值宜采用 11.10.2.3 条确定的锚杆轴向拉力作为其设计值。

c） 按 11.11.3.13 条规定设计已指定的被动防护网，如其定型化技术文件给出了锚杆荷载，按给

定值采用；否则应根据被动防护网的结构形式采用合适的简化计算模型或数值计算方法计算确

定，并以冲击动能等于防护能级的危岩落石冲击跨中位置所得到的锚杆峰值荷载作为锚杆荷载

设计值。

d） 按 11.11.3.13 条规定的未指定性方法设计给出选型参数来选定被动防护网，应采用其定型化

技术文件给出的锚杆荷载标准值或标准化定型试验测得的锚杆荷载峰值作为锚杆荷载设计值。

11.11.5.6 锚杆杆体的轴向抗拉承载力应符合公式（48）要求：

tR ≥ dN0 （48）

式中：

tR ——锚杆杆体轴向抗拉承载力设计值（N）；

dN ——锚杆轴向拉力设计值（N）；

0 ——锚杆承载力储备系数，工程等级为一、二、三级的防护工程分别取 1.35、1.25、1.15。

对于钢丝绳锚杆， tR 应按公式（49）计算。

mmt RR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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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R ——柔性锚杆的锚头钢丝绳最小破断拉力（N）；

m ——柔性锚杆的锚头连接环套抗拉承载力分项系数，等于连接环套抗拉承载能力与钢丝绳最小

破断拉力之比，其中连接环套抗拉承载力通过拉伸试验确定且取三件试样结果中的最小值；

无试验资料时可按以下方法确定：无任何衬套时取 0.7，嵌套有符合 GB/T5974.1 规定的套

环或套装，有壁厚不小于 1.5 mm 的单层套管时取 1.5，嵌套有符合 GB/T 5974.2 规定的套

环或套装，有壁厚不小于 1 mm 的双层套管时取 1.8。

对于钢筋锚杆或中空注浆锚杆， tR 应按公式（50）计算：

AfR yt  （50）

式中：

yf ——钢筋锚杆或中空注浆锚杆杆体材料抗拉强度设计值，取其屈服强度标准值（MPa）；

A——钢筋锚杆或中空注浆锚杆杆体横截面积（mm
2
）。

对于复合式柔性锚杆，应取公式（49）和公式（50）计算结果的较小值。

11.11.5.7 钢筋或中空注浆锚杆杆体的抗剪承载力应符合公式（51）要求。

Af s ≥ dQ0 （51）

式中：

dQ ——锚杆抗剪力设计值（N）；

sf ——钢筋锚杆或中空注浆锚杆杆体材料抗剪强度设计值，取 3/3 yf ，其中 yf 取其抗拉强度标准

值（MPa）。

0 ——锚杆承载力储备系数，工程等级为一、二、三级的防护工程分别取 1.35、1.25、1.15。

11.11.5.8 锚杆的抗拔承载力应符合下列公式（52）～公式（54）的要求：

b

mgfDL


 ≥ dN （52）

钢丝绳锚杆：

mbdLf)2(  ≥ dN （53）

钢筋锚杆、中空注浆锚杆或复合式柔性锚杆：

mbdLf ≥ dN （54）

式中：

D——锚杆钻孔直径（mm）；

L——锚杆锚固段长度（mm）；

mgf ——注浆体与地层间极限黏结强度标准值（MPa），宜通过现场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按

附录 I.2.3 或附录 I.2.4 选取；

b ——注浆体与地层间黏结强度分项系数，主动防护网和引导防护网锚杆取 1.5，被动防护网锚杆

取 1.25；

dN ——锚杆轴向拉力设计值（N）；

——锚固段长度对注浆体与地层间极限黏结强度的影响系数，可按表 48 选取；

表 48 锚固段长度对注浆体与地层间极限黏结强度的影响系数

锚固地层 土层 岩石

锚固段长度（m） 6～10 4～6 ≤4 3～6 2～3 ≤2

 值 1.0～1.3 1.3～1.6 1.6 1.0～1.3 1.3～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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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锚杆杆体直径（mm）；

mbf ——注浆体与锚杆杆体间黏结强度设计值（MPa），可按表 49 选取。

表 49 注浆体与锚杆杆体间黏结强度设计值 mbf /MPa

锚杆锚固段杆体类型
注浆体强度等级

M20 M25 M30 M40

临时
预应力螺纹钢筋 1.4 1.6 1.8 2.0

钢丝绳、普通钢筋或中空钢管 1.0 1.2 1.35 1.5

永久
预应力螺纹钢筋 / 1.2 1.4 1.6

钢丝绳、普通钢筋或中空钢管 / 0.8 0.9 1.0

注：表中数据引用自 GB 50086-2015。

11.11.5.9 采用混凝土基础内设置的锚杆来固定位于边坡上的被动防护网钢柱基座时，基础的抗滑移

稳定性至少应符合以下公式（55）、公式（56）之一的要求：

 

b

pb

Q
BEGP 0tan  

≥ 3.1 （55）

   
b

b

Q
BHHHBcGP  tan/tan5.0tan/tan 2

≥ 3.1 （56）

式中：

bP ——基础底面受到的法向作用力设计值（kN）；

G——混凝土基础自重（kN）；

 ——基础底面与地基土间的摩擦角（°），无测定值时可近似取地基土的内摩擦角；

pE ——基础前土压力（kN/m），可按朗肯被动土压力计算；

B——基础底面宽度（m）；

0B ——考虑基础周边土体抗力的基础计算宽度（m）， B≥1 m 时， 0B = B +1， B＜1 m 时，

0B =1.5 B +0.5；

bQ ——基础顶面受到的水平作用力设计值（kN），在按 11.11.5.5 条的方法确定被动防护网锚杆

荷载设计值时同时确定；

c——基础前土体的内聚力（kPa）；

H ——基础前缘埋深（m）；

 ——基础前边坡平均坡角（°）；

 ——基础前土体的容重（kN/m
3
）；

——基础前土体的内摩擦角（°）。

11.11.5.10 被动防护网钢柱基座的混凝土基础顶面不宜高出其下缘位置处的地面，如不可避免，其顶

面宽度应尽可能小。

11.11.6 柔性网及拉锚构件

柔性网及拉锚构件技术要求参照JT/T 1328-2020相关规定。

11.11.7 辅助措施

11.11.7.1 应按相关规范规定设计坡面排水措施，以免导致危岩失稳崩落。

11.11.7.2 锚固缝合式柔性网布置设计时，应结合坡面起伏特征设置部分锚杆孔孔口凹坑使柔性网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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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贴近坡面。在不能确定孔口凹坑的具体位置和数量时，应规定设置孔口凹坑的原则和几何尺寸要求。

11.11.7.3 根据受保护对象区域特点、预计的危岩落石量和后期维护条件，围护网应配套设置坡脚低

能级被动防护网、危岩落石槽、拦石墙（堤）等拦石措施以及足够的危岩落石停积场地。

11.11.7.4 工程等级为一级且难以直接到达的高陡边坡防护工程，宜设计便于后期维护作业行人通道。

11.11.7.5 柔性防护网设置区域内不能拆除的输电铁塔、水塔、通讯设施、房屋等既有建筑物或设施，

以及具有自然、历史、艺术价值需要保护的区域，应对施工期保护措施进行专门设计。

11.11.7.6 边坡条件复杂，工程规模或工作量大，工程施工困难、施工作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或对下

部区域构成严重威胁的防护工程，应对施工期的安全措施进行专门设计。

11.12 挡土墙

11.12.1 一般规定

11.12.1.1 挡土墙工程设计应依据不稳定岩土体的工程地质条件、变形与力学特征结合地形条件、地

基承载力等因素，选择挡土墙类型及技术参数。

11.12.1.2 对软弱地基土应采取措施，使基础满足地基承载力要求。并对墙后填土、泄水层（孔、管）、

截排水等进行设计。

11.12.1.3 挡土墙工程宜与排水、减载、护坡等其他防治工程结合使用。

11.12.1.4 挡土墙类型选择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和稳定状态、施工条件、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和经济

合理等因素综合确定。

11.12.1.5 土质地基上挡土墙应保证地基稳固，地基承载力满足要求。

11.12.1.6 软质岩层和较破碎岩石的挖方边坡以及坡面易受侵蚀的土质边坡可采用护面墙和护脚墙，

护面墙和护脚墙不承受岩土体压力。

11.12.1.7 在边坡上设置挡土墙时，当墙前边坡较陡时，应考虑挡土墙地基前缘岩土体对墙基抗力不

足进而影响墙基不稳定等问题。

11.12.1.8 Ⅷ度及Ⅷ度以上地震区的挡土墙不宜采用砌体结构。

11.12.1.9 有特殊要求以及采用新型结构或受力复杂的挡土墙设计应进行专项论证，并参照相应设计

标准执行。

11.12.2 重力式挡土墙

11.12.2.1 设计荷载及计算

11.12.2.1.1 重力式抗滑挡墙土压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作用在墙背上的主动土压力可按库仑理论计算。

b） 一般可不考虑抗滑挡墙前部的被动土压力。当基础埋置较深、地层稳定时，结合墙身位移条件，

可采用 1/3～1/2 被动土压力值或静止土压力，并可按库仑理论计算被动土压力。

11.12.2.1.2 重力式抗滑挡墙所承受滑坡推力计算参照附录 F.1 中的滑坡推力计算公式。

11.12.2.1.3 重力式挡土墙设计工况荷载组合可参照 8.11.2.5 条规定，安全系数按表 50 取值。

11.12.2.1.4 重力式挡土墙沿基底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的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工况Ⅰ（基本荷载）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sF （图 12）应按公式（5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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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重力式挡土墙设计安全系数

安全系

数类型

工程级别与工况

一级防治工程 二级防治工程 三级防治工程

工况Ⅰ 工况Ⅱ、Ⅲ 工况Ⅳ 工况Ⅰ 工况Ⅱ、Ⅲ 工况Ⅳ 工况Ⅰ 工况Ⅱ、Ⅲ 工况Ⅳ

抗倾覆 2.0 1.9 1.8 1.8 1.7 1.6 1.6 1.5 1.4

抗滑移 1.8 1.7 1.6 1.6 1.5 1.4 1.4 1.3 1.2

注：防治工程等级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 4.2.15 表 1。

图 12 重力式抗滑挡墙稳定性计算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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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式中：

sF ——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G——抗滑挡墙每延米自重（kN/m）；

yP ——滑坡推力的竖向分力（kN/m），即： sinP ；

0 ——挡墙的基底倾角（°）；

xP ——滑坡推力的水平分力（kN/m），即： cosP ；

 ——岩土对重力式挡土墙基底的摩擦系数；

P——作用在抗滑重力式挡土墙上的滑坡推力（kN/m）；当作用在墙背上的主动土压力大于滑坡推

力时，应采用主动土压力检算抗滑安全系数；

 ——滑坡推力与水平面的夹角（°）。

b） 工况Ⅱ（基本荷载＋降雨荷载）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sF 应按公式（58）计算：

  
  00

00

sincos
sincos




Wyx

xWy
s NPGP

PNPG
F




 （58）

式中：

sF ——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WN ——墙身的总浮力（kN），方向为竖直向上。当挡土墙墙背填料为渗水土石时，可不计墙身两

侧静水压力和墙背动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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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号意义同公式（57）。

c） 工况Ⅲ（基本荷载＋地震荷载）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sF 应按公式（59）计算：

    
    00

00

sincos
sincos




yhx

hxy
s PGPP

PPPG
F




 （59）

GaP Wh  （60）

式中：

sF ——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hP ——地震力（kN/m），采用拟静力法计算。挡土墙验算截面以上的墙身重心处的水平地震力可

按公式（60）计算；

Wa ——综合水平地震系数，按 8.11.2.5 表 18 取值。

其他符号意义同公式（57）。

11.12.2.1.5 挡土墙抗倾覆安全系数 tF 应按公式（61）计算：




0M
M

F y
t （61）

式中：

tF ——抗倾覆安全系数；

 yM ——稳定力系对墙趾的总力矩（kN·m），其中 fyy xPxGM  0 ；

 0M ——倾覆力系对墙趾的总力矩（kN·m），其中 fx0 zPM  ；

0x 、 fx 、 fz ——G、 yP 、 xP 对墙趾的力臂，见图 12。

11.12.2.1.6 挡土墙基底合力的偏心距应按公式（62）计算：


 

N
MMBcBe y 0

22
（62）

式中：

e——基底合力的偏心距（m）；倾斜基底时，为倾斜基底合力的偏心距；土质地基不应大于 B /6，

岩石地基不应大于 B /4；

B——基底宽度（m），倾斜基底为其斜宽；

c——作用于基底上的垂直分力对墙趾的力臂（m）；

N——作用于基底上的总垂直力（kN）。

其他符号意义同公式（61）。

11.12.2.1.7 基底平均压应力不应大于基底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其中，基底压应力应按公式（63）～

公式（65）计算：

当 e ≤
6
B

时， 





  

B
e

B
N 612,1 （63）

当 e＞
6
B

时，
c
N

3
2

1
 ， 02  （64）

当 e＜-
6
B

时， 01  ，
 cB

N


 
3
2

2 （65）

式中：

1 ——挡土墙墙趾部的压应力（kPa）；

2 ——挡土墙墙踵部的压应力（kPa）。

式中其他符号意义同公式（62）。

11.12.2.1.8 墙身截面强度检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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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算截面的合力偏心距 e：

1) 当按设计工况计算时； e ≤0.3 B；

2) 当按校核工计算时： e ≤0.35 B。

式中：

B——墙身截面宽度（m）。

b） 检算截面的法向压应力不应大于所用材料的抗压强度设计值。当计算的最小应力为负值时，应

小于所用材料的抗弯曲拉应力，并应检算不计材料拉力时受压区应力重分布的最大压应力，其

值不应大于抗压强度设计值；

c） 墙身截面宜作剪力检算。

11.12.2.2 构造设计

11.12.2.2.1 重力式挡土墙高度对于土质边坡不宜大于 10 m；对于岩质边坡不宜大于 12 m。

11.12.2.2.2 重力式抗滑挡墙基础埋深应大于当地标准冻深线，置于滑动面或软弱层以下不小于 1 m。

11.12.2.2.3 重力式挡墙墙身材料可采用片石混凝土、毛石混凝土、素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采用毛

石混凝土时，毛石含量宜为 15%～30%。采用毛石混凝土或者素混凝土时，墙顶宽度不宜小于 0.6 m。

11.12.2.2.4 重力式挡墙墙胸宜采用 1∶0.3～1∶0.5 坡度。墙高小于 4.0 m 时，可采用直立墙胸，地

面较陡时，墙胸坡度可采用 1∶0.2～1∶0.3。墙背可设计为倾斜、垂直或台阶式，整体倾斜度不宜小

于 1∶0.25。

11.12.2.2.5 重力式挡墙基础宽度与墙高之比宜为 0.5～0.7，基底宜设计为 0.1∶1～0.2∶1 的反坡，

土质地基取小值，岩质地基取大值。

11.12.2.2.6 墙基沿纵向有边坡时，基底纵坡不应陡于 5%，纵坡陡于 5%时，应将基底做成台阶式，其

最下一级台阶底宽不宜小于 1.0 m。

11.12.2.2.7 重力式挡墙墙背侧应设置 200 mm～400 mm 厚的反滤层，孔洞附近 1 m 范围内应加厚至

400 mm～600 mm。回填土为砂土或透水性岩土（如卵石、砂砾石等）时，墙背侧最低排泄水孔下侧应设

倾向坡外、厚度不小于 300 mm 的粘土隔水层。

11.12.2.2.8 重力式挡墙中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每隔 2 m～3 m 应设置泄水孔，呈“品”字型排列。泄

水孔直径不小于 100 mm。对于黏性土及降水量大的区域应增加泄水孔孔径和数量。

11.12.2.2.9 墙长每间隔 10 m～20 m 设置一道伸缩缝。在地基可能产生不均匀沉降处，应设置沉降缝，

并兼做伸缩缝，其缝宽宜为 30 mm～50 mm。

11.12.2.2.10 重力式挡墙高出地面 2 m 且顶部及周边临近学校、居民区、道路，常有行人活动，存在

安全隐患的，墙顶应设置安全护栏。

11.12.3 扶壁式挡土墙

11.12.3.1 设计荷载及计算

11.12.3.1.1 扶壁式挡土墙适用于滑坡前缘反压填土边坡的支挡。扶壁式挡墙结构型式见图 13。

11.12.3.1.2 扶壁式挡墙承受的荷载及其组合参照 11.12.2.1。

11.12.3.1.3 扶壁式挡墙土压力可按第二破裂面法计算，当不能形成第二破裂面时，可用墙踵下缘与

墙顶内缘连线或通过墙踵竖向面作为假想墙背计算，取其中不利状态的侧向压力作为设计控制值。

11.12.3.1.4 计算扶壁式挡墙实际墙背和墙踵板的土压力时，可不计算填料与板的摩擦力。

11.12.3.1.5 计算扶壁式挡墙整体稳定性和墙面板的内力时，可不计墙前土的作用，计算墙趾板内力

时，应计算底板以上填土的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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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扶壁式挡墙示意图

11.12.3.1.6 作用于墙面板的荷载可按墙高呈梯形分布［图 14a）]；墙面板竖向弯矩可按墙高分布［图

14b）]；竖向弯矩沿墙面方向可按台阶分布计算［图 14c）]。

a）侧压力分布图 b）立板弯矩竖向分布图 c）立板弯矩横向分布图

说明： 中
M ——板跨中弯矩； H ——墙面板的高度； hke ——墙面板底端内填料引起的法向土压力；

l ——扶壁之间的净距。

图 14 扶壁式抗滑挡墙侧向压力、荷载及弯矩分布图

11.12.3.1.7 墙趾板应按悬臂板计算。墙踵板纵向可视为扶壁支承的连续梁，不计墙面板对底板的约

束。

11.12.3.1.8 作用在墙踵板的荷载除计算板上的土压力及基底反力外，尚应计算由于墙趾板弯矩作用

在墙踵板产生的等代荷载，墙踵板横向可不检算。

11.12.3.1.9 扶壁应按悬臂的“T”型梁检算，将墙面板视为梁的翼缘，扶壁视为梁的腹板。

11.12.3.2 构造设计

11.12.3.2.1 扶壁式挡墙的基础应置于滑面（带）之下且不小于 1 m，其埋置深度应根据滑面（带）

位置、地基承载力、水流冲刷深度等因素经计算确定。

11.12.3.2.2 扶壁式挡墙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25，立板和扶壁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5 mm，

底板（含墙趾板和墙踵板）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40 mm。

11.12.3.2.3 扶壁式挡墙尺寸应根据强度和变形计算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两扶壁之间的距离宜取抗滑挡墙高度的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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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扶壁的厚度宜取扶壁间距的 1/8～1/6，且不宜小于 300 mm。

c） 立板顶端和底板的厚度应不小于 200 mm。

d） 立板在扶壁处的外伸长度宜根据外伸悬臂固端弯矩与中间跨固端弯距相等的原则确定，可取两

扶壁净距的 0.35 倍左右。

11.12.3.2.4 扶壁式挡墙受力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 mm，间距不宜大于 250 mm。

11.12.3.2.5 扶壁式挡墙结构构件应根据其受力特点进行配筋设计，其配筋率、钢筋的搭接和锚固等

应符合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

11.12.3.2.6 扶壁式挡墙位于纵向坡度大于 5%的边坡时，基底宜做成台阶形。

11.12.3.2.7 扶壁式挡墙上应设置泄水孔，按上下左右每隔 2 m～3 m 交错布置，折线墙背的易积水处

应增设泄水孔。泄水孔的坡度宜为 5%，向墙外呈向下斜坡，墙背进水口处应设置反滤层。

11.12.3.2.8 当墙背填料为细粒土时，应在最低排泄孔至墙顶以下 0.5 m 高度以内，填筑不小于 300 mm

厚的砂砾石或土工合成材料作为反滤层。反滤层的顶部与下部应设置隔水层。

11.12.3.2.9 扶壁式挡墙纵向伸缩缝间距宜为 10 m～15 m。宜在不同结构单元处和地层性状变化处设

置沉降缝；沉降缝与伸缩缝宜合并设置。

11.12.4 锚杆（索）挡土墙

11.12.4.1 设计荷载及计算

11.12.4.1.1 锚杆（索）挡墙根据结构形式可分为板肋式锚杆（索）挡墙、格构式锚杆（索）挡墙和

排桩式锚杆（索）挡墙；根据锚杆（索）的类型可分为非预应力锚杆挡墙和预应力锚杆（索）挡墙。

11.12.4.1.2 锚杆挡墙承受的荷载及其组合同 11.12.2.1。

11.12.4.1.3 稳定性较好的边坡可采用板肋式或格构式锚杆（索）挡墙。排桩式锚杆（索）挡墙宜用

于下列边坡支护：

a） 位于滑坡区或切坡后可能引发滑坡的边坡。

b） 切坡后可能沿外倾软弱结构面滑动、破坏后果严重的边坡。

c） 高度较大、稳定性较差的土质边坡。

d） 边坡塌滑区内有重要建筑物基础的Ⅳ类岩质边坡和土质边坡。岩质边坡类型划分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 表 B.6。

11.12.4.1.4 填方区锚杆挡墙在设计和施工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新填土体沉降造成的锚杆附加拉应

力过大。高度较大的新填方边坡不宜采用锚杆挡墙。

11.12.4.1.5 锚杆挡墙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侧向岩土压力计算。

b） 挡墙结构内力计算。

c） 立柱嵌入深度计算。

d） 锚杆计算和混凝土结构局部承压强度以及抗裂性计算。

e） 挡板、立柱（肋柱或排桩）及其基础设计。

f） 边坡变形控制设计。

g） 整体稳定性分析。

h） 施工方案建议和监测要求。

11.12.4.1.6 坡顶无建（构）筑物且无需对边坡变形进行控制的锚杆挡墙，其侧向岩土压力合力可按

11.10.2.1 计算。锚杆挡墙侧向岩土压力修正系数按表 51 确定。

11.12.4.1.7 确定岩土自重产生的锚杆挡墙侧压力分布，应考虑锚杆层数、挡墙位移大小、支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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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度和施工方法等因素，可简化为三角形、梯形或当地经验图形。

11.12.4.1.8 填方锚杆挡墙和单排锚杆的土层锚杆挡墙的侧压力，可近似按库仑理论取为三角形分布。

11.12.4.1.9 对岩质边坡以及坚硬、硬塑状黏性土和密实、中密砂土类边坡，当采用逆作法施工的柔

性结构的多层锚杆挡墙时，侧压力可按 11.10.2.2 计算，H为挡墙高度（m）。

表 51 锚杆挡墙侧向岩土压力修正系数 2

锚杆类型 非预应力锚杆 预应力锚杆

岩土类别 土层锚杆
自由段为土层

的岩石锚杆

自由段为岩层

的岩石锚杆

自由段为

土层时

自由段为

岩层时

2 1.1～1.2 1.1～1.2 1.0 1.2～1.3 1.1

注：当锚杆变形计算值较小时取大值，较大时取小值。

11.12.4.1.10 板肋式和排桩式锚杆挡墙，立柱荷载取立柱受荷范围内最不利荷载效应标准组合值。

11.12.4.1.11 岩质边坡以及坚硬、硬塑状黏性土和密实、中密砂土类边坡的锚杆挡墙，立柱可按下列

规定计算：

a） 立柱可按支承于刚性锚杆上的连续梁计算内力；当锚杆变形较大时，立柱宜按支承于弹性锚杆

上的连续梁计算内力。

b） 根据立柱下端的嵌岩程度，可按铰接端或固定端考虑；当立柱位于强风化岩层以及坚硬、硬塑

状黏性土和密实、中密砂土内时，其嵌入深度可按等值梁法计算。

11.12.4.1.12 除坚硬、硬塑状黏性土和密实、中密砂土类外的土质边坡锚杆挡墙，结构内力宜按弹性

支点法计算。当锚固点水平变形较小时，结构内力可按静力平衡法或等值梁法计算，计算方法可参照附

录 N。

11.12.4.1.13 根据挡板与立柱连接构造的不同，挡板可简化为支撑在立柱上的水平连续板、简支板或

双铰拱板，设计荷载可取板所处位置的岩土压力值。

11.12.4.1.14 岩质边坡锚杆挡墙或坚硬、硬塑状黏性土和密实、中密砂土等且排水良好的挖方土质边

坡锚杆挡墙，可根据当地的工程经验考虑两立柱间岩土形成的卸荷拱效应。

11.12.4.1.15 当锚固点变形较小时，钢筋混凝土格构式锚杆挡墙可简化为支撑在锚固点上的井字梁进

行内力计算；当锚固点变形较大时，应考虑变形对格构式挡墙内力的影响。

11.12.4.1.16 由支护结构、锚杆和地层组成的锚杆挡墙体系的整体稳定性验算可采用圆弧滑动法或折

线滑动法，并应符合 8.11.2 条的规定。

11.12.4.2 构造设计

11.12.4.2.1 锚杆挡墙支护结构立柱的间距宜采用 2.O m～6.O m。

11.12.4.2.2 锚杆挡墙支护中锚杆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锚杆上下排垂直间距、水平间距均不宜小于 2.O m。

b） 当锚杆间距小于上述规定或锚固段岩土层稳定性较差时，锚杆宜采用长短相间的方式布置。

c） 第一排锚杆锚固体上覆土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4.O m，上覆岩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2.O m。

d） 第一锚点位置可设于坡顶下 1.5 m～2.O m 处。

e） 锚杆的倾角宜采用 10°～35°。

f） 锚杆布置应尽量与边坡走向垂直，并应与结构面呈较大倾角相交。

g） 立柱位于土层时，宜在立柱底部附近设置锚杆。

11.12.4.2.3 立柱、挡板和格构梁的混凝土强度不应小于 C25。

11.12.4.2.4 立柱的截面尺寸除应满足强度、刚度和抗裂要求外，还应满足挡板的支座宽度、锚杆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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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和锚固施工等要求。

11.12.4.2.5 立柱基础应置于稳定的地层内，可采用独立基础、条形基础或桩基础等形式。

11.12.4.2.6 肋柱规格及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肋柱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300 mm，截面高度不宜小于 400 mm。

b） 肋柱式锚杆挡土墙的肋柱间距宜为 2.0 m～3.0 m。肋柱宜垂直布置或向填土一侧仰斜，仰斜

度不应大于 1∶0.05，肋柱不得前倾布置。肋柱应预留拉杆孔道，孔道直径应大于拉杆直径。

c） 多级肋柱式锚杆挡土墙的平台宜用厚度不小于 0.15 m 的 C20 混凝土封闭，设置向墙外倾斜 2%

的横向坡度。

d） 每级肋柱上的锚杆层数，可设计为双层或多层。锚杆可按弯矩相等或支点反力相等的原则布置，

向下倾斜。每层锚杆与水平面的夹角宜为 15°～20°，锚杆层间距不小于 2.0 m。

e） 肋柱受力方向的前后侧面内应配置通长受力钢筋，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 mm。

f） 肋柱下端应设置混凝土基础，基础形式可采用条形、分离式或杯座式基础，基础厚度不宜小于

0.50 m，襟边宽度不宜小于 0.10 m。

11.12.4.2.7 现浇挡板和拱板厚度不宜小于 200 mm。预制墙面板应预留锚杆的锚定孔。

11.12.4.2.8 锚定板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板，肋柱式锚定板面积不应小于 0.5 m
2
，无肋柱式锚定板面积

不应小于 0.2 m
2
。锚定板需双向配筋。每块墙面板至少连接一根拉杆，拉杆直径宜为 22 mm～32 mm。

11.12.4.2.9 锚杆挡墙立柱宜对称配筋；当第一锚点以上悬臂部分内力较大或柱顶设单锚时，可根据

立柱的内力包络图，采用不对称配筋做法。

11.12.4.2.10 格构梁截面尺寸应按强度、刚度和抗裂要求计算确定，格构梁截面宽度和高度均不宜小

于 300 mm。

11.12.4.2.11 锚杆挡墙现浇混凝土构件的伸缩缝间距不宜大于 20 m。

11.12.4.2.12 锚杆挡墙立柱的顶部宜设置钢筋混凝土连系梁。

11.12.4.2.13 当锚杆挡墙的锚固区内有建（构）筑物基础传递较大荷载时，除应验算挡墙的整体稳定

性外，还应适当加长锚杆，采用长短相间的设置方法。

11.12.4.2.14 拉杆、拉杆与肋柱及拉杆与锚定板连接处，应做好防锈、防腐处理。

11.12.5 桩板式挡土墙

11.12.5.1 设计荷载及计算

11.12.5.1.1 桩板式挡墙适用于开挖土石方可能危及相邻建筑物或环境安全的边坡、填方边坡支挡以

及工程滑坡治理等。

11.12.5.1.2 桩板式挡墙墙顶位移应小于悬臂段长度的 1/100，且不宜大于 100 mm。

11.12.5.1.3 地面处桩的水平位移不宜大于 10 mm。桩的设计计算可参照 11.7 抗滑桩工程设计。

11.12.5.1.4 桩板式抗滑挡墙承受的基本荷载及其组合参照 11.12.2.1。

11.12.5.1.5 桩间挡土板所承受的压力可根据桩间岩土体的稳定状况和挡土板的设置方式，采用全部

岩土体压力或部分岩土体压力进行计算。

11.12.5.1.6 桩板式抗滑挡墙的桩嵌入岩土层内部分内力采用地基系数法计算，计算时可不计桩侧摩

阻力，桩的计算宽度可按公式（66）计算：

1 bBP （66）

式中：

PB ——桩的计算宽度（m）；

b——矩形桩的设计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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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5.1.7 腐蚀性环境条件下应进行最大裂缝宽度验算，最大裂缝宽度可适当放宽，采用防腐措施。

11.12.5.1.8 设置有牛腿的桩，除应验算强度外，还应验算牛腿的裂缝宽度。

11.12.5.1.9 挡土板应进行最大裂缝宽度验算。

11.12.5.2 构造设计

11.12.5.2.1 桩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桩应嵌固在稳定的地层中。

b） 确保桩后土体不越过桩顶或从桩间挤出。

c） 不应产生新的深层滑动。

11.12.5.2.2 滑坡支挡桩身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30。挡板的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25。

11.12.5.2.3 悬臂式桩板挡墙的桩长在岩质地基中嵌固深度不宜小于桩总长的 1/4，土质地基中不宜

小于 1/3。

11.12.5.2.4 桩板式挡墙应根据其受力特点进行配筋设计，其配筋率、钢筋搭接和锚固应符合 GB 50010

和 11.7.1 规定。

11.12.5.2.5 桩间设置用于安装预制挡土板的桩侧牛腿高度不宜小于 400 mm，宽度不宜小于 30 mm。

11.12.5.2.6 挡土板置于桩背时，挡土板与桩搭接长度不宜小于 400 mm。置于桩间的可采用桩侧牛腿

阻挡挡土板或桩体预埋钢筋、植筋方式与挡土板纵筋链接。

11.12.5.2.7 当采用拱形挡土板时，不宜采用素混凝土，应沿径向和环向配置一定数量的构造钢筋，

构造钢筋间距不宜大于 250 mm，直径不宜小于 10 mm。

11.12.5.2.8 预制挡土板厚度宜为 250 mm～300 mm，双侧配筋，设泄水孔或缝和吊装孔。

11.12.5.2.9 挡土板泄水孔呈梅花状分散布置，孔径宜为 50 mm～100 mm，外倾坡度宜为 5%～10%。

11.12.5.2.10 挡土板板后应设反滤层，滤料宜采用级配良好的砂石料并与回填料间采用土工布隔离，

以防滤料堵塞，反滤层厚度宜为 400 mm～500 mm，反滤层接近地面处设黏土防水层，厚度 500 mm。泄

水孔内安装的排水管应伸入反滤层内 200 mm～300 mm。

11.12.5.2.11 桩板式挡墙纵向伸缩缝间距对现浇板不宜大于 50 m，对预制板不宜大于 25 m。缝宽宜

为 20 mm～30 mm，缝中应填塞沥青麻筋或其他有弹性的防水材料，填塞深度不应小于 150 mm。

11.12.6 加筋土挡土墙

11.12.6.1 设计荷载及计算

11.12.6.1.1 加筋材料按材质分为土工格栅、聚丙烯土工带、金属带、CAT 钢筋塑复合材料等。当采

用土工格栅作拉筋时，应符合 JTG/T D32 的有关规定。

11.12.6.1.2 加筋土挡土墙稳定性验算包括内部稳定性验算和外部稳定性验算。内部稳定性采用应力

分析法和楔体分析法；外部稳定性包括滑移稳定性、倾覆稳定性、地基承载力和整体稳定性验算等。稳

定性验算可参照 JTG D30 附录 H中加筋土挡土墙设计计算的相关规定。

11.12.6.1.3 加筋土面板的设计应满足坚固、美观、方便运输和易于安装等要求。面板强度可按均布

荷载作用下两端悬臂的简支梁进行验算。对于同一水平线上拉筋连接点为 3 个以上的面板，则应按静定

连续梁进行设计。对于高度较大的加筋土挡土墙，除进行抗弯强度验算外，还应验算面板的抗剪强度和

抗裂性，满足 GB 50010 要求。

11.12.6.1.4 作用于单板上的土压力视为均匀分布；面板作为两端外伸的简支板，沿竖直方向和水平

方向分别计算内力。

11.12.6.1.5 面板与筋带的联结部分宜适当加强，面板顶面宜设置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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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6.1.6 拉筋长度分为无效长度（破裂区拉筋）和有效长度（稳定区拉筋）。无效区长度可根据

“0.3H 法”确定，有效区长度可根据锚固区范围内拉筋所产生的摩擦力，与该拉筋所承受范围内面板

上的侧向土压力相平衡进行计算。

11.12.6.1.7 土工带拉筋按中心受拉构件计算，可根据试验测定每根拉筋极限断裂拉力，取其 1/5～

1/7 为每根拉筋的设计拉力，每延米拉筋实际根数可由设计拉力计算确定。

11.12.6.1.8 土工格栅拉筋应连续铺设，拉筋拉力不应大于拉筋的容许抗拉强度。

11.12.6.1.9 设计容许抗拉强度 aT 应按公式（67）计算：

T
FFFF

T
bDCDCRD

a 
1 ……………………………………（67）

式中：

aT ——设计容许抗拉强度（kPa）；

DF ——铺设时机械破坏影响系数；

CRF ——材料蠕变影响系数；

CDF ——化学剂破坏影响系数；

bDF ——生物破坏影响系数；

T——由加筋材料拉伸试验测得的极限抗拉强度（kPa）。

注：铺设时机械破坏影响系数、材料蠕变影响系数、化学剂破坏影响系数、生物破坏影响系数应按实际经验确定，

无经验时其乘积宜采用 2.5～5.0。施工条件差、材料蠕变性大时应采用大值。

11.12.6.1.10 多级加筋土挡土墙的平台顶部应设不小于2%的排水横坡，并用厚度不小于0.15 m的 C20

混凝土板防护；当采用细粒填料时，上级墙的面板基础下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1.0 m，厚度不小于 0.50 m

的砂砾或灰土垫层（图 15）。

图 15 平台与垫层横断面图

11.12.6.1.11 无面板加筋土挡土墙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加筋坡面与水平面夹角大于或等于 70°的无面板加筋土挡土墙，应按 JTG D30-2015 附录 H 的

有关规定进行设计计算；当加筋坡面与水平面夹角小于 70°时，应按 JTG/T D32 的有关规定

进行设计计算。

b） 无面板加筋土挡土墙高度大于 10 m 时，应设置多级加筋挡土墙；挡土墙基础受水流影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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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冲刷时，洪水位以下浸水墙体应采用重力式挡土墙。

c） 土工格栅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土工格栅、聚酯（PET）焊接土工格栅。

d） 土工格栅加筋层间距、筋材长度、加筋坡面坡率等应通过外部稳定性和内部稳定性计算确定。

e） 地基软弱、承载能力不足时，应对地基土进行换填处理，并设置砂砾、碎石垫层。

f） 反包式土工格栅筋材应采用统一的水平回折反包长度，其长度应大于公式（68）计算值，且不

宜小于 2 m。坡面保护应采用抗老化的筋材。

)tan(20 


i

hi

hc
Dl


 （68）

式中：

0l ——计算拉筋层的水平回折包裹长度（m）；

D——拉筋的上、下层间距（m）；

hi ——水平土压应力（kPa）；

c——拉筋与填料之间的黏聚力（kPa）；

 ——拉筋与填料之间的内摩擦角（°），填料为砂类土时取（0.5～0.8）；

 ——加筋体的填料重度（kN/m
3
）；

ih ——墙顶（包括墙顶以上填土高度）距第 i 层墙面板中心的高度（m）。

11.12.6.1.12 扁钢带、土工带、土工格栅等经延伸率和断裂应力检验后，确定其设计截面面积和极限

强度。

11.12.6.2 构造设计

11.12.6.2.1 加筋土挡土墙由墙面板、填料及埋在经碾压密实填料内的具有一定抗拉强度并与面板相

连接的拉筋所组成的边坡防护结构（图 16）。

a）加筋土挡墙正视图

b）加筋土挡墙结构剖面图（1） c）加筋土挡墙结构剖面图（2）

图 16 锚定板、加筋土和减压平台挡土墙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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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6.2.2 加筋土面板应防止拉筋间填土侧向挤出，保证拉筋、填料、面板构成具有一定形状的整

体。面板下应设置厚度不小于 0.4 m，基础埋置深度不应小于 0.60 m 的 C20 混凝土条形基础，基础顶

面设置凹槽，以利于安装底层面板。对于土质地基和风化层较厚且难以全部清除的岩基，基础埋深不应

小于 0.6 m，同时还应考虑冻结及冲刷深度等。

11.12.6.2.3 加筋带与面板应连接牢固，连接处应与加筋带有相同的耐腐蚀性能。双面加筋土挡土墙

的筋带应错开铺设，避免重叠。

11.12.6.2.4 挡土墙墙面宜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件，厚度不应小于 80 mm。墙面的平面线形可采用直

线、折线和曲线，相邻墙面间的内夹角不宜小于 70°。

11.12.6.2.5 对可能危害加筋土挡土墙工程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应采取排水或防水措施。加筋区填筑

细粒土时，墙面板内侧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0.30 m 的反滤层。设计水位以下宜做成石砌或混凝土实体面

层。季节性冰冻地区的土工格栅应采取防冻胀措施。

11.12.6.2.6 边坡上的加筋土坡体应设宽度不小于 l m 的护脚，面板基础埋置深度从护脚顶面算起。

11.12.6.2.7 非浸水加筋土面板，当基础埋深小于 1.25 m 时，宜在面板地表处设置宽度为 1.00 m，

厚度大于 0.25 m 的混凝土预制块或浆砌片石防护层，其表面宜做成向外倾斜 3%～5%的排水横坡。

11.12.6.2.8 加筋土挡土墙的基底不宜设置纵坡，基底成水平或结合地形做成台阶形。

11.12.6.2.9 在满足抗拔稳定的前提下，采用的土工格栅或土工带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坡高大于 3.0 m 时，最小长度宜大于 0.8 倍坡高，且不小于 5.0 m。当采用不等长的拉筋时，

同等长度拉筋的墙段高度应大于 3.0 m。相邻不等长拉筋的长度差不宜小于 1.0 m。

b） 坡高小于或等于 3.0 m 时，拉筋长度不应小于 3.0 m，且应采用等长拉筋。

c） 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带时，每节长度不宜大于 2.0 m。

11.12.6.2.10 填料应易于填筑和压实，应选择有一定级配渗水的砂类土、砾石类土。填料与筋材直接

接触部分不应含有尖锐棱角的块体，填料最大粒径不应大于 100 mm。不得使用泥炭、淤泥、冻结土、

盐渍土、膨胀土等。

11.12.6.2.11 加筋区内填砂黏土、粉砂时，顶面应设置柔性封闭层，面板内侧应设置 30 cm 厚的砂卵

石反滤层。面板上的金属连接件及金属拉筋应进行防锈处理，受力钢构件应预留 2 mm 的防锈蚀厚度。

11.12.6.2.12 加筋土填料应根据筋材竖向间距进行分层摊铺和压实，碾压前应进行压实试验，确定填

料分层摊铺厚度和碾压遍数。碾压试验参照本文件第 3部分：施工与监理附录 C.2。

11.12.6.2.13 加筋土面板内侧小于 1.0 m 的范围及转角等处应分层摊铺和压实，优先选用透水性较强

的填料，用小型压实机械在面板后轻压，向中间压实。压实困难时用人工夯实，严禁使用大型机械碾压。

11.12.6.2.14 压实过程中应按要求取样进行压实度试验，压实度值在面板内侧小于 1.0 m 的范围内不

得小于 90%；大于 1.0 m 的范围内不得小于 93%。

11.12.7 石笼式挡墙

11.12.7.1 设计荷载及计算

11.12.7.1.1 石笼式挡墙适用于地基承载力较低的滑坡堆积体边坡防护、受水流冲刷且防护工程基础

不易处理的滑坡前缘阻滑治理。

11.12.7.1.2 石笼式挡墙应按重力式挡墙验算整体稳定性。荷载及其组合参照 11.12.2.1。

11.12.7.1.3 墙脚受流水冲刷时，应保证基础埋置深度在冲刷线以下不小于 0.5 m。

11.12.7.1.4 石笼式挡墙设置地段的水流流速宜小于 5 m/s。

11.12.7.1.5 当地基承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可采取扩大基础底面积或进行地基处理等措施。

11.12.7.2 构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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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7.2.1 石笼式抗滑挡墙墙高宜小于 6.0 m，当与土工格栅、钢丝网等加筋技术联合使用时，可

提高墙体高度。

11.12.7.2.2 石笼式抗滑挡墙墙面型式可分为直立式挡墙或台阶式挡墙，可设置多级平台。

11.12.7.2.3 箱体网片的网孔形状可制成矩形、菱形、六边形等，应均匀牢固，不得扭曲变形。

11.12.7.2.4 叠砌石笼应采用长方体形状，常用规格为长度 1 m～4 m、宽度 1 m、高度 0.5 m～l m，

当长度大于 1 m 时应采用网片分隔成多格笼体。

11.12.7.2.5 石笼填料应使用重度大、浸水不崩解、坚硬且耐风化的石料，不应使用风化石。

11.12.7.2.6 填充料中，大于网孔孔径的粒料应不低于 80%，平均重度应不低于 17 kN/m
3
，底层石料

每块质量应不小于 25 kg。

11.12.7.2.7 石笼层与层间砌体应丁顺交错，上下搭接，严禁出现通缝。层间砌体技术要求可参考 GB

50003 规定。

11.13 边坡截排水工程

11.13.1 一般规定

11.13.1.1 截排水工程设计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地形地貌及气象水文等条件，以

减轻水对边坡稳定和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为目标，经技术经济比较综合确定。截排水工程的位置、数量

和断面尺寸应根据地形条件、降雨强度与历时、汇水面积、坡面径流、排水路径和排水能力等确定。边

坡影响区内、外的坡面和地表排水系统宜分开布置，自成体系。

11.13.1.2 截排水工程包括地表排水与地下排水工程。

a） 地表排水工程包括截水、排水等设施，常见类型可分为排水沟、截水沟、跌水、沉砂池、急流

槽、排水管道等。应结合地形和天然水系进行布设，选择好进出水口位置。

b） 地下排水工程常见类型包括排水竖井、排水隧洞、排水孔、渗沟（盲沟）、支撑盲沟、暗管（涵）

等，可采用一种或几种类型组合设计。

11.13.1.3 截排水工程应合理布局，与主体工程及自然环境相适应；注重排水设施的功能和相互之间

的衔接，与区外排水系统和设施合理衔接，或就近接入市政管网、自然沟渠，形成完整、通畅的排水系

统，避免影响环境和引发次生灾害。

11.13.1.4 截排水工程应与其他修复工程相协调，合理布置，共同构成工程修复体系。边坡防护结构

不应堵塞坡体的排水通道，造成坡体积水或形成水压力。

11.13.1.5 排水沟设置应充分利用地势条件，随坡就势，有利于地表水的汇集和迅速向区外排水，不

应造成水的滞流和积水，防止坡表雨水冲刷或渗入坡体。

11.13.1.6 地表排水工程设计应充分考虑汇水面积、汇水量、地形地貌特征、当地气象条件等因素。

设计降雨重现期按 50 a 计算。

11.13.1.7 地下排水工程设计应充分考虑边坡岩土性质、含水层及潜水分布特征、水文地质条件、排

水量等因素。

11.13.1.8 截排水工程设计应确保基础的稳定性及自身结构的坚固性，并考虑自身及周边岩土体的不

均匀沉降、水流方向及沟底坡度等。

11.13.1.9 涉及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防治的边坡截排水工程，应分析排水工程对地质灾害体稳定性的

提高作用，进行专项论证。截排水工程通过地质灾害体变形明显区域时，应采取绕避或结构加强措施。

截排水工程作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辅助措施时，可将截排水工程作为安全储备。

11.13.1.10 截排水工程基础必须满足承载力要求，沟槽地基如存在软土、回填土，应采取换填或地基

处理、夯实整平等措施，保证地基承载力不小于 100 kPa。基础设置厚度不小于 10 cm 的 C15 素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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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强度相当的水泥砂浆垫层找平，宽度向基础外延每侧不小于 5 cm。

11.13.1.11 截排水工程设施应满足使用功能要求，结构应安全可靠，便于施工、检查和养护维修。线

状展布的地下排水工程应根据地形地貌条件、平面走向、与其他工程的交叉协调情况及实际需要等沿线

设置数量、规模适宜且安全方便的检查井、疏通井，间距宜为 30 m～50 m。在平面转弯、纵坡变坡点

等处宜设置检查井，疏通井。

11.13.1.12 截排水工程应采取措施防止截排水沟出现堵塞、溢流、渗漏、淤积、冲刷和冻结等现象。

11.13.1.13 对于特殊地质条件、特殊岩土地区的截排水工程设计，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11.13.1.14 坡面排水应与原排水系统、自然冲沟或市政、道路雨水管网相衔接。

11.13.1.15 临时性截排水工程应满足地表水、季节性暴雨、地下水和施工用水的排放要求，有条件时

应结合永久性截排水工程进行设置。

11.13.1.16 截排水工程应以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竣工验收。

11.13.1.17 截排水工程设计应对降水引起的地面变形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对地下水位和水

量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因地下水引起边坡失稳和产生流砂、管涌等渗透变形造成危害。不影响建（构）

筑物的正常使用，符合相关规范允许的变形标准。

11.13.2 地表排水工程

11.13.2.1 截排水沟

11.13.2.1.1 截排水工程设计应根据汇水面积、降雨强度、历时和径流方向等进行整体规划和布置。

边坡内、外的地表排水系统宜分开布置。各主、支沟汇流面积分割，依据设计暴雨强度、设计标准按附

录 O.1 计算汇流量和输水量，在此基础上计算确定排水沟断面尺寸。

11.13.2.1.2 截排水沟断面形式应结合设置位置、泄水量、地形及边坡情况确定。断面形状可采用矩

形、梯形、U 型及复合型等，矩形与梯形断面沟底宽不宜小于 250 cm。易受水流冲刷的排水沟应视实际

情况采取防护、加固措施。

11.13.2.1.3 截排水沟泄流量宜按附录 O.2 进行计算。

11.13.2.1.4 截排水沟进出口平面布置宜采用喇叭口或“八”字形导流翼墙。导流翼墙长度可取设计

水深的 3倍～4 倍。

11.13.2.1.5 截排水沟断面变化时宜保持深度不变，采用渐变段衔接，其衔接长度宜取水面宽度之差

的 5倍～20 倍。

11.13.2.1.6 截排水沟的安全超高（高出沟内设计水面）不小于 0.3 m。弯曲段凹岸应考虑水位壅高

的影响。

11.13.2.1.7 截排水沟弯曲段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最小容许半径及沟底宽度的 5 倍。最小容许半径可

按公式（69）计算：

121.1 2
1

2
min  AvR （69）

式中：

minR ——最小容许半径（m）；

v——沟道中水流流速（m/s）；

A——沟道过水断面面积（m
2
），常用沟道过水断面积和水力半径可按附录 O表 O.5、表 O.6 取值。

11.13.2.1.8 截排水沟的最大允许流速应符合附录 O.2.1.5 的规定。排水沟的最小允许流速为 0.4

m/s，设计流速小于最小允许流速时，应采取防淤措施。

11.13.2.1.9 截排水沟的纵坡应根据沟线、地形、地质以及与山洪沟连接条件等因素确定，进行抗冲

刷计算，一般不宜小于 0.5%。在排水沟纵坡变化处，应避免上游产生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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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1.10 设置在边坡上的截排水沟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设置在坡脚地形平缓区域的排水沟可

根据工程地质及地基承载力条件采用浆砌片石（块石）、毛石混凝土、素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砌筑，片

石（块石）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30，毛石混凝土或素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钢筋混凝土强度等

级不应低于 C25。块石尺寸其边长应大于 200 mm。浆砌片石（块石）砌筑砂浆标号不应低于 M10，勾缝

砂浆标号应不低于砌筑砂浆标号，且以勾阴缝为主，并宜用强度不低于 M10 水泥砂浆克顶找平，厚度不

小于 20 mm。截排水沟应采取防渗措施。

11.13.2.1.11 浆砌片石（块石）沟壁及沟底厚度不应小于 300 mm，边墙高度超过 800 mm 时，边墙厚

度应适当增加，边墙顶面应采用同标号水泥砂浆抹面；现浇混凝土沟壁厚度不应小于 200 mm。当沟深

超过 500 mm 时，应验算沟壁的稳定性。

11.13.2.1.12 坡顶截水沟宜结合地形布设，距挖方边坡坡口或潜在塌滑区后缘不应小于 3 m；填方边

坡上侧的截水沟距填方坡顶的距离不宜小于 2 m；多雨地区可设一道或多道截水沟。

11.13.2.1.13 边坡平台应设置平台排水沟。结合边坡汇水情况，设置边坡纵向排水沟，纵向排水沟沿

边坡走向间距宜小于 50 m。平台排水沟、纵向排水沟应与坡顶截水沟、坡脚排水沟共同构成完整的坡

面排水系统。

11.13.2.1.14 应根据沟壁与沟底结构厚度合理设置伸缩缝，伸缩缝间距不宜大于 15 m，伸缩缝内应

设置止水带或用沥青充满填实。

11.13.2.1.15 当岩土体表面存在渗水断层、节理、裂隙（缝）等构造及变形时，应及时用粘土、水泥

浆、水泥砂浆、混凝土、沥青等填实裂缝，整平积水坑、洼地，使降雨能快捷沿排水沟汇集、排出。排

水沟通过裂缝时，应设置成叠瓦式的沟槽，可用土工合成材料或钢筋混凝土预制板制成，确保排水沟不

产生变形和渗漏。

11.13.2.1.16 纵坡较陡的截排水沟应满足纵向抗滑稳定要求，基础应呈台阶状开挖。

11.13.2.1.17 截排水沟沟壁顶应与地面齐平，沟体两侧应采用防渗土填平夯实，夯实过程中不得挤压

沟壁，压实度不宜小于 90%。当地表水对沟顶有冲刷作用时，宜由沟顶向外铺砌 0.5 m～1.0 m 防冲刷

面层。

11.13.2.1.18 根据外围坡体结构，截水沟迎水面沟壁高度大于 800 mm 时需设置泄水孔并做好反滤措

施。泄水孔间距为 2 m～3 m，尺寸为 100 mm×100 mm～300 mm×300 mm；采取预埋 PVC 管，管径不宜

小于 50 mm，外倾坡度不宜小于 5%。泄水孔进水侧应设置反滤层或反滤包；反滤层厚度不宜小于 500 mm，

反滤包尺寸不宜小于 400 mm×400 mm ×400 mm，反滤层或反滤包的底部应设厚度不小于 300 mm 的黏

土隔水层。

11.13.2.1.19 截排水沟出水口应与自然冲沟或其他排水设施平顺衔接，必要时可设置跌水或急流槽；

出口水流应不影响坡体稳定。

11.13.2.2 跌水

11.13.2.2.1 当截排水沟处于自然纵坡＞1∶20 或水头高差＞1.0 m 的陡坡地段或特殊陡坎地段时，宜

设置跌水。跌水应采取加固措施，必要时采取消能措施。当坡体表面松软，跌水可增设防滑榫嵌入稳定

地层，或沿纵向坡设置土钉短锚防滑。因场地或地形限制，单级落差较大时，宜在跌水下方增设跌坎式

（直跌式）消力池或底流式消力池等消能防冲刷措施。

11.13.2.2.2 跌水和陡坡进出口段应设导流翼墙，与上、下游沟渠护壁连接。梯形断面沟道可设为渐

变收缩扭曲面；矩形断面沟道可设为“八”字墙。导流翼墙长度可取设计水深的 3倍～4 倍。

11.13.2.2.3 陡坡和缓坡连接剖面曲线应根附录 O.2.3 计算确定；跌水和陡坡段下游，应采用消能和

防冲措施。跌水高差在 5 m 以内时宜采用单级跌水；跌水高差大于 5 m 时宜采用多级跌水。跌水工程结

构大样见图 17。



DB32/T 4077.2-2021

121

11.13.2.2.4 跌水宜用浆砌片石（块石）、毛石混凝土、素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砌筑或浇筑。砌筑砂

浆强度等级不低于 M10，片石（块石）强度等级不低于 MU30，毛石混凝土、素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的强

度等级不低于 C20。

11.13.2.2.5 跌水沟底与边墙厚度不宜小于 200 mm。

图 17 跌水工程结构大样图

11.13.2.2.6 陡坡和缓坡段沟底及边墙应设伸缩缝，缝间距为 10 m～15 m。伸缩缝处的沟底应设齿前

墙，伸缩缝内应设止水或反滤盲沟。

11.13.2.2.7 在坚硬岩石地基上修建跌水，槽身部分可不采用浆砌圬工加固。

11.13.2.3 急流槽

11.13.2.3.1 坡比大于 1∶20 或水头高差大于 1.0 m 的陡坡地段或特殊陡坎地段宜设置急流槽。急流

槽临界纵坡计算参照附录 O.2.3。

11.13.2.3.2 急流槽宜用浆砌片石（块石）、毛石混凝土、素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砌筑或浇筑。砌筑

砂浆标号不低于 M10，片石（块石）强度等级不低于 MU30，毛石混凝土、素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的强度

等级不低于 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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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3.3 急流槽沟底与边墙厚度不宜小于 300 mm.

11.13.2.3.4 急流槽底的纵坡应与地形相结合，进水口应予以防护加固。

11.13.2.3.5 急流槽出水口应采取消能措施，防止冲刷。消能方式宜采用底流水跃消力池，其水跃消

能计算参照 SL 253。等宽矩形断面消力池水平护坦上的水跃形态见图 18。

图 18 水平光滑护坦水跃

a） 自由水跃共轭水深可按公式（70）、公式（71）计算：

 181
2

2
1

1
2  Frhh （70）

11
2
1 / ghvFr  （71）

式中：
2
1Fr ——收缩断面弗劳德数， 1Fr =5.5～9.0；

1h ——收缩断面水深（m）；

1v ——收缩断面流速（m/s）。

b） 水跃长度可按公式（72）计算：

 129.6 hhL  （72）

11.13.2.3.6 为防止基底滑动，急流槽底可设置防滑平台，或设置凸榫嵌入基底中。

11.13.2.3.7 在坚硬岩基上修建急流槽，槽身可不采用浆砌圬工加固。急流槽工程结构大样见图 19。

图 19 急流槽结构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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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4 沉砂池

11.13.2.4.1 截排水沟沟底纵坡不大于 0.3%时，宜设置沉砂池，沉砂池可根据来砂量，按纵向 50 m～

100 m 间距设置，并考虑便于机械或人工除砂与外运。

11.13.2.4.2 排水沟与地下排水管或暗涵接口处宜设置沉砂池。

11.13.2.4.3 地表排水宜采用平流沉砂池设计。最大流速应为 0.3 m/s，最小流速应为 0.15 m/s；最

高时流量的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30 s；有效水深不应大于 1.2 m，每格宽度不宜小于 0.6 m。

11.13.2.4.4 沉砂池可根据维护除砂条件决定分格数，但不得少于两个，宜按并联系列设计。

11.13.2.4.5 沉砂池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5。

11.13.2.4.6 沉砂池底坡度一般为 1%～2%，可根据除砂设备要求，设计池底的形状与尺寸。

11.13.2.4.7 沉砂池除砂宜采用机械自动化方法，经砂水分离后贮存或外运。采用人工排砂时，排砂

管直径不应小于 200 mm。排砂管应考虑防堵塞措施。

11.13.2.5 排水管道

11.13.2.5.1 因场地条件等因素影响，排水管道可采用暗埋外排，与市政等排水系统相连。

11.13.2.5.2 排水管道最大设计流速按附录 O.2.1.3 公式（O.8）计算。

11.13.2.5.3 管道水力半径按附录 O.2.1.3 公式（O.9）计算，常见管道截面可按附录 O.2.1.2 表 O.5、

表 O.6 按满流计算。

11.13.2.5.4 排水管的允许流速应满足附录 O.2.1.5 的规定。

11.13.2.5.5 不同直径的管道在检查井内连接时，应采用水面或管顶平接。

11.13.2.5.6 管道转弯和交接处，其水流转角不应小于 90°。管径小于或等于 300 mm，跌水水头大于

0.3 m 时，可不受限制。

11.13.2.5.7 管道基础应进行地基承载力和稳定性验算，必要时应采取加固措施，管道接口应采用柔

性接口。

11.13.2.5.8 采用管道排水时，其附属设施、检查井、雨水口、跌水井等可参照 GB 50014 执行。

11.13.2.6 生物排水工程

11.13.2.6.1 根据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对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景观建设要求，可因地制宜采取植物截

排水沟。

11.13.2.6.2 植物截排水沟应与坡面排水工程相互连接，形成完整的坡面排水系统。

11.13.2.6.3 植物截排水沟的断面形状以梯形、半圆形为宜，断面尺寸参照坡面截排水沟的相关设计

标准及规范执行。

11.13.2.6.4 开挖形成的土质截排水沟或自然形成的冲沟内，可采用成品的植生毯铺设成植生毯排水

沟。铺设的植生毯分别在排水沟底部和侧壁按 20 cm～30 cm 的间隔打入可成活的木丁或木桩，固定植

生毯并使之与沟床面充分贴附。施工后撒浇一次透水。

11.13.2.6.5 开挖形成的土质截排水沟或自然形成的冲沟内，可选择适生的根茎型、匍匐型草种，采

用种子直播或营养体移植（草皮移植）方法，建植草皮水道。施工后撒浇一次透水。

11.13.2.6.6 开挖形成的土质截排水沟或自然形成的冲沟内，可先在沟底及侧壁铺设一层土工布，压

实后，再在土工布上打孔播入适生草种或植入草本幼苗。施工后撒浇一次透水。

11.13.3 地下排水工程

11.13.3.1 地下排水工程可采用竖井、隧洞、排水孔、渗沟（盲沟）、支撑盲沟、暗管（涵）等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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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措施。

11.13.3.2 地下排水工程水力计算可参照 JTG D33 等相关规范规定。

11.13.3.3 当坡体表层有积水湿地和泉水露头时，可将排水沟（或支沟）上端做成渗水盲沟或用网状

排水带延伸进湿地内，疏干湿地内上层滞水。

11.13.3.4 盲沟的最大深度宜小于 10 m，纵坡大于 5%。填石渗水盲沟应采用不含泥的块石、碎石，两

侧和顶部用砂砾石和土工织物做反滤层。

11.13.3.5 对于浅层滑坡，宜采用支撑盲沟（图 20）排除滑坡体内地下水，并起到抗滑支挡作用。或

在滑坡后缘设置截水盲沟，将地下水拦截于滑坡之外并引出滑坡区。

说明：1——大块干砌片石；2——干砌片石；3——反滤层；4——浆砌片石。

图 20 地下排水支撑盲沟示意图

11.13.3.6 支撑盲沟应布置于滑坡前缘，宜沿地下水流向布置，深度宜小于 5 m，横宽宜为 2 m～4 m，

盲沟之间中心间距宜控制在 6 m～15 m 之间。

11.13.3.7 支撑盲沟基底应埋入滑面以下稳定岩层 0.5 m，前端辅以挡土墙或片石跺。

11.13.3.8 支撑盲沟的长度、支撑力可按公式（73）、公式（74）计算。

a） 支撑盲沟长度：








tan

tansincos
hb

PPFL st
m （73）

式中：

mL ——支撑盲沟长度（m）；

stF ——设计安全系数，取 1.3；

P——作用于盲沟上的滑坡推力（kN），即 BPP B  ；

 ——支撑盲沟后的滑坡滑面倾角（°）；

——盲沟基础与地基内摩擦角（°）；

 ——盲沟内填料容重，采用浮容重（kN/m3）；

h， b——支撑盲沟的高、宽（m）；

BP ——滑坡单宽推力（kN/m）；

B——沟中心距（m）.

b） 支撑力计算：

  tanbhLP mZ （74）

式中：

ZP ——盲沟支撑力（kN）。

式中其余符号意义同公式（73）。

11.13.3.9 截水盲沟宜布设在滑坡可能发展的边界以外不小于 5 m 的稳定山坡处，垂直地下水流方向

布置。截水盲沟基底应埋入最低含水层以下不透水层或基岩中，背水面和顶部设置隔渗层，迎水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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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滤层。

11.13.3.10 截水盲沟排水量计算要求如下：

a） 当设计盲沟长度等于或大于 50 m 时，可采用公式（75）计算：

R
hHKLQ m 




2

2
1

2

（75）

式中：

Q——盲沟出水量（m
3
/d）；

mL ——支撑盲沟长度（m）；

K——渗透系数（m/d）；

H ——含水层厚度（m）；

1h ——动水位至含水层底板的高度（m）；

R——影响半径（m）。

b） 当设计盲沟长度小于 50 m 时，可采用公式（76）计算：

 mLR
hHKQ
/4lg

685.0
2
1

2




 （76）

式中符号意义同公式（75）。

11.13.3.11 大型及以上滑坡，若地下水丰富且对滑坡稳定影响较大时，宜采用排水隧洞排出地下水。

a） 排水隧洞宜布置在滑面之下的稳定岩层内。

b） 排水隧洞洞径应满足施工掘进条件，宽×高不宜小于 1.5 m×2.0 m，洞底应为倾向洞口的缓

坡，坡度不宜小于 1%，洞底应设排水沟，边侧宜设巡视检查人行通道。

c） 排水隧洞可采用“Y”型、“T”型或“ L”型布置，进洞口和排水出口应布置在滑坡区外稳

定岩土体中。

d） 当岩土体的渗透性弱，排水效果不良时，排水洞顶或洞壁应设辐射状集水钻孔，孔径不应小于

50 mm，排水孔内应做反滤层。

e） 排水隧洞顶部的竖直集水井或钻孔的排水能力可用公式（77）计算：

 

db
bb

r
d

SSHKQ

W

WW

21
1 36.1lg

236.1








（77）

式中：

1Q ——单井（孔）涌水量（m
3
/d）；

K——渗透系数（m/d）；

H ——水头或潜水含水层厚度（m）；

WS ——排水孔中水位降深（m）；

d——井距之半（m）；

Wr ——井半径（m）；

1b ——井排至排泄边界的距离（m）；

2b ——井排至补给边界的距离（m）。

11.13.3.12 在滑坡前缘陡坎或滑坡中后部错台等有临空排水条件部位，可采用仰斜式排水孔进行排

水。仰斜式排水孔仰角宜为 10°～15°，孔径为 50 mm～130 mm。宜采用具反滤功能的排水软管。

11.13.3.13 地下排水设施应采取反滤措施，防止堵塞、失效，排出的水质应进行含砂量检测，检测结

果不宜大于 1/100000。当其在地下水位以上时应采取防渗漏措施。

11.13.3.14 出水口处水流应处于无压状态，避免出现漫流或冲刷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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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其他边坡防护工程

11.14.1 注浆加固工程

11.14.1.1 注浆加固适用于砂土、粉土、黏性土和人工填土等松散土体的加固处理。加固材料可选用

水泥浆液、硅化浆液和碱液等固化剂。

11.14.1.2 注浆加固设计前应进行室内浆液配比试验和现场注浆试验，确定设计参数，检验施工方法

和设备。

11.14.1.3 注浆加固应保证加固土体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连成一体，满足土体渗透性、土的强度和变形

要求。

11.14.1.4 注浆加固后的土体变形计算可参照 GB 50007 等有关技术标准。

11.14.1.5 水泥为主剂的注浆加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软弱土处理，可选用以水泥为主剂的浆液及水泥和水玻璃的双液型混合浆液；对有地下水流

动的软弱地基，不应采用单液水泥浆液。

b） 注浆孔间距宜取 1.0 m～2.0 m。

c） 在砂土地基中，浆液的初凝时间宜为 5 min～20 min，在黏性土地基中，浆液的初凝时间宜为

1 h～2 h。

d） 注浆量和注浆有效范围应通过现场注浆试验确定；在黏性土地基中，浆液注入率宜为 15%～

20%，注浆点上覆土层厚度应大于 2 m。

e） 劈裂注浆压力在砂土中宜为 0.2 MPa～0.5 MPa，在黏性土中宜为 0.2 MPa～0.3MPa。

1) 采用水泥砂浆压密注浆时，坍落度宜为 25 mm～75 mm，注浆压力宜为 1.0 MPa～7.0 MPa。

2) 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液快凝浆液注浆时，注浆压力不应大于 1.0 MPa。

f） 对人工填土地基，应采用多次注浆，间隔时间应按浆液的初凝试验结果确定，不应大于 4 h。

11.14.1.6 硅化浆液和碱液为主剂的注浆加固设计应符合 JGJ 79-2012 第 8.2.2、8.2.3 条的规定。

11.14.2 支撑与嵌补

11.14.2.1 支撑适用于底部悬空或空腔较大的倾倒、坠落式危岩体；嵌补适用于底部有小空腔倾倒、

坠落式崩塌体，补强和封闭空腔防止继续风化。

11.14.2.2 支撑设计应结合锚固措施进行加固处理，当危岩体底部出现比较明显的岩腔等情况时，宜

采用嵌补措施进行防治。

11.14.2.3 支撑与嵌补基础应置于稳定地基上，地基承载力应满足结构承载力要求。

11.14.2.4 支撑结构一般可采用墙、柱、墩等形式，结构自身应稳定并满足刚度和强度要求。

11.14.2.5 当支撑、嵌补基底存在软弱层时，应进行加固处理。

11.14.2.6 支撑柱（墙）设计计算包括坠落式危岩支撑体反力计算和倾倒式危岩支撑体反力计算。计

算方法参见附录 P。

11.14.2.7 构造要求：

a） 支撑、嵌补体可采用浆砌片石或条石、混凝土、片石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等。砂浆强度等级不

应低于 M10；混凝土强度等级应根据结构承载力和所处环境类别确定，素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

低于 C20，钢筋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5，片石、条石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30。

b） 嵌补体基底宜做成逆坡，逆坡坡率不应小于 5%。

c） 嵌补体地基表面纵坡大于 5%时，应将基底设计成台阶式，其最下一级台阶宽度不宜小于 1.0 m。

d） 与支撑、嵌补体接触的崩塌体应凿平，确保支撑、嵌补体与崩塌体紧密接触。

e） 嵌补墙的伸缩缝间距，对浆砌片石、块石墙宜为 10 m～15 m，对混凝土墙宜为 20 m～2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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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墙高突变处应设置伸缩缝，在地基岩土性状变化处应设置沉降缝。伸缩缝或沉降缝缝宽度

宜为 20 mm～30 mm，缝中填沥青麻筋、沥青木板或其他有弹性的防水材料，沿内、外、顶三

方填塞，深度不小于 150 mm。

f） 嵌补墙在地面线以上宜根据渗水情况，每隔 2 m～3 m 交错设置泄水孔。

g） 支撑墩、柱截面尺寸应满足强度和抗裂要求，受力主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50 mm。

h） 支撑墩、柱应根据其受力特点进行配筋设计，其配筋率、钢筋搭接和锚固应符合设计规范》GB

50010 的有关规定。

11.14.3 棚洞

11.14.3.1 棚洞适用于高位发育、规模较大的危岩下部有重要线状或带状结构物（道路、管线）需要

保护，且难以采用锚固、清除、拦截措施进行防治和绕避时设置。

11.14.3.2 棚洞根据其结构形式可分为墙式棚洞、钢架式棚洞、柱式棚洞、悬臂式棚洞、拱形棚洞等

类型。棚洞支撑体系结构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由棚洞顶板、棚洞内墙、棚洞外墙和棚洞基础组成。

11.14.3.3 棚洞结构形式应根据使用要求、崩塌落石量大小、地形、地质、地基条件和施工条件等综

合考虑确定：

a） 边坡崩塌落石量较大，地基承载力较低、抗震要求较高地区，宜优先采用拱形棚洞、墙式棚洞。

b） 边坡落石量少，地基承载力高、非抗震地区，宜采用钢架式棚洞、柱式棚洞。

c） 边坡落石量少，外侧地基不良或不宜设置基础、非抗震地区，宜采用悬臂式棚洞。

11.14.3.4 棚洞基础应置于基岩或者稳定的地基上，当地基不稳定时，应对地基进行加固或采用整体

式基础、桩基础等。

11.14.3.5 棚洞内边墙宜采用重力式结构，置于基岩或稳固的地基上；当岩层坚实完整，干燥无水或

少水时，可采用锚杆式内边墙；外边墙可采用墙式、刚架式、柱式结构。

11.14.3.6 棚洞设计应加强地下水、地表水的疏排，棚洞内外应形成完整通畅的截排水系统。

11.14.3.7 棚洞除靠山侧外，顶板周边应设置有效挡土措施，避免缓冲层土体冲刷流失。

11.14.3.8 棚洞结构主要承受自重、回填土石压力及落石冲击荷载等，可按附录 Q进行计算。棚洞内

力基于静力问题分析的极限平衡理论计算，按照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构件截面强

度、配筋及抗裂等，可参照 GB 50010 要求进行计算。

11.14.3.9 棚洞基础埋深设计要求：

a） 棚洞基础在满足地基稳定和变形前提下宜浅埋，地基为土层时不宜小于 1.0 m，地基为岩层时

不宜小于 0.5 m，且不小于墙边沟、槽基底埋深。

b） 当地基为冻胀土层时，应将基础埋入冻胀线以下不小于 0.5 m，基础埋深不应小于 1.0 m。

c） 棚洞基础受流水冲刷时，埋深应在冲刷线以下不小于 1.0 m。

d） 特殊岩土地区，基础埋置深度应不小于大气影响急剧层深度 0.5 m。

11.14.3.10 棚洞外墙基础位于稳定边坡时，基础趾部外侧距稳固地层边缘水平距离应满足公式（78）

要求，且不得小于 3.0 m。如图 21 所示。

矩形基础

a≥
tanβ
d2.5b  （78）

式中：

a——基础趾部距外侧稳固地层边缘水平距离（m）；

b——基础宽度（m）；

d——基础埋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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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边坡坡角（°）。

图 21 基础外侧距稳定边坡边缘水平距离示意图

11.14.3.11 棚洞边墙宜采用混凝土及片石混凝土浇筑，当地层岩性良好时可采用砌体结构；棚洞顶板

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板式或拱圈式结构，边墙及顶板厚度可按表 52 取值。

表 52 棚洞边墙及顶板截面最小厚度

建筑材料种类 边墙/cm
棚洞顶板/cm

梁板式顶板 拱圈式项板

混凝土 30 — —

钢筋混凝土 — 20 30

片石混凝土 40 — —

砌体结构 50 — —

11.14.3.12 棚洞顶板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板式结构时，钢筋混凝土T梁宽度不应小于 30 cm，梁高 h与
跨度 l之比一般可取 1/8～1/6，梁跨越大比值取小值。

11.14.3.13 棚洞边墙顶帽应设置钢筋；边墙顶帽边缘至支座边缘距离应满足表 53 要求。

表 53 棚洞边墙顶帽边缘至支座边缘距离

梁跨度 L/m
垂直线路方向/cm

沿棚洞走向/cm
内墙 外墙（立柱）

0～8
≥50

≥15
≥50

8～20 ≥25

11.14.3.14 棚洞基础及内、外墙体采用浆砌时，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10；采用混凝土或片石混凝

土时强度不应低于 C25；采用钢筋混凝土时强度不应低于 C30。

11.14.3.15 棚洞顶板采用拱形结构时浆砌结构砂浆强度不应低于 M15，采用混凝土结构时混凝土强度

不应低于 C25；棚洞顶板采用梁板式结构时钢筋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30；棚洞基础系梁、边墙采用桩

柱式结构时钢筋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 C30。

11.14.3.16 拱形棚洞拱圈混凝土受压构件轴向力偏心距不宜大于 0.45 倍截面厚度；棚洞边墙和石砌

偏心受压构件轴向力偏心距不宜大于 0.3 倍截面厚度。

11.14.3.17 岩石地基棚洞边墙基底偏心距不大于 1/4 基底宽度；土质地基基底偏心距不大于 1/6 基底

宽度。

11.14.3.18 缓冲结构层宜选用轻质、透水材料，可采用黏性土、细粒土或砂砾类材料；填料最大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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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大于 10 cm。

11.14.3.19 棚洞顶填土厚度不宜小于 1.5 m，崩塌、落石严重时，应适当加厚；当洞顶回填用以支挡

边坡坍塌时，其厚度应结合边坡削坡和回填坡度确定。

11.14.3.20 作为棚洞顶缓冲层时，洞顶回填土坡度按 1∶3～1∶5 设计；缓冲层填土应分层填筑，适

当压实，压实度按不小于 90%控制。

11.14.3.21 棚洞缓冲层横坡一般设计为组合坡度，外侧坡率由 1∶2～1∶3 逐渐过渡到靠山侧 1∶3～

1∶10 为宜；两横坡线之间采用圆缓连接。

11.14.3.22 气温变化较大地区，应根据具体情况每隔 10 m～20 m 设置变形缝，缝宽 2 cm～3 cm；地

基软弱不均地段应设置沉降缝，沉降缝宜与变形缝宜合并设置。

11.14.3.23 纵向受拉钢筋可单根或 2～3 根成束布置，钢筋净距不得小于钢筋直径（d），且不小于

30 mm。当钢筋（包括成束钢筋）层数等于或多于 3 层时，其净距横向不得小于 1.5 d，且不小于 45 mm，

竖向仍不得小于 d，且不小于 30 mm。纵向受力钢筋的截面最小配筋率和钢筋弯起、连接、锚固等构造

要求参照 JTG D70 等相关规定执行。

12 边坡植被恢复工程设计

12.1 基本规定

12.1.1 边坡植被恢复设计应在确保边坡稳定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方法和技术。做到整体保护、系统

修复、综合治理。以地质灾害防治为前提，控制水土流失为基础，建立目标植被为核心，重构边坡生态

环境为目标。边坡植被恢复工程的实施不应影响边坡稳定性和工程安全。

12.1.2 边坡植被恢复工程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a） 总体目标。通过边坡植被恢复，使修复区生态环境与周边自然环境协调一致，形成自然协调的

植物群落，并实现以下目标：

1) 植物群落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适应于自然环境。其生长状态、形状、种类、构成及植物

的多样性等多近似于自然。

2) 植物群落所具有的功能近似于自然。在水文效应、改善环境能力、护坡固土等各种功能方

面，和天然植物群落具有相似的功能。

3) 景观上近似于自然。在群落形态、植物物种构成等方面和周边已有的其他人工及天然植物

群落相近。

b） 具体目标。

1) 植物覆盖率保持在 85%以上，生态系统稳定性强，植物类型能完成从草灌为主型向乔灌为

主型的过渡，能自我繁衍更新，达到免养护标准。

2) 以造景为主的边坡植被恢复工程，要求植物景观和硬质景观协调、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协

调，做到环境优美、宜人。

12.1.3 生态修复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安全稳固。应在边坡稳定的条件下进行边坡植被恢复，边坡稳定性应达到 GB 50330 规定的安

全要求，条件复杂的裸露边坡宜分解成若干个独立单元分别设计。

b） 因地制宜。应针对矿山生态环境破坏类型及其危害程度，因地制宜地选用一种或多种植被恢复

方式，采用人工促进自然恢复的方法实施边坡生态防护。统筹兼顾矿山与周边生产和生活，全

面协调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发展。因地制宜、适地适树，融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c） 生态优先。依照现代生态学的理论指导，采用科学合理的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以恢复和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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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取得最佳的生态效益为目标，采用恰当的养护措施，保护目标植物和目标群

落，逐步向自然群落过渡，最终形成可自我更新，健康、稳定、高效的生物群落。坚持生物多

样性，禁止使用有害外来入侵物种。优先选用乡土植物和可循环使用的环保材料。

d） 景观协调。考虑植被恢复本身的景观效果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协调，遵循自然规律、近自然的生

态修复。以景观生态学为指导，以恢复生态为主要目标。经修复后的创面与周边环境浑然一体，

恢复自然原貌，避免太多人工痕迹，设计和营造赏心悦目和美观得体的景观环境。

e） 经济合理。应综合考虑项目所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工程条件及植被恢复目标等因素，选择

适宜的生态修复技术与工程措施，坚持建、养、管并重原则，降低工程及养护成本。在确保生

态系统功能健康的前提下，大力营造生态经济林，发挥经济效益。

f） 综合统筹。坚持统筹兼顾、综合治理、整体施策的原则，综合考虑集排水、固土、建植及养护

等坡面植被恢复新技术与综合技术的应用。

12.1.4 根据边坡岩土工程性质、地形地貌、植被立地与生长条件，结合现状调查、矿山生态环境问题

特征、生态保护修复目标及标准等，分别采取自然恢复、辅助再生或生态重建等生态修复模式。

a） 自然恢复。对于轻度受损、恢复力强的生态系统，主要采取切断污染源、封山育林等消除胁迫

因子的方式，加强保护措施，促进生态系统自然恢复。

b） 辅助再生。对于中度受损的生态系统，结合自然恢复，在消除胁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改善边

坡物理环境，参照本地生态系统引入适宜物种，移除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物种等中小强度的人工

辅助措施，引导和促进生态系统逐步恢复。

c） 生态重建。对于严重受损的生态系统，应在消除胁迫因子的基础上，围绕地貌重塑、生境重构、

恢复植被、生物多样性重组等方面开展生态修复。消除植被生长的限制性因子，构建适宜的先

锋植物群落，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群落结构，促进植物群落正向演替进程。

12.1.5 边坡植被恢复应重视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保护，鼓励采用成熟先进技术及新材料、新工艺，积

累成熟工程经验，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生态修复植物群落与物种选择要求如下：

a） 根据修复工程需要，明确边坡植被恢复工程植物群落发展方向，确定适宜的修复目标。根据矿

山生态环境特点、立地条件、植被恢复的难易程度和植物的生态习性、植物演替理论，结合植

被恢复地实际，选择边坡植物群落类型。结合地形特点，因地制宜建立不同的植物群落。

b） 当边坡缺乏土壤基质或坡度过陡时，应通过人工方式建立植物赖以生长的物质基础。人造植生

基质时，应对土壤改良材料、基质厚度、客土改良、适用肥料及施肥层等提出具体要求，以保

证植物根系能够充分自如吸收养分、水分并正常稳定生长。植生基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透水性好且与下伏岩土层的边界部位不发生水的滞留。

2) 适当的硬度，较强的坡面附着力。

3) 适度的保水性及适宜的养分。

4) 与植物种类和大小相适应的厚度。

5) 基础稳定，不移动、不流失。

6) 无对根系生长有害的物质。

7) 适宜的土壤酸碱度（pH 值）。

c） 适地适树（草），以地带性植被、乡土树种为主。选用外来物种时，应对其生物学和生态学特

性及生态安全性进行评价，经评价安全无害后方可使用。

d） 以播种为主，栽植为辅。

e） 乔、灌、藤、草相结合，丰富生物多样性，构建立体生态防护体系，贴近自然。

f） 以草本及灌木为先锋物种，逐步演替为以乔灌为主的植物群落。植被自然生长，植物群落自然

演替，乔灌木覆盖率应大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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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植物物种、群落的选择与配置应考虑生态性、经济性、美观性等因素。

12.1.6 绿化种植应尽可能采用原地表土。外用客土用于绿化种植时应明确土源，按照 CJ/T 340 等相

关规范确定的土壤环境质量分类和标准分级要求取样检测，对不合格的种植土予以改良或更换处理。不

合格的种植土不能直接用于绿化种植。

12.1.7 边坡植被恢复应在边坡截排水工程完善的基础上进行，尽量避免在暴雨季节施工，并制定植物

浇灌及坡面截排水方案，及时进行植被养护。边坡植被恢复工程养护期一般不应少于 2个水文年。

12.1.8 对岩面完整稳定、具有一定保存和利用价值的人文景观、地质遗迹、矿业遗迹等区域，可适当

予以自然裸露，根据需要，辅以摩岩石刻或雕塑等措施加以造景。

12.1.9 边坡植被恢复不作为边坡防治工程稳定性定量计算的依据，不参与边坡稳定性计算及安全评

价，可作为稳定性定性因素在分析评价中加以考虑。应重视生态修复工程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12.1.10 边坡植被恢复主要通过对边坡实施绿化种植来实现，主要工程技术措施包括固土技术、建植

技术和养护技术。边坡植被恢复主要工程技术措施参照附录 R.1。边坡植被恢复工程生物措施及适用条

件参照附录 R.2。

12.2 绿化种植土

12.2.1 绿化种植土应具备常规土壤外观，有一定疏松度,无明显可视杂物，常规土色，无明显异味。

有效土层厚度应符合表 54 的规定。污泥、淤泥等不应直接作为绿化种植土壤，应清除建筑垃圾。

表 54 绿化栽植土壤有效土层厚度

植被类型 土层厚度（cm） 植被类型 土层厚度（cm）

乔木

胸径≥20 cm ≥180 棕榈类 ≥90

胸径＜20 cm
深根 ≥150

竹类
大径 ≥80

浅根 ≥100 中、小径 ≥50

灌木
大、中灌木、大藤本 ≥90 草坪、花卉、草本地被 ≥30

小灌木、宿根花卉、小藤本 ≥40

12.2.2 绿化种植土应符合表 55 中规定的主控指标。

表 55 绿化种植土主控指标

序号 主控指标 技术要求

1 pH
一般植物

2.5∶1 水土比 5.0～8.3

水饱和浸提 5.0～8.0

特殊要求 特殊植物或种植所需并在设计中说明

2 含盐量

EC 值/（mS/cm）

（适用于一般緑化）

5∶1水土比 0.15～0.9

水饱和浸提 0.30～3.0

质量法/（g/kg）

（适用于盐碱土）

基本种植 ≤1.0

盐碱地耐盐植物种植 ≤1.5

3 有机质/（g/kg） 20～80

4 质地 壤土类

5 土壌入渗率/（mm/h） ≥5

6 土壤容重（g/cm
3
） 1.0～1.35

7
土壤块

径（cm）

大、中乔木 ≤5

小乔木、大中灌木、大藤本 ≤4

竹类、小灌木、宿根花卉、小藤本 ≤3

草坪、草花、地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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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绿化种植应尽可能采用表土。当原剥离的表土不能满足绿化种植需求时，应尽可能选用施工区

周边的含腐殖质及物理性能良好的表土，避免使用强酸性土壤和过湿地中的还原性有害物质的土壤。严

禁使用含有毒有害成分的土壤。

12.2.4 绿化种植土重金属含量应控制在表 56 规定的范围内。

表 56 绿化种植土壤重金属含量 单位：mg/kg

序号 控制项目 pH＜6.5 pH＞6.5 序号 控制项目 pH＜6.5 pH＞6.5

1 总镉≤ 0.60 0.80 5 总砷≤ 35 30

2 总汞≤ 0.60 1.2 6 总镍≤ 50 80

3 总铅≤ 200 300 7 总铜≤ 150 300

4 总铬≤ 150 200 8 总锌≤ 250 350

注：土壤中存在除表中之外的重金属潜在污染时，应根据 HJ/T 350 的规定开展其他污染物的检测。

12.2.5 绿化种植土中的有机质和养分应符合表 57 的规定。

表 57 绿化种植土壤肥力

养分控制指标 技术要求 养分控制指标 技术要求

有机质/（g/kg） 20～80 有效铁（Fe）/（mg/kg） 4～350

水解性氮（N）/（mg/kg） 40～200 有效锰（Mn）/（mg/kg） 0.6～25

有效磷（P）/（mg/kg） 5～60 有效铜
a
（Cu）/（mg/kg） 0.3～8

速效钾（K）/（mg/kg） 60～300 有效锌
a
（Zn）/（mg/kg） 1～10

有效硫（S）/（mg/kg） 20～500 有效钼（Mo）/（mg/kg） 0.04～2

有效镁（Mg）/（mg/kg） 50～280 可溶性氯
b
（CI）/（mg/L） ＞10

有效钙（Ca）/（mg/kg） 200～500

注 1： a 铜、锌若作为重金属污染控制指标，对应的指标要求见表 57。

注 2： b 水饱和浸提，若可溶性氯作为盐害指标，对应的指标要求见表 58。

12.2.6 绿化种植土障碍因子应符合表 58 的规定。

表 58 绿化种植土壤潜在障碍因子

潜在障碍因子控制指标 技术要求

压实
密度/（Mg/m

3
） ＜1.35

非毛管孔隙度（%） 5～25

石砾含量

（除有排水或通气等特

殊要求）

总含量（粒径≥2 mm 的质量百分比，%） ≤20

不同

粒径

草坪（粒径）/mm 最大粒径≤20

其他/mm 最大粒径≤30

水分障碍 含水率/（g/kg） 在稳定凋萎含水率和田间持水量之间

种植土壤下构筑物承重
密度/（mg/m

3
） ≤0.5

最大湿密度/（mg/m
3
） ≤0.8

盐害

可溶性氯
a
（Cl）/（mg/L） ＜180

交换性钠（Na）/（mg/kg） ＜120

钠吸附比
a
（SAR） ＜3

硼害 可溶性硼
a
（B）/（mg/L） ＜1

注：
a

水饱和浸提。

12.2.7 绿化种植土包括原状土、客土、栽植基质，其取样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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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状土、客土每 500 m
3
或 2000 m

2
为一检验批，于土层深 20 cm 及 50 cm 处，随机取样 5 处，

每处 100 g 经混合组成一组试样；客土 500 m
3
或 2000 m

2
以下，随机取样不得少于 3 处。

b） 栽植基质每 200 m
3
为一检验批，随机取 5 袋，每袋取 100 g，混合后组成一组试样；栽植基质

200 m
3
以下，随机取样不得少于 3 袋。

c） 取样送样、检测方法及规则还应符合 CJ/T 340-2016 等相关规范要求。

12.2.8 对检测不合格的绿化种植土应确定主要障碍因子，制定相应的改良或修复方案，改良修复材料

宜采用有机基质。种植土质量应符合 LY/T 1970 有关规定。种植土改良一般采用下列方案：

a） 酸性土壤改良可直接使用 Ca 进行酸性矫正，中和剂有 Ca0：69～70%，CaC03：53%和 CaHC03，

酸性土壤改良 CaC03 施用量参考表 59。

表 59 酸性土壤改良 CaC03 施用量 单位：kg/100 m
3

土壤质地

腐殖质含量

土壤质地

腐殖质含量

少

（5%）

多

（5%～l0%）

丰富

（11%～20%）

少

（5%）

多

（5%～l0%）

丰富

（11%～20%）

砂土 56 113 150 粘壤土 225 281 375

砂壤土 113 169 325 粘土 28l 338 450

壤土 169 225 340

b） 碱性土的改良主要通过排灌水、防止蒸发、增加腐植质和酸性肥料等措施，对偏干气候及含有

CaC03的土壤可加入石膏进行中和矫正。

c） 常用土壤改良材料种类及效果见表 60，土壤保水材料（剂）的种类及效果见表 61。

表 60 土壤改良材料的种类与效果

系统 原料 效果

无机

系列

矿质肥料 石灰质材料、硅酸性材料 pH矫正：Ca效果：N、P的有效化；土壤微生物相的改善

特殊矿物

珍珠岩 保水性；通气；透水性的改善

蛭石 通气、透水性；保肥力改善

膨润土 盐基类的富化、保肥力、保水性改善、透水性调节

沸石 盐基类的富化、保肥力改善

有机系列
木炭粉 保水性、通气、土壤微生物相的改善

泥炭 物理性改善，缓冲能增大

有机系列
炭、褐炭 土壤团粒化促进，透气性、保肥力改善， P的有效化

树皮等木质物（堆肥化材料） 土壤团粒化促进，保水、通气、透水性改善

高分子系列

聚乙烯醇

土壤团粒化促进，保水、通气、透水性和保肥性改善。聚炳烯酸盐

三聚氰胺

表 61 土壤保水材料（剂）的种类及效果

分类 材料名称 效果

无机类 真珠岩、黑曜石、多孔陶粒 通气、透水、保水

有机类
泥炭 增大缓冲能力

堆肥 促进土壤团粒化

高分子材料
聚丙稀酸系列、淀粉接枝光聚体系列、聚乙烯醇系列、

聚丙烯酸盐系列、聚丙烯酸胺系列、纤维素系列

促进土壤团粒化、改善保水和透

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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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 为维护绿化种植土壤质量，宜用树皮、树枝粉碎物或核桃壳等有机植物材料覆盖，防止裸土见

光和水土流失。有机植物材料及覆盖方法与质量应符合 GB/T 31755-2015 中表 1 及附录 A 的相关规定。

12.3 植物物种选择与群落构建

12.3.1 植物物种选择

12.3.1.1 根据工程所在地植被环境调查成果，确定适宜于植被恢复的乡土植物物种。植物选择与配置

应从生态性、经济性、美观性等方面考虑，同时应考虑坡度、高度、朝向、岩性、风力风向、周边环境

等因素。通过构建先锋植物群落，改善土壤、小气候条件，实现边坡植被恢复目标。

12.3.1.2 植物物种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光照、气温、湿度、降水、风等）。

b） 适应当地的土壤条件（土壤厚度、结构、水分、酸碱性、养分、盐碱性等）。

c） 更新能力强、覆盖能力强、根系发达、抗逆性（抗旱、热、寒、贫瘠、病虫害等）强。

d） 越年生或多年生，易通过风力传播种子或根茎蔓延，迁入、定居到待修复边坡上。自行繁殖、

更新且持续生存，有利于生态系统恢复、景观美化及维持自然生态环境功能。

e） 耐受边坡陡峻、坡表结构脆弱、岩面裸露等恶劣条件，适应粗放管理。

f） 种源容易获取，商品化程度高、成本合理。

g） 草本植物种子质量不应低于 GB 6142 中规定的二级质量标准，木

本植物种子质量不应低于 GB 7908 中规定的二级质量标准。

h） 经当地检疫部门检疫合格。

i） 严格控制外来物种，不得使用外来有害（对当地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影响或破坏）入侵物种。

j） 具有防治水土流失、保持水土的作用。

12.3.1.3 植物配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因地制宜。参照周边自然植被群落构成，以具有良好适应性的乡土植物为主。

b） 目标植被群落符合生物多样性及生态位原理。物种间应具有良好的共生性且能形成稳定的生态

系统，能与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相融合。

c） 尊重自然、多物种混交。从植物品种的生态适应性、抗逆性、持续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等出发，

选择多品种、多叶色、多层次的植物配置模式，以本地优势乔灌木和地被植物为主，多树（草）

种混交，深根系与浅根系植物相结合，构建稳定的植物群落。

d） 经济合理、管护简单。合理利用边坡现状高差，减少作业量和作业成本；充分利用现场材料，

减少外购、外运；合理利用坡面现状低洼处（如采坑）作为储水池，收集雨水用于植被养护；

在考虑坡面植被恢复的同时，侧重考虑植被恢复速度和养护成本。

12.3.1.4 坡面生态修复工程常用植物包括常绿和落叶灌木与小乔木、草本、藤本及其他植物，其适宜

性及环境作用等特点参照附录 R.3。

12.3.2 植物群落构建

12.3.2.1 目标植物群落应根据边坡浅表层生态环境特点、边坡坡度、土壤性质、植物生长发育所需最

小土层厚度等条件和植物生态特性、演替规律，结合社会需求和功能要求综合确定。

12.3.2.2 根据边坡浅表层地形特点，在不同部位建立不同的植物群落，形成立体、多元的植被景观，

以利于边坡稳定和环境美观。高陡岩石边坡以建立草本型或草灌型植物群落为宜，在自然力作用下，随

着植物群落的逐渐演替，早期草本型逐渐为草灌型植物群落所代替。

12.3.2.3 植物群落的构成应依据植物的形态、生物学和生态学等特性、特征进行设计。周围为森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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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时，以建立中低林型植物群落为目标；修复区接近城区、风景区等人口密集区时，以建立观赏型植物

群落为目标。

12.3.2.4 植物群落结构配置、目标植被类型应参考或模拟当地顶级植物群落或稳定植物群落。

12.3.2.5 坡面植物群落主要分森林型、草灌型、草本型，必要时考虑观赏效果。宜优先选择与边坡周

围群落相同或相近的物种和群落类型，使其与周边景观相协调，确保植物能够长久成活。植物群落类型

及适用地参照附录 R.4。

12.4 肥料

12.4.1 绿化种植常用肥料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机肥，包括牲畜粪便、腐熟的草叶等；另一种是无机肥，

包括尿素、复合肥等。

12.4.2 有机肥使用前应发酵使其充分腐熟，避免施入后发酵生热烧伤根系及产生病虫害。常用有机肥

主要化学成份见表 62。

表 62 常用有机肥的主要化学成份

种类 全碳% 全氮% C/N P2O2% K2O% CaO% MaO%

鸡粪堆肥 27.2 1.63 16.7 4.17 1.12 6.38 1.O6

牛粪堆肥 37.4 2.12 17.6 0.36 3.25 3.40 4.09

猪粪堆肥 40.0 3.40 11.8 0.44 6.2l 3.02 6.04

树皮肥 48.4 1.44 33.6 0.53 0.37 2.80 0.48

12.4.3 施用无机肥料应测定土壤有效养分含量，宜采用缓释性无机肥。

a） 尿素缩二脲含量应小于 0.5%。缩二脲含量超过 1%时，不能用作种肥、苗肥和叶面肥，其他施

用期的尿素含量也不宜过多或过于集中。

b） 应按照土壤状况和植物需要施用复合肥。复合肥宜用作基肥,应根据植物缺素情况以及不同植

物对养分的需求施用不同的复合肥。黏性土壤团粒结构较差，保水保肥性能好，不易渗透，应

深施；沙质土保水保肥性能差，应浅施；氨态氮复混肥易挥发，施后应及时覆盖；含磷钾的复

合肥中磷素易被土壤固定，应在植物根系附近穴施，便于作物吸收。复合肥施用应按 GB 15063

执行。

12.5 苗木栽植

12.5.1 苗木栽植应考虑当地气候特点、边坡岩土性质、植被立地条件等因素，选择适宜季节。土质、

肥力、土层厚度等应满足植物生长需要。

12.5.2 苗木栽植工程设计应说明苗木种类、种植方式、栽植密度、成活率及施工与养护技术要求。苗

木种植前应经检验、检疫合格。

12.5.3 对坡度适宜、有一定土层、立地条件较好的边坡，可采取植苗造林进行生态修复。

12.5.4 苗木栽植应符合 GB/T 15776、CJJ.82 等相关规范的规定。

12.5.5 在坡度、坡向和土质较复杂的坡面，宜将苗木栽植与种草护坡相结合，实行乔、灌、草相结合

或藤本植物护坡。

12.5.6 因地制宜，采用针、阔叶混交，乔、灌混交，深根、浅根混交，阴性、阳性混交等混交类型和

株间混交、行间混交、带状混交、块状（不规则）混交等栽植方式。

12.5.7 栽植穴、槽直径应大于土球或裸根苗根系展幅 40 cm～60 cm，穴深宜为穴径的 3/4～4/5。穴、

槽应垂直下挖，上口下底相等。

http://www.so.com/s?q=%E5%9F%BA%E8%82%A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B%A2%E7%B2%92%E7%BB%93%E6%9E%8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0%A8%E6%80%81%E6%B0%A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9%B4%E6%96%B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DB32/T 4077.2-2021

136

12.5.8 当土壤容重大于 1.35 g/cm
3
或渗透系数小于 10

-4
cm/s 时，应采取扩大树穴，疏松土壤等措施。

12.5.9 应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和造林经验确定最佳栽植期。栽植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春季栽植应在苗木萌动前的 7 d～10 d。

b） 夏季栽植应在雨季开始后的前期。

c） 秋季栽植应在树木停止生长后至土地封冻前。

d） 大粒、带硬壳和休眠期较长的种子宜在秋冬直播。

e） 插条栽植随采穗随造林。

12.5.10 苗木外观质量应达到下列要求：

a） 树干、树冠较完整，分枝点和分枝合理，长势良好。

b） 土球苗土球完整，规格符合要求，包装牢固。

c） 裸根苗根系完整，切口平整，规格符合要求。

d） 容器苗规格符合要求，容器完整、苗木不徒长、根系发育良好不外露。

e） 草卷、草块长宽尺寸基本一致，厚度均匀，杂草不超过 5%，草高适度，根系好，草芯鲜活。

f） 花苗、地被、绿篱株型茁壮，根系良好，无伤苗，茎、叶无污染，无病虫害。

12.5.11 水湿生植物栽植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水湿生植物栽植地土壤质量不良时，应更换栽植土，使用的栽植土和肥料不应污染水源。

b） 水湿生植物栽植土层厚度应大于 50 cm。

c） 水湿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应采用生物和物理防治方法，严禁污染水源。

d） 水湿生植物栽植后至长出新株期间应控制水位，严防新生苗（株）浸泡窒息死亡。

e） 主要水湿生植物最适栽培水深及成活苗（芽）密度应符合表 63 的规定。

表 63 主要水湿生植物最适栽培水深及成活苗（芽）密度

序号 名称 类别 栽培水深（cm） 单位 成活苗（芽）数/m
2

1 千屈菜 水湿生植物 5～10 丛 9～12

2 武尾（耐湿类） 水湿生植物 5～10 株 9～12

3 荷花 挺水植物 60～80 株 不少于 1

4 菖蒲 挺水植物 5～10 株 4～6

5 水葱 挺水植物 5～10 株 6～8

6 慈菇 挺水植物 10～20 株 6～8

7 香蒲 挺水植物 20～30 株 4～6

8 芦苇 挺水植物 20～80 株 不少于 1

9 睡莲 浮水植物 10～60 株 3～4

10 芡实 浮水植物 ＜100 株 1

11 菱角 浮水植物 60～100 株 9～12

12 荇菜 漂浮植物 100～200 株 20～30

12.6 播种

12.6.1 播种应依据当地气候特点、边坡土质及厚度选择条播、点播、撒播等方式，宜选择乔、灌、草、

地被植物混播。

12.6.2 播种量应根据土壤及种子性质、种子发芽率与成活率等进行计算。对不易发芽或发芽率低的植

物种子应采取催芽措施。

12.6.3 坡比小于 20°,土层较薄的砂质或土质不涉水边坡，可采取撒播种子进行坡面生态修复。

12.6.4 播种前应对坡表进行迹地整理和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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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 种子包括草本、灌木及小乔木，宜选用生长快的低矮匍匐型种类。物种选择原则如下：

a） 植物生态位应互相搭配，减少生存竞争，浅根与深根、根茎型与丛生型相搭配，禾本科与豆科

混播等。

b） 根据土壤的酸碱度选择耐酸（pH＜6.5）、耐碱（pH＞7.5）及中性种类。

c） 不同植物的发芽天数尽可能相近，避免造成发芽缓慢的植物被淘汰。

d） 山坡阴坡和林地阴蔽地面选种耐阴草类；气候较为干热的裸地选种匍匐型草类：干旱的风沙地

选种耐沙草类。

e） 一年后的边坡植被应以灌木为主，根据植物种类，以 6～8 株/m
2
为宜。

f） 常绿树（草）种应占总数的 1/3 以上，并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

12.6.6 根据边坡坡度、完整程度和植被覆盖度，因地制宜选择直播、条播、穴播、撒播等播种方式。

12.6.7 播种量应根据土壤及种子性质、发芽率与成活率给予适当修正，以达到期望的绿化效果。灌木

及小乔木、草种播种量应根据公式（79）进行计算：

BP
SQGW





1000

)1(
（79）

式中：

W ——经发芽修正后的播种量（g/m
2
）。草种推荐播种量参见表 64；

P——种子纯度（%）；

G——期望成活株数（株/m
2
）；

B——种子发芽率（%）；

S——种子的千粒重（g）；

Q——发芽障凝修正系数（%），参见表 65 取用。

表 64 推荐草种理论播种量

草种 播种量（g/m
2
） 草种 播种量（g/m

2
） 草种 播种量（g/m

2
）

高麦草 6.5～10 杂三叶 5～7 雀麦 8～10

狗牙根 5～7 胡枝子 9～13 草木樨 9～13

黑麦草 22～30 沙打旺 6～9 白三叶 4～7

红三叶 7～11 紫花苜蓿 13～18 紫野豌豆 40～50

黄花苜蓿 13～18 地毯草 4～10 紫云英 10～20

草地早熟禾 10～17 画眉草 1～2.5 红豆草 50～60

紫羊茅 10～22 毛花雀稗 4～10 小冠花 3～4

天蓝苜蓿 9～13

表 65 发芽障凝修正系数

地质环境条件 修正系数Q /% 地质环境条件 修正系数Q /%

砂砾石土壤 ＋20 特别潮湿地 ＋10

干旱地 ＋10 缓坡地 －10

特别干旱地 ＋20 高边坡 ＋20

12.6.8 发芽率高的植物种子一般可直接播种。发芽困难的种子应在喷播前进行预处理。主要处理方法

有冷水浸种法、层积催芽法、化学药剂处理、升温催芽法。

12.6.9 根据当地气候特点和实践经验确定最佳播种期。

12.6.10 播种后 2 a 内应采取封禁和抚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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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喷播绿化

12.7.1 一般规定

12.7.1.1 喷播技术：将种子、木纤维、保水剂、粘合剂、稳定剂、肥料等与水和（或）种植土混合，

通过专用喷播机喷射到边坡，以实现边坡植被恢复目标。

12.7.1.2 喷播宜用于亚热带气候区，温带气候区可适当加大冷季型植物的播种量，增加喷播层厚度，

优化基材配比，采取相应的保温、保湿措施。

12.7.1.3 喷播绿化应根据当地气候、边坡岩土性质、地形条件等，结合生态修复目标确定喷播方法、

植物种类。确定喷播基质材料、配比、喷播厚度、施工工艺和技术要求。

12.7.1.4 喷播绿化设计应包括：喷播绿化方法；喷播基质厚度；植物选择；边坡修整；铺网钉网；喷

播；喷播初期养护。

12.7.1.5 喷播绿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坡率大于 1∶1 或年降水量大于 800 mm 地区，喷播基质的离析度应小于 20%。离析度测定可参

照附录 R.5 的规定。

b） 喷播方法包括挂网客土喷播、普通喷播、液力喷播、高次团粒喷播和 CBS 植生混凝土喷播等。

应根据边坡岩土工程地质条件和边坡高度、坡度等特性，结合生态修复要求，选用相应的工艺

技术。喷播绿化方法及适用范围参照表 66。

表 66 边坡喷播绿化施工方法及适用范围

喷播绿化施工方法 边坡类型 适用坡度
喷播基质离析

度（％）
绿化类型

高次团粒喷播
土质边坡

土石边坡

岩质边坡

≤63° 5～30 乔灌草型、灌草型、草本型

植被混凝土喷播 ≤63° 5～30 灌草型、草本型

挂网客土喷播 ≤50° 30～50
乔灌草型、灌草型、草本型

普通喷播 ≤30° 40～60

液力喷播 土质边坡 ≤20° —
*

草本型

注：“*”因液力喷播基质中无土壤，故不考虑喷播基质厚度和离析度。液力喷播适于年降水量小于 800 mm

的土质边坡。

12.7.1.6 喷播前应对边坡进行修整，保证坡面平整、密实、稳定，陡立及光滑岩面，应采取防止喷播

层脱落加固措施。

12.7.1.7 喷播宜在春季和秋季进行，尽量避免在严寒或炎热天气，保证种子发芽率及苗木成活率。

12.7.1.8 喷播后的初期养护措施应结合基质材料和种子的特性和要求，满足植被正常生长的需要。

12.7.2 喷播基质厚度

12.7.2.1 喷播基质厚度确定应考虑喷播绿化方法、坡率、年降水量、岩土性质、岩石风化程度、裂隙

发育程度、边坡朝向等因素。喷播厚度可参照附录 R.6 执行。

12.7.2.2 在保证植物种子萌发、幼苗生长和植被持续生长的前提下，宜降低喷播基质的厚度。

12.7.2.3 混合植物种子应喷射在表层，喷射厚度宜控制在 2 cm 左右。

12.7.2.4 除液力喷播方法外，其他喷播基质厚度不宜小于 30 mm。

12.7.3 边坡修整

12.7.3.1 边坡修整应综合考虑边坡安全性、工程经济性、保持山体自然形态和植物生长条件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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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2 边坡修整包括坡率、坡形修整及危岩处理等。清理坡表片石、碎石、杂物，对坡表进行整平；

修整、凿除坡表转角处及坡顶棱角，使坡面尽可能平整,凹凸度应控制在±100 mm 以内。

12.7.3.3 坡面上存在的裂缝或溶洞等应采取粘土充填、混凝土或水泥砂浆封堵措施，确保其密实稳定；

坡面存在的渗流或泉水应采取引流措施，避免引起坡面冲刷。

12.7.3.4 对局部危岩不能清除时，可采用支撑加固及填平补齐等措施。

12.7.3.5 对坡面凹处或局部反坡采用编织袋装土、浆砌石或浇筑混凝土、水泥砂浆等填充措施，保证

坡面永久稳定。

12.7.3.6 边坡坡率大于 1∶1 时，如条件允许宜放缓坡度。

12.7.3.7 坡度大于 60°的边坡，为保持网与坡面间的间距，可用稻草成束绑扎，按照纵向 25 cm～35

cm 间距横向嵌衬在网和岩面之间，使网和岩面间保持 3 cm～5 cm 的间隙；对于光滑岩面，宜用规格为

5 cm（宽）×8 cm（高）的木条横向布置在岩面上，以防喷播层整体下滑。木条纵向间距 40 cm～50 cm，

用不小于 HRB400 10 螺纹钢筋锚杆固定。锚杆间距宜为 1 m，锚入稳定岩体深度不小于 0.5 m；局部反

坡或存在落石安全的边坡，可结合采用主动防护网、生态袋等加固和绿化措施，生态袋用钢筋锚杆绑扎

牢固后横向布置，纵向间距不大于 1.5 m，锚杆间距不大于 50 cm，锚入稳定岩体深度不小于 35 cm。

主动防护网、生态袋设计符合本文件的相关要求。

12.7.4 铺网钉网

12.7.4.1 网钉类型、规格、间距、入射角度等应根据坡面岩土性质和坡角、坡高进行设计，铺网范围、

搭接、网与网钉连接及与坡面间距等应符合规范要求。

12.7.4.2 边坡角大于 30°时应铺网钉网；边坡角在 30°～15°且边坡表面平滑时，宜铺网钉网。

12.7.4.3 铺网材料可采用直径不小于 2 mm 的钢丝网、镀锌金属网或最大拉伸力不小于 6 kN/m、抗老

化性不小于 15 a 柔性树脂网、塑料网等。采用主动防护网的边坡，可在主动防护网内侧铺网，网孔直

径或边长宜为 30 mm～40 mm。

12.7.4.4 边坡顶部铺网岩质边坡上延长度不宜小于 1.5 m，土质边坡上延长度不宜小于于 3.0 m。

12.7.4.5 网片横向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10 cm，纵向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15 cm；搭接处每隔 20 cm 用火

烧丝或每隔 30 cm 用 14
#
铁丝绑扎固定，以连成整体网片结构，网片须绷紧；两张网片搭接时，下面网

放在底层；网片宜以梅花型排列。

12.7.4.6 网片下采用木质垫块使铁丝网与坡面保持不小于 3 cm 间隙，垫块间距 1 m×1 m，均匀布置。

12.7.4.7 网钉材质、规格及数量应综合考虑边坡岩土性质、坡率、网及喷播基质的荷载等因素确定，

网钉的材质和规格可参照表 67。

表 67 网钉的材质和规格

网钉材质 金属网钉 硬木网钉 竹制网钉 其他

规格 主网钉 次网钉 主网钉 次网钉 主网钉 次网钉 根据边坡

条件进行

专门设计

直径（mm） ≥14 ≥10 ≥35 ≥30 ≥35 ≥30

长度（mm） ≥200 ≥50 ≥600 ≥500 ≥600 ≥500

12.7.4.8 主网钉与次网钉应搭配使用；主网钉宜用于坡顶、搭接处和主要受力处，间距宜小于 1 m；

其他位置可使用次网钉，间距宜为 0.5 m。

12.7.4.9 网钉钻孔孔径宜为 30 mm～50 mm，垂直于坡面。锚固段长度岩质边坡不小于 30 cm，土质边

坡不小于 80 cm。锚杆插入锚孔后周边用 M20 水泥浆充填锚固，水泥浆水灰比宜为 1∶2。锚杆注浆 7

日后选取 2%的锚杆进行抗拔试验，要求锚杆抗拔力大于 10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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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10 坡面较陡或岩面光滑时，宜按 12.7.3.7 或采取打植生孔等抗滑移措施，同时调整镀锌铁丝

网规格，必要时采用双层包塑铁丝网，以防止镀锌铁丝网撕毁或脱落，保证喷播层的长期稳定。

12.7.4.11 在边坡支护加固的基础上采用挂网喷播绿化的，应明确网、网钉与支护结构之间的连接方

式和措施。

12.7.5 喷播初期养护

12.7.5.1 喷播后 24 h 内覆盖 15 g/m
2
～20 g/m

2
无纺布以防止雨水冲刷和阳光暴晒，无纺布顺坡覆盖

从上而下，重叠 100 mm～150 mm 左右，并用木桩或竹签固定。

12.7.5.2 喷播 1 d～2 d 后开始浇水，使坡面保持湿润。发芽期养护湿润深度应控制在 3 cm～5 cm，

幼苗期依据植物根系的发展逐渐加大到 5 cm～15 cm。每天早晚各一次，高温季节上午宜在 10 时以前

完成，晚上宜在下午 4时开始，避免在强烈阳光下喷水。

12.7.5.3 喷播养护宜采用养护浇灌系统，使用喷头洒水或滴灌，控制好水量和扬程，避免产生基材流

失和坡面径流，防止冲垮喷播层。

12.7.5.4 喷播后宜通过补苗以增加常绿植物的品种数量。苗木品种宜选用小叶女贞、火棘、石楠、迎

春、常青藤等。补植密度宜为 4株/m2，以小苗为主，高度 50 cm 左右，藤本类为二年生、三分枝以上。

12.7.5.5 因冲刷等原因造成的喷播层损毁或基材、种子流失区段应及时进行补喷。

12.7.5.6 植物生长到 5 cm～6 cm 或 2 片～3片叶时，揭去无纺布。揭前宜控水，揭后宜及时补水。

12.7.5.7 喷播初期养护期限视坡面植被生长状况而定，一般不少于 45 d。

12.7.5.8 初期养护结束，植被覆盖率应达到 60%以上，常绿植被数量占乔灌木总数的 1/3 以上。

12.7.6 挂网客土喷播

12.7.6.1 挂网客土喷播一般用于坡度角不大于 50°的岩质、土质及岩土混合边坡。

12.7.6.2 挂网客土喷播工程内容包括边坡修整、铺网钉网、植物选择、配制喷播基材、基材喷播和施

工期养护。边坡修整、铺网钉网、喷播基质厚度和施工期养护应分别参照 12.7.3、12.7.4、12.7.2、

12.7.5 的规定执行。

12.7.6.3 喷播基材理化性能指标应满足下列条件：

a） 容重：0.8 g/cm3～1.2 g/cm3。

b） 有效持水量不小于 30%（体积百分比）。

c） 有机质含量不小于 15%。

d） 含氮不小于 4.0 g/kg，含磷不小于 1.0 g/kg，含钾不小于 10.0 g/kg。

e） pH 值 6.0～7.5。

f） 电导率（EC）：0.4 ms/cm～4.0 ms/cm。

g）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CEC）不小于 150 mmol/kg。

12.7.6.4 基质材料选择要求如下：

a） 种植土：富含腐殖质及物理性能良好，用孔径 100 mm 的筛过筛，并应达到 12.2 节要求。

b） 水泥：采用 PO 42.5，喷射基层时使用。

c） 有机质：充分粉碎腐熟。常用的有机质有泥炭土、农作物秸杆、腐叶土、堆肥、磨菇肥、糠壳、

锯木屑、厩肥以及塘泥或经过腐熟后的动物粪便等。

d） 木纤维：长 3 cm～5 cm，宽 1 mm～3 mm，符合 LY/T 2142 规定。

e） 草纤维：稻草纤维、稻壳、砻糠或阔叶树腐熟木屑等。

f） 粘合剂：可降解高分子材料，能溶于水，底基层黏度大于 1500 CPS，表层黏度大于 800 CPS。

g） 保水剂：粉末状，pH 值 8～9，吸水倍率≥400，吸水速率小于 20 min，不溶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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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肥料：包括尿素和复合肥，应符合 12.4 节的要求。

i） 种子：以草、灌相结合，冷、暖季型及豆科混播，加大常绿植物的比例，根据当地气候及岩质

边坡特点，以水土保持为主，建立灌草立体生态模式，常绿植物应占植被总数的 1/3 以上。

j） 水：用水量通过试验确定，控制在基质稠度既能粘结在岩面上，又不致产生流淌为宜。水质达

到农用灌溉水水质标准

12.7.6.5 基质材料与种子推荐配比及用量见表 68、表 69。

表 68 基质材料推荐配比及用量

名称 单位 用量/m
2

名称 单位 用量/m
2

种植土 kg 90～100 粘结剂 g 15

水泥 kg 10 尿素 g 100

泥炭土 kg 5 复合肥 g 150

纤维物 kg 2 水 kg 5

保水剂 g 15

注：表中材料配比及用量按喷播厚度 10 cm 计算。

表 69 种子推荐配比及用量

名称 单位 用量/m
2

名称 单位 用量/m
2

名称 单位 用量/m
2

山苍子 g 0.2～0.5 多花木兰 g 3.0 火棘 g 2.0

狗牙根 g 0.5～0.8 胡枝子 g 1.5 刺槐 g 3.0

紫花苜蓿 g 0.3～0.5 马棘 g 2.0 山合欢 g 2.0

紫穗槐 g 2.0

注：种子总用量宜为 20 g/m
2
左右。

12.7.6.6 基质材料喷射

a） 喷播厚度参照 12.7.2 及附录 R.6 的规定，宜为 10 cm～12 cm，在岩性破碎、岩面光滑、坡度

较陡等植物立地条件较差区段，喷层厚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b） 喷播宜自上而下分两次实施，第一次喷播厚度 8 cm～10 cm 左右，喷射不含种子的基材；第二

次喷播厚度 2 cm 左右，喷射含种子的基材。待首次喷射层稳定 24 h 后实施第二次喷播。

12.7.7 液力喷播

12.7.7.1 液力喷播适用于坡度角不大于 20°土质边坡、废矿堆场边坡。适宜坡高不超过 10 m。

12.7.7.2 液力喷播工程内容包括边坡修整、植物选择、配制喷播基质（液体）、喷播基质和施工期养

护等。边坡修整和施工期养护应分别符合 12.7.3、12.7.5 规定。边坡应有满足植被生长的种植土。

12.7.7.3 液力喷播材料中不包括种植土和水泥，其他材料及配比参照 12.7.6.3～12.7.6.5 的规定。

基材制备时，组成材料用量、比例要按当地植物的生长情况、土壤性质和气候条件等根据试验确定。

12.7.7.4 喷播前将罐体内的基材混合料持续搅拌 5 min～10 min。喷播时由高向低、左右喷洒，喷洒

幅宽宜为 5 m～6 m，幅高 1 m，喷播接茬 40 cm。喷洒均匀，不遗漏。

12.7.8 普通喷播

12.7.8.1 普通喷播适用于坡度角不大于 30°的岩质、土质及岩土混合边坡。

12.7.8.2 普通喷播工程内容包括边坡修整、植物选择、配制喷播基质、喷播基质和施工期养护。其技

术要求分别参照 12.7.3、12.3、12.7.2、12.7.5、12.7.6.3～12.7.6.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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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 CBS 植被混凝土喷播

12.7.9.1 CBS 植被混凝土喷播采用特定的混凝土配方和种子配方，对岩石边坡进行防护和绿化。CBS

植被混凝土又名“绿化混凝土”、“生态混凝土”、“植生混凝土”。适用于坡度 70°左右的高陡岩

质边坡，具有一定的防冲刷能力，能抵御 30 mm～70 mm/12 h 暴雨；植被覆盖率可达 90%。

12.7.9.2 CBS 植被混凝土包含 AB 菌绿化添加剂。A菌绿化添加剂在不影响植被混凝土前提下，调控水

泥的强碱性；调节基质 pH 值，防止水泥后期的碱性析出；确保孔隙率，提高透气性，利于植物生长；B

菌料引用了 -中度嗜盐菌和  -新型耐碱细菌孢子。

a）  -中度嗜盐菌：在活化基材的过程中吸收盐分，能在 12%～30%的盐度中生长。消耗吸收盐碱，

增加后期植物生长抗碱性。可固化植被混凝土中的盐基，消除盐基障碍，减轻混凝土中的盐害，

有利于高陡岩石边坡植物在贫瘠恶劣环境中扎根生长。

b）  -新型耐碱细菌孢子：通过雨水涌入加以激活，提高植被混凝土使用寿命，具有代谢活性，

能抵抗较高的机械应力和化学诱导应力，并有较长的使用寿命。能在 pH=11.0 的环境中生长。

改良补充植被混凝土基材大量活性菌，调理基材的菌种平衡。维持植被混凝土的微生态平衡，

使植被群落生长趋于稳定。

12.7.9.3 植被混凝土工程内容包括边坡修整、铺网钉网、植物选择、配制喷播基材、喷播基质和施工

期养护。边坡修整、植物选择、铺网钉网、喷播基质厚度和施工期养护可分别参照 12.7.3、12.3、12.7.4、

12.7.2、12.7.5 的规定。陡立边坡应依据边坡坡度、高度、工程地质条件，计算喷播体剩余下滑力，

选取适宜的网片和锚杆，制定铺网钉网专项技术方案，防止网片撕裂、喷播体滑落。

12.7.9.4 植被混凝土基材由砂壤土、水泥、有机质、植被混凝土添加剂混合组成，各组分材料的选择

要求如下：

a） 砂壤土：选择工程所在地原有地表土，经风干粉碎过筛，要求土壤中砂粒含量不超过 5%，最

大粒径小于 8 mm，含水率不超过 20%。

b） 水泥：采用 PO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

c） 腐殖质：采用酒糟、醋渣或新鲜有机质（稻壳、秸秆、树枝）的粉碎物，其中新鲜有机质的粉

碎物在基材配置前应进行自然发酵处理。

d） 植被混凝土绿化添加剂：A、B 菌 1∶1 混合搅拌均匀使用。

12.7.9.5 植被混凝土基材配制分基层和表层，分别按不同配比配制（参照表 70）。

12.7.9.6 CBS 植被混凝土工程和生态性能应符合表 71 的规定。

表 70 植被混凝土基材配比

配比 砂壤土 水泥 有机质 植被混凝土添加剂

基材基层（kg/m
2
） 100 10 5 5

基材表层（kg/m
2
） 100 6.5 5 5

注：植物种子的品种和用量参照表40。

表 71 植被混凝土基材工程和生态性能指标

项目 指标 项目 指标

工

程

性

能

28d抗压强度（MPa） ≥8 生

态

性

能

绿化覆盖率（%） ≥95

28d抗折强度（MPa） ≥2.5 有效孔隙率（%） ≥25

抗冻性（冻融循环50次质量损失率/%） ≤5 透水性（cm/s） ≥1.0

抗冲刷（m/s） 5 透气性（孔隙率/%）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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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7 植被混凝土基材喷射分基层和表层分别进行。从坡面由上而下进行喷射，先基层后表层，每

次喷播单宽 4 m～6 m，高度 3 m～5 m。喷播采用干式喷浆法施工。

12.7.9.8 基层喷播前宜用水对边坡岩面进行喷淋，以促使喷射植被混凝土基材与岩面结合紧密，然后

进行试喷，以调节水灰比，再进行喷播施工。基层喷播厚度为 7 cm～8 cm。喷射作业开始时，应先送

风、后开机、再给料，喷射结束时应待喷射料喷完后，再关风。

12.7.9.9 喷射过程中喷嘴距坡面的距离控制在 0.8 m～1.2 m 之间，一般应垂直于坡面，最大倾斜角

度不宜超过 15°；喷射中喷射头输出压力不应小于 0.1 MPa；喷射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进行，先喷凹陷

部分，再喷凸出部分；喷射可采用“S”形或螺旋形移动前进。

12.7.9.10 基层喷播结束 8 h 以内进行表层喷播，一般控制在 3 h～4 h；表层的喷护厚度为 2 cm～3 cm；

表层喷播之前在坡面上洒水湿润，保证基层和表层的粘结；通过近距离实施喷播，保证种子播撒的均匀

性；喷播单块宽度按 3 m～5 m 进行控制。

12.7.9.11 植被混凝土喷射后一周内，应通过浇水养护始终保持喷播层潮湿，以充分发挥 AB 菌绿化添

加剂调控水泥强碱性、调节基质 pH 值和固化植被混凝土中盐基作用，避免苗木根系灼伤，同时防止喷

射层板结而影响植物生长。

12.7.10 高次团粒喷播

12.7.10.1 高次团粒喷播采用特定的喷播设备喷射“土壤培养基”，使边坡快速形成理想的植物群落。

“土壤培养基”具有稳定的“蜂巢”状团粒结构，保水、保肥、透水、透气，能有效抵抗水蚀和风蚀，

防止水土流失、提高边坡稳定性。

12.7.10.2 高次团粒喷播适用边坡坡度宜为 65°～75°，基材混合料理化特性应满足表 72 要求。

表 72 高次团粒喷播绿化基材混合料理化特性

指标 数值 测定标准 指标 数值 测定标准

pH值 5.5～7.5 LY/T1239 非毛管孔隙度 12%～18% LY/T1215

有效持水量 ＞30% LY/T1213，LY/T1225～1227 全氮 ＞1.3 g/kg LY/T1228

团粒化度 ＞60% LY/T1225～1227 全磷 ＞0.6 g/kg LY/T1232

有机质含量 ＞25 g/kg LY/T1237 全钾 ＞27.0 g/kg LY/T1234

总孔隙度 45%～55% LY/T1215

12.7.10.3 高次团粒喷播工程内容包括边坡修整、铺网钉网、植物选择、配制喷播基材、喷播基质和

施工期养护。边坡修整、植物选择、铺网钉网、喷播基质厚度和施工期养护应分别符合 12.7.3、12.3、

12.7.4、6.7.2、12.7.5 的规定。基材配比及用量参照表 73。基材选择要求如下：

表 73 高次团粒喷播基材配比及用量

喷播层位 材料名称 配比量（/m
2
） 喷播层位 材料名称 配比量（/m

2
）

培养基

（底基层8 cm～

10 cm）

种植土 45 kg

培养基

（种子层2 cm～

4 cm）

种植土 30kg

泥炭 1015 g 泥炭 10kg

木榍或锯末 5 kg 复合肥 50g

钙镁磷 15 g 钙镁磷 10g

复合肥 10 g 木纤维 200g

高次团粒剂（含

团粒稳定剂）
40 g

高次团粒剂 10g

种子 20-25g

注 1：表中材料用量按照喷播厚度 10 cm 计算，并根据边坡岩土工程地质条件等适当调整。

注 2：基材压缩系数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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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种子按照表 69 选取。

b） 种植土粒径≤2 cm，含水率≤30%，碎石、杂草（根）应剔除，以免堵管。

c） 草炭土为低位泥炭，品质优。

d） 肥料按照 12.4 节要求选取。

e） 木榍由树皮或树枝加工成粉末或锯末，吸水性 10.0～12.5 倍。

12.7.10.4 高次团粒喷播要求如下：

a） 高次团粒剂和水混合后，与其他基材分管输送至喷射区，通过双管喷枪喷射，在坡表上相互混

合，产生团粒疏水反应，形成物料培养基粘附在边坡上。

b） 尽可能从正面进行喷射，避免仰喷，凹凸部及死角部分不遗漏，喷射厚度尽可能均匀。

c） 喷射分三到五次进行，首先喷射不含种子的 4 cm～5 cm 厚的营养基材，再喷 4 cm～5 cm 厚的

中层基盘，最后喷含种子的培养基，含种子层厚度宜为 2 cm～4 cm。

12.7.10.5 高次团粒喷播后一个月内，应通过浇水养护始终保持喷播层潮湿，以充分发挥高次团粒作

用，避免种子及苗木根系灼伤，防止喷射层板结而影响植物生长。

12.8 鱼鳞坑绿化

12.8.1 鱼鳞坑绿化适用于岩体裂隙较多、坡面平整度较差、局部有缓坡或平台的岩质边坡。

12.8.2 鱼鳞坑绿化工程设计应根据边坡岩土性质、地形条件，充分论证其技术可行性，选择合适的类

型、分布方式与密度，最大限度地改善边坡生态环境。

12.8.3 鱼鳞坑施工前应对坡面进行清理修整，坡面修整要求参照 12.7.3。

12.8.4 鱼鳞坑应与边坡牢固结合，保证工程安全，避免引发次生灾害。

12.8.5 鱼鳞坑建造分为围岩成堰、凿岩结合围堰和凿岩成堰三种形式。凿岩成堰、凿岩结合围堰适宜

坡度一般不大于 45°，围岩成堰适宜坡度一般不大于 55°。凿岩应在边坡岩性及工程地质条件允许的

前提下进行，避免因凿岩造成岩体破坏而引起边坡滑塌等地质灾害。

12.8.6 鱼鳞坑布置密度宜为 1穴/4 m
2
。鱼鳞坑建成后在其内覆土种植乔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

12.8.7 凿岩成堰鱼鳞坑造穴宜采用静态爆破结合风镐造穴。穴顶面呈圆形，直径不小于 0.50 m，坑

深不小于 0.35 m，坑穴壁靠边坡一侧坡度一般不大于 70°，外侧一般不大于 60°，穴壁外侧与坡外侧

间距不小于 5 cm。以边坡坡度 45°为例，凿岩成堰鱼鳞坑结构大样参照图 22。

a）平面图 b）A——A 剖面 c）B——B剖面

图 22 凿岩成堰鱼鳞坑结构大样

12.8.8 凿岩结合围堰鱼鳞坑造穴宜采用静态爆破结合风镐开凿平台后，利用钢筋混凝土围堰。穴顶面

呈圆形，直径不小于 0.50 m，坑深不小于 0.50 m，坑穴壁靠边坡一侧坡度不大于 70°，外侧一般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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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60°。外围用钢筋混凝土围堰，围堰外侧与坡外侧间距不小于 5 cm，围堰高度 55 cm。采用细石混

凝土，厚度不应小于 10 cm，强度不低于 C25；竖向钢筋采用 HRB400 12，长度 70 cm，间距 15 cm，

入岩深度 20 cm，钻孔空隙用 1∶2水泥砂浆进行锚固；横向钢筋宜采用 HRB400 8，分两排布置，上排

距竖筋顶部 10 cm，排间距 20 cm，并与竖筋焊接或绑扎牢固。围堰墙体浇筑结束后及时做好混凝土养

护。以边坡坡度 45°为例，凿岩结合围堰鱼鳞坑结构大样参照图 23。

a）平面图 b）A——A 剖面

c）B——B 剖面 d）围堰体立面（展开）

图 23 凿岩结合围堰式鱼鳞坑结构大样

12.8.9 围岩成堰是利用边坡上现有缓坡或平台，通过钢筋混凝土围堰形成鱼鳞坑。坑顶面呈半圆形，

直径不小于 0.50 m，坑深不小于 0.50 m，外沿用钢筋混凝土围堰，围堰外侧与坡外侧间距不小于 5 cm，

围堰高度 55 cm。围堰采用细石混凝土，厚度不应小于 10 cm，强度不低于 C25；竖向钢筋宜采用

HRB400 12，长度 70 cm，间距 15 cm，入岩深度 20 cm，用 1∶2 水泥砂浆进行锚固；横向钢筋宜采用

HRB400 8，分两排布置，上排距竖筋顶部 10 cm，排间距 20 cm，并与竖筋焊接或绑扎牢固。围堰浇筑

结束后及时做好混凝土养护。以边坡坡度 55°为例，围堰鱼鳞坑结构大样参见图 24。

12.8.10 鱼鳞坑回土应保证覆土土质、肥力、厚度，宜充填营养基质土，并采取有效的保水和排水措

施。所用种植土除应满足 12.2 规定外，种植土中泥炭土≥50 kg/m
3
，纤维物≥20 kg/m

3
，保水剂≥150 g/m

3
，

尿素≥1 kg/m
3
，复合肥≥1.5 kg/m

3
，拌合均匀。

12.8.11 鱼鳞坑绿化宜乔、灌、草结合，保证植被的成活率和覆盖率。种植植物主要为石楠、云南黄

馨、常春藤、大叶黄杨、金叶女贞、海桐、常春藤等小乔灌及藤本植物，以常绿植物为主，苗木高度不

宜超过 1.2 m，数量为 2 株/穴～3 株/穴，交错自然种植。

12.8.12 苗木栽植后做好植被养护，在种植土表面覆盖无纺布，在起到保水作用的同时，防止土壤遭

受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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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面图 b）A——A 剖面

c）B——B 剖面 d）围堰体立面（展开）

图 24 围岩成堰鱼鳞坑结构大样

12.9 种植槽绿化

12.9.1 种植槽绿化适用于岩体稳定、局部有缓坡或平台的岩质边坡。

12.9.2 种植槽绿化工程设计应根据边坡岩土性质、地形条件，充分论证其技术可行性，选择合适的类

型、分布方式与密度，最大限度地改善边坡生态环境。

12.9.3 种植槽施工前应对坡面进行清理修整，坡面修整要求参照 12.7.3。

12.9.4 种植槽应与边坡牢固结合，避免引发次生灾害。

12.9.5 种植槽建造包括凿岩结合围堰和直接围堰二种形式。凿岩结合围堰适宜坡度一般小于 45°，

直接围堰适宜坡度一般小于 50°。凿岩应在边坡岩性及工程地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进行，避免因凿岩

造成岩体破坏而引起边坡滑塌等地质灾害。

12.9.6 种植槽单体长度宜为 2 m，在坡面上呈梅花型布置，横向间隔宜为 1 m，纵向间隔宜为 1.5 m。

若为连续状种植槽，纵向间距宜为 3 m。种植槽建成后在其内覆土种植，所用种植土参照 12.8.10 条规

定，种植植物品种及规格参照 12.8.11 条规定，种植间距宜为 1.0 m～1.5 m。

12.9.7 凿岩结合围堰种植槽宜采用静态爆破结合风镐凿岩，在坡面形成横向平台。围堰宽度不小于

0.50 m，坑深不小于 0.35 m，凿岩后边坡坡度不宜大于为 70°。外围用钢筋混凝土围堰，围堰墙体外

侧与坡外侧间距不小于 5 cm，围堰高度 55 cm，厚度不应小于 10 cm。围堰采用细石混凝土，强度不低

于 C25；竖向钢筋采用 HRB 400 16@200，长度 70 cm，入岩深度 20 cm，用 1∶2 水泥砂浆锚固；横向

钢筋采用 2HRB400 10，分两排布置，上排距竖筋顶部 10 cm，向下间距 20 cm，并与竖筋焊接或绑扎

牢固。墙体两端横向钢筋水平伸入岩体，入岩深度 20 cm，用 1∶2 水泥砂浆锚固。围堰墙体浇筑后及

时做好混凝土养护。以边坡坡度 45°为例，凿岩结合围堰种植槽结构大样参照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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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纵剖面图

b）种植槽墙体立面图（展开）

图 25 凿岩结合围堰式种植槽结构大样

12.9.8 直接围堰种植槽根据岩质边坡上有无平台分为有平台围堰和无平台围堰两种形式。

a） 无平台围堰种植槽。围堰宽度不小于 0.60 m，坑深不小于 0.55 m，用钢筋混凝土围堰，围堰

高度不小于 60 cm。围堰采用强度为 C25 细石混凝土，厚度不应小于 10 cm，墙体高度 65 cm；

竖向钢筋采用 HRB400  20@200，长度 80 cm，入岩深度 20 cm，用 1∶2 水泥砂浆锚固；横向

钢筋采用 3HRB400 10，分三排布置，上排距竖筋顶部 10 cm，向下间距 20 cm，并与竖筋焊

接或绑扎牢固。墙体两端横向钢筋水平伸入岩体，入岩深度 20 cm，用 1∶2 水泥砂浆锚固。

围堰墙体浇筑结束后及时做好混凝土养护。以边坡坡度角 50°为例，无平台围堰种植槽结构

大样参见图 26。

b） 有平台围堰种植槽。围堰宽度不小于 0.60 m，坑深不小于 0.50 m。外围用钢筋混凝土围堰，

围堰高度不小于 55 cm，围堰墙体外侧与坡外侧间距不小于 5 cm。围堰混凝土采用细石混凝土；

厚度不应小于 10 cm，强度不低于 C25；竖向钢筋采用 HRB400 16@200，长度 75 cm，入岩深

度 20 cm，用 1∶2 水泥砂浆锚固；横向钢筋采用 2HRB400 10，分两排布置，上排距竖筋顶部

10 cm，向下间距 20 cm，并与竖筋焊接或绑扎牢固。墙体两端横向钢筋水平伸入岩体，入岩

深度 20 cm，用 1∶2 水泥砂浆锚固。围堰墙体浇筑结束后及时做好混凝土养护。以边坡坡度

角 50°为例，有平台围堰种植槽结构大样参见图 27。

12.9.9 种植槽覆土、绿化种植及初期养护措施参照 12.8.10～12.8.12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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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纵剖面图

b）种植槽墙体立面图（展开）

图 26 无平台围堰式种植槽结构大样

a）纵剖面图

b）种植槽墙体立面图（展开）

图 27 有平台围堰式种植槽设计大样

12.10 生态袋绿化

12.10.1 生态袋技术特性

12.10.1.1 生态袋以新型软体环保材料代替传统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等硬体建材，集节能、减排、生

态、环保、绿化、防护于一体，建造生态自然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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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1.2 生态袋由聚丙烯纤维经加工成多层棉无纺布缝制而成，掺入抗氧剂、光稳定剂和深色碳黑

抗老化剂（≥3%）等。在抽丝过程中淬炼、使用纳米科技，织棉层交叉特殊技术，使生态袋孔隙透水不

透土，抽丝淬炼针刺成网，形成高强度无纺布生态袋。

12.10.1.3 生态袋有着包裹、加劲、阻隔、绿化功能，具有抗拉、抗老化、耐磨、耐腐蚀、耐酸碱、

抗紫外、无毒、环保、网丝韧性大、重量轻、运输方便、铺设简单、建坪快捷等优点。通过填充、垒砌、

绿化种植，实现边坡植被恢复。在绿化美化环境的同时，起到稳固边坡、防止水土流失作用。

12.10.1.4 常用生态袋包括简易生态袋和草种生态袋。生态袋一般分五层，最外及最内层为尼龙纤维

网，次外层为丙纶无纺布，中层为植物混合种子（一般为 30g/m
2
）、保水剂等混合料，次内层为能在短

期内自动分解的纸浆层。

12.10.1.5 生态袋的主要力学和物理技术指标参见表 74、表 75。

表 74 生态袋主要力学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1 断裂强度
纵向 kN/m ≥6.9 4 接缝强度 kN/m 10.0

横向 kN/m ≥1.12 5 CBR 顶破强力 N ≥1280

2 断裂伸长率 % 40～65 6 刺破强力 N ≥300

3 梯形撕破强力 N ≥196

表 75 生态袋主要物理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1 单位面积质量 g/m
2

≥140 4 布料表观孔径 mm 0.07～0.20

2 厚度 mm ≥1.1 5 垂直渗透系数 cm/s ≥1.0×10
-3

3 比重 0.9

12.10.1.6 生态袋常规连接扣规格为 30 cm（长）×8 cm（宽）×5 cm（高）。连接扣断裂强度：纵

向为 5.81 kN/m，横向为 7.24 kN/m，CBR 顶破力为 1458 N。连接扣材质与生态袋相符，其上下面具有

倒钩特性的棘爪，棘爪总数不少于 12 个，高度不小于 25 mm，上下面各 6 个棘爪，单个棘爪所能承受

的抗剪力大于 360 N，任意两个棘爪均不在同一剪切破坏轨迹上，双向凹槽和排水孔（≥15 mm，孔

数不得少于 33 个，孔洞透水面积大于基板面积的 1/3）组合成相互交错的非线性凸肋结构，与棘爪形

成内摩擦紧锁结构，连接扣基板面与生态袋表面间的静摩擦系数≥1∶3。

12.10.1.7 扎口带用于将生态袋袋口封死，尼龙材质、自锁结构、抗老化，通常长≥28 cm、宽≥3 mm、

厚≥0.10 cm。

12.10.2 适用条件

12.10.2.1 生态袋绿化应结合边坡岩土工程地质条件、地形条件及防护要求。生态袋及加固件的主要

力学和物理技术指标应符合相关技术及环保标准要求。

12.10.2.2 生态袋绿化适用于任何高度和坡度的边坡，可有效防止多雨季节基质层不会被冲刷和流失

而引起山体滑坡或崩塌。根据边坡高度和坡度的不同，生态袋绿化可结合挂网、土工格室、挖沟、混凝

土骨架等边坡防护措施。

a） 若坡度较缓，边坡比较稳定，可直接用生态袋垒砌绿化。

b） 若坡度较陡，边坡不稳定，可以结合上述加固措施后再垒砌生态袋。

http://www.sds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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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土质疏松及有荷载要求和坡度较陡或者高度较高的边坡，在生态袋设计安装时应配合土工

格栅一起使用，土工格栅和生态袋之间用工程扣连接。

12.10.2.3 应根据不同的边坡坡度选用相应克重和强度的生态袋。

a） 45°以下的边坡，采用 120～130 g/m
2
的生态袋，其抗拉强度大于 4.5 kN/m。

b） 45°～65°的边坡，采用 140～150 g/m
2
的生态袋，其抗拉强度大于 6 kN/m。

c） 65°以上的边坡，采用 160 g/m
2
的生态袋，其抗拉强度大于 7 kN/m。

12.10.3 基质材料及配比

12.10.3.1 生态袋基材包括种植土、蘑菇肥、有机肥、复合肥、种子、保水剂、植物生长剂、土壤稳

定剂、水。不得含有建筑垃圾、有害化学物质和树根草根等杂物。

12.10.3.2 生态袋基材应按照下列要求进行配比：

a） 客土：采用当地腐质土，经粉碎风干过筛（孔径 1 cm～2 cm），加入草炭土（占客土体积的

20%），粘性土中可加入适量细砂，以改良土壤特性。

b） 粘合剂：用量约 300 g/m
3
。

c） 保水剂：用量约 500 g/m3。

d） 木纤维：用量约为 125 kg/m
3
。

e） 肥料：复合肥 0.4 kg/m³，过磷酸钙 0.3 kg/m³，尿素 0.15 kg/m³。

f） 水：无污染。含水率以手握成团，落地开花为最佳。

12.10.3.3 生态袋宜采用乔、灌、花、草立体植被形式，确保生长旺盛、四季常绿。常用种子有：紫

穗槐、胡枝子、多花木兰、高羊茅、苜蓿、百喜草、百慕大（狗牙根）等。

12.10.4 边坡清理

12.10.4.1 施工前将边坡修复范围内淤泥、杂草树根、垃圾清除干净，便于码放生态袋及排水。可利

用碎石（粒径小于 5 cm）顺山体找平，凹凸高度不大于 5 cm，进行夯实。对湿软边坡，应对边坡地基

进行晾晒、换土或加生石灰处理；砂层地基宜在砂层的上层 30 cm 范围内加入水泥（砂重量的 4%）稳

定，然后再碾压。

12.10.4.2 对于回填土边坡，含水率标准一般控制在 16%左右，粒径不大于 50 mm。生态袋基面不应使

用粘土当做边坡的回填土。若含有机杂质过多，使用前应过筛。

12.10.4.3 在格构梁内码放生态袋，应清理格构中混凝土等残渣，对于较深的格构需先回填土并压实，

清理平整后填土的坡表面比格构梁顶面低 20 cm 左右。

12.10.5 生态袋填料

12.10.5.1 生态袋内的填料应符合 12.10.3 要求，确保填料理化性能好，结构疏松、通气、保水、保

肥能力强，适合植物生长。填料中不宜夹杂大块碎石等杂物。

12.10.5.2 同一边坡应选用统一规格的生态袋，生态袋内的填料重量宜保持一致。装土后长度宜为生

态袋长度的 0.9 倍，宽度宜为生态袋宽度的 0.8 倍，高度宜为生态袋宽度的 0.3 倍。生态袋装土成型后

尺寸允许偏差不大于 2%。

12.10.5.3 生态袋内填料应分三次墩实（每装 1/3 墩实一次），确保生态袋内土的密实度。填料应尽

量装满，上下匀称。扎扣长度应控制在 5 cm～7 cm，采用 4×300 型自锁式高强度尼龙扎带封口，扎扣

应牢固结实。装好后的生态袋应放置稳妥，搬运时不宜在地面拖行或滚动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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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6 生态袋铺装

12.10.6.1 生态袋铺装前应清除浮土层，夯实整平基础。坡面应平整，并在坡面上覆盖约 10 cm～15 cm

厚的基土，以增加草根的扎根深度，使生态袋底部与基面紧密接触，减少生态袋表面暴露面积，起到保

持水份增加耐旱力的作用。

12.10.6.2 小于 30°的边坡适宜斜铺，30°～45°且高度小于 3 m 的边坡适宜叠铺，边坡高于 3 m 时，

生态袋宜采用“错台分级”铺装，分级高度不宜大于 2 m，错台宽度不宜小于 0.5 m。在垂直叠摞或接

近垂直叠摞生态袋时，每叠摞 1 m 高，应该在基面上打固定桩（锚），将该层生态袋拉紧、固定，防止

倒塌。生态袋铺装可采用横码、竖码和打钉码相结合的方式（图 28），竖码一般用在基础层和顶层；

横码一般用在较缓且稳定的边坡；打钉码一般用在坡度较大的边坡，打钉间隔根据工程实际需要确定。

a）横码 b）竖码 c）打钉码

图 28 生态袋铺装方式

12.10.6.3 生态袋最低层宜垫铺 5 cm～8 cm 的碎石，或采用装填碎石的生态袋打底，以利于边坡稳固

和积水排出。底层生态袋竖码，填充的碎石级配宜为 14 mm～25 mm，粒径均匀。

12.10.6.4 为防止基础变形或不均匀沉降，可在夯实地基岩土层的基础上，在最低层生态袋外侧砌筑

挡墙，墙顶与最低层基础持平，并在挡墙内侧插入木桩，木桩长 60 cm，上端与最低层生态袋顶面持平，

挡墙设计要求参照 11.12 节的规定。

12.10.6.5 生态袋连接。连接扣放置在生态袋靠近内边缘 1/3 的位置，每相邻的 3 个生态袋之间用专

用连接扣相互连接，结合成稳定三角单元（图 29）。

a）生态袋水平放置 b）标准扣骑缝放置

c）上层生态袋堆置其上 d）结构压实成整体互锁结构

图 29 生态袋连接示意图

12.10.6.6 通过对上层生态袋压实。确保连接扣和生态袋之间紧密互锁而整体稳固。

12.10.6.7 第二层及以上生态袋沿平行坡面方向码放并首尾虚接，留出 3 cm～5 cm 空隙，以保证压实

后生态袋首尾相接，避免袋间搭接。码放时生态袋放置应将含种子生物膜一面朝上，缝线朝向坡内，同

层生态袋扎口摆放方向一致，袋体摆放平整，由低到高，层层错缝，保证生态袋间距大小一致，袋与袋

之间相接紧密。

12.10.6.8 生态袋摆放表面向坡内倾斜 5％。每层摆放后应进行人工压实，生态袋厚度保持一致，码

放后的生态袋应外侧平顺、圆滑，顶面平整，并填充生态袋与坡面间空隙。顶层生态袋应竖码，摆放、

夯实以后，在顶面均匀覆 3 cm 厚加保水剂的细土。

12.10.6.9 生态袋每垒砌 1 m 高度，横向按 1 m 间隔安放 PVC 管把水从基面排出，PVC 管直径 3 cm～4

cm，长 45 cm，排水管应插入生态袋与坡面间隙，导出边坡积水，排出的水汇入排水槽。

http://www.sds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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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6.10 生态袋每垒叠 10 层（高度约 2 m～3 m）应浇水浸湿生态袋中的土壤，放置一天，使其自

然沉降稳定后再继续码放。

12.10.6.11 生态袋与坡面间空隙回填。每码放一层生态袋应进行后侧回填，在保证生态袋稳定性同时，

保持每层的平整，使码放下一层生态袋时保持统一的高度。回填一般宜就地取土，土中不应含有机杂质，

粒径不宜大于 50 mm，含水率应控制在 16%左右。回填土必须夯实，靠近生态袋区域采用人工木夯夯实，

每层夯实厚度不大于 20 cm，夯实后密实度应达到 85%。距离生态袋 30 cm 以外的部分可以采用机械夯

实，单层夯实厚度应不大于 30 cm，密实应达到 95%。

12.10.6.12 格构梁内生态袋铺装前，在底层垫铺 5 cm～8 cm 的碎石，便于坡面积水排出。每码好一

层用木槌夯实牢固后再继续码放下一层生态袋。当边坡坡度大于 60°时，应在生态袋上覆盖孔径 5 cm

×5 cm 的 14
#
镀锌铁丝网，再用 8

#
铁丝拉紧。铁丝呈米字型布置，用 HRB400 14 螺纹钢锚杆固定，锚

杆布置在每格的梁中间及对角，锚杆长度 15 cm，锚入梁体不小于 10 cm，上部作弯钩处理。

12.10.6.13 生态袋结合格栅边坡防护时，将预处理好的坡脚纵向铺一层装满土壤的生态袋并逐一夯

实，在生态袋上面铺一层格栅，格栅要伸到边坡面层且须与生态袋表面充分接触，然后将生态袋连接扣

穿过格栅骑跨插入两个生态袋腹内，再在生态袋连接扣上面码上层生态袋并压实。垒砌至三层生态袋，

再用底层的格栅反包生态袋，以此类推直至坡顶。坡顶的生态袋应纵码并被格栅反包。

12.10.6.14 生态袋护坡坡顶宜设置截水沟或在顶部袋体后铺设防渗膜。坡面需设置横向排水沟（槽）

或盲沟。

12.10.7 生态袋种植

12.10.7.1 生态袋铺装完成后，应尽快对未装种子的生态袋进行绿化，使植物尽快覆盖生态袋表体，

减少因为紫外线照射、风吹、雨水侵蚀等而影响生态袋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12.10.7.2 绿化前应保证生态袋铺装稳固密实，然后进行人工洒水，使水均匀渗入生态袋内种植土深

度达到 10 cm～15 cm 后方可进行绿化。

12.10.7.3 生态袋边坡绿化适合草本植物与小乔灌植物混合，尽量选用常绿植物。施工后的 1 年内植

被以草本植物为主，1年以后植被以灌草为主，满足生态修复功能及观赏性。

12.10.7.4 生态袋绿化方式包括插播、喷播、压播、穴播、混播和围坑栽植等，应根据边坡类型和植

物种类选择适宜的绿化方式。

a） 插播或插条。插播是在生态袋表面每隔 0.5 m 扎洞，将对应大小的小株植物苗或种子栽植其中

（植物根系全部埋入生态袋内），加土覆盖，浇水养护；插条是在生态袋中顺坡向和沿坡向每

隔 0.5 m 插入植物活枝条，顶端稍微出露，与生态袋坡面保持垂直。插播或插条幼苗成活率高，

适用于乔、灌、花类植物，使生态袋坡面的植物层次丰富，也可构筑各色图案。插播会对生态

袋表面有一定程度的破坏，适合于小株植物。

b） 喷播。将种子、基质、水等混合物喷播在生态袋表面，然后用无纺布或遮阳网等对其进行遮盖，

防止种子等被风或水流带走。喷播适用于草本和小乔灌，适宜于规模较大的各种坡比，不适宜

水位变动部位和暴雨天气。喷播设计依据采用的喷播方法参照 12.7 节相关规定。

c） 穴播。在生态袋的袋面扎孔，将种子放入其中。穴播间距是一般采用 8 cm～10 cm。

d） 混播。将植物种子、土壤和基质等进行混合后填充至生态袋中。适用于各种坡比生态袋护理的

亲水边坡、零星绿化和人员养护不便区域。混播不适合双子叶植物，豆科植物不宜混播。

e） 压播。将枝条、藤本类植物的小幼苗压挤在袋与袋的缝隙中。适用于各种坡比和涨落带位置的

生态袋防护坡面。压播植被成活率相对较低。

f） 围坑栽植。适用于土层要求较深的大乔木移栽，多应用于坡角大于 45°的石质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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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8 初期养护与维护

12.10.8.1 生态袋边坡喷播后的初期养护参照 12.7.5 节的规定。

12.10.8.2 植物种子处于萌发与植物幼苗阶段，应注重保持生态袋边坡湿度和平衡养分，植被成坪后

逐渐减少浇水、施肥次数，促进深根性灌木生长。当草根扎入生态袋 1 cm～2 cm 后，进入正常养护，

根据植被长势做好定期修剪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12.10.8.3 生态袋浇水以量小、均匀为主，以保持生态袋内土壤 10 cm 湿润深度为宜，保持土质湿润

应不少于 7 天。待种子发芽及幼苗长到 3 cm～6 cm 时，可少量浇水。

12.10.8.4 定期对生态袋边坡进行检查，发现松动应及时加固，脱落的生态袋应及时补充，生态袋边

坡应防止人为攀爬和动物践踏。覆盖物翻起或脱离生态袋坡面时要及时覆盖固定。

12.10.8.5 生态袋暴露时间超过 3 个月时，应使用覆盖物或撒土对生态袋表面进行临时覆盖。

12.11 植生袋绿化

12.11.1 植生袋技术特性

12.11.1.1 植生袋由植物种子、培养土、可降解包装袋组成。一般可分为四层，最外为尼龙纤维网，

次外层为无纺布，中间层为植物种子，次内层为能在短期内自动分解的无纺棉纤维布（或者纸浆层）。

植物种子按比例附着在可降解层之间，有满足植株幼苗期生长的土壤、保水和营养材料。植生袋使用年

限一般为 3 年～5年

12.11.1.2 植生袋保土渗水功能可减小边坡静水压力，保证水分在土壤中的正常交流，提供了植被赖

以生存的介质，边坡绿化效果明显。

12.11.2 适用范围

植生袋绿化宜用于坡度角 20°～55°的坡面，结合框格梁、主动防护网、镀锌铁丝网、格栅网等

进行边坡植被恢复。

12.11.3 材料及配比

12.11.3.1 除特殊要求以外，植生袋绿化材料还应包括竹签、U 型钉、袋体自带扎口绳等。材料质量

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12.11.3.2 植生袋绿化外网的遮阳率不低于 50%。

12.11.3.3 植生袋绿化定标种子、保水材料和营养材料的复合材料为可降解的纯棉无纺布或木浆纸。

12.11.3.4 植生袋绿化基质材料及配比参照 12.10.3 规定。

12.11.3.5 植生袋绿化种子的选择为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草灌物种，种子用量在 20 g/m
2
～25 g/m

2
之

间，缓释肥与保水剂的混合物不少于 5 g/m
2
。

12.11.4 植生袋铺装

12.11.4.1 依据边坡坡度、高度的不同，植生袋铺装方式如图 30 所示。

12.11.4.2 植生袋铺装技术要求如下：

a） 草种的选择及播种量确定应根据工程现场情况选择根系发达、生根性强、耐干旱、耐高温、抗

寒冷、抗病虫害草种。

b） 基质选择应考虑土壤的强度和一定的蓬松度、土壤的吸水性、抗雨水的侵蚀性以及植物生长发

育所需的营养元素。

http://www.sdsws.com/
http://www.czcbp.com/
http://www.czcb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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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不同边坡坡度植生袋铺装方式示意图

c） 植生袋加工时应将经过处理的种子和保水剂、营养等材料夹在两层可降解的无纺布（或木浆纸）

中间，并覆上抗老化绿网。

d） 植生袋铺装前应清除坡面杂物及松动的石块，坡比、坡面平整度、岩土密实度应满足边坡稳定

和植生袋铺装绿化要求。

e） 将混合好的基质填装到每一个袋中，饱满度达 80%时扎紧袋口。植生袋装土前规格一般为 60 cm

×40 cm；装土后一般为 50 cm×30 cm×10 cm。

f） 格构或拱型骨架内植生袋铺装应先将坡面的碎石、泥土等杂物清除并整平，清理后的坡面比格

构或拱型骨架面低 20 cm 左右。植生袋装土后绑紧绳子避免外溢。将装好土的植生袋由上而下

均匀码放在格构或拱形骨架内，每码好一排后踩实压紧再向上继续码放。

g） 将装好基质的植生袋铺设在平整后的坡面上，并用紧固件固定。紧固件可采用直径 6 mm 的钢

锚钉或竹钉，长度 200 mm～400 mm，紧固件密度不少于 5 个/m
2
。

h） 坡度角大于等于 65°的边坡，铺装好的植生袋应采用格宾网拉紧固定。

12.11.5 初期养护

草种出芽到幼苗期应浇水养护，保持土壤湿润。开始每天浇水一次，浇水应呈雾状喷洒，随后可减

少浇水次数。幼苗生长过程中应适时施肥，防治病虫害，约一个月后基本成坪。

12.12 植物纤维毯绿化

12.12.1 结构、型号与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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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1 植物纤维毯典型结构包括无种子植物纤维毯（图 31）和有种子植物纤维毯（图 32）。

说明：A——固定网层（上）；B——纤维层；C——固定网层（下）。

图 31 无种子植物纤维毯典型结构示意图

说明：A——固定网层（上）；B——纤维层；C——固定网层（下）；D——种子承载层（或基质层）；

E——衬托层。

图 32 有种子植物纤维毯典型结构示意图

12.12.1.2 植物纤维毯产品型号表示如图 33。

图 33 植物纤维毯产品型号

示例 1：NR2-10/PP-PE：无种子植物纤维毯，纤维层由稻草纤维摊铺而成，厚度为 10 mm；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 2 kN/m；

上层固定网为 PP 网，下层为 PE网。

示例 2：SCR5-8/PP-PE：有种子植物纤维毯，纤维层由椰丝与稻草混合摊铺而成，厚度为 8 mm；抗拉强度大于或等

于 5 kN/m；上层固定网为 PP 网，下层为 PE 网。

注：固定网层与纤维层材料名称代号见表 76。

表 76 固定网层与纤维层材料名称代号

纤维层名称 代号 固定网名称 代号 固定网名称 代号

椰丝 C 聚乙烯 PE 聚丙烯 PP

稻草纤维 R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聚脂 PES

麦秸纤维 W 无碱玻璃纤维 GE 聚酰胺 PA

其他 T 玄武岩纤维 BF 椰丝网 CF

注：未列材料，其名称应特殊说明；未列塑料及树脂基础聚合物的名称及代号按 GB/T 1844.1 规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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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3 植物纤维毯规格型号见表 77。

表 77 植物纤维毯规格型号

植物纤维毯类型
规格型号

1 系 2 系 3系 5系 6系 8系 10系 15 系

有种子

SC1 SC2 SC3 SC5 SC6 SC8 SC10 SC15

SR1 SR2 SR3 SR5 SR6 SR8 SR10 SR15

SW1 SW2 SW3 SW5 SW6 SW8 SW10 SW15

ST1 ST2 ST3 ST5 ST6 ST8 ST10 ST15

SCR1 SCR2 SCR3 SCR5 SCR6 SCR8 SCR10 SCR15

SCW1 SCW2 SCW3 SCW5 SCW6 SCW8 SCW10 SCW15

SCT1 SCT2 SCT3 SCT5 SCT6 SCT8 SCT10 SCT15

无种子

NC1 NC2 NC3 NC5 NC6 NC8 NC10 NC15

NR1 NR2 NR3 NR5 NR6 NR8 NR10 NR15

NW1 NW2 NW3 NW5 NW6 NW8 NW10 NW15

NT1 NT2 NT3 NT5 NT6 NT8 NT10 NT15

NCR1 NCR2 NCR3 NCR5 NCR6 NCR8 NCR10 NCR15

NCW1 NCW2 NCW3 NCW5 NCW6 NCW8 NCW10 NCW15

NCT1 NCT2 NCT3 NCT5 NCT6 NCT8 NCT10 NCT15

注：规格中“系”前阿拉伯数字与表中英文字母后数字均表示标称抗拉强度（kN/m）大于或等于该值。

12.12.2 技术要求

12.12.2.1 植物纤维毯材料主要包括植物种子和植物纤维。

a） 植物纤维毯植物种子要求如下：

1) 异地使用的植物纤维毯的植物种子应有植物检疫证。

2) 林木种子、禾本科草种子、豆科草种子、沙生草种子、花卉种子等植物种子的净度与发芽

率应分别达到 GB 7908、GB/T 6142、GB/T 6141、GB/T 24869、GB/T 18247.4 中三级以上

等级质量要求，其他植物种子净度应不低于 30%，发芽率应不低于 20%。

3) 有种子的植物纤维毯应标注各类种子用量、有效种子密度、有效种子质量三个指标。

4) 植物纤维毯的种子应结合使用区域的植物种类分布，使用本地物种和归化物种，不应使用

入侵性外来物种，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参见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发布的相关文件。

b） 植物纤维毯植物纤维可采用椰丝纤维（椰丝或棕榈丝）、稻草纤维（水稻秸杆）、麦秸纤维（小

麦秸杆）、黄麻及苎麻纤维等，其含水率不宜大于 15%。

12.12.2.2 植物纤维毯外观要求如下：

a） 产品颜色应均匀一致，植物纤维应无腐败霉变及油污；

b） 上下网网格应排列整齐、均匀一致，网格应无断裂，绗缝的针距、行距应疏密一致。

12.12.2.3 植物纤维毯尺寸要求如下：

a） 产品最小厚度宜不小于 4 mm，宽度宜不小于 1 m，单卷长度宜大于 10 m。

b） 固定网网孔中心最小净空尺寸宜大于 l cm。

c） 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78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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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植物纤维毯尺寸偏差

项目 植物纤维毯类型 偏差要求

厚度相对偏差（%）
不带种子植物纤维毯 ±10.0

带种子植物纤维毯 ±12.0

长度（m） ＋0.50

宽度（m） ＋0.05

12.12.2.4 植物纤维毯均匀度等级应达到表 79 中三级以上。

表 79 植物纤维毯均匀度等级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等外

单位面积质量变异系数（ 1vC ） 1vC ＜10% 10%≤ 1vC ＜20% 20%≤ 1vC ＜40% 1vC ≥40%

植物纤维组分单位面积质量变异系数（ 2vC ） 2vC ＜10% 10%≤ 2vC ＜20% 20%≤ 2vC ＜40% 2vC ≥40%

12.12.2.5 植物纤维毯抗拉性不应小于表 80 中相关数值。

表 80 植物纤维毯抗拉性

抗拉性
产品规格系列

1系 2系 3 系 5系 6系 8 系 10系 15 系

纵横向拉伸强度，kN/m ≥1.0 ≥2 ≥3 ≥5 ≥6 ≥8 ≥10 ≥15

纵横向 10%伸长率下的拉伸强度，kN/m ≥0.8 ≥1.2 ≥2 ≥4 ≥5 ≥7 ≥9 ≥13

12.12.2.6 单位面积质量宜不低于 250 g/m2。

12.12.2.7 植物纤维毯绗缝针行距宜小于 7 cm，缝合率（S）等级应达到表 81 中三级以上。

表 81 缝合率（ S）指标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等外

指标值 S≥98% 95%≤S＜98% 90%≤S＜95% S＜90%

12.12.2.8 土壤侵蚀模数与减蚀效益要求如下：

a） 覆盖植物纤维毯试验小区在模拟降雨条件下的土壤侵蚀模数（ A）与相对无覆盖试验小区的减

蚀效益（ R）定级不同时，以定级较高者为准。

b） 土壤侵蚀模数与减蚀效益等级标准应达到表 82 中三级以上。

表 82 土壤侵蚀模数 A与减蚀效益 R等级标准

土类 标准 等级

黏土

95%≤ R，或 A＜50 t/km
2

一级

90%≤ R＜95%，或 50 t/km
2
≤ A＜100 t/km

2
二级

80%≤ R＜90%，或 100 t/km
2
≤ A＜200 t/km

2
三级

R＜80%，或 200 t/km
2
≤ A 等外品

壤土

95%≤ R，或 A＜125 t/km
2

一级

85%≤ R＜95%，或 125 t/km
2
≤ A＜300 t/km

2
二级

75%≤ R＜85%，或 300 t/km
2
≤ A＜500 t/km

2
三级

R＜75%，或 500 t/km
2
≤ A 等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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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土壤侵蚀模数 A与减蚀效益 R等级标准（续）

土类 标准 等级

砂土

90%≤ R，或 A＜250 t/km
2

一级

80%≤ R＜90%，或 250 t/km
2
≤ A＜500 t/km

2
二级

70%≤ R＜80%，或 500 t/km
2
≤ A＜1000 t/km

2
三级

R＜70%，或 1000 t/km
2
≤ A 等外品

注 1：土壤侵蚀模数指地面上单位投影面积的土壤侵蚀量（t/km
2
）。

注 2：减蚀效益指覆盖了植物纤维毯的坡面较无覆盖坡面减少土壤流失量的能力或减少土壤流失量占无措施

坡面土壤流失量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

12.12.3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植物纤维毯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参照 JT/T 1108.3-2018 执行。

12.12.4 适用条件

12.12.4.1 基底一般为土质边坡；风化岩石及土夹石混合边坡应在其表层覆盖富含有机质的土壤，厚

度不宜小于 10 cm。

12.12.4.2 边坡坡度宜≤1∶1.5，较陡边坡应结合其它措施采用。

12.12.4.3 应注意径流汇集对边坡的冲刷影响，施工中应结合坡顶截水沟、急流槽等措施，分段实施。

12.12.5 植物纤维毯选择

12.12.5.1 植物纤维毯类型应根据边坡坡度、坡长、气候特征、地质状况、植物纤维毯材料性能等进

行选定。

12.12.5.2 植物纤维毯材料强度应根据下列要求选择：

a） 坡度＞1∶1 时，植物纤维毯拉伸强度≥3 kN/m。

b） 1∶1.5＜坡度≤1∶1 时，植物纤维毯拉伸强度≥2 kN/m。

c） 坡度≤1∶1.5 时，植物纤维毯拉伸强度≥1 kN/m。

12.12.5.3 植物纤维毯中的纤维类型应根据下列要求选择：

a） 地区年降雨量＞1600 mm 时不宜选用含稻草纤维的植物纤维毯。

b） 800 mm＜地区年降雨量≤1600 mm 时不宜选用纯稻草纤维的植物纤维毯。

c） 地区年降雨量≤800 mm 时可选用所有类型的植物纤维毯。

12.12.5.4 植物纤维毯中是否添加种子应根据下列要求选择：

a） 石质、土夹石等植物立地条件差的边坡应选用有种子的植物纤维毯。

b） 土质边坡可选用无种子的植物纤维毯。

12.12.6 种子的选择

12.12.6.1 种子应针对边坡所处地域位置、气候特点、土壤特性，选择适合当地的耐旱、耐寒、耐高

温、耐贫瘠等多年生草本、灌木种子，优先选用乡土植物。采用的植物种类主要有：

a） 草种：多年生黑麦、护坡型高羊茅、早熟禾、狗牙根、紫花苜蓿、结缕草、白三叶、百喜草等。

b） 花卉种子：波斯菊、金鸡菊、无人菊、千屈菜、二月兰、满天星、百日草等。

c） 灌木种子：紫穗槐、马棘、多花米兰、柠条、连翘、银合欢、盐肤木、猪屎豆等。

12.12.6.2 种子组合可采用 2～3 种花草种子＋2～3 种灌木种子。

12.12.6.3 种子配合比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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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种子配合比应以灌木种为主，草种为辅。

b） 植物种类和播种量应考虑种子千粒重、发芽率、发芽速度和苗木生长速度，并根据边坡土壤性

质、坡向和坡率等立地条件确定。

c） 坡度小于 1∶1 时混合灌草播种量宜为 12g/㎡～20 g/㎡。坡度大于 1∶1 时混合灌草播种量宜

为 20 g/m2～30 g/m2。

12.12.7 坡面处理

12.12.7.1 边坡截排水系统应符合相关要求。施工中设置的拦水埂、急流槽等临时排水设施应满足现

场实际要求。边坡出现渗水时，应设置引排措施。

12.12.7.2 清除坡表浮石、危石等杂物，对凸出部分进行削除，对凹陷处进行回填压实，保证坡面平

整顺直，满足边坡稳定要求。

12.12.7.3 土质贫瘠或石质边坡的坡表，应预先加铺 10 cm 厚种植土。

12.12.7.4 边坡整理完成后，应向坡面洒水，待水渗透后将坡面 1 cm～2 cm 土层钯松。

12.12.7.5 对坡表进行土壤消毒，杀灭病菌和害虫。依据土壤肥力情况，加施适量基肥。

12.12.8 植物纤维毯铺设与固定

12.12.8.1 开挖锚固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锚固沟开挖成矩形或 U形，宽度为 25 cm～30 cm，深度为 20 cm～30 cm。

b） 在边坡的坡顶、坡脚应沿边坡走向分别开挖锚固沟，坡顶锚固沟应距离坡顶 20±2cm；坡面锚

固沟视铺设需要确定；分级边坡应逐级设置。

12.12.8.2 植物纤维毯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植物纤维毯应顺边坡等高线垂直方向自上而下铺设，坡顶应向上延伸不少于 80 cm，坡脚伸入

锚固沟不少于 50 cm，铺设固定后回土夯实。

b） 相邻两卷之间相互搭接宽度不小于 10 cm，搭接顺序按逆风走向，且用锁扣绑扎固定。

c） 植物纤维毯铺设应与坡面密贴，平整无褶皱，作业过程应避免人员在坡面来回踩踏。

12.12.8.3 植物纤维毯固定与覆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植物纤维毯铺设完成后应采用锚固钉固定，锚固钉可选用 U型钉或 T型竹签。U 型钉用 6.5

的圆钢，长度不小于 10 cm，用于坚硬岩土边坡；T型竹签长度不小于 15 cm，用于土质边坡。

b） 锚固钉的间距不大于 100 cm，呈梅花形布置。上锚固沟、坡比变化、坡面陡于 1∶1 时应加密

设置，间距宜为 50 cm。

c） 植物纤维毯应采用专用锁扣相互搭接，锁扣间距不大于 100 cm。

d） 铺设固定完成后，应对锚固沟处和固定处进行检查验收。

e） 铺设固定后应在表层覆土，覆土厚度宜为 1 cm～2 cm。

12.12.9 养护管理

12.12.9.1 植物纤维毯铺设完毕后，应立即进行洒水养护。洒水时应控制喷头与坡面的距离、出水量

和移动速度，不应出现旱斑或产生径流。

12.12.9.2 出芽期应增加洒水频率和洒水量，保证整个出芽期边坡与植物纤维毯湿润。

12.12.9.3 幼苗期持续 14 天～21 天，应保持护坡表面湿润。

12.12.9.4 生长期可逐渐降低洒水浇灌频率，并根据降水情况予以调整，保证湿透土层 10 cm 以上。

12.12.9.5 对植物生长不均匀或稀疏无苗区应进行补播、补种。

12.12.9.6 按照相关要求做好病虫害防治和追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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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高性能植物垫绿化

12.13.1 技术特点

12.13.1.1 高性能植物垫是将植物种子和土壤基质等按一定比例铺设在其中，形成柔性生长基质的边

坡植被恢复体系。

12.13.1.2 高性能植物垫具有坡面植被层形成前的先锋培育、抗冲刷作用，能在岩质裸露边坡迅速形

成适合植物生长的立地条件。

12.13.1.3 高性能植物垫具备良好的力学性能、纵向排水性能、延伸性能及较高的耐生物、耐酸碱、

耐老化等化学稳定性能。

12.13.1.4 高性能植物垫具有合理孔径范围、曲折的孔隙分布、优良的渗透和过滤性能。

12.13.1.5 高性能植物垫具有高性能的柔性生长基质，无毒无污染，100%生物可降解，腐烂后转化为

基质层或肥料，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12.13.1.6 植物垫主体采用优质抗紫外线聚丙烯（PP）纤维针刺热熔土工布加工而成，植物根茎能自

由穿透垫体快速生长。

12.13.1.7 植物垫材料质量 100 g/m2～160 g/m2，其力学参数和等效孔径指标满足相关标准（等效孔

径宜为 0.07 mm～0.20 mm）要求，并与柔性边坡稳定性匹配。植物垫主体力学参数参见表 83。

表 83 植物垫主体力学参数

克重/（g/m
2
） 纵向抗张强度/（kN/m） 横向抗张强度/（kN/m） 涨破强度/kPa

100 2.5 2.5 1 000

120 3.2 3.2 1 000

140 3.8 3.8 1 000

160 4.1 4.1 1 000

12.13.1.8 通过多维加筋连接扣紧锁构件将植物垫连接成整体。其材质及环保性能与植物垫主体相符。

12.13.2 适用条件

12.13.2.1 高性能植物垫绿化设计应结合边坡岩土工程地质条件、地形条件及防护要求。植物垫技术

参数应符合相关技术及环保标准要求。

12.13.2.2 高性能植物垫适用于坡度小于 45°、坡高小于 100 m 的各类土质和岩质边坡。

12.13.3 基质配置与植物种子

12.13.3.1 采用类壤土基质，主要以肥沃的当地植壤土为主，添加有机肥和纤维物。

12.13.3.2 植物种子以乡土植物为主、外来植物为辅，在使用前宜进行发芽试验。

12.13.3.3 基质与种子指标应结合区域气候条件以及植物选型确定。

12.13.4 高性能植物垫铺设

12.13.4.1 清除坡面杂草和大块碎石以及其他杂物，使坡面基本平整，开挖沟槽用以固定植物垫。

12.13.4.2 依据坡面水系与径流状况，布设坡面排水系统。

12.13.4.3 由坡面下方至上方依次将植物垫自然叠垒，拉直、放平，接头处重叠 50 mm～100 mm，植

物垫上下两端置于矩形沟槽，并填土压实。

12.13.4.4 在铺置好的植物垫面层铺挂镀锌铁丝网：一般采用 12
#
～14

#
镀锌铁丝，孔径 30 mm～4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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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顶固定后自上而下铺设，网与网之间采用平行对接。铺网钉网可参照 12.7.4。

12.13.4.5 铺设完成后用过筛后的细粒土覆盖，覆土厚度约 10 mm～15 mm。覆土后洒透水，使植物垫

完全湿润。

12.14 三维植被网绿化

12.14.1 技术特点

12.14.1.1 三维植被网以热塑性树脂（聚乙烯）为原料，采用科学配方，经挤出、拉伸、点焊等工序

精制而成，形成凹凸泡状的多层三维网结构，底部为高模量基础层的三维立体结构网垫。三维植被网规

格型号分为 EM2、EM3、EM4、EM5，其性能参数参见表 84。

表 84 三维植被网规格型号及性能参数

项目 EM2 EM3 EM4 EM5

单位面积质量 g/m
2

≥220 ≥260 ≥350 ≥430

厚度 mm ≥10 ≥12 ≥14 ≥16

纵向拉伸强度 kN/m ≥0.8 ≥1.4 ≥2.0 ≥3.2

横向拉伸强度 kN/m ≥0.8 ≥1.4 ≥2.0 ≥3.2

双向拉伸层数 1 2 2 3

非拉伸挤出网层数 1 1 2 2

注：本表依据 GB/T18744-2002 编制。

12.14.1.2 三维植被网具有固土性能优良、消能作用明显、网络加筋突出、保温、无腐蚀性、化学性

质稳定，对大气、土壤、微生物呈惰性等特点。

12.14.1.3 三维植被网质地疏松、柔韧，留有 90%的空间可充填土壤，植物根系可穿过其间舒适、整

齐、均衡的生长，使网垫、植物、泥土牢固结合在一起，植物根系可深入地表下 30 cm～40 cm，形成

坚固的绿色复合保护层，有效的防止水土流失，增加绿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

12.14.1.4 三维植被网对减少边坡土壤的水分蒸发，增加入渗量有良好的作用。黑色三维植被网具有

吸热保温的作用，可促进种子发芽，有利于植物生长。

12.14.2 适用条件

12.14.2.1 三维植被网绿化应结合边坡岩土工程地质条件、地形条件及防护要求。选用的三维植被网

规格型号及性能参数应符合相关技术与环保标准要求。

12.14.2.2 三维植被网绿化适用于自身稳定、坡比不陡于 45°、坡高小于 10 m 的土质、强风化软岩

边坡的植被恢复。

12.14.2.3 三维植被网植被覆盖率达到 30%以上时，能承受小雨冲刷，覆盖率达 80%以上时能承受暴雨

冲刷。生长茂盛后能抵抗冲刷的径流流速达 6 m/s。

12.14.2.4 三维植被网绿化宜在春季和秋季进行，避免暴雨季节及夏、冬两季。

12.14.3 三维植被网铺设

12.14.3.1 三维植被网铺设前应将边坡上杂石碎物清理干净，将低洼处回填夯实平整，确保坡面平顺。

12.14.3.2 将三维植被网沿坡面由上至下铺设，网与坡面之间保持平顺结合；网垫在护坡顶端铺设时，

网垫纵向连接处应有 60°的夹角，埋入土中 30 cm 并压实。

12.14.3.3 自下而上用 6 以上的 U 型钢筋垂直于坡面将三维网固定，U 型钢筋长≥30 cm（锚入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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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5 cm），宽约 8 mm（大于网垫孔径 2 倍），间距约 30 cm。疏松地表应加长钉长，地形突变处或

地形较复杂处应增加密度。三维网搭接长度 2 cm，搭接处钉子密度应增加一倍，网垫与坡面间应靠紧，

不留间隙。

12.14.4 三维植被网播种

12.14.4.1 种植土应均匀覆盖于三维植被网上，将网包覆盖住，直至不出现空包，确保网上泥土厚度

不小于 12 mm，土层的含水率应以 40%～50%为宜。

12.14.4.2 三维植被网绿化可采取直接播种或液力喷播两种方式。

a） 直接播种的草种应选择适合当地气候条件，根系长且发达的草种，并与长根系多年生灌木混播。

播种后应将肥料、生长素、粘固剂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施撒于表层。肥料为氮∶磷∶钾=10∶

8∶7的复合肥及含 N 有机质，肥量宜为 30 g/m
2
～50 g/m

2
。

b） 液力喷播可参照 12.7.7 规定。

12.14.4.3 喷播完成后应覆盖无纺布，以保持坡面水分，减少降雨对种子的冲刷，促使种子生长，待

草坪长至 5 cm 左右时揭开无纺布，完成初期养护后进入后期养护。

12.15 养护浇灌系统

12.15.1 一般规定

12.15.1.1 绿化养护应依据修复区植被种植规模、种植品种规格、地形特点、水源、植被养护目标等

设置养护浇灌系统。

12.15.1.2 养护浇灌系统包括水源工程、输配水工程以及喷灌、微灌、滴灌工程。应根据绿化养护需

要、地形条件和水源条件选择采用塘堰、蓄水池、自来水、机井工程，确定工程设计参数和技术要求。

12.15.1.3 养护用水应达到 GB 5084 要求，按照 NY/T 396 加强对水质的监测，做好水体卫生和安全管

理。

12.15.1.4 养护浇灌系统设置应在满足绿化养护需要的前提下，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最大限度地节

约水资源，避免造成水土流失和环境破坏。做到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经久耐用。

12.15.1.5 边坡绿化养护输配水工程一般采用明渠、泵送或管道工程，应根据绿化养护需要、场地条

件和水源条件，确定工程设计参数和技术要求，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

12.15.2 水源工程

12.15.2.1 地表水源工程包括塘堰、蓄水池。修复区及周边附近地表无自然水源的，可采用自来水或

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和需水量，按相关规定修建机井工程。

12.15.2.2 塘堰工程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尽量利用与修复区相距较近的自然塘堰，保护自然环境和土地资源，降低工程成本。

b） 塘堰布局应紧密结合土地整治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c） 塘堰的蓄水量和水质应能满足植被养护用水要求。

d） 灌溉系统应尽可能满足自流浇灌要求。对于塘堰位置较低、蓄水水位不能满足自流浇灌要求的

塘堰，采用泵站提水浇灌。

12.15.2.3 蓄水池工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蓄水池容积应满足植被养护需水量或中转蓄水量要求，其位置应方便植被养护浇灌，最大限度

地收集利用自然降水。蓄水池进水口宜与修复区截排水系统相连。

b） 蓄水池最高水位应低于其边墙 0.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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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蓄水池形式一般采用矩形开敞式，周边墙体可采用浆砌石或钢筋混凝土浇筑，并具有防渗功能。

d） 蓄水池规格一般为长 4 m～8 m，宽 3 m～4 m，深 2.5 m～3 m，容积 30 m
3
～96 m

3
。蓄水池总

容积可按公式（80）计算：

 SW VVKV  （80）

式中：

V ——蓄水池容积（m
3
）；

WV ——设计频率暴雨径流量（m
3
）；

SV ——设计清淤年累计泥砂淤积量（m3）；

K——安全系数，取 1.2～1.3。

注： WV 值与 SV 值计算分两种情况：蓄水池在坡面截排水系统之中，与坡面排水沟终端相连，并以沟中排水为其主

要水源时，其 WV 值与 SV 值根据排水沟的设计排水量和淤积量计算；蓄水池不在坡面截排水工程系统中，需独

立计算暴雨径流量时，采用公式（81）、公式（82）计算 WV 值与 SV 值。

FMV WW  （81）

FMV SS 3 （82）

式中：

WM ——设计频率一次暴雨径流模数（m
3
/hm

2
）；

SM ——1 年的侵蚀模数（m
3
/hm

2
）；

F ——蓄水池的集水面积（hm
2
）。

e） 蓄水池结构设计要求如下：

1) 荷载组合：应考虑蓄水池自重、水压力和土压力。计算时池内满水，池壁外面回填土要求

夯实。浆砌石砌体及混凝土的容重取 2.4 t/m
3
，计算池壁外土压力时填土容重取 1.8 t/m

3
，

内摩擦角取 30°。

2) 按地质条件推求容许地基承载力，如地基的实际承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或地基会产生不均

匀沉陷，则应采取有效的地基处理加固措施。蓄水池底板基础要求有足够的承载力（一般

不小于 100 kPa）、平整密实，否则须采用碎石（或粗砂）铺平并夯实。

3) 蓄水池池底采用浆砌石时，应座浆砌筑，砂浆标号不低于 M10，厚度不小于 25 cm。采用

混凝土时，标号不宜低于 C20，厚度不小于 10 cm。土基应进行翻夯处理，深度不小于 40

cm。池墙尺寸应按规范要求计算确定。蓄水池基础应优先考虑采用整体式钢筋混凝土。

4) 蓄水池应设进水口与溢流口，口宽宜为 0.4 m～0.6 m，口深宜为 0.3 m～0.4 m。土质蓄

水池的进水口和溢流口应进行衬砌。

5) 沉砂池宜设计在蓄水池进水口上游附近。沉砂池宜为矩形，宽 1 m～2 m，长 2 m～4 m，

深 1.5 m～2.0 m。沉砂池的进、出水口可参照蓄水池进水口尺寸设计，宜采用砂浆砌石

（砖）或混凝土砌护。

6) 蓄水池内宜设置爬梯，池底应设排污管，池口应设安全防护栏，护栏高度不低于 1.2 m。

12.15.3 输配水工程

12.15.3.1 输配水工程一般包括明渠和管道，养护区地势高于水源地或采用间接输水时，应采用泵送。

12.15.3.2 明渠工程设计除应符合 TD/T 1012 相关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明渠布置应与排水沟布置相协调，根据地形条件，采用灌排相邻布置或相间布置；各级渠道宜

相互垂直布置；渠道应布置在其控制范围内地势较高地带。

b） 渠道的布置应尽量满足自流灌溉要求，局部高地可提水灌溉；渠线宜短而直，末级固定渠道长

度宜小于 300 m，应尽量避免深挖、高填；渠系布置时应尽量利用原有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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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土渠输水宜采用梯形断面形式，防渗渠道断面形式可采用 U型、梯形、弧形底梯形或矩形。

d） 渠道防渗结构宜采用浆砌石、混凝土或土工膜加保护层结构。其中，浆砌石结构主要适用于低

山丘陵区，土工膜加保护层结构适用于土壤透水性较强地区，保护层宜采用混凝土预制板。

e） 渠道结构类型、断面形式、规格、防渗结构的厚度应达到表 85 的要求。

表 85 渠道结构类型、断面形式、规格及适宜厚度

结构类型 断面形式 渠道规格（cm） 适宜厚度（mm）

浆砌石
浆砌块石 矩形/梯形 － 200～300

浆砌料石 矩形/梯形 － 150～250

混凝土

现场浇筑

梯形/弧形底梯形

B≤100 50～60

100＜ B≤150 60～80

150＜ B≤200 80～100

B＞200 100～120

U 型

D 40～ D 60 50～60

D 60～ D 90 60～80

D 90～ D 120 80～100

预制铺砌

梯形/弧形底梯形

B≤100 40～50

100＜ B≤150 50～70

150＜ B≤200 70～90

B＞200 90～100

U 型

D 40～ D 60 40～50

D 60～ D 90 50～70

D 90～ D 120 70～90

注： B为渠道上口宽， D为U 型渠道底部圆弧直径。

f） 混凝土、砌石等刚性材料防渗渠道最小边坡系数应满足表 86 的要求。

表 86 防渗渠道的最小边坡系数

渠道设计水深（m） 边坡系数

≤0.50 0.75

0.50～0.75 0.75～1.00

＞0.75 1.00～1.25

注：边坡系数是指在一定边坡条件下单位高程上的水平距离。

g） 防渗渠道应设置水平封顶板，其宽度宜为 150 mm～200 mm，厚度宜为 60 mm～100 mm。

h） 现浇混凝土防渗渠每隔 4 m～6 m 应设置横向伸缩缝，缝宽 20 mm 左右，缝内嵌填柔性止水材

料。预制混凝土和浆砌石防渗渠道的砌筑缝宜用水泥砂浆勾缝。

i） 防渗渠道堤顶宽度宜为 0.50 m 左右。渠堤兼做道路时，应满足道路建设标准。U 形和矩形渠

道，道路边缘宜距渠口边缘 0.25 m～0.50 m。

12.15.3.3 管道工程设计除应符合 TD/T 1012 相关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井灌区宜在单井控制范围内布置独立的管道输水系统，渠灌区应根据植物布局、地形条件、地

块形状等分区布置。

b） 管道系统宜沿道路和种植区分块边界布置，以利于管理。

c） 管网布置宜管道长度最短，减少拐弯、起伏和折点，除边坡浇灌区外，避免逆坡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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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管道布置应避免内部积水，防止冬季冻裂管道。

e） 管道的基础应平整密实，不得铺设在冻土和未经处理的松土上。

f） 管道的套箍、接口应牢固、紧密，管端清洁、不乱丝，对口间隙准确。

g） 管道铺设后应进行水压试验。

h） 固定管道应埋于地下，埋深应不小于 0.60 m。管道的沟槽还土后应进行分层夯实。

i） 各级管道宜布置在各自控制区域中间，双向供水。低山丘陵区干管宜沿高地、平行于等高线布

置。最末一级固定管道的走向应与植被种植方向一致，移动软管宜垂直于植物种植行方向。

j） 干、支两级固定管道在灌区内的长度宜为 90 m～150 m，支管间距宜采用 50 m～150 m。可根

据养护需要，设置独立的配水口，单口养护面积宜为 0.25 hm
2
～0.60 hm

2
，给水栓间距宜为

50 m～100 m。低山丘陵区应在每块梯地中设置给水栓。

k） 地形复杂处管道中心线铺设最大纵坡不宜大于 1∶1.5。管道应布置或固定在坚实的地基上，

避开填方区以及可能产生滑坡和受山洪威胁的地带。

l） 边坡修复区管道设置：干管可沿坡顶线或坡面铺设至坡顶（蓄水池），与坡面浇灌支管连接，

支管布置一般垂直于坡面走向。水压力不足时，可用增压泵增压，以保证有足够的水压到达坡

面养护区的所有部位。

m） 输水管道宜采用硬质塑料管，其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应标准。

n） 低压输水管道系统中，根据运行实际需要配置分水、给水、泄水、安全保护、量水等设备。

12.15.3.4 水泵的功率、扬程应根据水源到最远养护点的距离及水泵安放点与养护区的最大高差进行

配置，保证满足养护工程需要。

12.15.4 喷微灌工程

12.15.4.1 喷微灌工程适用于地势复杂的边坡或水资源缺乏地区的植被养护浇灌。

12.15.4.2 喷微灌工程设计可参照 TD/T 1012 相关规定，并应符合 GB/T 50085 和 GB/T 50485 的规定。

12.15.4.3 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3838，水源含砂量不宜超过 5%。

12.15.4.4 喷灌强度不得大于土壤的允许喷灌强度。对于定喷式喷灌系统，不同质地土壤的允许喷灌

强度按表 87 确定。当地面坡度大于 5%时，允许喷灌强度应按表 88 进行折减。

表 87 各类土壤的允许喷灌强度

土壤类别 允许喷灌强度（mm/h） 土壤类别 允许喷灌强度（mm/h）

砂土 20 壤粘土 10

砂镶土 15 粘土 8

壤土 12

注：有良好覆盖时，表中数值可提高 20%。

表 88 坡地允许喷灌强度降低值

地面坡度（%） 允许喷灌强度降低（%） 地面坡度（%） 允许喷灌强度降低（%）

5～8 20 13～20 60

9～12 40 ＞20 75

12.15.4.5 喷洒水利用系数：风速低于 3.40 m/s 时应达到 0.80～0.90；风速为 3.40 m/s～5.40 m/s

时应达到 0.70～0.80；风速大于 5.40 m/s 时，不宜喷洒。

12.15.4.6 设计风速下，喷灌均匀系数不应低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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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采空塌陷区治理工程设计

13.1 基本规定

13.1.1 采空塌陷区防治工程设计前，应进行采空塌陷区防治工程勘查，以判断采空塌陷区场地的稳定

性及对工程建设的危害性和适宜性。勘查及评价结论应作为采空塌陷防治工程设计的主要依据。

13.1.2 采空塌陷场地的稳定性及对工程建设场地的危害性和适宜性评价可参照本文件及 GB 51044 等

相关规范规定。

13.1.3 采空塌陷防治工程设计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对于条件复杂

的采空塌陷区应采取避让措施。

13.1.4 采空塌陷防治工程设计应以防治后地表不发生非连续变形破坏为基本要求，建（构）筑物采空

塌陷区防治工程设计尚应满足地基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13.1.5 采空塌陷区防治工程设计应积极采用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宜优先考虑就地取材，

合理利用矿渣、尾矿、沙漠砂、建筑垃圾等废弃物，并应遵守国家现行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有关规定。

13.1.6 采空塌陷防治措施主要有搬迁避让、灌注充填、开挖回填、砌筑支撑、桩基穿（跨）越、井下

巷道加固、井下防水闸门、跟踪监测等。采空塌陷防治措施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安全可靠，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b） 施工场地条件便利，施工工期合理。

c） 防治效果显著，符合环境保护及国家相关规定。

13.1.7 对以下类型采空塌陷防治工程，代表性区段应进行现场试验和试验性施工，校核设计参数和施

工工艺：

a） 防治工程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防治工程。防治工程等级划分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 4.2.15

表 3 规定。

b） 无区域防治工程经验的工程。

c） 采用新材料或新工艺的防治工程。

13.2 灌注充填法

13.2.1 灌注充填法适用于矿层开采后覆岩发生了较严重的垮塌、滑落或顶板较完整的空洞但不具备井

下施工条件（通风、排水等），经稳定性评价处于基本稳定或不稳定的采空塌陷区。

13.2.2 灌注充填材料除应满足环境保护要求外，材料规格、配比及各项物理力学指标均应满足采空塌

陷防治工程的需要。

13.2.3 缺乏经验或选用新材料、新工艺的防治工程，灌注充填施工前，应根据防治工程等级及项目特

点，在具有代表性的区段进行现场试验，现场灌浆试验钻孔数量宜为设计灌注孔总数的 3%～5%，试验

内容包括钻探成孔工艺、止浆工艺、浆液配比、灌注设备、灌注施工工艺等。

13.2.4 灌注充填施工时，为防止灌注浆液流失或采空塌陷中的积水进入矿井生产系统，影响矿井生产

安全，造成次生灾害，宜在巷道中修建防水闸门。防水闸门修建要求可参照 13.7 节规定。

13.2.5 灌注充填范围按下列要求确定：

a） 灌注充填范围应根据地面工程保护范围、采空区平面分布、埋藏深度以及覆岩垮落裂隙带高度

和上覆岩性等因素综合确定。充填范围可按附录 S计算。

b） 灌浆充填的平面边界不宜出现过多的边、角。当建（构）筑物受保护面积较小时，应视情况加

大其范围，以避免在建（构）筑物受保护面积内因地表变形叠加而超过其允许变形值。

13.2.6 灌注钻孔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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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灌注钻孔宜结合地面保护对象平面分布采用梅花型方式布置。钻孔排距、间距应根据现场试验

确定；有经验地区可根据采矿方法、覆岩地层结构及岩性、回采率、顶板管理方法、冒落带和

裂隙带的空隙、裂隙之间的连通性和防治工程等级，按表 89 综合确定。

表 89 灌注钻孔排距和间距推荐值

序号 判别条件 排距（m）

孔间距（m）

建（构）筑物

基础范围内

建（构）筑物

基础范围外

1
有坚硬顶板，回采率不小于 60%，采空塌陷冒裂带的

岩石空隙、裂隙之间连通性较好
25±10 20±5 25±5

2
无坚硬顶板，回采率不小于 60%，采空塌陷冒裂带的

岩石空隙、裂隙之间连通性较差
20±10 15±5 20±5

3
有坚硬顶板，回采率小于 60%，采空塌陷冒裂带的岩

石空隙、裂隙之间连通性较好
20±10 15±5 20±5

4
无坚硬顶板，回采率小于 60%，采空塌陷冒裂带的岩

石空隙、裂隙之间连通性较差
15±10 10±5 15±5

注：防治工程等级为一、二级时宜取“-”，防治工程等级为三、四级时宜取“＋”。防治工程等级划分参照

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 4.2.15 表 3。

b） 采空塌陷治理范围外侧仍为采空区，且采空区未充水并存在浆液扩散控制困难时，应在外侧边

缘部位设帷幕钻孔，宜按多排、梅花型方式布设，间距可取一般灌注孔间距的 1/2～2/3 且不

宜大于 10 m，偏差不宜超过钻孔间距的 10%。

c） 灌注钻孔取芯孔的数量应为钻孔总数的 3%～5%，取芯钻孔宜为全孔取芯，至少垮落裂隙带以

上 20 m 至采空区底板下 3 m 应全取芯；对完整、较完整岩层，岩芯采取率应大于 80%，对破

碎岩层岩芯采取率应大于 70%，统计岩石质量指标（RQD）。

d） 灌注钻孔孔深、孔径、止浆位置、灌浆管材料与管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灌注钻孔位于采空塌陷边界范围以内时，应钻至采空塌陷底板以下 1 m 处；当灌注钻孔

位于采空区边界外侧至岩层移动影响范围以内时，孔深应考虑垮落裂隙带发育情况按本规

程附录 S计算确定。

2) 灌注钻孔开孔孔径宜为 130 mm～150 mm，终孔孔径不应小于 91 mm，当需投入骨料时，终

孔孔径不宜小于 110 mm。

3) 止浆位置应选择在孔壁围岩稳定、岩层纵向裂缝不发育地段；未充水采空区一般为钻孔进

入完整基岩的 5 m～8 m 处，充水采空区宜设置于裂隙带上限深度以上 10 m～20 m 处，灌

注管深度应深入采空区底板以下 1 m～2 m。

4) 灌浆管材料应根据采空塌陷地层结构、破碎程度及治理深度综合确定，治理深度不超过

50 m 时，可采用 PVC 管或 PE 管，治理深度超过 50 m 时，可采用钢管。

5) 灌浆管管径不应小于 50 mm，需投入骨料时，管径不宜小于 89 mm。

13.2.7 灌注材料及配合比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采空塌陷灌注材料宜采用水泥、粉煤灰、黏土等材料。

b） 当采空塌陷空洞、裂隙发育或存在积水时，宜先灌注砂、砾石、石屑、矿渣等粗骨料，骨料粒

径的控制标准以满足灌注施工为准。灌注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加入适量的水玻璃、三乙醇胺等

添加剂改变浆液性能，缩短凝结时间。灌浆材料的规格要求应符合表 90 的规定。



DB32/T 4077.2-2021

168

表 90 灌浆材料规格要求

序号 原料 规格要求

1 水 应符合拌制混凝土用水要求，pH 值大于 4

2 水泥 强度等级不低于 3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

3 粉煤灰 应符合国家二、三级质量标准

4 黏性土 塑性指数不宜小于 10，含砂量不宜大于 3%

5 砂 天然砂或人工砂，粒径不宜大于 2.5 mm，有机物含量不宜大于 3%

6 石屑或矿渣 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10 mm，有机物含量不宜大于 3%

7 水玻璃 模数 2.4～3.4，浓度 50°Be以上

c） 灌注材料的配合比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浆液的浓度使用应由稀到浓，水固质量比宜取 1∶

1.0～1∶1.3。当工程以消除采空塌陷为主要目的时，水泥宜占固相的 10%～15%，粉煤灰或黏

土占固相的 90%～85%；当工程主要是满足建（构）筑物地基承载力和变形要求时，水泥宜占

固相的 15%～30%，粉煤灰或黏土占固相的 85%～70%。骨料与浆液的质量比应根据勘查成果结

合现场试验综合确定。

d） 水泥粉煤灰浆和水泥黏土浆中各材料用量可按公式（83）～公式（8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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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W ——水泥质量（kg）；

eW ——黏性土（或粉煤灰）质量（kg）；

wW ——水的质量（kg）；

gV ——水泥浆体积（L）；

ca ——浆液中水泥所占质量比例；

ea ——浆液中黏性土（或粉煤灰）所占质量比例；

wa ——浆液中水所占质量比例；

cd ——水泥的密度（kg/L），可取 cd ＝3 kg/L；

ed ——黏性土（或粉煤灰）的密度（kg/L）；

wd ——水的密度（kg/L）。

13.2.8 灌浆压力宜通过现场试验确定，以不出现地表隆起为控制标准。一般情况下，采空塌陷治理工

程灌浆压力宜控制在 1.0 MPa～1.5M Pa，建（构）筑物下伏采空区地基处理灌浆压力宜控制在 2 MPa～

3 MPa。灌浆结束压力宜为灌浆压力的 1.5～2.0 倍，达到结束压力后单位时间灌浆量应小于 50 L/min

且持续时间超过 15 min 作为灌浆结束控制标准。

13.2.9 灌浆量计算及控制按下列要求进行：

a） 灌浆总量 总Q 可按公式（8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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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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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MSAQ总
（86）

式中：

总Q ——采空塌陷总灌浆充填量（m
3
）；

A——浆液损耗系数，可取 A =1.0～1.2；

S——采空塌陷治理面积（m
2
）；

M ——矿层平均采出厚度（m）；

K——矿层回采率（%），通过实际调查确定；

V ——采空塌陷剩余空隙率（%）；

 ——浆液充填系数（%），可取 =85%～95%；

c——浆液结石率（%），经试验确定，无试验数据时 c =70%～95%；

 ——岩层倾角（°）。

b） 对于帷幕灌注孔和灌注浆液可能扩散至治理边界外的灌注孔，应设计单孔灌注量，施工应控制

单孔灌注量；对于周围无浆液扩散空间的采空区场地，第一序次孔应尽可能不限量灌注。单孔

灌注量
单

Q 可按公式（87）计算：




cos

2





c

VMRAQ单
（87）

式中：

R——浆液有效扩散半径（m），按 1/2 孔距计算；

其他符号意义同公式（86）。

c） 采空塌陷剩余空隙率（孔内空洞和裂隙发育的平均高度与矿层开采厚度之比）应根据采空塌陷

勘查成果估算。对于未进行勘查的采空塌陷，可初步按以下三种方法确定：

1) 利用矿山已有的沉降及采空塌陷观测资料：可先计算采空塌陷上方地面的最大沉降量，通

过已有的观测资料确定已完成的沉降量，空隙率为两者的差值与地面的最大沉降量之比。

2) 对于长（短）壁式开采的采空塌陷，利用地区已有的工程资料：一般情况下闭矿时间在 5

年之内，取值在 20%～40%之间；闭矿时间在 5年以上，取值在 10%～20%之间。当采空塌

陷的顶板和覆岩为较坚硬的岩石时，取值宜稍大。

3) 对于房柱式或条带式开采的采空塌陷，通过调查治理范围内采空塌陷的回采率来确定。

d） 充填系数应根据设计安全系数确定。一般情况下，采空塌陷治理工程充填系数应不小于 85%，

建（构）筑物下伏采空地基处理工程充填系数应不小于 90%。

13.2.10 灌注充填法质量检验与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主要灌注材料和浆液性能检验

1) 灌注用水泥每批号均应进行检测，同一批号水泥超过 500 t 时，每 500 t 应检测 1次。

2) 灌注用粉煤灰按每 1000 t 检测 1 次。

3) 灌注量每达 1000 m
3
时，应制作一组浆液试样，每组 3 块。试块宜采用边长 70.7 mm 的立

方体，测定其立方体抗压强度，养护条件应与结石体在采空区内的工作环境相近。

4) 浆液试块性能测试可按 GB/T 50266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5) 当同一灌注孔采用了多种配合比浆液时，每一种配合比浆液均应测定抗压强度。

b） 水泥存放及运输应注意防潮，按强度、产地、等级、品种及进场日期分区堆放，当水泥受潮或

存放时间超过 3 个月时，应重新取样检验；粉煤灰存放、运输过程中不应与水泥等粉状材料混

堆。

c） 灌注充填工程质量检测宜在施工结束 3 个月后进行，检测项目、方法、要求及标准应符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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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的规定。

表 91 工程质量检测项目、方法、要求及标准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要求 检测标准

1
结石体无侧限抗

压强度 cR （MPa）
钻探，室内试验 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采空区位于地基影响范围（2倍地

基深度）内的，满足建筑荷载使用要

求且不应小于 2.0 MPa；消除地面塌

陷和减少地面沉降的防治工程不应

小于 0.6 MPa

2 横波波速 sv（m/s） 孔内波速测试 竖向间距宜为 1 m 不应小于 250 m/s

3
充填率、

岩芯采取率

钻探、孔内成

像、压浆试验

描述岩体完整程度，统计

裂隙空洞充填情况，分析压

浆量

充填系数大于 85%，岩芯采取率大

于 65%，

4
钻探描述与孔壁

完整性

钻探、岩芯描

述、孔内电视

描述描述满足 GB 50021

要求

钻进过程中无掉钻、循环液全漏

失、孔口吹吸风等钻探异常现象，采

空区冒落段浆液结石体明显，孔壁基

本完整，无明显裂隙

5 电阻率 电法探测 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治理后电阻率充水采空区明显提

高，无水采空区明显降低

6 倾斜值 i（mm/m）

变形监测
满足 GB 51044 等有关规

范要求
应符合设计要求7

水平变形值 
（mm/m）

8 曲率值 k （m
-1
）

注 1：1～4 项为基本检测项目，5～8项为辅助检测项目。

注 2：全部基本检测项目达到设计要求及检测标准时，施工质量为合格；有一项基本检测项目未达到设计

要求或检测标准时，施工质量为不合格，应进行综合分析，制定补救措施方案。辅助检测项目可根据

设计要求进行检测。

注 3：结石体无侧限抗压强度为灌注浆液同等条件下养护 28 天试块室内检测强度；钻孔取芯结石体强度可

采用现场点荷载强度换算或钻探芯样室内试样无侧限抗压强度。

d） 检查钻孔施工应采用回转钻进、全孔取芯钻探工艺，单一回次岩芯采取率不宜小于 90%，取芯

钻孔孔径不应小于 91 mm。岩芯描述应符合 GB 50021 要求。对充填胶结混合结石体应重点描

述浆液对空隙和裂隙的充填胶结程度、浆液结石体的坚硬程度、完整性等。

e） 钻孔检测数量应为灌注孔总数的 3%～5%，且不少于 3 个。防治工程等级为一、二级工程及施

工过程中出现异常的地段，应重点布置钻探检测孔。

f） 波速测试检测灌注充填施工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采空塌陷受注层的平均剪切波速作为评价采空区灌注施工质量检测的指标。

2) 应从采空塌陷勘查时的波速测试成果与灌注施工质量检测结果的对比，分析评价采空区灌

注施工的质量。

g） 对埋深小于 30 m 的浅层采空区，可通过探井、探坑或孔内成像直接观测采空区受注层的浆液

充填和结石情况，确认剩余空洞情况，测试结石体强度，计算采空区充填系数。

h） 采用压浆试验方法对采空塌陷处理效果进行检测时，压浆浆液配比、终孔条件等工艺参数应与

灌注施工相同。

i） 灌注工程质量检测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工程概况、检测项目、检测方法、试验报告、工程质量和

灌注效果综合评价等。

13.3 开挖回填法

13.3.1 开挖回填法适用于采空塌陷埋深小于 20 m，不规则开采且无重复采动、规模较小的采空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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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巷道防治工程。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可采用爆破采空顶板并配合高能量强夯法施工。

13.3.2 应根据采空区特征、施工机械设备及回填材料来源等因素进行开挖回填设计，选用施工方法。

13.3.3 开挖回填平面范围为采空塌陷治理平面范围与放坡在水平面上的投影范围之和；开挖回填深度

不小于采空塌陷埋深，并应符合附录 S 规定的治理范围。

13.3.4 开挖回填放坡坡率应根据边坡稳定性计算与评价综合确定，有工程经验的地区，按工程类比原

则确定。

13.3.5 防治工程范围内存在煤层自燃时，应首先进行防火、灭火处理。

13.3.6 对于大规模开挖回填或残留矿柱回收，开拓系统、排土方式、疏排水、边坡稳定性、绿化复垦、

环境影响等应符合 GB 50830 及 GB 50197 的规定。

13.3.7 采空塌陷回填材料应遵循因地制宜、就近取材的原则，满足环境保护要求。可选用砂石、粉质

黏土、灰土、粉煤灰及其他工业废渣等，宜优先利用开挖产生的土石料。常用的回填材料可按下列要求

选取：

a） 碎块石：最大粒径宜小于 250 mm，且不均匀系数应大于 50%。

b） 黏性土：有机质含量不应超过 5%，不应含有冻土或膨胀土。当含有碎石时，其粒径不宜大于

50 mm。

c） 灰土：体积配合比宜为 2∶8 或 3∶7。宜用粉质黏土，不宜使用块状黏土和塑性指数小于 7 的

粉土，粒径不应大于 15 mm；石灰宜用新鲜的消石灰，拌合后过筛，其颗粒不应大于 5 mm。

13.3.8 开挖回填工程量可按公式（88）计算：


VhHKMSQ 


)(

（88）

式中：

Q——开挖所需的回填总量（m
3
）；

S——采空塌陷治理面积（m
2
）；

M ——矿层平均采出厚度（m）；

K——矿层回采率（%）；

H ——采空塌陷上覆岩层厚度（m）；

h——地表松散层厚度（m）；

V ——放坡开挖实方（m
3
）；

 ——夯实系数，根据上覆岩土体密实度可取 =0.85～0.95。

13.3.9 回填材料宜分层铺设和压实。分层铺设可按细～粗韵律搭配设置，层厚可按 0.50 m～0.80 m

控制。当底层有地下水分布时，首层应以碎块石材料回填，以人工插挤碎块石并用砂砾石充填缝隙。基

底直接持力层宜设置灰土或黏性土层。分层压实控制标准见表 92。

表 92 各种回填材料的压实标准

施工方法 回填材料 压实系数 c

振动压密

碎石（采空剥挖） 0.94

黏性土 0.96

灰土（2∶8/3∶7） 0.95

注：压实系数 c 为土的控制干密度 d 与最大干密度 maxd 的比值；土的最大干密度宜采用击实试验确定，

击实试验设备宜结合施工设备确定；碎石或砂石的最大干密度可取 2.1 g/cm
3
。

13.3.10 开挖回填法施工质量检验应符合 JGJ 79，检验内容包括开挖坡率、回填质量、承载力等，具

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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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开挖坡率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且能满足施工安全需要。

b） 回填施工质量检验应分层进行，在该层的压实系数符合设计要求后再铺设上一层土。

c） 黏性土、灰土的施工质量检验可采用环刀法、试坑法、触探或标准贯入试验检验。采用环刀法

或试坑法检验施工质量时，取样点应位于每层厚度的 2/3 深度处，且每 100 m
2
不应少于 1 个

检验点；采用试坑法时，试坑尺寸不小于 30 cm×30 cm×30 cm；采用触探检验时，检测点的

平面位置宜随机抽取。当有工程经验时，可采用剪切波速进行质量检验。

d） 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宜采用载荷试验检验垫层承载力，单体工程不宜少于 3点；大型群体

工程可按单体工程或基坑的面积确定检验点数量，各单体工程或每 500 m
2
基坑不少于 1 个检

验点。

13.4 砌筑支撑法

13.4.1 适用于非充分采动、采空区未塌落、顶板完整、空间较大、通风良好、安全性好、具备人工作

业和材料运输条件的采空区。

13.4.2 砌筑施工作业环境条件必须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确保施工人员人身安全。

13.4.3 砌筑材料的选用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其质量等级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13.4.4 处理范围应为附录 S 所规定治理范围内的采空区采掘工作面、采空巷道等。

13.4.5 采空塌陷防治砌筑体实际承受荷载（ ZP ）可按照公式（89）计算（图 36）。

图 34 砌筑支撑法示意图

))((10 0 lblaHPZ   （89）

式中：

ZP ——砌筑法上覆荷载（kN）；

0 ——砌筑区空洞影响高度内岩土体加权平均密度（g/cm
3
）；

a——砌筑体宽度（m）；

b——砌筑体长度（m）；

l——砌筑体间距（m）；

H ——砌筑区空洞上覆岩土体影响高度（m），一般指支撑跨距上对应的自然垮落拱高度；可计算

确定，对于煤矿采空区正规开可采用 8～10 倍采厚，对于小窑开可采用 6～8 倍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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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 砌筑材料可采用浆砌毛石或砖、混凝土，毛石应采用新鲜、耐风化的硬质岩石，强度不低于

MU30，砖强度不低于 MU15，砂浆强度不低于 M10，混凝土强度不低于 C25。

13.4.7 砌筑支撑可分为全部砌筑、条带砌筑、柱式砌筑三种类型，砌筑体尺寸、高宽比应满足构造要

求，并符合 GB 50003 中有关规定。

13.4.8 砌筑体间距应根据顶板岩体强度、厚度、完整性和附加荷载综合确定；对于坚硬完整厚层状岩

体顶板，间距可取 10 m～15 m，其他岩体顶板一般宜取砌筑体短边尺寸的 1.0～1.5 倍，或砌筑体的截

面总面积不小于采空区处理面积的 35%。

13.4.9 砌筑体的强度应满足公式（90）的要求。

cuf ≥
c

Z

S
P

4 （90）

式中：

cuf ——试块强度（MPa）；

cS ——砌筑体表面积（m
2
）， baSc  ；

ZP ——砌筑法上覆荷载（kN）。

13.4.10 砌筑体结构应按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要求，符合 GB 50003 要求。

13.5 井下巷道加固法

13.5.1 井下巷道加固法适用于对正在使用的生产、通风、运输巷道或废弃巷道的结构加固治理。加固

巷道的范围应符合附录 S 的规定。

13.5.2 为保证巷道和上覆建（构）筑物的稳定与安全，在不影响巷道使用功能的情况下，井下巷道加

固措施主要包括注浆加固或锚杆加固。

13.5.3 采用注浆加固施工时，注浆材料可按下列规定选用：

a） 注浆应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PO32.5，水玻璃模数宜为 2.4～3.4。黏土塑

性指数不宜小于 10，黏粒（粒径小于 0.005 mm）含量不宜低于 25%，含砂量不宜大于 5%，有

机物含量不宜大于 3%。

b） 水泥浆液浓度可按表 93 选用，水泥或水泥-水玻璃浆液注入量可按表 94 选用。

表 93 水泥浆液浓度

钻孔最大吸水量/（L/min） 浆液浓度（水∶水泥） 钻孔最大吸水量/（L/min） 浆液浓度（水∶水泥）

60～80 2∶1 150～200 1.25∶1～1∶1

80～150 1.5∶1 ＞200 1∶1

表 94 浆液注入量

序号
每米钻孔单位时间的

吸水量/（L/min）

浆液注入量

/（m
3
/m）

浆液品种 序号
每米钻孔单位时间的

吸水量/（L/min）

浆液注入量

/（m
3
/m）

浆液品种

1 2～4 1.0 单液 4 10～13 3.0 双液

2 4～7 1.5 单液 5 13～16 4.0 双液

3 7～10 2.0 双液 6 ＞16 5.0 双液

c） 采用水泥-水玻璃浆液时，水泥浆浓度宜为 1∶1～0.6∶1，水玻璃浓度宜为 35～42Be′。

水泥浆与水玻璃的体积比宜为 1∶0.4～1∶1

d） 水泥——水玻璃浆液的凝胶时间可按表 95 选取，其配合比应经现场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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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水泥－水玻璃浆液的凝胶时间

地下水流速/（m/d） 浆液混合方式 凝胶时间/（min）

100 单管孔口 3～5

200 双管孔内 ＜3

＞200 双管孔内 0.2～0.5

e） 注浆参数可按下列规定选用：

1) 浆液的有效扩散半径宜为 6 m～10 m；

2) 注浆终孔压力应大于或等于静水压力的 2～4 倍；

3) 注浆量小于 30 L/min 及注浆压力达到终压时，稳定 10 min 可结束该孔的注浆工作。

13.5.4 采用锚杆加固施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裂隙发育或富含地下水的岩层中进行锚杆施工时，应对锚固段周边孔壁进行透水试验，当

0.2 MPa～0.4 MPa 压力作用 10 min 后，锚固段周边渗水率超过 0.01 m
3
/min 时，应采用固结

注浆或其他方法进行处理。

b） 锚杆钻孔、钢筋锚杆杆体或钢绞线与高强钢丝锚杆杆体制作、锚杆杆体存储、锚杆杆体安装、

锚杆钻孔内注浆、锚杆张拉和锁定等应符合 11.6 节及 CECS 22 的规定。

c） 在裂隙发育或富含地下水的岩层中进行锚杆施工时，应对锚固段周边孔壁进行透水试验。

13.5.5 井下巷道加固质量检验应按照 GB 50419-2017 及相关规范要求执行。

13.6 桩基穿（跨）越法

13.6.1 桩基穿越法适用于采空塌陷地表移动衰退期结束，且变形值达到稳定标准，采空区埋深不宜超

过 40 m 的采空区治理；梁板跨越法适宜于宽度小于 10 m 的稳定、基本稳定巷道或地下洞室采空区治理。

13.6.2 建（构）筑物跨越采空区宜采用简支结构，桩基底应置于稳定地层内，桩基顶部位于采空区移

动角范围之外，距离移动角边界的距离不小于 20 m。

13.6.3 桩基穿过采空区应先对桩基周边采空区进行灌浆或浆砌治理，治理范围应符合 13.2.5 的规定。

13.6.4 采用穿越法治理的采空区桩基设计等级应满足 JGJ 94 对甲级设计等级的有关规定。

13.6.5 应选择坚硬完整和较完整岩底板作为桩端持力层，嵌岩深度应综合荷载、底板倾斜程度、桩径

等诸因素确定；嵌入倾斜底板完整和较完整基岩的全断面深度不宜小于 0.8 倍桩径且不小于 1.0 m，倾

斜度大于 30%的中风化岩，宜根据底板倾斜度及岩石完整性适当加大嵌岩深度；嵌入平整、完整的坚硬

岩和较硬岩采空区底板深度不宜小于 0.4 倍桩径，且不小于 0.4 m。

13.6.6 在采空区充水或未来可能充水的情况下，穿（跨）越法结构的耐久性应根据结构设计使用年限、

GB 50010 的环境类别等规定进行设计。

13.6.7 桩身配筋应满足 JGJ 94 及 GB 50010 相关要求。

13.6.8 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应通过单桩静载试验确定，试验方法应按 JGJ 106 规定执行。大直

径端承桩可通过深层平板载荷试验确定极限端阻力标准值，嵌岩桩可采用直径为 0.3 m 的岩基平板或直

径为 0.3 m 的载荷嵌岩短墩确定极限端阻力标准值和极限侧阻力标准值。试验方法应符合 GB 50007 的

规定。

13.6.9 桩基穿越法工程桩质量检验应符合 GB 50202 的规定。工程质量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工程桩承载力应采用单桩静载试验的方法进行检测，有经验地区也可采用高应变动测法作为补

充检测手段，对工程桩单桩竖向承载力进行检测；检测数量不宜少于桩总数的 5%，且不宜少

于 5根，单柱单桩应全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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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程桩应采用钻芯法或声波透析法、动测法检测桩长、桩身完整性；检测数量不宜少于总桩数

的 20%，且不应少于 10 根。桩身完整性检测方法参照本文件第 3部分：施工与监理附录 F。

c） 桩基质量检测还应满足 JGJ 106 的要求。

13.7 井下防水闸门

13.7.1 井下防水闸门是采用灌注充填法处置采空塌陷时的辅助工程措施，防止灌注充填施工时浆液或

采空塌陷中的积水漏失或进入矿井生产系统，影响矿井生产安全，造成次生灾害。

13.7.2 井下防水闸门应紧密结合井下生产系统布置，设于坚硬、稳定、完整致密的岩层中，避开岩溶、

断层、节理、裂隙发育的破碎地带，周边应留设保护矿（岩）柱，严禁受到采动影响，尽量设置在小断

面和直线巷道中。

13.7.3 防水闸门前、后一段巷道应采用混凝土结构，各段长度不宜小于 5 m。防水闸门及巷道应采用

强度不低于 C25 的混凝土砌碹。当水压大于 3 MPa 时，在门框周边及洞室应加构造钢筋或配置工字钢框

架，配置宽度应大于门框底面宽度。

13.7.4 设计水压应根据矿井水文地质条件、矿山疏排水方案、灌浆施工工艺等方面综合确定，可参考

《采矿工程设计手册》中的相关规定。

13.7.5 防水闸门泄水方式可采用水管泄水、水沟泄水和泄水巷道泄水等。

14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工程设计

14.1 基本规定

14.1.1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应结合土地利用等相关规划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及土地全域整治，最大限

度地恢复和利用土地资源，修复生态环境。

14.1.2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应在消除地质灾害的基础上，根据地形条件、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社会

经济综合发展情况、农业现代化及环境保护要求，确定土地类型、布局及范围，改善修复区山水林田湖

草景观格局，提高土地的生态景观服务功能。

14.1.3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工程模式包括生态修复型、土地复垦型、地质（矿山）公园型、湿地公园

型等，并与新能源、清洁能源、历史人文、稀有元素等综合开发利用相结合。

14.1.4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应进行挖方量、填方量平衡计算，综合考虑土方运距最短、运程合理和堆

放场地合适、施工顺序得当等综合因素，做好土方平衡调配，减少重复挖运。同时应构建完整的排水系

统。在土方平衡调配中，应综合考虑土的可松性系数、压缩率等因素。土的可松性系数、换算系数、压

缩率可参照附录 T的规定执行。

14.1.5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包括地形整治、土地复垦、植被恢复等。对因开采引起的场地水土污染，

应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调查评价，编制场地水土污染修复专项设计。

14.2 地形整治

14.2.1 挖方工程

14.2.1.1 挖方可采取机械结合爆破方法进行。在确保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的基础上，挖方区范围和最终

标高的确定应符合 14.1.4 条的规定。

14.2.1.2 挖方工程应防止临近建（构）筑物、道路、管线等发生位移或变形。必要时采取防护措施，

开展沉降和位移监测。

14.2.1.3 挖方前应对未受破坏和污染的剥离表土予以收集并充分用于土地复垦与绿化种植。挖方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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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石方应妥善处置和综合利用，不应危害周围环境或产生次生地质灾害。应优先用于回填压脚、路基

填筑、排水沟与挡墙及造地工程等。不应随意侵占土地，减少对植被破坏。对永久性弃土堆场，坡脚应

修筑拦挡工程和排水系统，边坡应进行砌石或植草护坡；临时堆场视地形条件设置必要的临时拦挡设施

和排水系统。

14.2.1.4 挖方应自上而下分层分段依次进行，控制边坡坡度，在表面设置流水坡度。开挖过程中发现

特殊类岩土、顺向坡岩土层、构造破碎带等不良地质体，应调整挖方坡度或采取加固措施，防止岩土体

滑坡。

14.2.1.5 临时截水沟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临时截水沟至挖方边坡上缘的距离应根据施工区域内的土质确定，不宜小于 3 m。

b） 排水沟底宜低于开挖面 300 mm～500 mm。

14.2.1.6 滑坡、崩塌地段挖方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施工前应熟悉地质灾害勘查资料，了解现场地形地貌及滑坡、崩塌特征等情况。

b） 不宜在雨期施工。应预先制定完善的排水方案，做好地面和地下排水设施，上边坡设置截水沟，

防止地表水渗入滑坡、崩塌体，开挖应处于干作业状态。

c） 设置位移观测点，定时观测滑坡、崩塌体变形与位移。

d） 严禁在滑坡、崩塌体上部弃土或堆放材料。

e） 按由上至下的开挖顺序施工，严禁先切除坡脚。

f） 爆破施工时应采取控制措施，防止因爆破施工影响边坡稳定。

14.2.1.7 临时性挖方边坡坡度应根据工程地质和开挖边坡高度要求，结合当地同类土体的稳定坡度确

定。在坡体地质条件良好、整体稳定、土（岩）质均匀的条件下，高度在 3 m 以内的临时性挖方边坡坡

度宜符合表 96 的规定。

表 96 临时性挖方边坡坡度值

土的类别 边坡坡度 土的类别 边坡坡度

砂土 不包括细砂、粉砂 1∶1.25～1∶1.50 碎石类

土

密实、中密 1∶0.50～1∶1.00

一般

黏性土

坚硬 1∶0.75～1∶1.00 稍密 1∶1.00～1∶1.50

硬塑 1∶1.00～1∶1.25

14.2.1.8 在坡地开挖时，挖方上侧不宜堆土；临时性堆土应视挖方边坡的土质情况、边坡坡度和高度，

确定堆放的安全距离，确保边坡稳定。在挖方下侧堆土时，应将土堆表面平整，其高程应低于相邻挖方

场地设计标高，保持排水畅通，堆土边坡坡率不宜大于 1∶1.5；在河岸处堆土时，不得影响河堤安全

和排水，不得阻塞和污染河道。

14.2.2 填方工程

14.2.2.1 填方工程包括对矿区废弃地低洼区及采坑等进行回填与压实等。

14.2.2.2 填方前应对场地进行预处理，包括排水疏干、压实处理、地下水引排、表层清理、基底处理

等。

14.2.2.3 填方时应由低到高逐层填筑。采用分层回填时，应在下层填土的压实度检验合格后，才能进

行上层施工。

14.2.2.4 填方基底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清除低洼区淤泥和杂物等。软土场地应经加固处理，并应满足 JGJ 79 的要求。

b） 坡率陡于 1∶5 时，应将基底挖成阶梯形，阶宽不小于 1 m，高度不大于 0.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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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填方基底为耕植土或松土时，应将基底辗压密实。

d） 积水区填方前应排水疏干、挖除淤泥或抛填块石、砂砾、矿渣等。

14.2.2.5 填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严禁采用污染填料进行回填。应根据回填后的土地用途对回填土进行环境质量检测，土壤环境

质量应符合相应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要求。

b） 不同土类应分别经过击实试验测定填料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佳含水率，填料含水率与最佳含水率

的偏差应控制在±2%范围内。

c） 碎石类土和爆破石碴可用作表层以下的填料。填料为碎石类土（充填物为砂土）时，辗压前宜

充分洒水湿透，以提高压实效果；填料为爆破石碴时，应通过辗压试验确定含水率的控制范围。

采用分层碾压时，分层厚度应根据压实机具通过试验确定，一般不宜超过 500 mm，最大粒径

不得超过每层厚度的 3/4；采用强夯法施工时，填筑厚度和最大粒径应根据夯击能量大小和施

工条件通过试验确定。为保证填料的均匀性，粒径一般不宜大于 1 m，大块填料不应集中，且

不宜填在分段接头处或回填体与山坡连接处。

d） 两种透水性不同的填料分层填筑时，上层宜填透水性较小的填料，填方基土表面应做成适当的

排水坡度。

e） 碎块草皮和有机质含量大于 8%的土，不应用于有压实要求的回填区域。

f） 淤泥和淤泥质土不宜用作填料，在软土或沼泽地区，经过处理含水率符合压实要求后，可用于

回填次要部位或无压实要求的区域。

g） 填料为黏性土时，回填前应检验其含水率是否在控制范围内，当含水率偏高，可采用翻松晾晒

或均匀掺入干土或生石灰等措施；当含水率偏低，可采用预先洒水湿润、增加压实遍数或使用

大功能压实机械等措施。

14.2.2.6 应根据工程特点和施工条件确定填料种类、压实系数、填料含水率控制范围、铺土厚度和压

实遍数等参数。填方每层的铺土厚度和压实遍数可按照 11.5.3.10 表 34 选用，辗压时，轮（夯）迹应

相互搭接，防止漏压。

14.2.2.7 采用机械填方时，应保证边缘部位的压实质量，宜将填方边缘宽填 0.50 m。

14.2.2.8 分段填筑时，每层接缝处应作成坡形，辗迹重迭 0.50 m～1.00 m。上、下层错缝距离不应

小于 1 m。

14.2.2.9 填方应预留沉降量，可根据工程性质、填方高度、填料种类、压实系数和地基情况等因素确

定，沉降量一般不超过填方高度的 3%。

14.2.2.10 填方基土表面应作成适当的排水坡度，边坡应采用透水性较小的填料封闭。如上层必须填

筑透水性较大的填料时，应将下层透水性较小的土层表面作成适当的排水坡度或设置盲沟。

14.2.2.11 软土等特殊土回填施工应符合 GB 50201-2012 第 4.6 节规定。

14.2.2.12 回填工程应规定回填后场地的地面高程和坡度。

14.2.3 场地平整工程

14.2.3.1 场地平整范围包括采场、废弃地、塌陷地和排土场（固体废弃物土、石、渣堆放场地）以及

生产加工、运输、矿山生产生活用地等。工程内容包括场地清理、平整。

14.2.3.2 场地平整应与土地综合整治相结合，平整后的场地高程宜以现有地面高差平均值为基准进行

平整，确定平整后的场地标高及坡度。

14.2.3.3 平整场地的地表坡度应向排水沟方向作成不小于 2‰的缓坡。

14.2.3.4 废弃地生活垃圾处置如采用焚烧与卫生填埋工艺，其技术要求与控制标准参照 GB 18485 及

GB 50869 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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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土地复垦

14.3.1 一般规定

14.3.1.1 矿山废弃地土地复垦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复垦规划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等相

关规划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

14.3.1.2 矿山废弃地土地复垦应依据矿山废弃地现状、土地损毁与占用状况，在对土地复垦的可行性

开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土地复垦目标和复垦后的土地类型。

14.3.1.3 矿山废弃地土地复垦工程设计应依据复垦场地质环境条件、土地利用现状，开展土地复垦方

向可行性分析与研究，确定土地复垦质量要求与复垦措施。

14.3.1.4 矿山废弃地土地复垦必须保证待复垦场地及边坡和原有工程设施（坝、堤、渠等）的稳定，

在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的基础上开展土地复垦。

14.3.1.5 用作复垦的覆盖材料（土壤等）不应含有毒有害成分。应充分利用从废弃地及边坡削坡收集

的表土作为顶部覆盖层。复垦为农用地的，其土壤环境质量应达到 GB 15618 要求；复垦为建设用地的，

其土壤环境质量应达到 GB 36600 要求。复垦土壤具有放射性物质污染时，应符合 GB 14500 规定。

14.3.1.6 复垦场地有满足要求的排水设施，防洪标准符合当地要求，有控制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空

气、地表水、地下水等污染）措施，场地道路、交通干线布置合理。

14.3.1.7 矿山废弃地土地复垦应本着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建则建的原则。

做到因地制宜、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综合治理。保护土壤、水源和环境质量，保护文化古迹与地质遗

迹，防止水土流失、次生灾害和环境污染，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14.3.1.8 土地复垦质量不宜低于原（或周边）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质量与生产力水平，并应满足 TD/T

1036 要求。

a） 复垦为耕地的应符合省级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要求。

b） 复垦为林地的应满足 GB/T 15776 要求，定植密度应大于 20 株/hm
2
，成活率应达到 80%以上。

c） 复垦为草地的应满足 NY/T 1342 的要求。

d） 农田防护林建设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受防护的农田面积占建设区面

积的比例应不低于 80%。

e） 复垦为其他用途的土地建设标准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14.3.1.9 土地复垦设施配套工程技术要求如下：

a） 充分利用矿区或原有水源，灌溉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5084 的要求。

b） 复垦为耕地时，灌溉与排水工程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灌溉保证率应

达到 75%以上。农田排水设计暴雨重现期宜采用 5～10 年一遇，1 d～3 d 暴雨从作物受淹起

1 d～3 d 排至田面无积水。

c） 道路工程建设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田间道路路面宽宜为 3 m～6 m，

生产路路面宽度不宜超过 3 m。道路纵坡应根据地形条件合理确定，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7%。

d） 电力工程建设应满足 GB 50054 的要求。导线及绝缘子、电杆的技术要求和配电线路所采用的

导线应符合国家电线产品技术标准。电气输电线路高压为 10 KV，低压为 380 V。

e） 拦挡设施和截排水沟应满足 GB 50433 的要求。

f） 泵站建设应按照 GB 50265 规定执行。

14.3.1.10 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应依据开采矿种类型，并符合 TD/T 1031 相关规定。

14.3.1.11 矿山土地复垦工程设计还应符合 TD/T 1012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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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土地复垦可行性分析

14.3.2.1 矿山废弃地土地复垦可行性分析应结合复垦区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类型、土地权属）及土地

损毁现状，开展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水土资源平衡分析，明确复垦的目标任务。

14.3.2.2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包括预测分析土地损毁对复垦区及周围土壤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可能

产生的不利影响。着重分析矿业活动对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必要时进行采样化验分析和监测。

14.3.2.3 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应明确评价内容和要求。

a） 根据对损毁土地的分析和预测结果，划分评价单元、选择评价方法。

b） 明确评价依据及过程，列表说明各评价单元复垦后的利用方向、面积、限制性因素。

c）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相关规划，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充分尊重土地权益人意愿的前提

下，根据原土地利用类型、土地损毁情况、公众参与意见等，在经济可行、技术合理的条件下，

确定拟复垦土地的最佳利用方向（明确至二级地类），划分土地复垦单元。地类划分参照

7.7.1.2 执行。

d） 采煤塌陷地应按 TD/T 1031.2 中的 6.4.4 条款执行；井工煤矿应按 TD/T 1031.3 中的 6.4.3

条款执行；金属矿应按 TD/T 1031.4 中的 6.4.4 条款执行。

e） 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方法与步骤参见 TD/T 1031.1 附录 C。

14.3.2.4 水土资源平衡分析内容和要求包括：

a） 结合复垦区表土情况、复垦方向、标准和措施，进行表土量供求平衡分析。

b） 需外来土源的，应说明外来土源的数量、来源、土源位置、可采量和土壤环境质量，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无土源情况下，可综合采取物理、化学与生物改良措施。

c） 复垦工程中涉及灌溉工程的，应进行用水资源分析，明确水源地、需水量及水质情况。

14.3.2.5 土地复垦目标任务的确定依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包括拟复垦土地的地类、面积和复

垦率，编制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见表 97）。

表 97 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

2

变幅/%
复垦前 复垦后

01 耕地

0101 水田

0102 水浇地

0103 旱地

02 园地

0201 果园

0202 茶园

0203 橡胶园

0204 其它园地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0302 竹林地

0303 灌木林地

0304 其他林地

… …
… …

… …

合 计

注 1：本表依据 TD/T1031.1-2011 附录 F.3 编制。

注 2：地类划分按照附录 A表 A.1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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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土地复垦质量指标体系

14.3.3.1 土地复垦质量指标体系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渔业（含养殖业）、人工水域和公园、

建设用地等不同复垦方向的指标类型和指标体系。

14.3.3.2 不同复垦方向的土地复垦质量指标类型包括地形、土壤质量、生产力水平、配套设施、景观、

水体质量、稳定性要求等。土地复垦质量指标体系参照 TD/T 1036-2013 附录 C。

14.3.4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14.3.4.1 耕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a） 旱地田面坡度不宜超过 25°。复垦为水浇地、水田时，地面总体坡度不宜超过 15°。

b） 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40 cm，土壤具有较好的肥力，土壤环境质量符合 GB 15618 规定的标准。

c） 配套设施（包括灌溉、排水、道路、林网等）应满足 GB 50288、TD/T 1033、TD/T 1012 等标

准要求。

d） 3～5年后复垦区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周边地区同土地利用类型中等产量以上水平，粮食及作物

中有害成份含量符合 GB 2715 要求。

14.3.4.2 园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a） 地面坡度宜小于 25°。

b） 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40 cm，土壤具有较好的肥力，土壤环境质量符合 GB 15618 规定的标准。

c） 配套设施（包括灌溉、排水、道路等）应满足 GB 50288、TD/T 1012 等标准要求。有控制水土

流失措施，边坡宜植被保护，满足 GB/T 16453.1、GB 51018 等标准要求。

d） 3～5年后复垦区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周边地区同土地利用类型中等产量以上水平，果实中有害

成份含量符合 GB 2715。

14.3.4.3 林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a） 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20 cm。确无表土时，可采取无土复垦、岩土风化物复垦和加速风化等措施。

b） 道路等配套设施应满足当地同行业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林地建设满足 GB/T 18337.2 和 GB/T

18337.4 等标准要求。

c） 3～5年后，有林地、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郁闭度应分别高于 0.3、0.3 和 0.2，定植密度满足

GB/T 15776 要求。

14.3.4.4 草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a） 复垦为人工牧草地时，地面坡度应小于 25°。

b） 有效土层厚度大于 20 cm，土壤具有较好的肥力，土壤环境质量符合》GB 15618 规定的Ⅱ类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

c） 配套设施（灌溉，道路）应满足 GB 50288、NY/T 1342 等标准要求。

d） 3～5年后复垦区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周边地区同土地利用类型中等以上产量水平，牧草有害成

份含量符合 GB 2715 要求。

14.3.4.5 渔业（含养殖业）用地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a） 露采场、沉陷地等用于渔业时应水源充足，塘（池）面积以 0.5 hm
2
～1.0 hm

2
为宜，深度以

2.5 m～3 m 为宜，食用鱼放养面积占总养殖水面 85%以上。有排水设施，防洪标准满足当地要

求。

b） 保持塘（池）清洁，定期清塘消毒，淤泥厚度不超过 20 cm；有防止病源体和病毒等污染塘水

的措施；有防止农药、盐渍污染措施。水质符合 GB 11607 要求。

c） 第三年塘养鱼单位面积产量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水产品质量满足食品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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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6 人工水域与公园用地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a） 露采场、沉陷地等损毁土地用作人工湖、公园、水域观赏区时应与区域自然环境相协调，保证

景观效果。

b） 水质符合 GB 3838-2002 中Ⅳ，Ⅴ类水域标准。

c） 排水、防洪等设施满足当地标准。沿水域布置树草种植区，控制水土流失。

14.3.4.7 建设用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如下：

a） 场地稳性指标应满足 GB 50007 的要求；地基抗震性能应满足 GB 5001 要求。

b） 场地整体坡度不宜超过 30°，建筑场地标高满足防洪要求。

c） 场地污染物水平降低至人体可接受的污染风险范围内。满足 GB 36600 规定的标准。

14.3.4.8 不同区域土地复垦质量标准详见 TDT 1036-2013 附录 D.1～D.10。

14.3.4.9 其他复垦用途的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参照本章及相关标准规定执行。

14.3.5 土地整治工程设计

14.3.5.1 土地整治目标

14.3.5.1.1 土地整治应达到土地平整，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输配电、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

持工程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的目标要求。

14.3.5.1.2 田间基础设施占地率不应高于 8%。

14.3.5.1.3 应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的重要程度和相关设施的关联程度，确定基础设

施设计使用年限，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15 a。

14.3.5.1.4 耕地质量等别应达到所在市县同等自然条件下耕地的较高等别。耕地质量等别评定应按照

GB/T 28407 规定执行。

14.3.5.2 土壤剥覆工程

14.3.5.2.1 土壤剥覆前，应完成复垦区土壤调查和评价工作。调查和评价工作可按 TD/T 1048 的有关

规定执行。

14.3.5.2.2 土壤剥覆宜做到“应剥尽剥、即剥即用、分层剥离、分区堆放、分层回填”。

14.3.5.2.3 土壤剥覆应根据生态环境安全要求确定剥离、运输、储存和回覆等。

14.3.5.2.4 表土剥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根据待剥离土壤的肥力、质地和土源量等情况分区、分层剥离。

b） 剥离厚度应根据原土壤表土层厚度、污染情况、复垦土地利用方向及土方需要量等确定。

c） 不宜在雨季剥离表土。

14.3.5.2.5 表土运输应采取防护措施。

14.3.5.2.6 表土堆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堆存场地可就近选择拟剥离区域、未复垦场地或裸地，不应占用耕地、林地、草地等。

b） 分层剥离的土壤应分区堆存，表土堆存场地安全防护应符合 GB 51119 的有关规定。

c） 堆存期间应采取临时围护措施或播种草本植物。

d） 剥离耕地耕作层或园地、林地、草地腐殖质层以下的底土，可在堆存期间进行培肥熟化处理。

14.3.5.2.7 表土回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剥离的表土应分层回覆。

b） 覆土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覆土厚度应根据复垦方向、气候条件、污染状况以及土源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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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覆土厚度应符合 TD/T1036 的有关规定；

3) 存在重金属污染时，若复垦为农用地，应在铺设隔离层后再覆土，覆土厚度大于 50cm。

c） 回覆土源的土壤质量应符合 TD/T 1036 的有关规定。

14.3.5.2.8 客土利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矿区内剥离土源不足或当地土源受到污染不能使用时，可采用客土，客土宜就近获取。

b） 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状况选择取土场位置，取土场设置应满足回覆土源数量、质量

的要求，且不得影响取土后的复垦再利用。

c） 取土场取土后应复垦，复垦质量应符合 TD/T 1036 的有关规定。

14.3.5.2.9 当矿区内剥离土源不足且无客土条件时，可采用穴植坑法、充填复垦、格构覆土、带状覆

土、客土喷播、生态袋等工艺和方法，也可采用经论证无毒无害的采矿排弃物或当地易风化的坡积物等

物料覆盖。物料中污染物含量应依据土地用途符合相应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14.3.5.3 土地平整工程

14.3.5.3.1 耕作田块规模应根据地形条件、耕作方式、作物种类和种植习惯等综合因素确定，不宜低

于 100 亩，丘陵山区可适当减小。

14.3.5.3.2 地面灌溉时耕作田块应实现田面平整，横向坡降应尽量小，纵向坡降应根据土壤条件和灌

溉方式确定。水田格田内田面高差不应超过±3 cm，水浇地畦田内田面高差不应超过±5 cm；采用喷、

微灌时，田面高差不宜大于 15 cm。

14.3.5.3.3 耕地土壤厚度不应小于 50 cm，水浇地和旱地耕作层厚度不应小于 25 cm，水田耕作层厚

度不宜小于 20 cm。

14.3.5.3.4 应加强耕作层保护，降低作物生长障碍因素的影响程度，改良后的土壤应符合 GB 15618

的规定。

14.3.5.3.5 地面坡度为 5°～25°的坡耕地宜修建梯田，丘陵区梯田化率不应低于 90%。

14.3.5.3.6 土地平整应满足灌溉、排水和田间耕作等要求，有利于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和灌水均匀度，

促进作物生长及防止水土流失，便于经营管理。

14.3.5.3.7 土地平整时，应先进行单元划分，单元划分应符合以下原则：

a） 平原地区宜以末级固定道路或沟渠控制的地块作为平整单元，山地丘陵区宜以高程相近的缓坡

地作为平整单元。

b） 渠道自流灌区宜以满足末级灌水单元及其水位衔接条件的格田作为平整单元。

c） 对于低（洼）地回填或高地降低高程的，可将该区域内土方量实现自身平衡的局部低（洼）地

或局部高地作为平整单元。

14.3.5.3.8 条田土地平整、梯田土地平整、土方计算和调配、耕作层地力保持应符合 TD/T 1012-2016

相关要求。

14.3.5.4 灌溉与排水工程

灌溉与排水工程规划设计标准及项目规划、工程设计要求应符合 TD/T 1012-2016 相关要求。

14.3.5.5 田间道路工程

14.3.5.5.1 田间道路的路网密度应满足农业机械化和生产生活便利的需要。

14.3.5.5.2 田间道路通达度平原区应达到 100%，丘陵区不应低于 90%。

14.3.5.5.3 田间道路路面宽度宜为 3 m～6 m，生产路路面宽度宜为 1 m～3 m。在大型机械化作业区，

路面宽度可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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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5.4 田间道路路面可采用混凝土、沥青、砂砾石、碎石和生态砖等材质，田间道路可设置路肩，

路肩宽不应小于 30 cm。在暴雨冲刷严重的区城或过水路面，路面应采用硬化措施。

14.3.5.5.5 田间道路项目规划、工程设计要求应符合 TD/T 1012-2016 相关要求。

14.3.5.6 农田输配电工程

14.3.5.6.1 新建、改（扩）建输配电线路电压等级不应高于 10kV，低压线路宜采用地埋低压电缆，

地埋线应敷设在冻土层以下，且深度应大于 0.7 m，并应符合电力系统安装与运行相关标准，提高输电

效率，保证用电质量和安全.

14.3.5.6.2 10 kV 线路供电半径不宜大于 15 km，1 kV 以下低压线路供电半径不宜大于 500 m。

14.3.5.6.3 高压线的线间距应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结合运行经验确定；塔杆宜采用拉线塔杆或钢筋

混凝土杆，塔基宜选用钢筋混凝土基础或混凝土基础。

14.3.5.6.4 变配电设施宜采用杆上变台，设置警示标示。变压器外壳距地面建筑物的净距离应大于

0.8 m；变压器装设在杆上时，无遮拦导电部分距地面应大于 3.5m。变压器的绝缘子最低瓷裙距地面高

度小于 2.5 m 时，应设置规定围栏，其高度应大于 1.5 m。

14.3.5.6.5 农田输配电工程项目规划、工程设计应符合 TD/T 1012-2016 相关要求。

14.3.5.7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

14.3.5.7.1 农田防洪标准应按重现期 10 a～20 a 一遇确定。

14.3.5.7.2 应因地制宜采取农田防洪、防风、防沙、水土流失控制等农田防护措施，优化农田生态景

观，配置生态廊道，维护农田生态系统安全。

14.3.5.7.3 复垦区农田防护面积比例不应低于 90%，植被覆盖率应达到 90%以上，水土流失治理率应

达到 100%。

14.3.5.7.4 林网的网格面积宜为 15 hm2～20 hm2，最大不应超过 30 hm2，严重风沙危害区应控制在 15

hm
2
以下。

14.3.5.7.5 水土流失严重区域宜以小流域为单元，采取岸坡防护、沟道治理、坡面防护等工程措施，

进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14.3.5.7.6 村庄整治工程包括用地整治、历史文化遗产与乡土特色保护等，可参照 GB 50445 等有关

标准设计。

14.3.5.7.7 生态景观建设工程包括生态网络、绿色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可参照 GB/T 32000

等有关标准规定设计。

14.3.5.7.8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工程设计内容包括农田林网、岸坡防护（护堤、护岸）、沟道治

理（谷坊、沟头防护、拦沙坝、淤地坝）、坡面防护（截水沟、排洪沟）等，其设计要求应符合 TD/T 1012

—2016 等相关标准要求。

14.3.6 损毁土地复垦

14.3.6.1 露天采场（坑）

14.3.6.1.1 依据当地自然环境、采掘场（坑）面积和深度、岩性和地形、表层风化程度、表土资源及

灌溉条件，合理确定土地复垦方向。

14.3.6.1.2 深度小于 1.0 m 的不积水浅采场，在天然状态下或人工修复后可满足地表水、地下水径流

条件时，经削高垫洼，可复垦成耕地。覆土厚度视岩土体风化程度而定，风化程度较高时覆土厚度为

30 cm 以上；岩体较完整、风化程度较低时覆土厚度为 50 cm 以上。土壤质地以壤土为宜，确保土壤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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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水分供给能力。土壤质量应达到 GB 15618 相关标准。

14.3.6.1.3 不积水露天采场深挖损地适宜于复垦为林地。根据坑底地形，岩体风化程度，种植树木类

型、根系发育状况，确定覆土厚度和配置模式及种植方式。坑底地势较平坦、岩体风化严重时，易采用

整体覆土，覆土厚度为 30 cm 以上；坑底地势起伏较大、岩体较完整，应采用客土穴植方式。土壤质量

应达到 GB 15618 相关标准。

14.3.6.1.4 浅积水露天采场可进一步深挖、筑塘坝复垦为渔业（养殖业）用地；位于城镇附近的可复

垦为人工水域和公园；积水 3 m 以上的复垦为渔业（含水产养殖）或人工水域和公园。渔业（含水产养

殖）水质符合 GB 11607。

14.3.6.1.5 露天采场用于建设用地时，应进行场地地质环境调查，查明场地内崩塌、滑坡、断层、岩

溶等不良地质条件的发育程度，确定地基承载力，变形及稳定性指标。土壤质量应达到 GB 36600 相关

标准。

14.3.6.2 取土场

14.3.6.2.1 依据自然环境，取土场面积、深度和地形，表层风化程度及表土资源，合理确定土地复垦

方向。

14.3.6.2.2 大型取土场土地复垦质量要求可参照 14.3.6.1 执行。

14.3.6.2.3 小型取土场能回填恢复的，应尽量利用废石、垃圾、粉煤灰等废料回填。取土场复垦为耕

地的表土厚度不低于 50 cm；复垦为园地的表土厚度不低于 30 cm。土壤质量应达到 GB 15618 相关标准。

14.3.6.3 塌陷土地

14.3.6.3.1 积水性塌陷地应依据当地条件因地制宜，保留水面，集中开挖水库、蓄水池、鱼塘或人工

湖等，采用挖深垫浅和充填等工艺综合实施塌陷土地复垦与生态环境治理。复垦水域水质应符合 GB 3838

中Ⅳ、Ⅴ类水域标准。

14.3.6.3.2 季节性积水塌陷地应依据当地条件因地制宜，适当整形后复垦为耕地、林地、草地等。

14.3.6.3.3 非积水性塌陷地可对局部沉陷地填平补齐，进行土地平整。沉陷后形成坡地时，坡度小于

25°的可修整为水平梯田，局部小面积积水可改造为水田等。

14.3.6.3.4 用矿山废弃物充填时，应参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采取防止填充物中有害成份污染地

下水和土壤的防治措施。充填后场地稳定。

14.3.6.4 排土场

14.3.6.4.1 依据当地自然环境、排土场地形、水资源及表土资源，合理确定土地复垦方向。

14.3.6.4.2 排土场最终坡度应与土地利用方式相适应，宜为 26°～28°，机械作业区坡度小于 20°。

14.3.6.4.3 合理安排岩土排弃次序，将含不良成分的岩土堆放在深部，品质适宜的土层包括易风化性

岩层可安排在上部，富含养份的土层宜安排在排土场顶部或表层。充分利用收集的表土覆盖于表层。无

适宜表土覆盖时，可采用经过试验确证，不致造成污染的其它物料覆盖。覆盖土层厚度应根据场地用途

确定。煤矸石须填埋在 20 m 以下，以防止自燃。

14.3.6.4.4 采矿剥离物含有毒有害成份时，应采用碎石深度覆盖，不得出露，应有防渗措施。

14.3.6.4.5 应有合理的道路布置，排水设施应满足场地要求，有控制水土流失措施。

14.3.6.5 废石场

14.3.6.5.1 依据当地自然环境、废石场地形，水资源及表土资源，合理确定土地复垦方向。

14.3.6.5.2 新排弃废石应进行压实整治，形成一定规模、边坡稳定的复垦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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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5.3 风化层厚度在 10 cm 以上、颗粒细、pH 值适中时，可进行无覆土复垦，直接种植植被。

风化层薄、含盐量高或有酸性污染时，应经调节 pH 值至适中后，覆土 30 cm 以上。不易风化废石覆土

厚度应在 50 cm 以上。

14.3.6.5.4 具有重金属等污染时，如复垦为农用地，应铺设隔离层，再覆土 50 cm 以上。

14.3.6.5.5 应有合理的道路布置，排水设施应满足场地要求，有控制水土流失措施。

14.3.6.6 矸石山

14.3.6.6.1 依据当地自然环境、矸石山地形、水资源及表土资源，合理确定土地复垦方向。

14.3.6.6.2 矸石山宜复垦为林草地，立地条件较好，覆土较厚且无污染的，可复垦为耕地。

14.3.6.6.3 新排矸石山应尽量减少硫铁矿混入，层层压实，每 10 m 厚矸石铺覆一层 50 cm 厚的粘土

层，阻隔空气进入，预防自燃。山区、丘陵区应选择填沟造地。

14.3.6.6.4 矸石山整地应保障边坡稳定，坡度宜小于岩土自然安息角 36°。修建水土保持和截排水

工程，道路布置合理，宜在坡脚修建挡土墙。

14.3.6.6.5 土源缺乏的非酸性矸石山可考虑不覆土种植，保留地表风化物。常绿乔木带土球移植，其

他乔灌木穴植。对景观和环境要求较高的地区需要覆盖 10 cm—30 cm 以上的表土。

14.3.6.6.6 酸性矸石山应采取控酸和防灭火措施，可覆盖由碱性材料和土壤构成的惰性材料，辅以碾

压，形成 20 cm 以上的隔离层，阻隔空气进入矸石山。在隔离层之上再覆盖种植土，厚度宜大于 30 cm。

对自燃的矸石山应先进行灭火。酸性自燃的矸石山宜采用草灌为主，尽量少用乔木。挡土墙的坡脚应加

强密闭措施，阻隔空气进入矸石山。

14.3.6.7 尾矿库、赤泥堆

14.3.6.7.1 依据当地自然环境、尾矿库或赤泥堆地形、水资源及表土资源，合理确定土地复垦方向。

14.3.6.7.2 不能满足防渗，防洪等要求的，应采取适当的工程技术措施，使其满足当地要求。

14.3.6.7.3 依据各类废弃物性状，确定覆土的必要性、覆土层厚度等。覆土厚度应在 50 cm 以上，有

控制水土流失措施。

14.3.6.7.4 有酸性，碱性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时，应视其含量水平，确定隔离层设置的必要性、层厚、

材质等，尽可能深度覆盖。

14.3.6.7.5 有放射性物质污染时，工程措施及标准应符合 GB 14500 规定。

14.3.6.7.6 赤泥堆边坡复垦应充分考虑边坡的坡度大、碱性高、植被生长困难等特点，选择适宜的植

被基质、施工工艺及植物品种等。

14.3.6.8 污染土地

14.3.6.8.1 根据污染物性质及污染程度，采取物理、化学或生物措施去除或钝化土壤污染物。无法将

污染物消除或抑制其活性至目标水平的污染土地，可通过工程措施铺设隔离层后覆土，覆土厚度宜大于

50 cm。铺设隔离层时应对隔离材料有毒有害成分进行检测，避免隔离材料引起污染。

14.3.6.8.2 污染严重的土壤可采取深埋措施。依据污染程度确定埋深，填埋场地应采取防渗措施，防

止对地下水、相邻土层及其上部土层的二次污染。填筑处理应符合 GB 18598 的相关规定。

14.3.6.8.3 放射性污染土地处理后的场地放射性水平应符合 GBZ 167 和 GB 8703 规定后方可用于农用

地、建筑用地等。

14.3.6.8.4 园地、林地坡度在 10°～25°时，应沿等高线修筑梯地、水平沟或鱼鳞坑。有水土保持

措施，防洪标准满足当地要求。

14.3.6.8.5 复垦为水域时，应有防污染隔离层或防渗漏工程措施。水域面积，水深，水质、清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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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防洪等场地条件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14.3.6.8.6 复垦为建设用地时，应有相应的防污染隔离层或防渗工程措施。处置复垦区内对人体有害

的污染源。

14.3.6.8.7 污染土地复垦后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GB 15618 或 GB 36600 相关标准。

14.3.6.9 水毁土地

14.3.6.9.1 依据过水类型、水毁程度，选择相应的复垦技术和利用类型。

14.3.6.9.2 清除水毁地杂物及淤积泥沙等，场地平整至无大块石、砾石，适合于利用类型要求。

14.3.6.9.3 复垦为农用地的，排水防洪执行 GB 50286 中“乡村防洪标准”。

14.3.6.9.4 低洼地水毁土地实行小区综合治理，因地制宜选择利用方向。立体利用小区水、土、光等

自然条件，建立多层次种植体系。防洪排涝设施满足要求。

14.4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

14.4.1 一般规定

14.4.1.1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应结合矿区废弃地复垦后的土地性质和利用方向，确保矿山生态修复工

程总体目标的实现。

14.4.1.2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应在消除修复区地质灾害及其隐患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生态

环保、景观协调，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恢复生态环境。

14.4.1.3 对区内原有林木在不影响整体修复效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予以原地保留。

14.4.1.4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目标、原则及要求参照 12.1.2、12.1.3。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措

施参照附录 U.1 执行。

14.4.1.5 绿化工程的附属设施（护栏、花池挡墙及亭、廊、花架等）应和周边环境相协调，其占地面

积应控制在绿化总面积的 2%以下。

14.4.1.6 矿山废弃地植被配置模式可参照附录 U.2 执行。植被恢复密度应依据气候区、矿山废弃地类

型、破坏程度及植被恢复目标等确定，可参照 LY/T 2356-2014 附录 F 规定执行。

14.4.1.7 种植土质量、肥料、苗木种植、播种以及其他植被恢复技术参照第 12 章相关要求。

14.4.2 土壤重构

14.4.2.1 污染治理

14.4.2.1.1 隔离处理。对重金属、有机物或放射性污染的矿山废弃地，结合回填，隔离处理。采用压

实的黏土、高密聚乙烯膜或粗石砾等措施，将有害废物与基质隔离。

14.4.2.1.2 植物修复。对重金属、有机物或放射性污染的废弃地土壤及水体，种植超积累植物，以超

量吸收和积累重金属，转移、容纳或转化污染物使其对环境无害。污染矿类植被恢复适宜树（草）种参

照附录 U.3。

14.4.2.1.3 微生物分解。施用微生物菌肥，降解或者转化废弃地中有毒污染物。

14.4.2.2 基质改良

14.4.2.2.1 基质改良包括物理改良、化学改良和生物改良。

14.4.2.2.2 物理改良包括耕作改良、覆土改良、污泥改良。

a） 耕作改良。对于耕作层遭到破坏，母质裸露，质地紧实或坚硬，不利于生物生存的矿山废弃地，

可通过深耕土壤、疏松基质、改善通透性、提高肥力，实现废弃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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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覆土改良。经地表处理后的矿山废弃地，覆盖耕作土或拌基肥（以有机肥为主，可配合使用磷、

钾肥）改良土壤，覆土厚度 80 cm 以上。

c） 污泥改良。利用城市污水处理或河道清淤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与矿渣等混合，改善废弃地

理化性质、增强土壤肥力，提高矿山废弃地微生物的活性，增大养分利用率。

14.4.2.2.3 化学改良。干旱、贫瘠、pH 值过高或过低的塌陷地，应进行化学改良。

a） 干旱地区或石质山地等保水不良的矿山废弃地可使用保水剂进行保水。

b） 肥力低的土壤可施用有机肥做基肥。

c） pH 值低的土壤造林前可在土壤中添加碳酸氢盐或石灰；pH 值高的土壤，可添加硫酸铁、硫

磺或石膏等。

14.4.2.2.4 生物改良。在木本植物栽植之前，种植固氮草本植物。固定或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清除

土壤基质中的有机污染物、净化水体和空气等。

14.4.2.3 综合措施

针对矿山废弃地种类、特点、分布等，综合运用工程、生物等技术，因地制宜，治理、利用、开发

相结合，对矿山废弃地进行统筹治理。通过植被恢复改善生态环境。

14.4.3 植被恢复标准

14.4.3.1 露天采场

14.4.3.1.1 恢复为林地应满足 LY/T 1607 的要求。成活率应达到 80%以上，三年以后郁闭度应达到

0.20～0.30。

14.4.3.1.2 恢复为草地应满足 NY/T 1342 要求，覆盖度应达到 30%～40%。

14.4.3.1.3 农田防护林建设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受防护的农田面积占建设

区面积的比例应不低于 80%。

14.4.3.2 取土场、排土场

14.4.3.2.1 恢复为林地应满足 LY/T 1607 的要求。成活率应达到 80%以上，三年以后郁闭度应达到

0.20～0.30。

14.4.3.2.2 恢复为草地应满足 NY/T 1342 要求，覆盖度应达到 30%～40%。

14.4.3.2.3 农田防护林建设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受防护的农田面积占建设

区面积的比例应不低于 90%。

14.4.3.2.4 造林方法及养护可参照 GB/T 16453.2 执行。

14.4.3.3 塌陷地

14.4.3.3.1 恢复为林地应满足 LY/T 1607 的要求。成活率应达到 90%以上，定植密度应大于 2000 株

/hm2，三年以后郁闭度应达到 0.30～0.40。

14.4.3.3.2 恢复为草地应满足 NY/T 1342 要求，覆盖度应达到 30%～40%。

14.4.3.3.3 农田防护林建设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受防护的农田面积占建设

区面积的比例应不低于 90%。

14.4.3.4 尾矿库

14.4.3.4.1 恢复为林地应满足LY/T1607的要求。成活率应达到80%以上，定植密度应大于4500株/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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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后郁闭度应达到 0.20～0.30。

14.4.3.4.2 恢复为草地应满足 NY/T 1342 要求，覆盖度应达到 30%～40%。

14.4.3.4.3 选择不覆土直接种植参与食物链循环的植物，应进行种植试验，满足 GB 2715 的要求。

14.4.3.4.4 农田防护林建设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受防护的农田面积占建设

区面积的比例应不低于 80%。

14.4.3.5 矸石山

14.4.3.5.1 恢复为林地应满足LY/T1607的要求。成活率应达到80%以上，定植密度应大于4500株/hm
2
，

三年以后郁闭度应达到 0.20～0.30。

14.4.3.5.2 恢复为草地应满足 NY/T 1342 要求，覆盖度应达到 30%～40%。

14.4.3.5.3 农田防护林建设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受防护的农田面积占建设

区面积的比例应不低于 80%。

14.4.3.6 赤泥堆

恢复为草地应满足NY/T1342 要求，覆盖度应达到30%～40%。

14.4.3.7 工业场地

14.4.3.7.1 恢复为林地应满足 LY/T 1607 的要求。成活率应达到 85%以上，定植密度应大于 3000 株

/hm
2
，三年以后郁闭度应达到 0.30～0.40。

14.4.3.7.2 恢复为草地应满足 NY/T 1342 要求，覆盖度应达到 40%～50%。

14.4.3.7.3 农田防护林建设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受防护的农田面积占建设

区面积的比例应不低于 85%。

15 工程监测

15.1 基本规定

15.1.1 通过对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施工中及竣工验收后的生态环境及修复工程实施效果进行监测，为矿

山生态修复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和工程交付提供依据。

15.1.2 工程监测对象包括矿山生态环境及修复工程。监测矿山生态环境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和修复工程

稳定性及修复效果。

15.1.3 工程监测前应编制工程监测设计，提出监测工作方法与技术要求，说明监测对象、监测要素、

监测级别、监测点密度、监测频率、监测方法、监测仪器型号及精度，说明监测标识埋设和监测设施施

工要求及注意事项。监测工程设计编写提纲及内容见附录 V。

15.1.4 修复工程等级为一级的，应建立以地表监测为主，结合深部监测建立综合立体监测网，进行长

期监测；工程等级为二级的，应建立以地表监测为主，结合群测群防开展长期监测；工程等级为三级的，

可建立以群测群防为主的简易观测。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等级划分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附录 B。

15.1.5 监测工作流程：

a） 根据矿山生态环境调查与勘查成果和修复工程设计以及工程监测相关技术规范，编制工程监测

设计。

b） 布设监测网点，埋设监测标识，安装监测仪器设备，建立监测档案。

c） 定期采集监测数据，做好监测数据的记录、传输、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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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定期检查和校核监测线路与仪器设备。对监测网布设、监测仪器运行、监测数据采集等环节存

在问题及时做好监测网调整优化和监测仪器维护与校验。

e） 对监测数据超限等异常情况发出预测、预警、预报，采取有效措施。

f） 监测数据分析、汇总，根据监测结果进行生态环境状况及修复工程稳定性分析、预测和评价。

g） 编制成果报告，包括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和监测总结报告，编制内容和要求见附录 Y。

15.1.6 监测工作部署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在了解和掌握矿山生态环境调查与勘查及其成果报告的基础上，依据矿山生态环境条件和存在

的生态环境问题，结合工程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合理布置监测网点。重点监测生态环境问题

突出、危害严重的矿山生态环境及其修复工程。

b） 在满足监测精度要求的前提下，采用经济实用、先进成熟的监测技术和设备，提高监测精度和

效率。实现监测数据采集自动化和实时不间断监测。在自动化监测的同时，适当进行人工监测，

保证在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时，观测数据不中断。

c） 按照安全、精准、高效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布设监测网点，确定监测内容和方法，采集与记录

监测数据，编写监测报告，保证监测数据准确性和连续性，监测成果权威性和可比性，并有利

于统计和查询。

d） 具备监测人员和监测仪器设备能够到达的交通条件及监测施工、运行条件。

15.1.7 监测技术要求包括监测等级划分及精度、监测网点布设、监测基准网构成及复测检核、监测周

期、监测要求（包括监测频率和监测预警值等）。建立监测数据库、预报模型。多种方法监测所取得的

数据、资料应互相联系、互相校核、互相验证，通过综合分析，取得可靠的结论。

15.1.8 工程监测系统包括仪器安装、数据采集、传输和存储、数据处理、预测预报等。所采用的监测

仪器设备应经国家有关计量部门标定合格。

15.1.9 监测单位和人员应具有相应资质。同一监测方法应使用同一监测仪器和设备，固定监测人员，

在基本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工作。

15.1.10 监测期间遇到下列情况时应及时报警并向相关部门汇报，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a） 监测对象变形量或变形速度达到或超过预警值或出现异常变化。

b） 监测区发生地质灾害或边坡失稳且危害严重，地形地貌景观或土地遭到严重破坏，水土环境日

趋恶化。

c） 邻近的建筑物出现新裂缝、原有裂缝有新发展。

d） 防治工程支护结构中有重要构件出现应力骤增、压屈、断裂、松弛或破坏的迹象。

e） 岩土体已出现可能导致剪切破坏的迹象或其他可能影响安全的征兆。

f） 根据当地工程经验和相关技术规范判断已出现其他应报警的情况。

15.1.11 工程监测内容及监测网点布设应兼顾施工过程监测和竣工验收后监测。竣工验收后监测期一

般不应少于 2个水文年。抗滑桩、锚杆、防护网等加固工程监测应不少于 5 年或应在其服务期内监测。

15.1.12 监测工作可根据设计要求、生态环境问题特征、周边环境、施工进程和工程状况等因素进行

动态调整。经修复或受自然环境影响已处于平稳状态时，经相关部门或单位批准后可以结束监测。

15.2 监测对象和监测要素

15.2.1 监测对象包括地质灾害监测、地下水环境恢复监测、土壤环境恢复监测、地形地貌景观恢复监

测、土地恢复（复垦）监测以及地质灾害防治与边坡支护工程监测等。监测对象参照附录 W。

15.2.2 监测要素和内容应反映监测对象的形态、位置、结构、组成的变化及诱发因素。监测要素详见

附录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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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监测点密度及监测频率

15.3.1 根据监测对象、监测要素确定监测点密度及监测频率。监测点密度及监测频率参照附录 W。

15.3.2 汛期或监测要素动态出现异常变化时，可提高监测频率或增加监测点密度。监测要素数值半年

以上无变化或变幅不大时，可适当降低监测频率或监测点密度。下列情况下宜适当提高监测频率：

a） 监测数据变化较大、变形速率加快、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或监测体出现破坏和险情。

b） 冻胀、消融、雨季或汛期。

c） 修复工程施工可能对监测体产生扰动。

d） 应急处置过程中宜采取实时监测。

e） 地震、爆破和其他外界因素影响时。

15.4 监测网点布设

15.4.1 总体要求

15.4.1.1 布设监测网点之前应进行资料收集和调查工作，取得修复工程区交通、通信、供电、气象和

大地测量基准点等资料。

15.4.1.2 重点监测范围包括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及其影响区域。

15.4.1.3 监测网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监测网应根据矿山生态环境条件、生态环境问题特征、修复工程、通视条件和施测要求布设。

监测修复工程施工过程、修复效果、修复工程动态变化，满足预测预报的要求。

b） 监测网由监测线（剖面）、监测点构成。监测网形状可为十字形、方格形、放射形或根据修复

工程需要进行布设。

c） 监测网由基准点、工作基点和监测点组成。基准点和工作基点需要定期联测。

15.4.1.4 监测点包括地表位移、地下位移、岩土体含水率、地下水位（水温）、地下水质、地下水量、

土压力，地应力、孔隙水压力、降水量、地声、土壤、地形地貌景观等。监测点确定后应及时登记建档

（见附录 X.1）。

15.4.1.5 地形变监测点布设应满足国家水准测量要求。基准点和工作基点应按 GB/T 12897 二等水准

测量精度要求布设、施测，监测点应按 GB/T 12898 三等水准测量精度要求布设、施测。

15.4.1.6 矿山生态环境及修复工程有较大变动时，应优化和调整监测网点的位置和数量，确保监测数

据采集完整、准确、及时。

15.4.1.7 监测点应设立标志，标注类似“监测设施，严禁破坏”字样。地形变监测点应埋设固定监测

标石，其他监测点应设立易辨识、不易损毁的标识。观测墩制作和埋设应符合 GB 50026 相关要求，观

测墩的设计规格和结构参照 DZ/T 0221-2006 附录 I，地形变监测点标志要求参照 DZ/T 0287-2015 附录

C。

15.4.1.8 工作基点岩标布设可选择在测区内或靠近测区的基岩露头上。松散沉积物厚度较大地区，工

作基点岩标的标底应设置在主要地下水开采层之下的稳定地层中。其标石或标志建立参照 15.4.1.7。

15.4.2 滑坡、崩塌监测网点布设

15.4.2.1 滑坡、崩塌地表位移监测应在滑坡、崩塌灾害体外稳定地区设置基准点。工作基点一般布设

在施工区域附近便于监测的位置。

15.4.2.2 监测线（剖面）应根据监测工程规模和重要性设置纵向和横向，监测线布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应穿过滑坡、崩塌不同变形地段或块体，兼顾整体与局部特征以及防治工程施工引发和遭受的

灾害范围。监测线应与防护工程垂直或平行，根据监测方法需要在剖面之间适当增加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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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纵向监测线沿滑坡、崩塌变形方向布设，如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变形方向，则可呈扇形或放射

状进行布设；横向监测线一般垂直纵向监测线布设。监测网类型包括十字型、方格型、三角（或

放射）型等，网型选择及相关要求参照 DZ/T 0221 等规范。

c） 监测线后端应延伸至致灾体后缘稳定岩土体，前端应延伸至崩塌堆积体或滑坡体前缘以下。

d） 监测线应充分利用勘探剖面和稳定性计算剖面布设，宜与勘探剖面、稳定性计算剖面重合。

e） 倾倒式崩塌监测线一般应沿崩塌倾倒方向布置；滑移式、鼓胀式崩塌监测线一般应沿崩塌滑移、

倾斜方向布置；拉裂式、错断式崩塌监测线应垂直于拉裂缝布置。

f） 可根据工程修复需求，增加应力监测、影响因素监测剖面。

15.4.2.3 监测点布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绝对位移基准点应布置在致灾体外围稳定岩土体上，数量不应少于 3个。

b） 监测点位置的选择应根据地形地貌、施测要求、变形体特征、修复工程特点等进行综合确定，

应能够反映致灾体变化趋势的关键及代表性部位，应尽可能布置在监测剖面上，一般应在测线

上或测线两侧 5 m 范围内布设。

c） 滑坡宜在关键块体、阻滑段、边界裂缝、剪出口、滑带等变形破坏关键位置布设监测点。绝对

位移监测点宜布置在被裂缝切割块体表面、临空面顶部和滑坡体。

d） 崩塌以绝对位移监测为主，沿测线的裂缝、软弱带上布设相对位移监测点，利用钻孔、平洞、

竖井等勘探工程布设深部位移监测点。

e） 裂缝相对位移监测点应布置在控制性裂缝中部及两端，且尽可能位于监测剖面上，每条裂缝最

少应有 1个三向（垂直、平行裂缝方向和重力方向）位移监测点。

f） 深部位移监测点应充分利用钻孔、平洞、竖井等勘探工程，布置在崩塌或滑坡滑移面（带）、

下伏软弱岩层、软弱夹层、采空区等部位，宜和地表绝对位移监测点相对应。

g） 地面倾斜监测点应布置在倾倒式崩塌、拉裂式崩塌的临空面顶部等倾斜角变化最大部位。

h） 岩土体应力监测点应充分利用平洞等勘探工程，布置在崩塌底座与崩塌接触面、滑移面、下伏

软弱岩层、软弱夹层、采空区等应力相对集中或变化较大部位。

i） 地下水位监测点宜布置在致灾体中、后部，宜和深部位移监测点相对应。

j） 降水量监测点一般应布置在致灾体后部或附近。

k） 建（构）筑物变形监测点应布置在变形量、变形速率较大的裂缝等部位。

l） 每条监测线监测点可根据致灾体变形特征具体确定，不宜少于 3个，监测点的布置应充分利

用已有的钻孔、探井或平洞。

m） 宜在同一位置布设地表位移、深部位移、地下水位等多类监测点。

n） 当施工过程中出现异常变形，宜增设监测点和监测项目。

15.4.2.4 监测点不要求平均布设。对如下部位应增加监测点和监测项目；

a） 变形速率较大或不稳定块段与起始变形块段（滑坡源、崩塌源等）。

b） 初始变形块段（滑坡主滑段、推移滑动段、松脱滑动段等）。

c） 对滑坡、崩塌稳定性起关键作用或破坏初始块段（滑坡阻滑段。崩塌锁固段等）。

d） 易产生变形部位（剪出口、裂缝、临空面等）。

e） 控制变形部位（滑带、软弱带、裂缝等）。

15.4.3 采空塌陷监测网点布设

15.4.3.1 根据矿井上下对照图及地表塌陷情况，确定采空塌陷监测网分布范围，采空塌陷区地表变形

监测点位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根据矿层走向布设监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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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间区、内边缘区和外边缘区均应有监测点。

c） 监测点应不受工程施工影响。

15.4.3.2 对于不稳定的新近采空区和未来采空区，井下房柱式开采宜采用十字形布设监测线；井下长

壁综采宜采用丰字形、井字形或田字形布设监测线。监测线长度应大于采动影响范围，至少一端进入稳

定的岩土体中。纵向监测线应沿采掘进深方向布设，主纵向监测线应布设在纵向塌陷最大部位。纵向监

测线间距宜为 10 m～20 m，横向监测线间距宜为 5 m～15 m。

15.4.3.3 对于稳定和基本稳定的老采空区，重点监测残余沉降变形，根据沉陷分区选择有代表性的部

位布设监测点，每个分区不宜少于 2个监测点。

15.4.3.4 采空塌陷周边的拉张裂隙带应加密布设地表形变、地下形变、岩土体含水率监测点，在采空

塌陷的塌陷量最大区域加密布设孔隙水压力、土压力、地下水位监测点。

15.4.4 地裂缝监测网点布设

15.4.4.1 地裂缝变形明显地段、地面建筑物变形破坏严重地段均应设立监测点。建（构）筑物变形应

布置简易人工监测点，一般为 1～2 点/栋；地下水开采诱发的地裂缝应布置地下水动态监测点。

15.4.4.2 监测点密度一般 1 点/200 m，张裂度大的地段宜加密至 1点/100 m。单条中小型地裂缝一般

不应少于 3 点。地面变形明显地段监测点密度一般为 2点/km
2
。

15.4.4.3 沿地裂缝走向，水准对点应按照 3～5 组/km 布设，短水准剖面应不少于 3 条。水准对点高

程应从国家基准高程点引测。

15.4.4.4 沿地裂缝走向，三维变形测量仪器站应不少于 3座；地裂缝活动速率大于 10 mm/a 地段，应

建立地裂缝三维变形测量仪器站。

15.4.4.5 简易人工监测点根据野外踏勘采集信息布设，一般沿地裂缝走向不少于 2 个/km。

15.4.5 边坡监测网点布设

15.4.5.1 根据坡体岩土特征、工程地质条件及其范围、形状、地形地貌类型、通视条件等合理布设监

测网点。

15.4.5.2 坡面位移观测应在边坡剖面线上设置不少于 3 个监测点，测线应穿过边坡的不同变形地段或

块体，测线两端应进入稳定的岩土体中。

15.4.5.3 纵向监测线应沿边坡垂向展布，由中部向两侧对称布设，横向监测线一般与纵向监测线垂直，

由中部向上下方向对称布设。

15.4.5.4 监测点布设在监测线上，以绝对位移监测点为主，利用钻孔、平洞、竖井等勘探工程布设深

部不同地层接触带或软弱地层等深部位移监测点。

15.4.5.5 在坡面鼓胀带，坡顶拉张带等部位加密布设地表形变、地下形变监测点，在坡底阻滑带加密

布设地下水位监测点。监测点的布设原则可参照 15.4.2.3。

15.4.6 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点布设

15.4.6.1 地下水环境监测点布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a） 监测点总体上能反映监测区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重点监测地下水水位和水质恢复情况。

b） 监测点不宜变动，尽可能保持地下水监测数据的连续性。

c） 综合考虑监测井成井方法和实际采样的可行性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水平，使地下水监测点布

设切实可行。

15.4.6.2 矿山地下水环境监测点布设方法如下：

a） 采矿区、分选区、冶炼区和尾矿库位于同一个水文地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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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照监测点布设 1个，设置在矿山影响区上游 30 m～50 m 处；

2) 污染扩散监测点不少于 3 个，地下水下游及两侧的地下水监测点均不得少于 1个；

3) 尾矿库下游 30 m～50 m 处布设 1 个监测点，以评价尾矿库对地下水的影响。

b） 采矿区、分选区、冶炼区和尾矿库位于不同水文地质单元：

1) 对照监测点布设 2个，设置在矿山影响区和尾矿库影响区上游边界 30 m～50 m 处；

2) 污染扩散监测点不少于 3 个，地下水下游及两侧的地下水监测点均不得少于 1个；

3) 尾矿库下游 30 m～50 m 处设置 1 个监测点，以评价尾矿库对地下水的影响；

4) 采矿区与分选区分别设置 1个监测点以确定其是否对地下水产生影响，如果地下水已污

染，应加密布设监测点，以确定地下水的污染范围。

15.4.6.3 采空（岩溶）塌陷区、地下水疏干漏斗区以及废水废液排放口的地下水汇水区域，结合水文

地质资料，合理布设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点。

15.4.6.4 通过布设水文地质钻孔、浅井和采取岩芯等手段，监测地下水含水层厚度变化情况；通过布

设地下水位、水量、水温、流速监测井，监测保障生态环境的地下潜水、开采目的层及疏干层的水位、

水量、水温、流速变化特征；通过采取地下水样品或现场测试，监测地下水质变化情况，水质样品采集

及监测记录参照 HJ 164-2020 附录 E。

15.4.6.5 水文地质钻孔、浅井和地下水位、水量、水温、流速监测井应沿着地下水流向和垂直地下水

流向布设，监测线间距应为 250 m～500 m。在地下水位下降漏斗（疏干）区按十字形或放射状布设穿

过中心的监测线，下降漏斗（疏干）的边缘和中心区域以及地下水污染严重区应加密布设监测点。

15.4.6.6 地下水位、水量、水温、流速监测井（孔）应具有地层岩性和井管结构资料，并能保证进行

常年连续监测。监测井（孔）应远离地表水体，应修筑井台，防止地表水倒灌。监测井（孔）监测目的

层与其他含水层（组）之间应止水良好。修建保护装置，避免监测井（孔）和监测仪器、设备遭受破坏，

并应及时清淤。

15.4.7 土壤环境监测网点布设

15.4.7.1 土壤环境监测网主要布设在矿山固体废弃物、尾矿库、露天采场等堆占、破坏和污染的地区，

以及被洗选矿污水污染区域，监测土壤污染物，重点监测土壤中水溶性盐和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及变化。

15.4.7.2 根据污染物质扩散特征，采样点沿平面和垂向布设，平面采样点选在被采土壤类型特征明显

的地方，地形相对平坦、稳定、植被良好的地点，坡脚、洼地等具有从属景观特征的地点不宜设采样点。

剖面采样点以剖面完整、层次清楚、无侵入体为准，采样点距离铁路、公路至少 300 m 以上。

15.4.7.3 应布设平面采样点和剖面采样点，采样点间距宜为 500 m～1 000 m。平面采样点采集深度 0

cm～20 cm。对原状土，剖面采样点应采集 A 层（腐殖质淋溶层）、B层（沉积层）、C层（母质层）样

品。布点方法依据监测区面积，面积较小的监测区采用对角线布点法和梅花形布点法，面积中等的监测

区采用棋盘式布点法，面积较大的监测区采用蛇形布点法。对扰动土，采样方法依据受污染土特点，制

定专项采样方案。土壤样品采集记录参照附录 X.13 表 X.16。

15.4.8 地形地貌景观监测网点布设

15.4.8.1 地形地貌景观监测网主要布设在露天采场和采矿造成的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和废

渣堆、排土场等地形地貌景观恢复区城，监测地形地貌景观恢复进展。重点监测植被损毁与恢复面积，

岩土剥离体积等要素。

15.4.8.2 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脆弱区、主要交通干线和重要水系的可视范围内的矿

山地形地貌景观恢复情况应重点监控。

15.4.8.3 地形地貌景观监测以卫星遥感影像监测为主，摄像、摄影、人工测量方法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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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4 植被损毁与恢复工程监测网点布设要求如下：

a） 根据植被类型选择样方规格，一般乔木样地设置标准为 10 m×10 m 或 30 m×30 m，灌木样地

设置为 2 m×2 m 或 3 m×3 m，草本样地设置为 1 m×1 m 或 2 m×2 m.

b） 同一类型观测样方应不少于 3 块。根据具体的植物类型适当调整样地尺度，最大不超过 50 m

×50 m。

15.4.9 防治工程监测网点布设

15.4.9.1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受力监测点应结合抗滑桩、锚杆（索）等修复工程措施布置，应能控制整

个修复区，形成纵、横监测剖面。

15.4.9.2 削坡减载施工期安全监测点应布置在削坡减载工程影响范围内，能起到反映施工期坡体动态

变化的作用，指导施工、反馈设计；工程修复效果监测应对整个修复工程布置监测点，可供长期监测使

用。削坡减载监测点不少于 3 个。

15.4.9.3 抗滑桩监测网点应根据整个滑（边）坡地质灾害防治监测系统的要求统一布设。锚拉桩应进

行锚索预应力监测，锚索监测数量不少于 10%且不少于 2 根。监测桩的数量不少于 10%且不少于 3 根。

15.4.9.4 非预应力锚杆监测数量不宜少于锚杆总数的 3%，预应力锚杆（索）的应力监测数量不宜少

于锚杆（索）总数的 5%，且均不少于 3 根；长期监测的锚杆数不少于总数的 5%，且不少于 3 根。

15.4.9.5 单个独立工程预应力锚杆（索）拉力的监测数量应符合表 98 的规定，且不应少于 3 根。

表 98 预应力锚杆（索）拉力的监测数量

工程锚杆（索）总量/根
监测拉力的锚杆（索）数量百分比/%

永久性锚杆（索） 临时性锚杆（索）

＜50 10 8

50～100 7 5

＞100 5 3

15.4.9.6 排水工程监测网点布设要求如下：

a） 基槽边坡监测范围每侧应不小于 2 倍～3倍的开挖深度，开挖坡脚时，对可能影响到的范围进

行必要的监测。排水隧洞洞顶地面沉降监测范围沿隧洞两侧均不小于 2 倍～3倍的隧洞埋深。

b） 基槽坡顶监测点沿基槽走向的间距宜为 15 m～30 m，基槽走向转折处、高差较大处均应设置

监测点。垂直于基槽走向的每个断面监测点不宜少于 2个。

c） 排水隧洞监测应沿其中轴线每隔 15 m～20 m 布置一个监测断面。每个监测断面的地面沉降监

测点不宜少于 5 个，洞顶沉降、洞底回弹监测点不宜少于 1 个。隧洞围岩类型、结构、产状等

明显变化且稳定性较差时，应在变化带两侧及中间地带设置监测断面。

15.4.9.7 爆破工程监测网点布设要求如下：

a） 拟爆破岩土体监测

1) 爆破振速监测点应设于相对稳定的部位，并能确保监测仪器的安全。

2) 位移监测点的布置应与拟爆破岩土体原有观测点综合设置，并确保测点安全。

3) 实施爆破后若发现岩土体出现新裂缝，应对新裂缝布设监测网点。

4) 位移监测布置典型代表点；裂缝宽度监测布置在开裂部位；爆破振速监测布置代表点。

b） 周围被保护对象监测

1) 被保护对象爆破振速监测点应设置于被保护对象的基础或结构的代表点上。

2) 位移监测点应设置于被保护对象的基础或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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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爆破前检查被保护对象的裂缝情况，对已经开裂部位设置代表观测点，而对爆破后发现的

新增裂缝，选择代表位置设置新的观测点。

c） 爆破冲击波监测点应选择在居民住宅建筑或重要敏感设施的代表位置。

d） 爆破噪声监测点宜布置在敏感建筑物附近和敏感建筑物室内。

15.4.9.8 环境保护监测网布设要求如下：

a） 污废水监测采样点应根据施工区排水系统和产生污废水排污口的位置布设。污染物监测项目

应依据施工期污废水中污染物特征确定；污废水采样时间、频次应能反映污染物排放的变化特

征。可取 24 h 混合样，一般工程每年监测 4 次以上，施工高峰期 1 天～2 次/天，并对最大排

污情况进行监测。

b） 生态监测区位应依据施工区域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影响程度确定。生态监测范围和内容应依据施

工期生态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确定。监测重点包括施工占地对植物资源影响、施工干扰对动物栖

息地影响以及施工截流和排污对水生生物影响等。监测方法可选取调查法、统计法和样方法等。

c） 大气污染源排放状况监测主要包括机械燃油、混凝土拌和、土石方开挖、爆破等环节产生的粉

尘、扬尘以及 SO2，NO2等。空气质量监测范围包括施工区、生活区、施工道路区、工程爆破区

以及周边敏感区域等大气污染源产生区。监测频次：施工期 1～2 次/天，工程维护与养护期 3～

4 次/年。

d） 噪声监测点位依据声源、周围噪声敏感建筑物布局以及所在区域声环境功能类别等确定。噪声

监测时段、频次可依据噪声源变化确定。稳定噪声监测频次一般每季度监测 1 次；高噪声机械

施工期间需增加监测频次。

15.4.10 土地复垦监测网点布设

15.4.10.1 土地复垦监测可通过遥感技术获得信息或采取对设置的样地（监测点）进行调查，从而实

现对矿山土地复垦监测。

15.4.10.2 样地（监测点）布设原则如下：

a） 全面性。所布设的样地（监测点）涵盖整个监测区域，每个样地（监测点）能够反映所代表监

测区域的指标特征。

b） 代表性。所布设的样地（监测点）包含区域内监测指标涉及到的所有内容。

c） 确定性。所布设的样地（监测点）在较短时间内具有相对确定性，便于长时间动态监测。

d） 标识性。所布设的样地（监测点）易标识，容易识别。

15.4.10.3 样地（监测点）的布设要求如下：

a） 土壤样地布设。根据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在复垦后的露天采场、排土（石）场、尾矿库以及其

他复垦区域分别设置。样地大小可根据监测区域确定，同一监测区域应尽量保证样地具有可比

性。样地布点、样品采集、样品处理和样品测定方法可以参照 HJ/T 166-2004 实行。

b） 植被样地布设。布设在复垦后的区域，依据地形地貌分别设立样地，考虑复垦年限以及复垦植

被配置类型等，样地分为大样方和小样方。大样方用于乔木和灌木层监测，可记录每个样方内

出现的全部乔木和灌木种，计算其成活率、植被类型、组成结构、植物分布、覆盖率、覆盖度、

郁闭度、高度等指标；小样方用于草本植物监测，对全部草本进行测量记录，监测其指标。

c） 土地污染监测包括土壤污染和水质污染监测。

1) 对于采矿过程可能产生土壤污染的矿山，在排土场、尾矿库等容易造成土壤污染的区域设

立样地。其测定方法参照 GB 15618 执行。

2) 水质污染监测主要是在矿区内的矿井废水、坑底积水、地下水处设置监测采样点。水质的

测定方法参照 NY/T 105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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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复垦配套设施监测点布设。根据监测区域的范围和大小布置若干监测点。对田间道路、生产道

路、灌溉设施、排水设施、防洪设施、电力设施等分别设置监测点。

15.5 监测方法与监测仪器选择

15.5.1 尽可能采用多种方法和成熟的新技术、新方法进行监测，形成合理的监测方法组合，宜优先选

择自动化实时监测。

15.5.2 根据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监测要素的动态特征，有针对性地选取监测方法和监测仪器及数据源，

保证监测精度和监测时效性。

15.5.3 监测方法应根据监测内容、生态环境条件及施测方式等综合确定，宜选择自动化监测、实时监

测。监测方法应简单易行、经济合理、准确高效。

15.5.4 监测方法按测量方式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按数据采集方式分为手动和自动；按测量指标分

为高程、位移、裂缝宽度、应力、应变、压力、降雨（雪）量、振速、振幅、噪声、温度、水位、孔压、

含水率、流速、记录影像和物质分析等。

15.5.5 监测仪器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监测仪器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能满足精度和变形等所需量程。

b） 能适应环境条件，具有防风、防雨、防潮、防震、防雷、防腐等对环境的适应性和抗干扰能力。

c） 能保持仪器和传输线路的长期稳定性与可靠性，故障少，便于维护和更换。

d） 经过校准或标定合格，且校核记录和标定资料齐全，并应在规定的校准有效期内使用。

e） 监测仪器设备具有自检、自校功能，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和较低的功耗。

f） 对监测仪器、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检测以及检查。

15.5.6 监测方法、监测仪器等可参照 DZ/T 0287-2015 表 5。主要监测方法适用对象、参照技术规范、

技术特点、操作要求及注意事项可参照 DZ/T 0287-2015 表 6。

15.5.7 未采用监测设备时，可采用埋桩（钉）法、贴片法、贴纸法等简易观测方法对地表及建（构）

筑物裂缝进行监测。

15.6 监测精度与预警标准

15.6.1 监测精度

15.6.1.1 地表大地变形监测点位误差要求不超过±（2.60～5.40）mm，水准测量误差小于±（1.00～

1.50）mm/km。监测点测量精度应符合 GB 50026 的有关规定。

15.6.1.2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监测精度要求参照表 99。

表 99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监测精度要求

监测项目 监测精度 仪器设备与方法

地表位移
水平位移 5 mm 宜采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全站仪、水准仪等监测，

也可用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等监测。垂直位移 10 mm

裂缝位移

位移计监测 0.5 mm 在裂缝两侧设监测基桩，安装位移计，量测裂缝三维变形

机械测量 0.5 mm 在裂缝两侧设标记或埋桩，用游标卡尺或数字卡尺量测其变形

简易监测 1 mm 在裂缝两侧设标记或埋桩，用钢尺等直接量测其变形

深部位移 0.25 mm/m 宜采用钻孔倾斜仪法监测

地面倾斜 0.5°
宜采用地面倾斜仪等直接监测岩土体地表倾斜变形变化特征；

可选用水准测量方法、液体静力测量方法等间接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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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9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监测精度要求（续）

监测项目 监测精度 仪器设备与方法

应力监测

滑坡推力 10 kPa 宜采用钻孔光纤推力计

岩土体压力 10 kPa 宜采用压力传感器

防治工程受力 10 kPa 压力计法、锚索（杆）测力法

应变监测 0.5%F·S 仪表电测（应变计）、光纤光栅应变计

降雨（雪）量监测 0.5 mm 采用雨量计监测降雨（雪）量、降雨强度等

地下水

动态监测

孔隙水压力 0.5%F·S 采用水位计、孔隙水压力计、渗压计、土壤测定仪，监测滑坡

体内及周边泉、井、钻孔、平洞、竖井等地下水水位、水量、孔

隙水压力等动态变化。地下水水位 10 mm

爆破工程

拟爆

破岩

土体

测点位移、

裂缝宽度
0.1 mm 钢尺、全站仪或其他非接触量测仪器

爆破振速 ±4%量程 爆破测振仪

被保

护对

象

测点位移、

裂缝宽度
0.1 mm 钢尺、全站仪

爆破振速 ±4%量程 爆破测振仪

拦石网 应力 1 kPa 应力计、应变测试仪

拦石墙

测点位移 0.1 mm 全站仪

裂缝宽度 0.1 mm 裂缝观测仪

应力 1 kPa 应变测试仪

植被恢复

工程

各边方向误差 ＜1%
定期抽样调查时，固定样地应采用全球定位系统接收仪复位。

周长闭合误差 ＜1%

工程活动 巡视检查并记录

注：崩塌、滑坡测量精度符合 DZ/T 0227 有关规定，滑坡、崩塌变形监测精度，根据其变形量确定。监测

误差应小于变形量的 1/5～1/10。

15.6.2 监测工程预警标准

15.6.2.1 建（构）筑物变形应满足 GB 50007 地基变形允许值的规定。

15.6.2.2 岩土体位移与变形预警标准应根据其岩土性质、变形机理（特征）、所处的地质环境条件（影

响因素）经计算综合确定。根据国内外类似工程经验，推荐采用以下标准，并应结合工程实际及监测成

果分析评价合理调整。

a） 仪器监测

1) 所观测的监测点均发生变形，其中有 1/3 监测点的月变形量超过 10 mm；水平位移和垂直

位移累计值大于 35 mm，日均位移速率大于 2.0 mm/天，位移速率呈加大趋势。

2) 地表倾斜值 i≥±3 mm/m，地表曲率 k≥±0.2×10-3/m，地表水平变形 e≥±2 mm/m，连

续 6个月累计地表沉降量超过 10 mm。

b） 人工巡视

1) 发生新裂缝、坍塌，原有裂缝有扩大、延伸趋势；

2) 地表有隆起或下陷迹象；

3) 滑坡体后缘有裂缝，前缘有剪口出现，局部锲形体有滑动现象；

4) 截排水沟、排水孔发生变形，出现排水异常；

5) 工程基础出现架空，原有空隙扩大；

6) 出现新的地下水露头，原有渗水量和水质出现异常。

15.6.2.3 锚杆（索）工程监测预警值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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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锚杆预加力变化幅度：预加力等于锚杆拉力设计值时，≥±10%锚杆拉力设计值；预加力小于

锚杆拉力设计值时，≥＋10%锚杆拉力设计值且≥－10%锚杆锁定荷载。

b） 锚头及锚固地层或结构物的变形量与变形速率：根据地层性状、工程条件及当地经验确定。

c） 持有的锚杆受拉极限承载力与设计要求的锚杆受拉极限承载力之比≤0.9。

d） 锚杆腐蚀引起的锚杆杆体截面减小率≥10%。

15.6.2.4 柔性网防护系统监测预警值指标如下：

a） 钢丝绳发生单股破断、整绳破断或严重扭曲、弯曲、挤压变形、磨蚀，断丝数量≥10%。

b） 钢筋锚杆锚头段弯曲≥15°或有可见裂纹；锚杆拔出≥3 cm 或锚杆锚固段暴露长度≥10 cm。

c） 链式绞织网发生断丝、严重扭曲或弯曲、明显的机械损伤痕迹、端头打结分离。

d） 环形网网环钢丝发生严重扭曲、弯曲或断丝；网环内钢丝从约束件中滑出或脱落。

e） 钢丝绳网钢丝发生损伤或破坏≥3 根且整张网≥3 处；十字卡扣脱落、破坏；卡扣处钢丝绳超

过 1 cm 的滑动≥3个。

f） 销轴松动、脱落。

g） 构件锈蚀而有效承载断面减小≥10%；一张钢丝绳网内十字卡扣出现明显锈蚀≥5 个；钢丝绳

夹或消能装置的变形吸能主体明显锈蚀。

h） 被动防护网上坡侧堆积物高度超过防护网设计高度的 1/4；有效防护高度减小＞10%；消能装

置位移释放量大于最大可释放量的 40%；钢柱弯曲变形角≥15°；钢柱与基座之间的连接销发

生严重弯曲并影响钢柱转动；钢柱和基座固定的基础位移≥5 cm。

15.6.2.5 爆破工程监测预警值指标如下：

a） 岩土体爆破监测预警标准按下列采用：

1) 位移和裂缝宽度的变化速率超过 0.5 mm/d。

2) 实施爆破后的总位移超过 2 cm。

3) 爆破振动安全允许质点振动速度标准参照表 100。

表 100 爆破振动安全允许质点振动速度标准

序号 保护对象类别
安全允许质点振动速度/cm·s

-1

f ≤10 Hz 10 Hz＜ f ≤50 Hz f ＞50 Hz

1 土窑洞，土坯房、毛石房屋 0.15～0.45 0.45～0.90 0.90～1.50

2 一般民用建筑物 1.5～2.0 2.0～2.5 2.2～3.0

3 工业和商业建筑物 2.5～3.5 3.5～4.5 4.5～5.0

4 一般古建筑与古迹 0.1～0.2 0.2～0.3 0.3～0.5

5 运行中的水电站及发电厂中心控制室设备 0.5～0.6 0.6～0.7 0.7～0.9

6 水工隧洞 7～8 8～10 10～15

7 交通隧道 10～12 12～15 15～20

8 矿山巷道 15～18 18～25 20～30

9 永久性岩石高边坡 5～9 8～12 10～15

10 新浇大体积混凝土（C20）

龄期：初凝～3 d 1.5～2.0 2.0～2.5 2.5～3.0

龄期：3 d～7 d 3.0～4.0 4.0～5.0 5.0～7.0

龄期：7 d～28 d 7.0～8.0 8.0～10.0 10.0～12.0

注 1：爆破振动监测应同时测定质点振动相互垂直的 3个分量。

注 2：表中质点振动速度为 3个分量中的最大值，振动频率 f 为主振频率。

注 3：频率范围根据现场实测波形确定或按如下数据选取：洞室爆破 f ＜20 Hz，露天深孔爆破 f 在 10 Hz～

60 Hz 之间，露天浅孔爆破 f 在 40 Hz～100 Hz 之间；地下深孔爆破 f 在 30 Hz～100 Hz 之间，地下

浅孔爆破 f 在 60 Hz～300 Hz 之间。



DB32/T 4077.2-2021

199

b） 被保护对象位移和裂缝宽度的预警标准按下列采用：

1) 保护对象的位移和裂缝宽度的变化速率超过 0.2 mm/d。

2) 实施爆破后的总位移超过 2 mm。

3) 裂缝宽度超过 1 mm。

c） 空气冲击波超压的安全允许标准按下列取用：

1) 对不设防的非作业人员不超过 2 kPa。

2) 对掩体中的作业人员不超过 10 kPa。

3) 爆破空气冲击波对建筑物的安全允许距离根据GB 6722结合建筑物破坏程度与超压的关系

确定。

d） 爆破噪声控制标准不超过表 101 所列的控制值。

表 101 爆破噪声控制标准

声环境功能对应区域
不同时段控制标准/dB

昼间 夜间

康复疗养区、有重病号的医疗卫生区或生活区，进入冬眠期的养殖动物区 65 55

居民住宅，一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

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90 70

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

护住宅安静的区域；噪声敏感动物集中养殖区，如养鸡场等
100 80

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

重影响的区域
110 85

人员警戒边界，非噪声敏感动物集中养殖区，如养猪场等 120 90

矿山、水利、交通、铁道、基建工程和爆炸加工的施工作业区内 125 110

15.6.2.6 地下水、土壤环境及其修复工程监测、地形地貌景观恢复工程监测预警标准依据相关规范确

定的质量标准、地区背景值及工程设计要求综合确定。

15.6.2.7 土地复垦工程监测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土壤质量和重金属含量监测指标应根据土地用途符合 GB 15618 或 GB 36600 的有关规定。

b） 灌溉、排水、道路及林网等配套设施监测指标应符合 GB 50288 和 TD/T 1033 有关规定。

c） 粮食及作物中有害成分含量监测指标应符合 GB 2715 的有关规定。

d） 水质监测应根据用途，按 GB 11607 或 GB 3838 的规定执行。

e） 其他监测指标应符合 TD/T 1036 的有关规定。

15.7 监测系统建设、运行与维护

15.7.1 监测点建设

15.7.1.1 地表绝对位移监测点及基准点环境条件应符合 GB/T 18314 及 GB 50026 的水平通视、对空通

视等选点要求。监测点及基准点应固定埋设观测墩（桩、标）。

15.7.1.2 裂缝相对位移监测应在裂缝两侧固定埋设单向、双向或三向观测墩。观测墩应和裂缝两侧岩

土体稳固结合。观测墩悬臂不宜大于 1 m。

15.7.1.3 简易观测法监测裂缝相对位移时，应在裂缝两侧埋设固定钉、桩或刻画十字线等简易标志。

15.7.1.4 深部位移监测点一般应布设施工监测钻孔或利用已有符合要求的勘探钻孔，孔深应穿过下伏

软弱层进入崩塌底座或滑面以下 3 m～5 m。孔内安装铝质或 PVC 质测斜管，其中一组导槽方向应和监

测剖面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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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5 地面倾斜监测点应埋设观测墩，观测墩应和岩土体稳固结合。

15.7.1.6 地裂缝监测点建设包括水准点（桩）埋设、卫星定位系统监测点建设、地下水动态监测点（井）

建设、简易人工监测点建设

15.7.1.7 采空塌陷变形监测点的埋设、精度要求、基准点的设置等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1044

要求外，尚应符合 GB 50026 以及 JGJ 8 的有关规定。

15.7.1.8 岩土体应力监测点建设应充分利用平洞等勘探工程，布置在滑带（面）、崩塌底座与接触面、

下伏软弱岩层、软弱夹层、采空区等应力相对集中或变化较大部位。

15.7.1.9 地下水位监测点一般应布设水位监测钻孔，孔内固定安装自动水位计等监测仪器设备。

15.7.1.10 地下水环境监测井建设包括监测井设计、施工、成井、抽水试验等内容，其建设要求参照

HJ 164-2020 和 DZ/T 0270-2014。现有地下水井的筛选要求和方法参照 HJ 164-2020。环境监测井建设

及报废记录应按 HJ 164-2020 附录 B要求填写。

15.7.1.11 降水量监测点环境条件应符合 SL 21-2015 规定的选点要求。

15.7.1.12 监测点建设完成后，应填写施工安装记录，并归档保存。变形（位移）及应力（应变）建

点应按附录 X.14 表 X.17 要求填写施工安装记录。

15.7.2 仪器设备安装

15.7.2.1 监测仪器设备安装前应进行校正、标定和测试，检验合格并运行正常方可安装使用。

15.7.2.2 仪器设备安装应按照说明书的流程和要求执行。安装完成后应进行系统测试，系统测试正常

后方能投入运行。仪器设备安装、测试过程应进行详细记录。

15.7.2.3 采用位移计法监测裂缝相对位移时，位移计应按不同的观测方向固定安装在观测墩上。

15.7.2.4 采用固定式钻孔倾斜仪监测崩塌（滑移式、鼓胀式）、滑坡的深部位移时，传感器应固定安

装于滑动带的上、中、下部，其上下固定端应穿越滑动带 0.5 m。滑动带应通过钻孔资料准确确定，必

要时可通过移动式倾斜仪监测后确定。

15.7.2.5 采用双轴地面倾斜仪监测地面倾斜变化时，地面倾斜仪应水平安装在观测墩顶部，其中一组

传感器指向正北方向。

15.7.2.6 采用压力盒、应力计等监测岩土体（压）应力时，压力盒、应力计等应水平安装在滑带或崩

塌底部，并采用混凝土等钢性结构与底部的稳定岩土体连接。

15.7.2.7 采用自计式水位计监测地下水位时，水位计应放置于距测管底 3 m 处，并做好传感器、牵引

钢丝绳及通信线缆等的防腐工作。

15.7.2.8 地下水环境监测井井口保护装置包括井口保护筒、井台或井盖、警示柱和井口标识等部分，

保护装置要求参照 HJ 164-2020 相关规定。

15.7.2.9 自动雨量计安装应按 SL 21-2015 之 3.2.6 要求执行。

15.7.3 运行与维护

15.7.3.1 监测运行期间，全站仪、卫星定位仪等监测仪器设备应按仪器说明书进行检定与维护。

15.7.3.2 监测运行期间，应定期检查观测墩、归心盘、监测钻孔、通信线缆、防雷装置及简易观测桩

（钉）等监测设施和标志的完好性，及时修复存在的问题。每年检查维护次数应不低于 2 次。

15.7.3.3 地下水环境监测井维护管理和报废要求参照 HJ 164-2020 相关规定。

15.8 数据采集、记录、整理与保存

15.8.1 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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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1 监测数据采集方法包括人工记录或自动化记录，宜采用自动、实时采集与传输方法。人工记

录数据应填写监测记录表格（参见附录 X）并及时数字化；自动化记录的数据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出

现明显异常时应及时检查、排除监测仪器设备故障。

15.8.1.2 监测数据采集应按照规定的监测项目、测量频率和时间进行。监测数据采集所用仪器和设备

应按规定进行定期检验和校正。

15.8.1.3 现场测量、记录和检查应由 3人以上完成。手动测量时应提前检查测量工具是否完好并做好

校正，两次测量误差小于 1 mm 方可记录。采用仪器测量时，应按规定操作，保障视野通畅，环境温度、

磁场干扰等满足仪器正常工作条件，待数值稳定 30 s 后方可记录。当采取手动采集数据时，应详细检

查数据并校正明显错误，对有问题的数据应重新量测，以消除明显错误或误差。

15.8.1.4 地下水环境监测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所包含信息及数据采集要求应符合HJ 164-2020等相关

规范要求。

15.8.1.5 自动采集监测数据时，应掌握自动采集仪器工作原理，清楚采集数据类型及数据转化关系，

了解安装地点的温度、湿度、地磁、高程等因素对采集数据精度的影响。根据工作需求，合理设定数据

采集频率。在用计算机处理之前，应对数据进行筛选和检查，消除明显错误。当自动采集数据波动过大

或出现异常时，应及时排查原因，做好记录。

15.8.1.6 自动传输监测数据时，应保障电力供应和信号发射，避免工作环境温度过高或者过低、湿度

过大、磁干扰过强等因素影响数据传输。有线传输应保障线路通畅，无线传输应保障良好的网络环境。

15.8.1.7 现场监测或采集的数据应及时处理、分析，核对无误。发现监测值异常时应及时复测或增加

监测频次。

15.8.2 数据记录

15.8.2.1 原始测量数值和记录事项均要在现场直接记录于电子手簿或人工记录手簿中。记录应及时、

准确、清晰、齐全，不应凭追忆事后补填或抄填，应对监测日期、监测条件等作必要说明。

15.8.2.2 人工手簿中任何原始记录均不应随意涂改。如出现记录错误，应以单线划去（不应覆盖原有

记录的可见程度），在其上方写上正确的数字与文字，并注明原因。作废的测量数据应以单线划去，重

测记录需加注“重测”二字，并注明原作废数据记录于何处，所有的改动处应有更改人签名或盖章。对

于测试分析过程中的特异情况和有必要说明的问题，应记录在备注栏内或记录表旁。

15.8.2.3 记录测量数据时，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根据计量器具的精度和仪器的刻度，只保留一位可

疑数字，测试数据的有效位数和误差表达方式应符合有关误差理论的规定。非法定计量单位应转换成法

定计量单位，并记录换算公式。

15.8.2.4 电子手簿中所有原始记录在首次录入确定后不应擅自修改，如检查确定存在错误数据只能标

注显示错误，并注明错误原因。重测数据另建档录入，应标注原始记录存档位置。

15.8.2.5 每次监测后应对原始记录的准确性、完整性及可靠性进行检查验收，并根据监测值变化趋势

及时进行初步分析。

15.8.2.6 应保留全部未经过任何涂改的原始记录，观测人与记录人应签名，并按期提交监测资料和原

始数据。监测数据记录内容和格式见附录 X。

15.8.3 数据整理

15.8.3.1 对监测数据进行综合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依据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及其与自然条

件、生态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对监测对象的稳定性和符合性做出正确评价。

15.8.3.2 数据整理包括数据处理（原始数据转换、计算）、统计、曲线图绘制等。

15.8.3.3 监测数据应按照下列要求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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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监测数据采集后，应按标准方法、规范要求对监测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减小粗大误差、系统

误差、随机误差和其他原因造成的监测数据失真对分析、评价结果的影响。在数据处理时，发

现异常数据不可轻易剔除，应按 GB/T 4883 规定的数据统计规则进行判断和处理。

b） 地下水监测中不同时空分布出现异常值，应从监测点周围当时的具体情况（地质水文因素变化、

气象、附近污染源情况等）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地用统计检验方法决定取舍。

c） 由于计数或记录错误、操作不当、突然冲击振动等产生的粗大误差，采用统计的方法判别，确

定后应予以剔除。

d） 系统误差中的恒值系统误差采用标准量代替法或抵消法消除，线性系统误差采用标准量代替

法、平均斜率法或最小二乘法消除。

e） 随机误差应确定其分布参数，主要是均值和均方差（标准误差），并设法减小标准误差。减少

标准误差的方法包括平均值法、排队剔除法和数字滤波法。

f） 监测数据有效数字、近似计算及修约规则参照相关标准执行。

15.8.3.4 数据统计内容应包括：

a） 某时间段（如日、旬、月、季、年）监测要素的变化量（如位移量、应力变化量、降雨量、倾

斜变化量、水位变幅、水质变化量等）、变形方向及变形速率等。

b） 某时间段监测要素的特征值，如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累计值等。

15.8.3.5 宜根据分析需要，绘制各监测要素曲线图，主要包括：

a） 水平位移随时间曲线图。

b） 垂直位移随时间曲线图。

c） 裂缝相对位移（张合、水平错动、垂向下沉分量及三分量合成量）随时间曲线图。

d） 深部位移曲线图。

e） 地面倾斜角随时间曲线图。

f） 应力随时间曲线图。

g） 降水量和降水强度随时间曲线图。

h） 地下水位随时间曲线图等。

15.8.3.6 宜根据分析需要，绘制多监测要素对比曲线图，主要包括：

a） 同一部位不同要素对比曲线图，如地表绝对位移和裂缝相对位移随时间曲线对比图、位移和降

水量随时间曲线对比图等。

b） 不同部位同一要素曲线对比图，如同一监测剖面不同部位地表绝对位移随时间曲线对比图等。

15.8.4 数据保存

15.8.4.1 各类监测数据应及时分类整理、编目、存档。在原始纸介质资料保存的同时，宜建立矿山生

态修复工程监测数据库或信息分析处理系统，进行电子文档资料存储。

15.8.4.2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监测数据库包括属性数据库和空间数据库；具有查询检索、综合统计、计

算分析、图表自动生成等功能，数据信息能够动态更新、实时保存。数据库主要包括：工程背景数据、

监测点基础数据、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数据和研究结论数据等。

15.8.4.3 应根据监测方法和监测数据，采用相应数据处理方法，对监测资料进行分析处理。包括数据

的平滑滤波、曲线拟合、绘制时程曲线及进行时序和相关分析，建立信息分析处理系统。

15.9 工程监测评价

15.9.1 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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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1 在取得一年以上监测数据的基础上，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对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现状进行评价。

以判断矿山生态环境恢复程度为目的，对矿山生态环境恢复状况、治理工程的稳定性、环境质量、治理

效果等进行综合评判。

15.9.1.2 水环境评价参照GB 3838和GB/T 14848执行，土壤环境评价根据土地类型参照GB 15618-2018

或 GB 36600-2018 等标准执行。

15.9.1.3 采空塌陷、崩塌滑坡及不稳定边坡、地形地貌破坏等危险性及危害程度评价采用演变（成因）

历史分析法、工程地质类比法、数学模型法等。

15.9.1.4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综合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信息叠加法等。

15.9.1.5 矿山生态环境现状评价成果包括：表格、图件、文字说明、影像佐证资料等。

15.9.2 预测评价

15.9.2.1 根据监测成果，结合现状评价，对监测区域矿山生态环境、修复工程稳定性、环境质量、治

理效果的变化趋势做出预判，作为矿山生态环境及修复工程效果长期稳定的评价依据。

15.9.2.2 预测评价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各监测要素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性，分析变形动态、应力状态等发展趋势。

b） 各监测要素特征值变化的规律性，分析变形总量、速率及气温等环境因素影响。

c） 不同监测要素之间相关关系变化的规律性，分析降雨、冲刷、人类工程活动等因素对矿山生态

环境的影响。

15.9.2.3 预测方法可采用定性分析法（层次分析-专家打分法）、时间序列分析法（移动平均法、指

数平滑法、趋势外推法）、因果关系法（线性回归分析法）、历史演变趋势分析法、工程地质类比法、

统计分析法等。进行趋势预测时应对监测数据序列进行插补、剔除、平滑、滤波等处理，降低误差影响。

15.9.2.4 预测评价成果包括：表格、图件，文字说明、影像佐证资料等。

15.10 工程监测成果报告编制与提交

15.10.1 工程监测成果报告应包括月报、年报、总结报告，特殊工况下亦可包括日报、旬报和专报。

15.10.2 工程监测成果报告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反映规律、结论明确。工程监测成果报告编制提

纲参见附录 Y。

15.10.3 工程监测成果报告应包括监测数据统计结果、单因素历时曲线图、多因素关系曲线图等。对

生态环境条件及修复工程的稳定性及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工程监测成果报告内容及编制要求应

包括以下要点：

a） 监测设备情况评述，包括设备名称、设施管理、维护、完好率、变更情况等，附监测点一览表

和监测点分布图。

b） 宏观巡查工作开展情况，主要成果及结论。

c） 监测数据采集、整理、分析及主要成果、结论，应附主要监测要素曲线图、对比曲线图。

d） 综合评价监测对象的安全状况及应采取的措施建议。

15.10.4 提交方法及要求：监测报告应按照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以及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提交电子版

和纸质版报告，并应附原始监测数据，按档案管理规定，组卷归档。监测期出现重大变形时，应及时编

写监测专报，报送相关部门。监测单位应提交如下资料。

a） 监测设计书。

b） 监测系统建设报告和验收记录。

c） 监测数据及编制的相关曲线及对比图。

d） 原始记录卡片、图片及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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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阶段性监测成果报告和监测成果总结报告。

16 工程设计编制

16.1 工程设计编制提纲

工程设计编制提纲见附录 Z.1。

16.2 工程设计编制内容和要求

16.2.1 前言

16.2.1.1 项目背景及来源

简述工程项目立项政策背景。对工程项目立项及资金来源作简要说明。

16.2.1.2 矿山基本情况

简述矿产类型，矿山规模，开采历史与现状，开采方法方式，开采影响范围，废弃物处置情况，废

弃物堆放与尾矿库位置和规模等。

16.2.1.3 设计编制工作概况

简述矿山生态环境调查（含地质灾害勘查）、地形地质测绘、资料收集、设计编制工作概况。说明

各项工作起止日期、工作量、工作质量及设计审查等情况。

16.2.2 工程概况

16.2.2.1 自然地理

16.2.2.1.1 地理位置及交通

说明工程所处地理位置、中心坐标、占地面积、交通条件等。插工程区交通位置图及相关图片。

16.2.2.1.2 气象水文

a） 气象。说明工程所在地降水、蒸发、日照、温度、积温、最大冻土深度、无霜期、风向与风速

等气象特征。

b） 水文。说明修复区汇水、泾流及周边水系、水体等分布、规模、水位、水深、水量等。

16.2.2.1.3 地形地貌

说明修复区所处的地貌单元，修复区及周边地形（地势）、高程等。

16.2.2.1.4 植被条件

说明修复区及周边植物类型、分布、生长势、覆盖度（郁闭度）和品种、规格等。

16.2.2.1.5 土壤类型及土地利用

a） 土壤类型

b） 土地利用。简要说明修复区土地规划、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现状、土地权属等情况。

16.2.2.2 地质概况

16.2.2.2.1 地层岩性

说明修复区及周边地层划分及名称、岩性特征、分布、厚度，地层产状等，并列表说明。插地质平

面图和柱状图。



DB32/T 4077.2-2021

205

16.2.2.2.2 地质构造

说明区域地质构造及修复区地质构造类型、特征、稳定性。修复区构造带、构造裂隙、节理、层间

错动和破碎带、软岩蠕变与构造褶曲等的产状、规模及分布特征等。插地质构造平面图。

16.2.2.3 水文与工程地质条件

16.2.2.3.1 水文地质条件

a） 地表水。与修复区相关的地表水汇集规模、汇入与流出路径、汇水量及其对工程的影响。

b） 地下水。地下水的类型，水位（埋深）及其变幅，单井涌水量；含水层和隔水层，分布及其岩

性结构和厚度；岩土层的透水性和富水性；孔隙水特别是裂隙水的渗透压力，对岩土层的影响

（泥化和软化造成坍塌、冒顶、涌水和泥砂流动）；地下水的补结、径流和排泄条件及其水质

和侵蚀性等。

16.2.2.3.2 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修复区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及其物理力学性质（结合调查与勘查成果或经验数据定量描述）、

地质构造、工程地质层划分，评价各工程地质层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16.2.2.4 施工条件

16.2.2.4.1 交通

说明修复区内外道路分布、等级、类型、路况等，能否满足施工人员、机械设备与材料运输、工程

施工等要求，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

16.2.2.4.2 水源

说明修复区及周边水源分布、类型、水量、水质，是否满足生产、生活及工程养护与维护等需要，

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

16.2.2.4.3 施工动力

说明修复区及周边供电线路的分布、可用容量，能否满足生产、生活及工程养护与维护等需要，提

出需要采取的措施。

16.2.2.4.4 施工材料

说明可用于工程的地材名称、分布，能否满足工程要求。说明对工程施工产生资源的使用和管理。

16.2.2.4.5 施工场地

说明施工场地的“三通一平”状况，施工场地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地质环境条件及其制约因素，提出

施工现场总体布置（临时设施、临时道路等）建议。

16.2.3 矿山生态环境

16.2.3.1 矿山生态环境现状

16.2.3.1.1 总体现状

说明修复区占地总面积、废弃地占地面积（其中采坑、塘占地面积）、边坡占地面积及表面积；修

复区展布方向，最大长度及宽度；最高高程、最低高程、高差、地势等（附高精度全景照片）。对各区

的生态环境现状列表汇总。

16.2.3.1.2 各分区现状

a） 现状分区原则和方法：

1) 根据修复区地形地貌，将修复区分为边坡区、废弃地和采空塌陷地，边坡区代号为 A，废

弃地代号为 B，采空塌陷地代号为 C。A区、B 区、C 区再根据地形、地质环境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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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的不同及是否连片等因素，进一步细分。如 A区可再细分为 A1 区、A2 区……；

2) 分区按照从西到东、从北到南进行连续编号；

3) 现状分区及编号应与修复分区及编号相一致。

b） 边坡区（A 区）现状。分述边坡各区生态环境现状（附各区现状照片）。包括：

1) 边坡形态：坡高、坡长、坡宽、坡度、坡向、坡脚高程、坡脚长度、坡顶高程、坡顶长度、

边坡占地面积、边坡表面积；

2) 地质特征：地层岩性及产状、岩石风化、地质构造（断裂、节理、裂隙、岩溶等）及其发

育特征、覆盖层性质及厚度、软弱夹层或软弱结构面特征（岩性、产状、厚度、发育程度、

延伸程度、闭合程度、风化程度、充填状况、充水状况、组合关系、力学属性以及与临空

面的关系）、地层产状及结构面与边坡坡向的组合关系等。

3) 地形地貌现状（参照 16.2.2.1.3）。

4) 植被现状（参照 16.2.2.1.4）。

c） 废弃地（B 区）现状。分述废弃地各区生态环境现状（附各区现状照片）。包括：废弃地占地

面积、损毁情况、土地类型、地形（高程、高差及变化趋势）、覆盖层岩土性质及厚度、基岩

岩性、地质构造，残丘、残埂、采坑、堆积物分布、规模及特征。

d） 采空塌陷地（C 区）现状。描述塌陷地分布范围、位置、形状、大小、深度、延伸方向、发生

时间、发展趋势、岩层产状、断裂、节理裂隙，中间区、内边缘和外边缘区的范围和大小以及

矸石山、赤泥堆等堆放位置、高度、规模、边坡特征等（附各区现状照片）。

16.2.3.2 矿山生态环境问题

概述修复区存在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类型及其危害性。

16.2.3.2.1 地质灾害

描述修复区存在的地质灾害类型、数量、规模、特征、危害对象等（附地质灾害现状照片），根据

地质灾害类型分别进行编号。编号采用地质灾害名称的首个拼音字母组合加阿拉伯数字，如滑坡代号为

HP1、HP2……。列表汇总，分别描述各类地质灾害类型、分布、规模、特征，描述内容根据调查与勘查

内容参照本文件相关规定。

a） 滑坡地质灾害

b） 崩塌地质灾害

……

16.2.3.2.2 水环境破坏

包括含水层破坏及水环境污染。

a） 含水层破坏。根据调查与勘查内容参照本文件相关规定，分析其发展趋势。

b） 水污染。对存在水污染的修复区，结合现场调查、采样与试验检测结果，说明污染物种类、来

源、对生态环境（水、土壤、大气）和人体的危害，分析其发展趋势。

16.2.3.2.3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a） 地形地貌破坏。描述破坏的地形地貌类型、位置、面积、破坏方式、影响程度等，分析其发展

趋势。

b） 植被破坏。描述遭到破坏的植被种类、位置、面积、数量、破坏方式、影响程度等，分析其发

展趋势。

16.2.3.2.4 土地资源占用及破坏

a） 土地资源占用。按照本文件相关规定说明占用对象、占用土地类型、数量、权属等。

b） 土地资源破坏。包括挖损、土壤污染、水土流失等引起的土地资源破坏。按照本文件规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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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明损毁的土地类型、权属、位置、面积、原因、程度等，分析其发展趋势。土壤污染应结

合现场调查、采样与试验检测结果，说明污染物种类、来源、对生态环境（水、大气、土壤）

和人体的危害。水土流失应描述水土流失类型、面积、强度、分布以及危害、成因等。

16.2.3.3 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按照本文件规定，说明地质灾害成因、形成机理，结合计算对地质灾害、边坡或采空区稳定性进行

分析和评价。

a） 滑坡地质灾害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b） 崩塌地质灾害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c） 边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

16.2.4 设计原则、依据和目标

16.2.4.1 设计原则

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 6.4 条规定。

16.2.4.2 设计依据

a） 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

b） 相关规划。

c） 技术标准。

d） 技术文件：收集的相关资料、可研报告、调查或勘查报告、地形地质测绘成果、试验与检测资

料、造价资料、市场信息等。

e） 设计委托书（合同）

f） 其他。

16.2.4.3 修复目标

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 4.4，结合本工程实际，提出针对性修复目标以及相应的数据或指标。

16.2.5 修复工程概述

16.2.5.1 修复范围及规模

说明修复范围确定的依据，明确修复范围控制点坐标。说明修复总面积（废弃地面积＋边坡表面积）、

边坡修复面积（占地面积和表面积）、废弃地修复面积（占地面积）。

16.2.5.2 修复分区及工程措施

修复分区应与现状分区一致，可根据工程修复实际需要进一步细分（如 A1 区细分为 A1-1、

A1-2……）。分别列表说明各区的边界控制点坐标、占地面积、修复面积（边坡修复区为表面积）、主

要工程措施。对各区及全区占地面积、修复面积进行小计和合计。例表见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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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各区规模及主要工程措施汇总表（示例）

分区 占地面积（m
2
） 修复面积（m

2
） 主要工程措施

A

A1

A1-1

A1-2

……

A2

A2-1

A2-2

……

…… ……

16.2.6 修复工程设计

16.2.6.1 边坡修复工程设计

16.2.6.1.1 边坡防护工程设计

分区说明各区采取的工程措施及技术要求。边坡防护工程设计除应符合第 11 章相应规定外，还要

符合下列要求。

a） 削坡减载工程设计。按照 11.4 节规定进行设计。应明确削坡范围，提供边界控制点坐标，确

定坡顶削坡开口线位置，明确削坡方法（爆破、机械、人工）、削坡坡度、平台宽度和高程及

其设计依据。绘制各区具有代表性的削坡工程设计纵向（垂直边坡走向）剖面图。计算削坡、

清坡及挖运工程量，提出施工道路设置方案和削坡所产生土石方的处置方案。

b） 回填压脚工程设计。按照 11.5 节规定进行设计。应明确填方范围和填料来源，提出边界控制

点坐标，确定回填后的最终坡脚、坡顶线位置（控制点坐标、高程），明确回填压实后的边坡

坡度、平台宽度、高程以及回填料含水率、压实度等相关指标。绘制各区代表性回填压脚工程

设计纵向剖面图。计算土石方回填及挖运工程量。

c） 锚杆（索）工程设计。按照 11.6 节规定进行设计。明确锚固区范围，提出边界控制点坐标，

明确锚杆（索）类型、规格、数量、浆体材料、性能、强度及注浆次数。明确锚杆（索）力学

指标。根据锚固区边坡地形，绘制设计平面图、立面图（标注各排高程、间距）和大样图，注

明锚杆（索）编号。明确锚杆（索）锚固件试验与检测要求、数量及编号。计算钻孔、锚杆（索）、

注浆、锚固件、脚手架等工程量。

d） 抗滑桩工程设计。按照 11.7 节规定进行设计。明确抗滑桩中心点坐标、桩顶标高和进入滑面

以下或稳定岩土体深度。绘制设计平面图、立面图（标注高程和间距）和大样图，注明抗滑桩

编号。明确抗滑桩检测方法、要求及数量。计算成孔、护壁、钢筋及制作、混凝土浇筑、脚手

脚（需要时）、模板等工程量。与锚杆（索）组合应用时参照锚杆（索）工程设计，说明桩顶

锚孔设计要求。

e） 格构锚固工程设计。按照 11.8 节规定进行设计。明确格构锚固区范围，提出边界控制点坐标。

确定格构类型（浆砌块石、钢筋混凝土等），明确格构梁是否埋入坡体及埋入深度、格构梁基

础承载力要求，设计格构梁垫层。根据格构锚固区边坡地形，绘制设计平面图、立面图（标注

高程和间距）和大样图，注明锚杆（索）编号。明确锚杆（索）及锚固件试验与检测要求及数

量。计算钻孔、锚杆（索）、注浆、锚固件、槽体开挖、垫层、混凝土浇筑（或浆砌块石）、

模板、脚手脚（需要时）等工程量。与锚杆（索）组合应用时参照锚杆（索）工程设计。

f） 砌体边坡防护工程设计。按照 11.9 节规定进行设计。明确砌体边坡防护区范围（边界控制点

坐标），对边坡清理平整、垫层、土工布或反滤层设计提出要求。明确浆体及块石等材料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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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强度。绘制设计平面图、剖面图、大样图，计算场地平整、基础开挖、垫层、土工布或反

滤层、浆砌块石、砂浆、模板等工程量。

g） 喷锚边坡防护设计。按照 11.10 节规定进行设计。明确喷锚边坡防护区范围，提出边界控制点

坐标，明确防护类型（喷锚边坡防护）、喷射混合物类型与配比。根据锚固区边坡地形，绘制

设计平面图、剖面图和大样图。明确锚杆（索）及锚固件试验与检测要求及数量。计算钻孔、

锚杆（索）、注浆、锚固件、钢筋（钢筋网、锚杆拉筋）、混凝土喷射物、脚手脚（需要时）

等工程量。

h） 柔性防护网工程设计。按照 11.11 节规定进行设计。应明确柔性防护网锚固区范围，提供边界

控制点坐标，明确柔性防护网、锚杆类型、性能荷载指标要求。主动防护网应明确向上缘和两

侧缘外延伸宽度及采取的锚固措施。绘制设计平面图、剖面图、大样图，明确柔性防护网、锚

杆（索）及锚固件试验与检测要求及数量。计算钻孔、锚杆（索）、注浆、锚固件、柔性防护

网、脚手脚（需要时）等工程量。

i） 挡土墙工程设计。按照 11.12 节规定进行设计。明确挡土墙中线及端点与拐点控制点坐标。确

定挡土墙类型，明确基础开挖深度、基础承载力、基础标高、顶标高、挡墙截面尺寸，设计基

础垫层。根据基础边坡地形，绘制顺走向设计立面图（标注高程）、施工大样图，计算基础槽

体开挖、垫层、混凝土浇筑（或浆砌块石）、模板、脚手脚（需要时）等工程量。

j） 边坡截排水工程设计。按照 11.13 节规定进行设计。说明坡面上部的汇水范围和汇水路径，通

过计算确定排水沟设计技术参数。明确截排水工程中线及端点与拐点控制点坐标。确定截排

水工程类型，明确基础开挖深度、基础承载力、基础标高、顶标高、排水沟规格，设计基础垫

层。指明水流方向、沟底坡度及汇入路径。绘制设计平面图和大样图，计算各类型排水沟长度、

基础槽体开挖、垫层、混凝土浇筑（或浆砌块石）、模板等工程量。

k） 其他边坡防护工程设计。按照 11.14 节，参照以上规定进行设计。

16.2.6.1.2 边坡植被恢复工程设计

根据第 12 章的相关要求，结合当地相关规划、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说明边坡植被恢复措施

选择的依据，提出边坡植被恢复目标，分区进行边坡植被恢复工程设计。明确植被恢复区范围，说明种

植土来源、质量要求。提供边界控制点坐标，绘制设计平面图、大样图（或示意图），计算工程量。

16.2.6.2 采空塌陷区修复工程设计

根据第 13 章的相关要求，结合当地相关规划、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说明采空塌陷修复工程

措施选择的依据，提出修复工程目标和工程质量检验检测方案，分区进行采空塌陷修复工程设计。明确

采空塌陷修复区范围及边界控制点坐标。绘制设计平面图、剖面图、施工大样图（或示意图），计算工

程量。对采空塌陷区地表生态修复参照 16.2.6.3 条规定。

16.2.6.3 废弃地生态修复工程设计

根据第 14 章的相关要求，结合当地相关规划、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说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

复工程措施选择的依据，提出矿山废弃地修复目标、土地恢复类型与利用方向，分区进行矿山废弃地生

态修复设计。明确修复范围、边界控制点坐标，绘制设计平面图，计算工程量。

a） 地形整治

废弃地地形整治设计除应符合 14.2 节规定外，还应说明整治后的地形（高程及坡度）及其确定依

据，明确废弃地地形修复区范围，各区边界范围及控制点坐标，绘制设计平面图、剖面图，计算挖方、

填方、场内运输及场地平整等工程量。

b） 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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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地土地复垦设计除应符合 14.3 节规定外，还应说明复垦前后土地类型，复垦区范围，明确各

复垦区边界控制点坐标，绘制设计平面图、计算工程量。应根据相关规范要求编制土地复垦专项设计。

c） 植被恢复

废弃地植被恢复除应符合 14.4 节规定外，还应结合当地相关规划、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

出植被恢复目标，分区进行植被恢复工程设计。明确植被恢复区范围及边界控制点坐标，说明种植土来

源、质量要求。绘制设计平面图、绿化平面布置图、施工大样图（或示意图），计算工程量。

16.2.6.4 附属工程设计

附属工程包括道路、宣传牌、宣传碑、安全围栏和防护网、园林景观工程等，参照相关规范要求进

行设计，在保证工程安全的基础上，对其埋设基础及其地基承载力提出要求，明确工程结构、材质、规

格，绘制设计平面图、立面图和大样图，计算相应工程量。

16.2.7 工程安全

16.2.7.1 工程安全设计可参照本文件第 3 部分：施工与监理第 9 章。主要内容包括本工程施工安全总

体要求和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技术要求。

16.2.7.2 应明确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要求施工单位编制安全专项方案。提出保障工程周

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与建议。

16.2.8 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设计可参照本文件第 3 部分：施工与监理第 10 章。主要内容包括本工程环境保护总

体要求和生态环境保护、噪声污染防治、振动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等相关要求。

16.2.9 工程监测

工程监测设计应符合第 15 章要求。详细说明监测对象、采取监测措施、工程量、工程预算（参照

16.2.12.6 表 103 中相关内容）等，绘制工程监测基准点、工作站点、监测点及监测线平面布置图，根

据 15.1.3 要求编制工程监测设计。工程监测设计可作为工程设计附件。

16.2.10 工程维护与植被养护

工程维护与植被养护设计应根据工程特点，参照本文件第 3部分：施工与监理第 11 章要求编制。

a） 养护浇灌系统。根据边坡植被恢复工程措施、规模及地形条件、水源条件，按照 12.15 节及相

关规范要求，设计养护浇灌系统。绘制设计平面图、大样图（或示意图），计算工程量。

b） 工程维护。依据工程内容说明维护对象、维护规模或数量、质量要求及其相应的维护期。

c） 植被养护。依据绿化工程内容说明养护对象、养护规模或数量、养护目标其相应的养护期。

16.2.11 工期

依据设计的工程内容、工程量和生产能力，综合考虑施工条件、流水作业条件、资源（人、财、物）

条件、环境条件及其他影响工期因素合理制定。绘制工程施工进度计划横道图或网络图。

16.2.12 工程量与工程预算

16.2.12.1 工程量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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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计算要依据工程内容、工程措施、工艺技术、项目特征综合计算，应符合 GB 50500 和相关

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及省市相关文件要求。

16.2.12.2 工程量计算方法

16.2.12.2.1 边坡削坡工程量可采用剖面法或 DTM 法计算。剖面法计算应说明参与计算剖面数量、剖

面间距（不宜超过 20 m，地形复杂区可适当加密）。边坡削坡工程量宜考虑系数 1.05～1.10 的增加量。

根据相邻两剖面平均面积与剖面间距之积，采用相应的体积计算公式，求出各块段体积。相应计算方法

及公式列示如下：

a） 柱体公式： HSV  ，块段顶面积＝底面积（ S）时采用。H 为剖面间距（下同）；

b） 棱柱体公式：   HSSV  212
1

，块段顶面积（ 1S ）与底面积（ 2S ）之差≤40%时采用；

c） 截锥体公式：    HSSSSV  21213
1

，块段顶面积（ 1S ）与底面积（ 2S ）之差＞

40%时采用；

d） 楔形体或锥体公式： HSV 
3
1

，块段为线型尖灭时采用。 S为顶或底面积。

16.2.12.2.2 边坡削坡土石方工程量可列表计算，表头内容包括分区、剖面编号、截面面积（上截面

面积 1S 、下截面面积 2S ）、截面间距、计算公式、体积。剖面位置及编号见附图 2，工程量计算剖面

图见附表 2。

16.2.12.2.3 废弃地残丘削剥及土石方挖、填工程量计算可采用 DTM 法，说明参与计算块段数量、块

段面积、最大高程、最小高程、平均高程、整治后最终场地高程。

16.2.12.2.4 计算采用的地形图比例尺应不小于 1∶1000。

16.2.12.2.5 线性工程量可在地形底图上直接读取，并应考虑坡度等影响因素。

16.2.12.2.6 工程量计算图表应作为工程设计文件的附件（附表 2）。

16.2.12.3 工程量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的使用应符合国家及其引用的国际标准（SI）要求，并方便、准确工程计量。各分项工程

宜采用以下计量单位。

a） 削坡、回填压脚、挡土墙、土方、石方、种植土、排水沟、石笼（格宾）、拦石墙、支撑与嵌

补、注浆加固、灌注充填、蓄水池、混凝土、砌（石、砖）体等工程一般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

以“m3”表示。

b） 清坡、喷播、喷射混凝土、柔性防护网、草皮铺植、场地平整、生态袋、植生袋、高性能植物

垫、三维植被网、安全防护网、植被养护等一般以平方米为计量单位，以“m
2
”表示。

c） 道路、锚杆（索）、种植槽、土沟、安全拦杆等一般以米为计量单位，以“m”表示。

d） 鱼鳞坑一般以“穴”为计量单位。

e） 苗木一般以“株”为计量单位。

f） 撒播草种一般依据播种量“g/m2”，以“kg”为计量单位。

g） 养护浇灌系统一般以“套”为计量单位。

h） 宣传牌、宣传碑、警示牌等一般以“块”为计量单位。

16.2.12.4 工程预算编制说明

a） 工程预算为施工图预算，可作为工程招投标、工程结算与审计、工程决算审计的依据。工程预



DB32/T 4077.2-2021

212

算费用组成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总价措施项目费、规费与税金和其他费用。

b） 分部分项工程费中的综合单价应依据《江苏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预算标准（试用）》和江苏省

相关定额标准、文件和相关规定。按实计算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使用费，合理计取管理费和

利润。

c） 总价措施项目费的安全文明施工费中，除按规定费率计取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外，根据目前当

地扬尘污染防治标准化工地建设要求和相关政策文件和建设标准，增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其费用可根据扬尘污染防治工程内容按分部分项工程费计算，也可按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的费率

计取。由于矿山生态环境修复工程施工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其模板、脚手架等措施工程计

价可在建设工程计价的基础上适当调增。

d） 其他费用包括：工程监测费、技术工作费（前期调查与勘查、地形测量、设计编制、专家审查

等）、项目管理费（施工招投标、工程监理、现场管理、检验检测、工程监测、第三方竣工测

量、工程验收、跟踪审计、工程结算审计、工程决算审计、财务决算等）。

16.2.12.5 工程预算编制依据

预算编制可选择采用下列依据：

a） 《江苏省地质勘查基金项目预算标准（试用）》（江苏省财政厅，2012）。

b）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c）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

d） 《江苏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项目指引》（江苏省建设厅）。

e）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587。

f） 苏建价（2014）448 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

2013）及其 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g） 《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 年）。

h） 《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 年）。

i）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

j） 苏建价[2016]154 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

整的通知》。

k）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8）第 24 号》

l） 人工工资单价按照《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苏建函价（2018）761 号）》规定执行

m） 材料价格采用工程设计时的最新建设工程材料市场指导价，对于指导价中没有的材料价格参考

市场询价计入。

n） 其他参照目前省内市场价或类似工程结算价计价。

16.2.12.6 工程预算

根据各分区工程量编制各分区工程预算，在此基础上进行汇总，编制工程总预算。工程预算表中项

目特征栏应描述的内容：

a） 涉及正确计量的内容；

b） 涉及结构要求的内容；

c） 涉及材质要求的内容；

d） 涉及安装方式的内容。

工程预算汇总表示例参照表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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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工程预算汇总表

一 分部分项综合费 （一）＋（二）＋（三）＋（四）＋（五）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项目特征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元） 合计（元） 说明

（一） 边坡修复 （1）＋（2）＋（3）＋……

1 边坡防护工程 （1-1）＋（1-2）＋……

1-1 削坡 m
3

1-2 回填压脚 m
3

…… ……

2 截排水工程 （2-1）＋（2-2）＋……

2-1 坡顶截水沟 m
3

2-2 平台排水沟 m
3

…… ……

3 边坡植被恢复工程 （3-1）＋……

3-1 挂网客土喷播 m
2

…… ……

（二） 采空塌陷区修复 （1）＋（2）＋……

1 灌注充填 m
3

2 开挖回填 m
3

…… ……

（三） 废弃地修复 （1）＋（2）＋（3）＋……

1 地形整治 （1-1）＋……

1-1 挖方 m
3

…… ……

2 土地复垦 （2-1）＋……

1-1 土地平整 m
2

…… ……

3 植被恢复 （3-1）＋……

3-1 苗木种植 m
2

…… ……

（四） 附属工程 （1）＋……

1 宣传牌 块

…… ……

（五） 植被养护 （1）＋（2）

1 养护浇灌系统工程 （1-1）＋1-2）……

1-1 蓄水池 m
3

1-2 浇灌系统 套

…… ……

2 植被养护管理 m
2

二 措施项目费 （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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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工程预算汇总表（续）

（六） 总价措施项目费 （1）＋（2）＋……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说明

1 安全文明施工 （1-1）＋（1-2）

1-1 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 一

1-2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一

2 夜间施工 一

…… ……

（七） 单价措施项目费 （1）＋……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项目特征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元） 合计（元） 说明

1 脚手架 m
2

…… ……

三 规费、税金 （八）＋（九）

（八） 规费 （1）＋（2）＋（3）＋……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说明

1 社会保障费 一＋二

2 住房公积金 一＋二

3 环境保护税 一＋二

…… …… 一＋二

（九） 税金 （1）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说明

1 税金 一＋二

四 工程施工预算合计 一＋二＋三

五 其他费用 （十）＋（十一）

（十） 工程监测费 （1）＋（2）＋（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元） 合计（元） 说明

1 监测基准网 （1-1）＋（1-2）

1-1 水平位移 点

1-2 垂直位移 km

2 变形监测 （2-1）＋（2-2）

2-1 水平位移 点·次

2-2 垂直位移 点·次

3 应力应变 点·次

…… ……

（十一） 技术工作费 （1）＋（2）＋（3）＋（4）……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说明

1 调查与勘查 四

2 地形测绘 四

3 可研报告编制 四

4 专家审查 四

……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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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工程预算汇总表（续）

（十二） 项目管理费 （1）＋（2）＋（3）＋（4）＋（5）＋（6）＋（7）＋……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元） 合计（元） 说明

1 竣工测量 m
2

2 检验检测 （3-1）＋（3-2）＋……

2-1 锚杆（索）检测

2-2 抗滑桩检测

…… ……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说明

3 现场管理 四

4 招标咨询服务 四

5 工程监理 四

6 工程验收 四

7 工程审计 四

…… ……

六 工程项目预算合计 四＋五

注 1：本表计价项目可根据工程实际进行调整。

注 2：各分区工程预算可不包括其他费用部分。

注 3：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可按费率或实际工作量综合单价计费。

注 4：技术工作费包括调查与勘查、地形测量、可研报告编制、工程设计编制、专家审查等。可按费率或

实际工作量计费。

注 5：项目管理费包括施工招投标、工程监理、现场管理、检验检测、第三方竣工测量、工程验收、跟踪

审计、工程结算审计、工程决算审计、财务决算等。可按费率或实际工作量计费。

注 6：序号可根据所设计的工程内容编排。

16.2.13 修复成果分析与评价

16.2.13.1 最终境界要素

分区说明边坡、废弃地或采空塌陷区修复后最终境界要素，并列表汇总。

a） 边坡最终境界要素

应分区并汇总说明修复后的坡高、坡度、坡面修复面积、坡面绿化面积、实施的工程措施等。台阶

应注明或说明台阶高度、高程、数量、宽度等，排水沟应注明或说明类型、长度、位置、高程、工程量、

排水路径等。

b） 废弃地或采空塌陷区最终境界要素

应分区并汇总说明修复面积、修复后的场地高程、地面坡度、绿化面积、保留水面面积及水面高程、

复垦土地类型及面积、实施的工程措施等。

16.2.13.2 最终稳定性分析评价

依据设计采用的工程措施，对修复后的边坡、废弃地或采空塌陷区进行稳定性分析评价。编制内容

和要求参照 16.2.3.3 的规定。

16.2.13.3 预期效益分析

a） 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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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工程修复目标着重说明工程修复后解决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具体内容（包括绿化、水

土保持、水土污染治理等。宜用数据说明）。

b） 社会效益

着重说明工程修复后对社会的贡献。包括安全、稳定、社会和谐及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c） 经济效益

1) 直接经济效益。结合数据着重说明修复后工程带来的土地资源、林业资源及工程产生的矿

产等自然资源与利用等。进行土地成效分析。

2) 间接经济效益。说明修复后的生态环境改善带来周边土地获益、旅游资源利用，周边人民

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提高、人文环境及居住环境改善以及投资环境优化等。

16.2.14 结论与建议

16.2.14.1 结论

项目来源、总体目标、设计综述、主要工程内容、工程量及预算、工期、修复预期成果综述。

16.2.14.2 建议

针对工程实施的重点、难点、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

16.2.15 附表

16.2.15.1 表 1 修复区及各分区边界控制点坐标及高程（修复前、后）汇总表

16.2.15.2 表 2 工程量计算统计（图）表

a） 采用新测地形图作为底图编制，比例尺与底图一致。

b） 边坡削坡土石方计算按地形图合理布设边坡剖面线，边坡剖面线间距原则上每 20 m 布设一条，

地形条件复杂处可减小间距，确保工程量计算的准确度。绘制工程量计算剖面图，剖面图上应

包括高程、地形、削坡区域等要素。图上应标明计算剖面线及编号（与附图 2一致）。

c） 废弃地挖填方工程量计算可分区采用 DTM 法。说明计算精度，标明计算区最大高程、最小高程、

平均高程、最终标高、面积等。DTM 法计算分区编号与附图 2 中废弃地分区编号对应。

d） 工程量计算图表编制参照 16.2.12.2。

16.2.16 附图

图件编制格式要求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总则 9.6.1.1.3 h）的规定。

16.2.16.1 附图 1 ×××矿山生态环境现状图

a） 采用新测地形图（符合相关质量检查与验收标准，下同）作为底图编制。

b） 标明修复区范围及控制点编号，控制点编号为阿拉伯数字，从 1 开始顺时针编排。修复区及各

分区控制点坐标及现状高程应在文本中插表或作为附表。

c） 地理要素——包括行政区界线、地形等高线、边坡等高线、高程点、控制点；地表水系的分布；

重要城镇、村庄、工程设施，重要交通与管线；生态红线；人文景观、地质遗迹、保护区、风

景区、水源地及各类保护设施。

d） 生态环境条件要素——包括地质界线、地层、产状、地质构造、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分布区（点）

等。地质灾害区（点）按 16.2.3.2 规定进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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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现状说明应参照 16.2.3 要求分区简要说明修复区地质概况、土地类型及现状、修复区规模、

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类型及危害。

f） 嵌表。对修复区内存在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含地质灾害）按序号、类型、编号、成因、规模、

特征、危害等列表说明。

g） 嵌图。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在平面图上截取具有体表性的纵向和横向典型现状剖面图。剖面图

应包括高程、地形线、地理标志及地层、构造、产状等地质要素，纵横比例尺宜与平面图一致，

剖面线位置及编号应在平面图上对应标注。

h） 各分区应界线清晰，采用不同色块充填，色块图层应设置在底层。

16.2.16.2 附图 2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设计平面图

a） 采用附图 1 作为底图编制，并对部分地理标志适当删减。

b） 修复分区应与附图 1 分区保持一致，边界范围可根据设计修复后的最终边界进行调整，并可根

据设计需要进一步细分。修复区及各分区控制点坐标及修复后高程应在文本中插表或作为设计

附表。

c） 图上应采用文字标注修复区及各分区设计分部分项工程，内容全面、界线清晰，各（分）区采

用不同的色块，并与图例一致，色块图层应设置在底层。

d） 设计说明。应说明工程修复范围及分区，采取的工程措施，分区说明各区采取的分部分项工程

及设计要求（可结合嵌表）。

e） 嵌表。表头内容包括序号、分区、分项工程名称、项目特征、单位、工程量、备注等。

f） 嵌图（可另附）。包括设计剖面图、设计立面图、施工大样图，为更详细显示工程设计内容和

要求，可放大比例尺（加注）。

1) 剖面图或立面图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全面、准确反映各修复（分）区工程内容与

特征，应包括高程、地形线（修复前后）、工程内容及地层、构造、产状等地质要素，纵

横比例尺宜与平面图一致，剖面线及编号应在平面图上标注并对应一致，图例完整准确。

采空塌陷工程设计剖面图应绘出采空塌陷的形态及“三带”发育范围，标明底板高程、地

下水位线、防治工程布置等。

2) 施工大样图应明确工程结构、材质、规格及安装方式，尺寸标注完整、规范，辅以必要说

明，图例完整准确。

g） 有工程监测要求时，应包括工程监测设计相关内容。工程监测设计图件可根据工程实际另附。

工程监测设计图编制应符合附录 V 规定。

16.2.16.3 附图 3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最终境界图

a） 采用附图 2 作为底图编制，并对部分设计标注及分区等内容予以删除，对修复后境界要素一致

的分区合并采用同一色块，相连的予以合并，注明高程、坡度、面积，废弃地复垦的应注明复

垦后的土地类型，植被恢复区注明绿化区域。

b） 图面内容包括最终境界线、控制点、土地复垦区、绿化区、平台、截排水沟、蓄水池、宣传碑、

道路、保留水塘等及其相应的高程或坡度等。

c） 说明。可根据 16.2.13 简要描述。

16.2.16.4 附图 4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最终效果图

包括全景效果图和分区效果图。效果图可采用生态环境修复最终境界图结合工程设计平面图相关内

容制作，用 3DMAX 建模做鸟瞰效果图。也可用全景和分区照片进行制作，并与原始照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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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7 附件

矿山生态环境调查报告（含地质灾害勘查报告）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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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A.1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和编码

表 A.1 用地分类名称、代码、含义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含义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1 耕地

指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农作物为主，每年种植一

季及以上（含以一年一季以上的耕种方式种植多年

生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

地，休闲地（含轮歇地、休耕地）；以及间有零星

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耕地；包括南方宽度＜1.0

米，北方宽度＜2.0米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

包括直接利用地表耕作层种植的温室、大棚、地膜

等保温、保湿设施用地

0101 水田
指用于种植水稻、莲藕等水生农作物的耕地，包

括实行水生、旱生农作物轮种的耕地

0102 水浇地
指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

溉，种植旱生农作物（含蔬菜）的耕地

0103 旱地
指无灌溉设施,主要靠天然降水种植旱生农作物

的耕地，包括没有灌溉设施，仅靠引洪淤灌的耕地

02 园地

指以种植采集果、叶、根、茎、汁等为主的集约

经营的多年生作物，覆盖度大于 50%或每亩株数大

于合理株数 70%的土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

0201 果园 指种植果树的园地

0202 茶园 指种植茶树的园地

0203 橡胶园 指种植橡胶的园地

0204 其他园地
指种植桑树、可可、咖啡、油棕、胡椒、药材等

其他多年生作物的园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

03 林地

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不包括生长林

木的湿地，城镇、村庄范围内的绿化林木用地，铁

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木，以及河流、沟渠的护

堤林用地

0301 乔木林地 指乔木郁闭度≥0.2 的林地，不包括森林沼泽

0302 竹林地 指生长竹类植物，郁闭度≥0.2 的林地

0303 灌木林地 指灌木覆盖度≥40%的林地，不包括灌丛沼泽

0304 其他林地
指疏林地（树木郁闭度≥0.1、＜0.2 的林地）、

未成林地，以及迹地、苗圃等林地

04 草地

指生长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地，包括乔木郁闭度＜

0.1 的疏林草地、灌木覆盖度＜40％的灌丛草地，

不包括生长草本植物的湿地、盐碱地

0401
天然

牧草地

指以天然草本植物为主，用于放牧或割草的草

地，包括实施禁牧措施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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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用地分类名称、代码、含义（续）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含义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4 草地
0402

人工

牧草地
指人工种植牧草的草地，不包括种植饲草的耕地

0403 其他草地 指表层为土质，不用于放牧的草地

05 湿地

指陆地和水域的交汇处，水位接近或处于地表

面，或有浅层积水，且处于自然状态的土地

0501 森林沼泽
指以乔木植物为优势群落、郁闭度≥0.1 的淡水

沼泽

0502 灌丛沼泽
指以灌木植物为优势群落、覆盖度≥40％的淡水

沼泽

0503 沼泽草地
指以天然草本植物为主的沼泽化的低地草甸、高

寒草甸

0504
其他

沼泽地

指除森林沼泽、灌丛沼泽和沼泽草地外、地表经

常过湿或有薄层积水，生长沼生或部分沼生和部分

湿生、水生或盐生植物的土地，包括草本沼泽、苔

藓沼泽、内陆盐沼等

0505 沿海滩涂
指沿海大潮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潮浸地带，包

括海岛的滩涂，不包括已利用的滩涂

0506 内陆滩涂

指河流、湖泊常水位至洪水位间的滩地，时令河、

湖洪水位以下的滩地，水库正常蓄水位与洪水位间

的滩地，包括海岛的内陆滩地，不包括已利用的滩

地

0507 红树林地 指沿海生长红树植物的土地，包括红树林苗圃

06

农业设

施建设

用地

指对地表耕作层造成破坏的，为农业生产、农村

生活服务的乡村道路用地以及种植设施、畜禽养殖

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0601
乡村道路

用地

指村庄内部道路用地以及对地表耕作层造成破

坏的村道用地

060101 村道用地

指在农村范围内，乡道及乡道以上公路以外，用

于村间、田间交通运输，服务于农村生活生产的对

地表耕作层造成破坏的硬化型道路（含机耕道），

不包括村庄内部道路用地和田间道

060102
村庄内部

道路用地

指村庄内的道路用地，包括其交叉口用地，不包

括穿越村庄的公路

0602
种植设施

建设用地

指对地表耕作层造成破坏的，工厂化作物生产和

为生产服务的看护房、农资农机具存放场所等，以

及与生产直接关联的烘干晾晒、分拣包装、保鲜存

储等设施用地，不包括直接利用地表种植的大棚、

地膜等保温、保湿设施用地

0603

畜禽养殖

设施建设

用地

指对地表耕作层造成破坏的，经营性畜禽养殖生

产及直接关联的圈舍、废弃物处理、检验检疫等设

施用地，不包括屠宰和肉类加工场所用地等

0604

水产养殖

设施建设

用地

指对地表耕作层造成破坏的，工厂化水产养殖生

产及直接关联的硬化养殖池、看护房、粪污处置、

检验检疫等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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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用地分类名称、代码、含义（续）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含义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7
居住

用地

指城乡住宅用地及其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

设施用地

0701
城镇

住宅用地

指用于城镇生活居住功能的各类住宅建筑用地

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070101
一类城镇

住宅用地

指配套设施齐全、环境良好，以三层及以下住宅

为主的住宅建筑用地及其附属道路、附属绿地、停

车场等用地

070102
二类城镇

住宅用地

指配套设施较齐全、环境良好，以四层及以上住

宅为主的住宅建筑用地及其附属道路、附属绿地、

停车场等用地

070103
三类城镇

住宅用地

指配套设施较欠缺、环境较差，以需要加以改造

的简陋住宅为主的住宅建筑用地及其附属道路、附

属绿地、停车场等用地，包括危房、棚户区、临时

住宅等用地

0702

城镇社区

服务设施

用地

指为城镇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包

括社区服务站以及托儿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

活动站、小型综合体育场地、小型超市等用地，以

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等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用地，不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用地

0703
农村

宅基地

指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生活附属设施的

土地，包括住房、附属用房等用地。

070301
一类农村

宅基地
指农村用于建造独户住房的土地

070302
二类农村

宅基地
指农村用于建造集中住房的土地

0704

农村社区

服务设施

用地

指为农村生产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包

括农村社区服务站以及村委会、供销社、兽医站、

农机站、托儿所、文化活动室、小型体育活动场地、

综合礼堂、农村商店及小型超市、农村卫生服务站、

村邮站、宗祠等用地，不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用地

08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用地

指机关团体、科研、文化、教育、体育、卫生、

社会福利等机构和设施的用地，不包括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801
机关团体

用地

指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相关直属机构、派出

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办公及附属设施用地

0802 科研用地 指科研机构及其科研设施用地

0803 文化用地

指图书、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用地

080301
图书与

展览用地

指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公共美术馆、

纪念馆、规划建设展览馆等设施用地

080302
文化活动

用地

指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文化站、工人文化宫、

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综合文化活动

中心、公共剧场等设施用地

0804 教育用地

指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幼儿

园、特殊教育设施等用地，包括为学校配建的独立

地段的学生生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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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用地分类名称、代码、含义（续）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含义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8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用地

0804 教育用地

080401
高等教育

用地

指大学、学院、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

成人高校等高等学校用地，包括军事院校用地

080402
中等职业

教育用地

指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

高中、技工学校等用地，不包括附属于普通中学内

的职业高中用地

080403
中小学

用地

指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

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用地，包括职业初中、

成人中小学、附属于普通中学内的职业高中用地

080404 幼儿园用地 指幼儿园用地

080405
其他教育

用地

指除以上之外的教育用地，包括特殊教育学校、

专门学校（工读学校）用地

0805 体育用地

指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

校、企事业、军队等机构内部专用的体育设施用地

080501
体育场馆

用地

指室内外体育运动用地，包括体育场馆、游泳场

馆、大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全民健身中心等用地

080502
体育训练

用地
指为体育运动专设的训练基地用地

0806
医疗卫生

用地

指医疗、预防、保健、护理、康复、急救、安宁

疗护等用地

080601 医院用地
指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

医院、各类专科医院、护理院等用地

080602
基层医疗卫

生设施用地

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卫生院等用

地，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农村卫生服务站、村

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医务室）等用地

080603
公共卫生

用地

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院、急救中心

（站）、采供血设施等用地

0807
社会福利

用地

指为老年人、儿童及残疾人等提供社会福利和慈

善服务的设施用地

080701
老年人社会

福利用地

指为老年人提供居住、康复、保健等服务的养老

院、敬老院、养护院等机构养老设施用地

080702
儿童社会

福利用地

指为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儿童

群体提供居住、抚养、照护等服务的儿童福利院、

孤儿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等设施用地

080703
残疾人社会

福利用地

指为残疾人提供居住、康复、护养等服务的残疾

人福利院、残疾人康复中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等设施用地

080704
其他社会

福利用地

指除以上之外的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包括救助管

理站等设施用地

09

商业服

务业用

地

指商业、商务金融以及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不

包括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

用地

0901 商业用地

指零售商业、批发市场及餐饮、旅馆及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等服务业用地

090101
零售商业

用地
指商铺、商场、超市、服装及小商品市场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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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用地分类名称、代码、含义（续）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含义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9

商业服

务业用

地

0901 商业用地

090102
批发市场

用地
指以批发功能为主的市场用地

090103 餐饮用地 指饭店、餐厅、酒吧等用地

090104 旅馆用地
指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有住宿功

能的度假村等用地

090105
公用设施营

业网点用地

指零售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电信、邮政、供

水、燃气、供电、供热等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902
商务金融

用地

指金融保险、艺术传媒、研发设计、技术服务、

物流管理中心等综合性办公用地

0903
娱乐康体

用地

指各类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

090301 娱乐用地
指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以及绿

地率小于 65%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

090302 康体用地
指高尔夫练习场、赛马场、溜冰场、跳伞场、摩

托车场、射击场，以及水上运动的陆域部分等用地

0904

其他商业

服务业用

地

指除以上之外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包括以观光娱

乐为目的的直升机停机坪等通用航空、汽车维修站

以及宠物医院、洗车场、洗染店、照相馆、理发美

容店、洗浴场所、废旧物资回收站、机动车、电子

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网点、物流营业网点等用地

10
工矿

用地

指用于工矿业生产的土地

1001 工业用地

指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装备修理、自用库房及

其附属设施用地，包括专用铁路、码头和附属道路、

停车场等用地，不包括采矿用地

100101
一类工业

用地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布局无特殊控制要求的工业用地

100102
二类工业

用地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不可布局于居住区和公共设施集中区内的工业

用地

100103
三类工业

用地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严重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布局有防护、隔离要求的工业用地

1002 采矿用地
指采矿、采石、采砂（沙）场，砖瓦窑等地面生

产用地及排土（石）、尾矿堆放用地

1003 盐田
指用于盐业生产的用地，包括晒盐场所、盐池及

附属设施用地

11
仓储

用地

指物流仓储和战略性物资储备库用地

1101
物流仓储

用地

指国家和省级战略性储备库以外，城、镇、村用

于物资存储、中转、配送等设施用地，包括附属设

施、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110101
一类物流

仓储用地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布局无特殊控制要求的物流仓储用地

110102
二类物流

仓储用地

指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扰、污染和安全隐

患，不可布局于居住区和公共设施集中区内的物流

仓储用地

110103
三类物流

仓储用地

指用于存放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布局有

防护、隔离要求的物流仓储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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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用地分类名称、代码、含义（续）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含义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1
仓储

用地
1102

储备库

用地

指国家和省级的粮食、棉花、石油等战略性储备

库用地

12
交通运

输用地

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码头、管道运输、城

市轨道交通、各种道路以及交通场站等交通运输设

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不包括其他用地内的附属道

路、停车场等用地

1201 铁路用地
指铁路编组站、轨道线路（含城际轨道）等用地，

不包括铁路客货运站等交通场站用地

1202 公路用地

指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用地及附属设施用地，

不包括已纳入城镇集中连片建成区，发挥城镇内部

道路功能的路段，以及公路长途客货运站等交通场

站用地

1203 机场用地
指民用及军民合用的机场用地，包括飞行区、航

站区等用地，不包括净空控制范围内的其他用地

1204
港口码头

用地

指海港和河港的陆域部分，包括用于堆场、货运

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的用地，不包括港口客运码头

等交通场站用地

1205
管道运输

用地

指运输矿石、石油和天然气等地面管道运输用

地，地下管道运输规定的地面控制范围内的用地应

按其地面实际用途归类

1206
城市轨道

交通用地

指独立占地的城市轨道交通地面以上部分的线

路、站点用地

1207
城镇道路

用地

指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专用人行道

和非机动车道等用地，包括其交叉口用地

1208
交通场站

用地

指交通服务设施用地，不包括交通指挥中心、交

通队等行政办公设施用地

120801
对外交通场

站用地

指铁路客货运站、公路长途客运站、港口客运码

头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120802
公共交通场

站用地

指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及附属设施，公共汽

（电）车首末站、停车场（库）、保养场，出租汽

车场站设施等用地，以及轮渡、缆车、索道等的地

面部分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120803
社会停车场

用地

指独立占地的公共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含设有

充电桩的社会停车场），不包括其他建设用地配建

的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

1209
其他交通

设施用地

指除以上之外的交通设施用地，包括教练场等用

地

13
公用设

施用地

指用于城乡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供水、排水、供电、

供燃气、供热、通信、邮政、广播电视、环卫、消

防、干渠、水工等设施用地

1301 供水用地
指取水设施、供水厂、再生水厂、加压泵站、高

位水池等设施用地

1302 排水用地

指雨水泵站、污水泵站、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厂

等设施及其附属的构筑物用地，不包括排水河渠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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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用地分类名称、代码、含义（续）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含义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3
公用设

施用地

1303 供电用地

指变电站、开关站、环网柜等设施用地，不包括

电厂等工业用地。高压走廊下规定的控制范围内的

用地应按其地面实际用途归类

1304
供燃气用

地

指分输站、调压站、门站、供气站、储配站、气

化站、灌瓶站和地面输气管廊等设施用地，不包括

制气厂等工业用地

1305 供热用地
指集中供热厂、换热站、区域能源站、分布式能

源站和地面输热管廊等设施用地

1306 通信用地
指通信铁塔、基站、卫星地球站、海缆登陆站、

电信局、微波站、中继站等设施用地

1307 邮政用地
指邮政中心局、邮政支局（所）、邮件处理中心

等设施用地

1308
广播电视

设施用地

指广播电视的发射、传输和监测设施用地，包括

无线电收信区、发信区以及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

台、差转台、监测站等设施用地

1309 环卫用地

指生活垃圾、医疗垃圾、危险废物处理和处置，

以及垃圾转运、公厕、车辆清洗、环卫车辆停放修

理等设施用地

1310 消防用地 指消防站、消防通信及指挥训练中心等设施用地

1311 干渠

指除农田水利以外，人工修建的从水源地直接引

水或调水，用于工农业生产、生活和水生态调节的

大型渠道

1312
水工设施

用地

指人工修建的闸、坝、堤林路、水电厂房、扬水

站等常水位岸线以上的建（构）筑物用地，包括防

洪堤、防洪枢纽、排洪沟（渠）等设施用地

1313
其他公用

设施用地

指除以上之外的公用设施用地，包括施工、养护、

维修等设施用地

14

绿地与

开敞空

间用地

指城镇、村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公园绿地、防护

绿地、广场等公共开敞空间用地，不包括其他建设

用地中的附属绿地

1401 公园绿地

指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

景观、文教、体育和应急避险等功能，有一定服务

设施的公园和绿地，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

类公园和游园等

1402 防护绿地
指具有卫生、隔离、安全、生态防护功能，游人

不宜进入的绿地

1403 广场用地
指以游憩、健身、纪念、集会和避险等功能为主

的公共活动场地

15
特殊

用地

指军事、外事、宗教、安保、殡葬，以及文物古

迹等具有特殊性质的用地

1501
军事设施

用地
指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用地

1502
使领馆

用地

指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机构办事处及其附属设

施等用地

1503 宗教用地 指宗教活动场所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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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用地分类名称、代码、含义（续）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含义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5
特殊

用地

1504
文物古迹

用地

指具有保护价值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

寺、近现代史迹及纪念建筑等用地，不包括已作其他

用途的文物古迹用地

1505
监教场所

用地

指监狱、看守所、劳改场、戒毒所等用地范围内的

建设用地，不包括公安局等行政办公设施用地

1506 殡葬用地
指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存放处和陵园、墓地等用

地

1507
其他特殊

用地

指除以上之外的特殊建设用地，包括边境口岸和自

然保护地等的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

16
留白用

地

指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村庄范围内暂未明确

规划用途、规划期内不开发或特定条件下开发的用地

17
陆地

水域

指陆域内的河流、湖泊、冰川及常年积雪等天然陆

地水域，以及水库、坑塘水面、沟渠等人工陆地水域

1701 河流水面
指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河流常水位岸线之间的水

面，不包括被堤坝拦截后形成的水库区段水面

1702 湖泊水面 指天然形成的积水区常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1703 水库水面
指人工拦截汇集而成的总设计库容≥10 万立方米

的水库正常蓄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1704 坑塘水面
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蓄水量＜10 万立方米的

坑塘常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

1705 沟渠

指人工修建，南方宽度≥1.0 米、北方宽度≥2.0

米用于引、排、灌的渠道，包括渠槽、渠堤、附属护

路林及小型泵站，不包括干渠

1706
冰川及

常年积雪
指表层被冰雪常年覆盖的土地

18
其他

土地

指上述地类以外的其他类型的土地，包括盐碱地、

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等植被稀少的陆域自然荒

野等土地以及空闲地、田坎、田间道

1801 空闲地
指城、镇、村庄范围内尚未使用的建设用地。空闲

地仅用于国土调查监测工作

1802 田坎
指梯田及梯状坡地耕地中，主要用于拦蓄水和护

坡，南方宽度≥1.0 米、北方宽度≥2.0 米的地坎

1803 田间道

指在农村范围内，用于田间交通运输，为农业生产、

农村生活服务的未对地表耕作层造成破坏的非硬化

道路

1804 盐碱地
指表层盐碱聚集，生长天然耐盐碱植物的土地。不

包括沼泽地和沼泽草地

1805 沙地
指表层为沙覆盖、植被覆盖度≤5%的土地。不包括

滩涂中的沙地

1806 裸土地
指表层为土质，植被覆盖度≤5%的土地。不包括滩

涂中的泥滩

1807
裸岩

石砾地

指表层为岩石或石砾，其覆盖面积≥70%的土地。

不包括滩涂中的石滩

注：本表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资源部 2020 年 11 月）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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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用地分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三大类”对照

表 A.2 用地分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三大类”对照表

序号 三大类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序号 三大类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类型编码 类型名称 类型编码 类型名称

1

农用

地

0101 水田 41

建设

用地

0903 娱乐康体用地

2 0102 水浇地 42 0904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3 0103 旱地 43 1001 工业用地

4 0201 果园 44 1002 采矿用地

5 0202 茶园 45 1003 盐田

6 0203 橡胶园 46 1101 物流仓储用地

7 0204 其他园地 47 1102 储备库用地

8 0301 乔木林地 48 1201 铁路用地

9 0302 竹林地 49 1202 公路用地

10 0507 红树林地 50 1203 机场用地

11 0303 灌木林地 51 1204 港口码头用地

12 0304 其他林地 52 1205 管道运输用地

13 0401 天然牧草地 53 1206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14 0402 人工牧草地 54 1207 城镇道路用地

15 0501 森林沼泽 55 1208 交通场站用地

16 0502 灌丛沼泽 56 120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17 0503 沼泽草地 57 1301 供水用地

18 0504 其他沼泽地 58 1302 排水用地

19 0601 乡村道路用地 59 1303 供电用地

20 0602 种植设施建设用地 60 1304 供燃气用地

21 0603 畜禽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61 1305 供热用地

22 0604 水产养殖设施建设用地 62 1306 通信用地

23 1703 水库水面 63 1307 邮政用地

24 1704 坑塘水面 64 1308 广播电视设施用地

25 1705 沟渠 65 1309 环卫用地

26 2302 田坎 66 1310 消防用地

27 2303 田间道 67 1311 干渠

28

建设

用地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68 1312 水工设施用地

29 0702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69 1313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30 0703 农村宅基地 70 1401 公园绿地

31 0704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71 1402 防护绿地

32 0801 机关团体用地 72 1403 广场用地

33 0802 科研用地 73 1501 军事设施用地

34 0803 文化用地 74 1502 使领馆用地

35 0804 教育用地 75 1503 宗教用地

36 0805 体育用地 76 1504 文物古迹用地

37 0806 医疗卫生用地 77 1505 监教场所用地

38 0807 社会福利用地 78 1506 殡葬用地

39 0901 商业用地 79 1507 其他特殊用地

40 0902 商务金融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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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用地分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三大类”对照表（续）

序号 三大类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序号 三大类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类型编码 类型名称 类型编码 类型名称

80

未利

用地

0403 其他草地 86

未利

用地

2301 空闲地

81 0505 沿海滩涂 87 2304 盐碱地

82 0506 内陆滩涂 88 2305 沙地

83 1701 河流水面 89 2306 裸土地

84 1702 湖泊水面 90 2307 裸岩石砾地

85 1706 冰川及常年积雪 91 留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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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编制提纲

B.1 勘查方案设计编制提纲

B.1.1 前言

地质灾害近期变形及危害情况、勘查目标任务、前人研究程度、执行的技术标准、勘查范围、地质

灾害防治工程等级。

B.1.2 自然地理条件

勘查区位置与交通状况、气象、水文、社会经济概况。

B.1.3 地质环境概况

勘查区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地震、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不良地质现象、破坏地质环

境的矿山开采等人类工程活动。

B.1.4 地质灾害基本特征及稳定性初步评判

地质灾害形态特征、边界条件、物质组成、近期变形特征、发育阶段、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破坏

模式及其及稳定性初步评判。

B.1.5 勘查工作部署

勘查手段、勘查工作比例尺、地质测绘及勘探点密度、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定位测量的布置，工

程地质测绘、控制剖面的布置，物探、钻探、槽探、井探、洞探等勘探工作的布置，水文地质试验、岩

土现场试验、岩土水样采集及试验的布置，监测工作布置，工作量（配有实物工作量表、勘探工作布置

平面图和代表性剖面图）。

B.1.6 勘查技术要求

勘查方法、技术要求及精度。

B.1.7 勘查进度计划

勘查工作的时间安排及勘查总工期（用横道图表示）。

B.1.8 勘查保障措施

人员组织、仪器、设备、材料、资金配置，质量保证措施、安全保障措施、进度保障措施、环境保

护措施。

B.1.9 勘查经费预算

勘查工作费用预算及执行的定额标准。

B.1.10 勘查预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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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报告及各种附图附表；实物标本（岩芯）、影像及成果数字化光盘；野外工作验收报告以及相

关附件。

B.2 补充勘查设计编制提纲

补充勘查设计应按照勘查设计要求编制，说明补充勘查的原因。已有勘查方案的可不再对“勘查区

自然地理条件、勘查区地质环境概况、地质灾害基本特征”进行编制

B.3 应急抢险勘查设计编制提纲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应急抢险勘查设计可采用勘查设计实物工作量表和勘探工作布置平面图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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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地质灾害地球物理勘探方法选择与应用

C.1 滑坡地球物理勘探方法选择与应用

滑坡地球物理勘探方法选择目的、适用条件及经济技术特点可参照表 C.1。

表 C.1 滑坡地球物理勘探方法选择与应用

方法名称 目的 适用条件 经济技术特点

直流

电法

自然电

位法

1. 探测滑坡体中地下水赋存状况及流向；

2. 分析滑坡的活动性；

3. 探测隐伏断层、破碎带位置。

1. 受地形、环境影响；

2. 地下水位埋深较浅

方法简便、资料直观。成

本低、效率高。

充电法

1. 探测滑坡体地下水流速、流向；

2. 监测滑坡体位移；

3. 探测滑坡体的平面分布。

受地形、环境影响较小
方法简便，适用于详查。

成本低。

电阻率

剖面法

1. 探测隐伏断层、破碎带的位置；

2. 探测隐伏地下洞穴的位置、埋深，判断

充填状况；

3. 探测拉张裂缝的位置、充填状况

地形起伏小，要求场地

宽敞

资料简单、直观，工作效

率高，以定性解释为主。

成本低。

电阻率

测深法

1. 测定覆盖层厚度，确定基岩面形态；

2. 划分基岩风化带，确定其厚度；

3. 探测滑坡体岩性结构、岩性接触关系；

4. 测定滑坡堆积体厚度，确定堆积床形

态；

5. 探测隐伏断层、破碎带的位置及地下水

的赋存情况。

1. 地形无剧烈变化；

2. 电性变化大且地层

倾角较陡地区不宜工作

方法简单、成熟，较普及；

资料直观，定性定量解释

方法均较成熟。成本较

低。不同装置可适用于不

同的场地条件。

高密度

电阻率

法

1. 探测隐伏断层、破碎带位置、产状、性

质；

2. 探测后缘拉张裂缝、前缘鼓胀裂缝位

置、产状及充填状况；

3. 测定覆盖层厚度，确定基岩面形态；

4. 划分基岩风化带，确定其厚度；

5. 探测滑坡体地层结构，岩性接触关系；

6. 测定滑坡堆积体厚度，确定堆积床形态

1. 地形无剧烈变化，要

求有一定的场地条件；

2. 勘探深度一般小于

150 m。

兼具剖面、测深功能，装

置形式多样。分辩率相对

较高，质量可靠，资料可

为二维或三维结果，信息

丰富，便于整体分析。定

量解释能力强。成本较

高。

频率

域电

磁法

音频大

地电磁

法

1. 探测隐伏断层、破碎带位置；

2. 探测拉张裂缝位置；

3. 探测滑坡体与基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

1. 受地形场地限制小；

2. 天然场变化影响较

大时不宜工作；

3. 输电线、变压器、无

线电台，大型厂矿企业

附近不宜工作。

仪器轻便，方法简单，适

合地形复杂区工作，资料

直观，以定性解释为主。

适于初勘工作。成本低。

电磁感

应法

1. 探测隐伏断层，破碎带位置；

2. 探测拉张裂缝位置；

3. 探测滑坡体与基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

1. 地形相对平坦；2.

强游散电流干扰区不宜

工作

对低阻体较灵敏，方法组

合较多，可针对不同地质

体采用不同方式探测，资

料结果较复杂，以定性解

释为主。成本低。

甚低频

电磁法

1. 探测隐伏断层、破碎带位置；

2. 探测拉张裂缝位置；

3. 探测滑坡体与基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

4. 探测岩溶发育带、暗河。

1. 有效勘探深度较小，

一般不大于 50 m～60 m；

2. 受电力传输线干扰

易形成假异常；

3.受地形影响大，易形

成假异常。

被动源电磁法，较轻便，

受地形限制较小，以定性

解释为主。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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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滑坡地球物理勘探方法选择与应用（续）

方法名称 目的 适用条件 经济技术特点

频率

域电

磁法

电磁测

深法

1. 探测隐伏断层、破碎带位置、产状；

2. 探测滑坡体地层结构、岩性接触关系；

3. 测定滑坡堆积体厚度，堆积床形态

1. 适合于地表岩性较

均匀地区；2. 电网密

集、游散电流干扰地区

不宜工作

工作简便，分辨率较高，

受地形限制小，但受静态

影响大。成本适中，探测

深度大。

时间

域电

磁法

瞬变电

磁法

1. 探测隐伏断层及破碎带位置、产状；

2. 测定覆盖层厚度，确定基岩面形态；

3. 划分基岩风化带，确定其厚度；

4. 探测滑坡体地层结构，岩性接触关系；

5. 探测滑坡堆积体厚度，确定堆积床形态

1. 受地形影响小；2.

电网密集、游散电流区

不宜工作；3.浅部存在

盲区，不适宜 10 m 以浅

的探测。

浅部有一定深度的盲区，

静态影响和地形影响较

小，对低阻体反映灵敏。

工作方式灵活多样，成本

适中

探地

雷达

1. 探测隐伏断层的位置、产状；

2. 探测拉张裂缝的位置、产状；

3. 探测覆盖层厚度，确定基岩面形态；

4. 划分基岩风化带，确定其厚度；

5. 测定滑动面的埋深，确定滑动面形态；

6. 探测滑坡体地层结构、岩性接触关系；

7. 探测滑坡体堆积体厚度

1. 对地形起伏、场地条

件均有有一定的要求；

2. 勘探深度较小，受浅

层地表富水性影响较

大，最大深度 30 m。

具有较高的分辨率，适用

范围广，成本较高

弹性

波法

浅层地

震反射

波法

1. 探测隐伏断层的位置、产状；

2. 测定覆盖层厚度，确定基岩面形态；

3. 测定滑动面的埋深，确定滑动面形态；

4. 探测滑坡体地层结构、岩性接触关系；

5. 探测滑坡堆积体厚度，确定堆积床形态

1. 人工噪音大的地区

施工难度大；2. 要求一

定范围的施工场地

对地层结构、空间位置反

映清晰，分辨率高，精度

高，成本高

瑞雷

波法

1. 测定覆盖层厚度，确定基岩面形态；

2. 探测滑坡堆积体厚度，确定堆积床形态

1. 受地形、场地条件限

制较小；2. 勘探深度较

小，一般在 30 m～50 m

左右。

适合复杂地形条件，特别

对浅部精细结构反映清

晰，分辨率高、工作效率

高，资料直观，成本适中

声波法

1. 探测隐伏裂缝的延深、产状；

2. 测定堆积体和岩石完整程度；

3. 探测破碎带、裂缝带、较弱带的位置、

厚度；

4. 检测防治工程质量

1. 钻孔测试需在下井

管之前进行；2. 干孔测

试需要特殊的耦合方

式；3. 可对岩芯（样）

进行测定。

测试工作技术简单，资料

分析直观，效率高，效果

明显，可获得动力学参

数，成本适中

层析

成像

电阻率

层析成

像

1. 探明滑坡体地层结构，确定地层厚度、

产状等；

2. 探明隐伏断层、破碎带的位置、产状；

3. 探明拉张裂缝的位置、产状

1. 充水（液）孔或孔内

打孔 PVC 套管；2. 井-

井探测有效距离小于

120 m；3. 剖面与孔深

比一般要求小于 1。

属近源探测，准确性较

高，适合对重点部位地质

要素的详细了解，资料结

果比较直观、精确。成本

较高

电磁波

层析成

像

1. 探明滑坡体地层结构，确定地层厚度、

产状等；

2. 探明隐伏断层，破碎带的位置、产状；

3. 探明拉张裂缝的位置、产状

1. 孔内PVC套管；2. 井

-井探测有效距离一般

在 30 m 以内；3. 剖面

与孔深比一般要求小于

1。

适合对重点部位地质要

素的勘探，资料准确、直

观。成本较高

地震层

析成像

1. 探明滑坡体的地层结构，确定地层厚

度、产状；

2. 探明隐伏断层的位置、产状；

3. 探明拉张裂缝的位置、产状

1. 钻孔的激发、接收条

件应一致；2. 可在井管

孔中施工；3. 井-井探

测距离小于 120 m；4.

剖面与孔深比一般要求

小于 1

适合对重点地质要素的

了解，资料准确、直观。

成本较高

声波层

析成像

1. 探明拉张裂缝的位置、产状；

2. 探明滑动带及滑动面的形态、埋深

1. 受发射能量限制，井

—井跨距一般较小，最

大约 30 m～50 m。2. 剖

面与孔深比一般要求小

于 1

为无损检测工作，孔内工

作激发比较简单，可测声

波参数多，信息量大。成

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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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采空塌陷地球物理勘探方法选择与应用

采空塌陷地球物理勘探方法、成果形式、适用条件、有效深度、干扰因素等可参照表 C.2。

表 C.2 采空塌陷地球物理勘探方法选择及应用

勘探方法 成果形式 适用条件 有效深度/m 干扰因素

地面

地球

物理

勘探

电法

高密度

电阻率法
平、剖面

地层上方没有极高阻或极低阻

的屏蔽层，地形平缓，覆盖层薄，

需要有一定的场地条件。

≤150

高压电线、

地下管线、游

散电流、电磁

干扰

电剖面法 平、剖面

被测岩层有足够厚度，岩层倾角

小于 20°；相邻层电性差异显著，

水平方向电性稳定；地形平缓

≤200

充电法 平面
充电体相对围岩为良导体且相

对均匀，有一定规模，且埋深不大。
≤200

电磁法

瞬变电磁法 平、剖面

被测目标具有一定的规模，且相

对围岩介质具有较明显的电性差

异，对低阻反映灵敏度高于高阻。

10～600

（可控源）音

频大地电磁

法

平、剖面

被测目标有足够厚度（大于 50

米）及显著的电性差异，电磁噪音

比较平静，地形开阔、起伏平缓

100～1000

探地雷达 剖面

场地较为平整，被测目标与周围

介质有一定的电性差异，且埋深不

大或基岩裸露区

≤30 m 等效

钻孔深度

极 低 阻 屏

蔽层、地下水

位浅、较浅的

电磁场源

地震法

折射波法 剖面

适用于被测目标的波速大于上

覆地层波速，有一定的覆盖层，但

不宜过厚。

深部采空塌

陷探测
黄 土 覆 盖

层较厚、古河

道砾石、浅水

面埋深大的

区域

反射波法 剖面
要求地层具有一定波阻抗差异，

采空塌陷面积较大
10～1000

瑞雷波法 平、剖面
覆盖层较薄，采空区埋深浅，地

表平坦、无积水
＜50

地震映像 剖面 覆盖层较薄，采空区埋深浅 ≤150

重力法 微重力勘探 平面、剖面 地形较平坦 ≤100 地形、地物

放射法 放射性勘探 平、剖面 探测对象要具有放射性 ——

井内

(间)

地球

物理

勘探

井地 CT层析成像（弹

性波、电阻率、电磁波、

声波）

平、剖面
井况良好、井径合理，激发与接

受配合良好

2/3 等效钻

孔深度

游散电流、

电磁干扰

测井（电、声波、反射

性）
剖面 在无套管、有井液的孔段进行

等效钻孔深

度

井间 CT层析成像（弹

性波、电阻率、电磁波、

声波）

剖面
井况良好、井径合理，激发与接

受配合良好

孔内电视摄像 视频图像 在无套管的干孔和清水钻孔中

进行 井 液 污 浊

干扰
孔内光学成像 柱状

孔内超声波成像 柱状 在无套管、有井液的孔段进行

注：工程物探的质量控制应符合 CJJ 7 或其他适宜的有关物探规范的规定。有效性和有效深度宜经现场试验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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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岩土水平抗力试验

D.1 试验目的

岩土水平抗力试验用于确定岩土体水平抗力系数及水平承载力。

D.2 试样制备

D.2.1 试验宜在竖井、试坑或平洞内，选择有地质代表性的试段进行。

D.2.2 试点受力方向应与岩土体实际受力方向一致。

D.2.3 对于岩体，承压板面积不宜小于 0.07 m2；对于土体，承压板面积不宜小于 0.25 m2。

D.2.4 试点边缘至井（洞）壁的距离应大于承压板直径或边长的 3 倍，至临空面的距离应大于承压板

直径或边长的 4 倍。

D.2.5 承压面应采用人工方法凿平，起伏差应小于承压板直径的 5‰。

D.2.6 试验前应对试点进行地质描述。

D.3 试验设备及安装

D.3.1 宜采用圆形刚性承压板，承压板厚度不宜小于 500 mm（对于破碎岩土体，承压板厚度可适当降

低，但不宜小于 300 mm），当刚度不足时，可采用叠置垫板等方式提高承压板刚度。

D.3.2 水平推力加载装置宜采用油压千斤顶，加载能力应为预估最大试验荷载的 1.2 倍。

D.3.3 水平推力的反力可由井壁岩土体提供，如果预估反力不足应采取浇注混凝土后座进行处理。

D.3.4 荷载量测宜采用并联于千斤顶油路的压力表或压力传感器测定油压，根据千斤顶率定曲线换算

荷载，或采用应力环、应变式荷重传感器直接测定。传感器的测量误差不应大于 1%，压力表精度应优

于或等于 0.4 级。试验用千斤顶油泵、油管的容许压力应分别大于最大加载压力的 1.2 倍。当采用多台

千斤顶同时加载时，应采用并联方式，以确保千斤顶出力一致。

D.3.5 岩土体的水平位移量测宜采用电测位计或大量程百分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量误差不应大于 1%，分辨率为 0.01 mm。

b） 位移测试仪表应对称安置于承压板上，板外岩土体上宜布置测表。

c） 基准梁应具有一定的刚度，梁的一端应固定在基准桩上，另一端应简支或自由。

d） 固定和支撑位移计（百分表）的夹具及基准梁应确保不受气温、振动、试验变形及其他外界因

素的影响。

D.3.6 加压及传力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清洗岩体试点表面，铺垫一层水泥浆，放置承压板并挤出多余水泥浆。

b） 清除土体表面突起的颗粒，凹坑用细砂填平。

c） 在承压板上依次安装千斤顶、钢垫板、传力柱，后座。

d） 施加接触压力，使整个系统紧密接触。

e） 承压板、千斤顶、传力柱等部件的中心在同一轴线上，轴线应水平，垂直于承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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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试验步骤

D.4.1 对于破碎岩、软弱岩以及遇水软化、遇水膨胀等特殊岩类或土层，应进行预压，预压值为最大

试验压力值的 5%。

D.4.2 加压前测表初始读数应充分稳定，每隔 10 min读数一次，直至所有测表连续三次读数不变。

D.4.3 荷载的级差应由大到小递减，先预估极限荷载 maxP ，荷载小于 0.50 maxP 时，级差为 0.100 maxP 。

荷载为 0.50～0.75 maxP 时，级差为 0.050 maxP ；荷载大于 0.75 maxP 时，级差为 0.025 maxP 。

D.4.4 加载应采用变形控制。每级压力加压后应立即读数，以后每隔 10 min读数一次，当各测表相邻

两次读数差与同级压力下第一次读数和前一级压力下最后一次读数差之比小于 5%时，方可施加或退至

下一级压力。

D.4.5 当压力与变形关系曲线不再呈直线或承压板周围岩土面出现裂缝时，应减小荷载级差。

D.4.6 试验采用逐级连续加载，直至试点破坏。

D.4.7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终止加载：

a） 某级压力下，承压板上和板外测表的读数不断变化，且在一定时间间隔内这种变化有不断增大

的趋势，可认为岩土体已破坏。

b） 压力表读数显示荷载加不上或勉强加上但很快降下来，可认为岩土体已破坏。

c） 承压板周围岩土表面出现明显隆起或裂缝持续发展，认为岩土体已破坏。

d） 当设备出力不够，岩土体未能达到破坏，但压力已达到工程设计压力 2 倍。

D.4.8 加载结束后分 3～5级卸载，每级卸载后应立即测读变形，卸载完成后应每隔 10 min测读一次，

当连续 3次读数不变，可终止试验。

D.4.9 试验结束后，应描述裂缝发生及发展情况。

D.5 试验数据计算与整理

D.5.1 作用于试验点上的单位压力应按公式（D.1）计算：

A
QP  （D.1）

式中：

P——作用于试点上的单位压力（MPa）；

Q——作用于试点上的法向荷载（MN）；

A——试点承压板面积（m
2
）。

D.5.2 岩土体变形值应采用承压板上有效测表的平均变形值，应绘制压力 P与变形w关系曲线，必要

时应绘制 tw lg 关系曲线及承压板外岩土体 wP  关系曲线。各特征点的压力值应根据承压板 tw lg

关系曲线，结合 tw lg 关系曲线和板外岩土体 tw lg 关系曲线确定。

D.5.3 岩土体水平变形模量根据公式（D.2）计算：

0

02
0

)(
)1(

4 ww
DppE




 
（D.2）

式中：

0E ——变形模量（MPa）；

D——承压板直径（m）；

p—— wP  关系曲线直线段终点对应的压力（MPa）；

0p —— wP  关系曲线直线段起点对应的压力（MPa）；

w—— wP  关系曲线直线段终点对应的岩土变形（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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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w —— wP  关系曲线直线段起点对应的岩土变形（m）；

 ——岩土体的泊松比。

D.5.4 岩土体试验的水平弹性抗力系数应根据公式（D.3）计算：

0

0

ww
ppK




 （D.3）

式中：

K——岩土体试验水平弹性抗力系数（MN/m3）；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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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地基系数与地基土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E.1 地基系数

E.1.1 地基系数可以由旁压试验或大型实体堆桩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按表E.1、表E.2 取值。

表 E.1 较完整岩层单轴极限抗压强度、侧向容许应力和地基系数对应值

顺号
抗压强度/kPa 地基系数 K /（kN/m

3
）

单轴极限值 侧向容许值［ ] 竖直方向 0K 水平方向 K
1 10 000 1 500～2 000 100 000～200 000 60 000～160 000

2 15 000 2 000～3 000 250 000 150 000～200 000

3 20 000 3 000～4 000 300 000 180 000～240 000

4 30 000 4 000～6 000 400 000 240 000～320 000

5 40 000 6 000～8 000 600 000 360 000～480 000

6 50 000 7 500～10 000 800 000 480 000～640 000

7 60 000 9 000～12 000 1 200 000 720 000～960 000

8 80 000 12 000～16 000 1 500 000～2 500 000 900 000～2 000 000

注： K =0.6～0.8 0K 。

表 E.2 岩质地层物理力学指标和水平地基系数 K

地层种类
内摩擦角

°

弹性模量 0E
kPa

泊松比  水平地基系数 K
kN/m

3

剪切应力

kPa

细粒花岗岩、正长岩

80以上

5 430～6 900 0.25～0.30 2.0×10
6
～2.5×10

6

1 500 以上
辉绿岩、玢岩 6 700～7 870 0.28 2.5×10

6

中粒花岗岩 5 430～6 500
0.25 1.8×10

6
～2.0×10

6

粗粒正长岩、坚硬白云岩 6 560～7 000

坚硬石灰岩

80

4 400～10 000

0.25～0.30 1.2×10
6
～2.0×10

6
1 500坚硬砂岩、大理岩 4 660～5 430

粗粒花岗岩、花岗片麻岩 5 430～6 000

较坚硬石灰岩

75～80

4 400～9 000

0.25～0.30 0.8×10
6
～1.2×10

6
1 200～1 400较坚硬砂岩 4 460～5 000

不坚硬花岗岩 5 430～6 000

坚硬页岩

70～75

2 000～5 500 0.15～0.30

0.4×10
6
～0.8×10

6
700～1 200普通石灰岩 4 400～8 000 0.25～0.30

普通砂岩 4 600～5 000 025～0.30

坚硬泥灰岩

70

800～1 200 0.29～0.38

0.3×10
6
～0.4×10

6
500～700

较坚硬页岩 1 980～3 600 0.25～0.30

不坚硬石灰岩 4 400～6 000 0.25～0.30

不坚硬砂岩 1 000～2 780 0.25～0.30

较坚硬泥灰岩

65

700～900 0.29～0.38

0.2×10
6
～0.3×10

6
300～500普通页岩 1 900～3 000 0.15～0.20

软石灰岩 4 400～5 00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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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岩质地层物理力学指标和水平地基系数 K（续）

地层种类
内摩擦角
/（°）

弹性模量 0E
/kPa

泊松比  水平地基系数

K /（kN/m
3
）

剪切应力

/kPa

不坚硬泥灰岩

45

30～500 0.29～0.38

0.06×10
6
～0.12×10

6
150～300

硬化黏土 10～300 0.30～0.37

软片岩 500～700 0.15～0.18

硬煤 50～300 0.30～0.40

密实黏土

30～45

10～300 0.30～0.37

0.03×10
6
～0.06×10

6
100～150

普通煤 50～300 0.30～0.40

胶结卵石 50～100

掺石土 50～100

E.1.2 随深度增加的土质地基系数可参照表E.3。

表 E.3 随深度增加的土质地基系数

序号 土的名称 竖直方向 kPa/m
2

水平方向 kPa/m
2

1 0.75＜ LI ＜1.0 的软塑黏土及粉质黏土；淤泥 1 000～2 000 500～1 400

2 0.5＜ LI ＜0.75 的软塑粉质黏土及黏土； 2 000～4 000 1 000～2 800

3 硬塑粉质黏土及黏土；细砂和中砂 4 000～6 000 2 000～4 200

4 坚硬的粉质黏土及黏土；粗砂 6 000～10 000 3 000～7 000

5 砾砂；碎石土、卵石土 10 000～20 000 5 000～14 000

6 密实的大漂石 80 000～120 000 40 000～84 000

注 1： LI 为土的的液性指数，其土质竖直、水平方向地基系数值，相应于桩顶位移 0.6 cm～1.0 cm。

注 2：有可靠资料和经验时，可不受本表限制。

E.2 地基土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m

地基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m由试验确定，无试验数据时可参照表 E.4。

表 E.4 地基土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m

序号 地基土类别
比例系数m
/（MN/m

4
）

相应单桩在地面

处水平位移/mm

1 淤泥、饱和湿陷性黄土 2.5～6 6～12

2
流塑（ LI ＞1））、软塑（0.75＜ LI ≤1）状黏性土， e＞

0.9 粉土，松散粉细砂，松散、稍密填土
6～14 4～8

3
可塑（0.25＜ LI ≤0.75）状黏性土， e =0.75～0.9 粉土，

湿陷性黄土，中密填土，稍密细砂
14～35 3～6

4
硬塑（0＜ LI ≤0.25）、坚硬（ LI ≤0）状黏性土，湿陷性

黄土， e＜0.75 粉土，中密中粗砂，密实老填土
35～100 2～5

5 中密、密实的砂砾，碎石类土 100～300 1.5～3

注 1：当桩顶水平位移大于表列数值或当灌注桩配筋率较高（≥0.65%）时， m值应适当降低。

注 2：当水平荷载为长期或经常出现的荷载时，应将表列数值乘以 0.4，降低采用。

注 3： LI ——液性指数； e——孔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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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地质灾害稳定性评价计算

F.1 滑坡稳定性评价和推力计算

F.1.1 圆弧形滑动面（堆积层包括土质）

图 F.1 瑞典条分法（圆弧型滑助面）（堆积层滑坡计算模型之一）

a） 滑坡稳定性计算








])cos(sin[

}tan])sin(cos{[

Diiii

iiiDiWiiii
f TAW

LcRNAW
K




（F.1）

其中，孔隙水压力 iiWiWWi LhN  cos ，即近似等于浸润面以下土体的面积 iiWi Lh cos 乘以水的容

重 W （kN/m
3
）；

渗透压力产生的平行滑面分力 DiT ：

)cos(sin iiiiWDi NT   （F.2）

渗透压力产生的垂直滑面分力
Di

R ：

)sin(sin iiiiWDi NR   （F.3）

式中：

iW ——第 i条块的重量（kN/m）；

ic ——第 i条块黏聚力（kPa）；

i ——第 i条块内摩擦角（°）；

iL ——第 i条块滑面长度（m）；

i ——第 i条块滑面倾角（°）；

i ——第 i条块地下水流向（°）；

A——地震水平加速度，可按 GB 50011 相关规定确定；

fK ——边坡稳定性系数。

若假定有效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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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Ui WrN cos)1(  （F.4）

其中， Ur 是孔隙压力比，可表示为：

2S
S










V
V

U （F.5）

式中：

V ——滑体总体积；

V ——滑体水下体积；

S——滑体总面积；

S ——滑体水下面积；

 ——水的容重；

 ——滑体的容重。

简化公式：








])cos(sin[
tan}]sincos)1[({

iDiii

iiiDiiiUi
f TAW

LcRArW
K




（F.6）

b） 滑坡推力计算公式

对剪切而言：

)cos()( iifss TKKH   （F.7）

对弯矩而言：

)cos(/)( iisfsm TKKKH   （F.8）

式中：

sH 、 mH ——推力（kN）；

sK ——设计安全系数；

iT ——条块重量在滑面切线方向的分力（kN）。

F.1.2 折线形滑动面（堆积层包括土质）

图 F.2 传递系数法（折线型滑动面）（堆积层滑坡计算模型之二）

a） 滑坡稳定性计算



DB32/T 4077.2-2021

241



 



















 1

1

1

1

1

1

1

1

}])cos(sin{[

))tan))sincos)1(((((

n

i

n

j
njDiiii

n

i

n

j
njiiiDiiiUi

f

TTAW

RLcRArw
K




（F.9）

式中：

nnnDnnnUnn LcRArWR   tan}]sincos)1[({

Dnnnnn TAWT  )]cos(sin[ 

121

1

1





 niii

n

j
j  。

j ——第 i块段的剩余下滑力传递至第 1i 块段时的传递系数（ ij  ）。

111 tan)sin()cos(   iiiiij  （F.10）

其余注释同上。

b） 滑坡推力

iisii RTKPP   1 （F.11）

式中：

iP——第 i条块的推力（kN/m）；

1iP ——第 i条的剩余下滑力（kN/m）。

下滑力 iT ：

)cos(sin)cos(sin iiiWiiii i
NAWT   （F.12）

抗滑力 iR ：

iiiiiiWWiiii LcNNAWR
ii

 tan)sin(sin)sin(cos  （F.13）

传递系数：

iiiii  tan)sin()cos( 11   （F.14）

孔隙水压力
iWN ：

iiiWWW hhN
i

 cos （F.15）

即近似等于浸润面以下土体的面积 iiiW hh cos 乘以水的容重 W 。

渗透压力平行滑面的分力 DiT ：

)cos(sin iiiWDi i
NT   （F.16）

渗透压力垂直滑面的分力：

)sin(sin iiiWDi i
NR   （F.17）

当采用孔隙压力比时，抗滑力 iR 可采用如下公式：

iiiiiWWiiUii LcLhArWR   tan}]sincos)1[({ （F.18）

式中：

U ——孔隙压力比。

其他符号含义同上。

F.1.3 直线形滑动面（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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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3 极限平衡法（岩质滑坡计算模型）




cos)cos(sin
tan]sin)sin(cos[

VAW
cLUVAWK f 


 （F.19）

其中

后缘裂缝静水压力V ： 2

2
1 HV W （F.20）

沿滑面扬压力 U： LHU W2
1

 （F.21）

其余注释同上。

F.2 崩塌稳定性评价计算

F.2.1 危岩稳定性计算

F.2.1.1 后缘有陡倾裂隙的滑移式危岩稳定性可按公式（F.22）计算（图 F.4）：

图 F.4 后缘有陡倾裂隙的滑移式危岩稳定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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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sin)(
tan]sin)(cos)[(

VQG
cLUVQQGF

hV

hV




 （F.22）

2

2
1

wwhV  （F.23）

LhU Ww2
1

 （F.24）

式中：

V ——后缘陡倾裂隙水压力（kN/m）；

wh ——后缘陡倾裂隙充水高度（m），现状工况根据调查资料确定，暴雨工况根据汇水面积、裂隙

蓄水能力和降雨情况确定，当汇水面积和裂隙蓄水能力较大时，不应小于裂隙高度的 1/3；

U ——滑面水压力（kN/m），滑面受基座岩体强度控制时，取 0；

L——滑面长度（m）；

c——滑面黏聚力（kPa），当充当滑面的裂隙未贯通时取贯通段和未贯通段黏聚力按长度加权的

加权平均值，未贯通段黏聚力取岩体黏聚力，滑面受基座岩体强度控制时，取岩体黏聚力；

——滑面内摩擦角（°），当充当滑面的裂隙未贯通时取滑面平均内摩擦系数的正切，滑面平均

内摩擦系数取贯通段和未贯通段内摩擦系数按长度加权的加权平均值，未贯通段内摩擦系数

取岩体内摩擦系数，滑面受基座岩体强度控制时，取岩体内摩擦角；

 ——滑面倾角（°）；

hQ 、 VQ ——水平地震荷载和垂直地震荷载，按第 8.11.2.5 条计算；

G——危岩的重量（含地面荷载）（kN/m）。

F.2.1.2 后缘无陡倾裂隙的滑移式危岩稳定性可按公式（F.25）计算（图 F.5）：

图 F.5 后缘无陡倾裂隙的滑移式危岩稳定性计算




cossin)(
tan]sincos)[(

hV

hV

QG
cLVQQGF




 （F.25）

式中：

V ——充当滑面的裂隙贯通段水压力（kN/m）；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F.2.1.3 坠落式危岩折断坠落稳定性可按公式（F.26）计算（图 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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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6 坠落式危岩折断坠落稳定性计算

)](32[])[(6
)(

00

2

hHhVbQaQG
hHF

whV

t







（F.26）

式中：

0a 、 0b ——块体重心与后缘铅垂面中点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m）；

t ——岩体抗拉强度（kPa）。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F.2.1.4 坠落式危岩下切坠落稳定性可按公式（F.27）计算（图 F.7）：

图 F.7 坠落式危岩下切坠落稳定性计算

VG
chHF





)(

（F.27）

式中：

c——危岩黏聚力（kPa）；

H ——后缘裂隙上端到未贯通段下端的垂直距离（即危岩悬臂高度）（m）；

h——后缘裂隙深度（m）。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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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1.5 当危岩重心位于危岩底面中点内侧时，倾倒式危岩底部折断倾倒稳定性可按公式（F.28）计

算（图 F.8）：

图 F.8 倾倒式危岩底部折断倾倒稳定性计算

wVh

t

VheQhQ
GebF

2)(6
6

0

2







（F.28）

当危岩重心位于危岩底面中点外侧时，倾倒式危岩底部折断倾倒稳定性可按公式（F.29）计算：

wVh

t

VheQGhQ
bF

2])([6 0

2





（F.29）

式中：

e——块体重心到块体底面中点的水平距离（即块体重心偏心距）（m）；

0h ——块体重心到块体底面中点的竖直距离（即块体重心高度）（m）。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当块体的截面宽度变化较大时，应将若干截面宽度变化较大处的截面视为可能的块体底面计算稳定

系数。

F.2.1.6 对危岩重心在基座顶面前缘内侧情形，倾倒式危岩后部拉断倾倒稳定性可按公式（F.30）计

算（图 F.9）：

图 F.9 倾倒式危岩后部拉断倾倒稳定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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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1.7 对危岩重心在基座顶面前缘外侧情形，倾倒式危岩后部拉断倾倒稳定性可按公式（F.31）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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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1）

式中：

a——块体重心到基座顶面前缘的水平距离（m）；

 ——后缘陡倾结构面倾角（°）；

0h ——水平地震力作用线到基座顶面前缘的垂直距离（m）；

 ——块体与基座接触面倾角（°）；

b——后缘裂隙延伸段下端到基座顶面前缘的水平距离（块体与基座接触面长度的水平投影）（m）。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F.2.1.8 完全分离的倾倒式危岩倾倒稳定性可按公式（F.30）计算。

F.2.2 崩塌运动学分析方法

F.2.2.1 崩塌运动学分析模型见图 F.10、图 F.11。

图 F.10 危岩崩落分析模型图 F.11 危岩弹跳分析模型

F.2.2.2 危岩最大弹跳高度由公式（F.32）～公式（F.37）确定：

g
VsH i

2
)sin(tan
2

max





 （F.32）

g
Vs i  cossin2

 （F.33）

22 )cos()cos(  tnii eeVV  （F.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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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gtVVV oyoxi  （F.35）

  （F.36）

)cotarctan( 
t

n

e
e

 （F.37）

式中：

maxH ——危岩最大弹跳高度（m）；

s——危岩弹跳最高点距离起跳点的水平距离（m）；

iV  ——危岩碰撞坡面后的反弹速度（m/s）；

iV ——危岩碰撞坡面的入射速度（m/s）；

xV0 ——危岩脱离母岩后沿 x轴的初速度（m/s）；

yV0 ——危岩脱离母岩后沿 y轴的初速度（m/s）；

g——重力加速度（m/s
2
）；

t——危岩系坠落时间（s），由坠落初速度及具体地形按自由落体的公式试算得出；

ne 、 te ——岩块法向回弹系数和切向回弹系数，由表 F.1 确定；

 ——边坡坡角（°）；

 ——危岩运动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

 ——危岩反弹方向与坡面的夹角（°）。

表 F.1 岩块回弹系数

碰撞系数
地面岩性

硬岩 软岩 硬土 普通土 松土

法向回弹系数（ ne ） 0.40 0.35 0.30 0.26 0.22

切向回弹系数（ te ） 0.86 0.84 0.81 0.75 0.65

危岩最大滚动距离由公式（F.38）～公式（F.40）确定（图 F.12）：

图 F.12 危岩滚动计算示意图

)tan(tancos
7.0

2

max
d

it

g
VS

 


 （F.38）

sinitit VeV  （F.39）

r
lr

d tan （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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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tan ——滚动摩擦系数，可由公式（F.40）得出，也可按表 F.2 取经验值；

表 F.2 岩块滚动摩擦系数

坡面特征 滚动摩擦系数 坡面特征 滚动摩擦系数

光滑岩面、混凝土表面 0.30～0.60
密实碎石堆积坡面、硬土坡面、植

被不发育或少量杂草
0.50～0.75

软岩面、强风化硬岩面 0.40～0.60
松散碎石坡面、软土坡面、植被（灌

木丛为主）发育
0.50～0.85

块石堆积坡面 0.55～0.70 软土坡面、植被不发育或少量杂草 0.50～0.85

密实碎石堆积坡面、硬土坡面、植

被（灌木丛为主）发育
0.55～0.85

itV ——危岩碰撞坡面后沿坡面的反弹速度，即初始滚动速度（m/s）；

iV ——危岩碰撞坡面的入射速度（m/s）；

te ——岩块切向回弹系数，由表 F.1 确定；

r ——危岩的半径（m）；

rl ——危岩在坡面的支撑点距离重心在坡面法线方向上的距离（m）；

maxS ——危岩最大滚动距离（m）；

 ——坡角（°）。

F.2.2.3 崩塌落石冲击力计算

危岩崩塌后的最大冲击力（ maxP ）可按公式（F.41）、公式（F.42）计算：

5
3

2
1

5
2

12
2

2
max )(

5
2

)1(3
4
















 nnVemrEP


（F.41）

gtVV yn  0 （F.42）

式中：

maxP ——危岩崩塌后的最大冲击力（N）；

2E ——受冲击体的弹性模量（N/m2）；

2 ——受冲击体的泊松比；

1r ——危岩的半径（m）；

1m ——危岩的质量（kg）；

ne ——危岩法向回弹系数，由表 F.1 确定；

nV ——危岩碰撞坡面的法向入射速度（m/s）；

oyV ——危岩脱离母岩后沿 y 轴的初速度（m/s）；

g——重力加速度（m/s
2
）；

t——危岩系坠落时间（s），由坠落初速度及具体地形按自由落体的公式试算得出。

F.3 采空塌陷稳定性评价计算

F.3.1 煤矿采空区垮落带、断裂带计算方法

F.3.1.1 缓倾斜（0°～35°）及中倾斜（36°～54°）煤层

a） 当煤层顶板覆岩内存在极坚硬岩层，矿层回采后能形成悬顶，而开采空间及跨落岩层本身的空

间只能由碎胀的岩石填满时，垮落带的最大高度可按公式（F.4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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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1( 

K

MHm （F.43）

式中：

M ——煤层开采厚度（m）；

K——垮落岩石的碎胀系数；

 ——煤层的倾角（°）。

b） 当煤层顶板为坚硬、中硬、软弱和极软弱岩层或其互层时，开采空间和垮落岩层本身的空间可

由顶板的下沉和垮落岩石的碎胀来填满，开采单一煤层时垮落带最大高度可按公式（F.44）计

算：

cos)1( 



K

WMHm （F.44）

式中：

W ——垮落过程中顶板的下沉值（mm）；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c） 当煤层顶板为坚硬、中硬、软弱、极软弱岩层或其互层时，厚层煤分层开采的垮落带最大高度

H 可按表 F.3 中的公式计算。

表 F.3 厚层煤层分层开采的垮落带最大高度 mH 计算公式

覆岩岩性（单向抗拉强度及主要岩石名称） 计算公式/m

坚硬（40～80 MPa，石英砂岩、石灰岩、砂质页岩、砾岩） 2.5
16M2.1

M100
m 





H

中硬（20～40 MPa，砂岩、泥质灰岩、砂质页岩、页岩） 2.2
19M4.7

M100
m 





H

软弱（10～20 MPa，泥岩、泥质砂岩） 1.5
32M6.2

M100
m 





H

极软弱（＜10 MPa，铝土岩、风化泥岩、黏土、砂质黏土） 1.2
63M7.0

M100
m 





H

注：M 为累计开采厚度；公式应用范围：单层开采厚度不超过 1.0～3.0 m，累计采厚不超过 15 m，计算

公式中“±”号项为中误差。

d） 当煤层顶板为坚硬、中硬、软弱、极软弱岩层或其互层时，厚层煤层分层开采的导水裂隙带最

大高度（ liH ）可按表 F.4 的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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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4 厚层煤层分层开采的导水裂隙带最大高度 liH 计算公式

岩性 计算公式之一/m 计算公式之二/m

坚硬 8.9
2.0M1.2

M100
li 





H 10M30li  H

中硬 5.6
3.6M1.6

M100
li 





H 10M20li  H

软弱 4.0
5.0M3.1

M100
li 





H 10M10li  H

极软弱 3.0
8.0M5.0

M100
li 





H

F.3.1.2 急倾斜（55°～90°）煤层

当矿层顶板为坚硬、中硬、软弱、极软弱岩层或其互层时，急倾斜矿层开采形成的垮落带和导水裂

隙带最大高度（ mH 、 liH ）可按表 F.5 中的公式计算。

表 F.5 急倾斜煤层开采垮落带和导水裂隙带最大高度计算公式

覆岩岩性 垮落带高度/m 导水裂隙带高度/m

坚硬 lim 0.4～0.5HH 8.4
1334.1h

100Mh
li 


H

中硬、软弱 lim 0.4～0.5HH 7.3
2937.5h

100Mh
li 


H

注 1：式中 h 为开采阶段垂高。

注 2：其他矿层可参考煤层垮落带、断裂带计算方法。

F.3.2 煤矿采空区移动变形计算

F.3.2.1 开采水平及缓倾斜煤层（ ＜15°）时，采用概率积分法进行采空塌陷地表移动变形值预计，

可按公式（F.45）～公式（F.53）计算。

a） 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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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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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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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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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水平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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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y——计算点相对坐标（考虑拐点偏移距）（m）；

D——开采煤层区域；

0 ——开采影响传播角（°）。

F.3.2.2 开采倾斜煤层（15°＜ ＜75°）时，采用概率积分法进行采空塌陷地表移动变形值预计，

按公式（F.54）～公式（F.62）计算。

a） 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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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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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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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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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水平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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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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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等价计算工作面的主要影响半径（m）；

iL ——等价计算工作面各边界的直线段。

F.3.2.3 开采急倾斜煤层（ ＞75°）时，采用概率积分法进行采空塌陷地表移动变形值预计可按公

式（F.63）～公式（F.71）计算。

a） 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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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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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平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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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水平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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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r ——深度为 z处的主要影响半径（m）；

G——开采空间；

q——下沉系数，对于急倾斜煤层为下沉盆地体积与开采煤层体积的比值。

F.3.2.4 采空塌陷地表移动变形最大值预计可按公式（F.72）～公式（F.80）计算。

a） 地表最大下沉值计算：

1) 充分采动：

cos qMWcm （F.72）

2) 非充分采动：

cos nqMW fm （F.73）

式中：

cmW ——充分采动条件下的地表最大下沉值（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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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W ——非充分采动条件下的地表最大下沉值（mm）；

q——充分采动条件下的下沉系数；

M ——煤层法向开采厚度（mm）；

 ——煤层倾角（°）；

n——地表充分采动系数。 31 nnn  ，
0

1
11 H
Dkn  ，

0

3
33 H
Dkn  ， 1n 和 3n 大于 1 时取 1。其中 1k 、

3k 为与覆岩岩性有关的系数，坚硬岩层： 1k 、 3k 为 0.7；中硬岩层： 1k 、 3k 为 0.8；软弱

岩层： 1k 、 3k 为 0.9； 1D 、 3D 为倾向及走向工作面长度（m）； 0H 为工作面平均开采深度

（m）。

b） 地表最大水平移动值计算：

1) 沿煤层走向方向上的最大水平移动值：

cmcm WbU  （F.74）

式中：

cmU ——充分开采的最大水平移动值（mm）；

b——水平移动系数，可由实测资料分析确定，一般取 0.2～0.4。

2) 沿煤层倾斜方向的最大水平移动值：

cmcm WbU  )( （F.75）

或 cmcm WPbU  )7.0( （F.76）

)/(tan 0 hHhP   （F.77）

注：当计算 P ＜0时，取 P =0。

式中：

h——表土层厚度（m）；

)(b ——水平移动系数，随倾角 而变化。

c） 最大倾斜变形值计算：

r
Wi cm

cm  （F.78）

式中：

cmi ——充分开采的最大倾斜变形值（mm/m）；

cmW ——充分采动条件下的地表最大下沉值（mm）；

r ——开采影响主要半径（m），
tan

Hr  。其中，H 为开采深度（m）； tan 为主要影响角正切，

一般为 1.5～2.5。

d） 最大曲率变形值计算：

252.1
r
Wk cm

cm  （F.79）

式中：

cmk ——充分开采的最大曲率变形值（10
-3
/m）；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e） 最大水平变形值计算：

2521
r
Wb. cm

cm  （F.80）

式中：

cm ——充分开采的最大水平变形值（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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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F.3.2.5 地表移动延续时间T值的确定。

a） 根据最大下沉点下沉值与时间关系曲线及下沉速度曲线确定地表移动延续时间T，见图 F.13。

图 F.13 地表移动延续时间的确定方法

1) 下沉 10 mm 时为移动期开始的时间。

2) 连续 6 个月下沉值不超过 30 mm 时，可认为地表移动期结束。

3) 从地表移动期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时间为地表移动的延续时间。

4) 在地表移动过程的延续时间内，地表下沉速度大于每月 50 mm（1.7 mm/d）（矿层倾角小

于 45°），或大于每月 30 mm（1 mm/d）（矿层倾角大于 45°）的时间称为活跃期；从

地表移动期开始到活跃期开始的阶段称为初始期；从活跃期结束到移动期结束的阶段称为

衰退期。地表移动的上述 3个阶段的确定方法见图 F.13。

b） 当无实测资料时，地表移动延续时间T可按公式（F.81）、公式（F.82）确定：

05.2 HT  （当 0H ≤400m 时） （F.81）

)4001(exp1000
0

0 H
HT  （当 0H ＞400m 时） （F.82）

式中：

0H ——平均开采深度（m）；

T——地表移动延续时间（d）。

F.3.2.6 当无实测资料时，概率积分法地表移动变形计算参数可依据岩性、地质、采矿条件等近似确

定。

a） 依据覆岩岩性可按表 F.6 选取松散层移动角值，按表 F.7 近似确定地表移动一般参数。

表 F.6 松散层移动角值

松散层厚度 h/m 干燥，不含水 含水较强 含流砂层

＜40 50 45 30

40～60 55 50 35

＞60 60 5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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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7 按覆岩性质区分的概率积分参数的经验值（ ＜50°）

覆岩

类型

覆岩性质
下沉

系数
q

水平

移动

系数

b

移动角/（°） 边界角/（°） 主要

影响角

正切

tan

拐点偏

移距

HS /0

开采影响

传播角

/ （°）主要岩性

单轴抗

压强度

MPa/
 r  0 0r 0

坚

硬

岩

中生代中硬砂

岩、硬灰岩为主，

其他为砂质页岩、

页岩、辉绿岩

＞60

0.27

～

0.54

0.2

～

0.3

75

～

80

75

～

80


（0.7～

0.8）

60

～

65

60

～

65

0
（0.7～

0.8）

1.20

～

1.91

0.31

～

0.43

90°-

（0.7～

0.8）

较

硬

岩

中生代中硬砂

岩、石灰岩、砂质

页岩为主，其他为

软砾岩、致密泥灰

岩、铁矿石

30～60

0.55

～

0.84

0.2

～

0.3

70

～

75

70

～

75


（0.6～

0.7）

55

～

60

55

～

60

0
（0.6～

0.7）

1.92

～

2.40

0.08

～

0.03

90°-

（0.6～

0.7）

较软

岩～

极软

岩

新生代砂质页

岩、页岩、泥灰岩

及黏土、砂质黏土

等松散层为主

＜30

0.85

～

1.00

0.2

～

0.3

60

～

70

60

～

70


（0.3～

0.5）

50

～

55

50

～

55

0
（0.3～

0.5）

2.41

～

3.54

0.00

～

0.07

90°-

（0.5～

0.6）

b） 依据覆岩综合评价系数 P及地质、开采技术条件来确定地表移动计算参数。

1) 覆岩综合评价系数 P按式 F.83 计算：



 
 n

i

n
j
ii

m

Qm
P

1

1 （F.83）

式中：

im ——覆岩分层法线厚度（m）；
j
iQ ——覆岩第 i分层第 j次采动的岩性评价系数，由表 F.8 查得；当无实测强度值时，初次采动的

岩层评价系数 0
iQ 值可由表 F.9 査得。

表 F.8 分层岩性评价系数表

岩性
单向抗压强度

/MPa
岩性名称

初次采动 重复采动
0
iQ

1
iQ

2
iQ

坚硬岩

≥90
很硬的砂岩、石灰岩和黏土页岩、石英矿脉、很

硬的铁矿石、致密花岗岩、角闪岩、辉绿岩
0.0 0.0 0.1

80

硬的石灰岩、硬砂岩、硬大理石、不硬的花岗岩

0.0 0.1 0.4

70 0.05 0.2 0.5

60 0.1 0.3 0.6

中硬岩

50

较硬的石灰岩、砂岩和大理石

普通砂岩、铁矿石

砂质页岩、片状砂岩

硬黏土质页岩、不硬的砂岩和石灰岩、软砾岩

0.2 0.45 0.7

40 0.4 0.7 0.95

30 0.6 0.8 1.0

20 0.8 0.9 1.0

＞10 0.9 1.0 1.1

软质岩 ＜10

各种页岩（不坚硬的）、致密泥灰岩

软页岩、很软的石灰岩、无烟煤、普通泥灰岩

破碎页岩、烟煤、硬表土-粒质土壤、致密黏土

软砂质土、黄土、腐植土、松散砂层

1.0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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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9 初次采动的岩层评价系数 0
iQ

地层

时代

震旦纪

寒武纪

奥陶纪

志

留

纪

泥

盆

纪

石炭纪 二叠纪 三叠纪 侏罗纪 白垩纪

新近纪

＋

古近纪

第四纪

砂岩 0.00

0.05～

0.15

（0.10）

0.15～

0.30

（0.22）

0.30～

0.50

（0.40）

0.40～

0.60

（0.50）

0.50～

0.70

（0.60）

0.70～

0.85

（0.78）

0.85～

0.95

（0.90）

0.95～

1.00

（0.98）

页岩、

泥灰岩*
0.00

0.10～

0.30

（0.20）

0.30～

0.50

（0.40）

0.50～

0.70

（0.60）

0.60～

0.80

（0.70）

0.70～

0.85

（0.78）

0.85～

0.95

（0.90）

0.85～

0.95

（0.90）

砂质页岩 0.00

0.10～

0.20

（0.15）

0.20～

0.40

（0.30）

0.40～

0.60

（0.50）

0.50～

0.70

（0.60）

0.60～

0.80

（0.70）

0.80～

0.90

（0.85）

0.85～

0.95

（0.90）

注：*指淮南矿区二道河地区的泥灰岩组。

2) 覆岩综合评价下沉系数计算方法：

)9.0(5.0 Pq  （F.84）

3) 覆岩综合评价主要影响角正切计算方法：

)0038.01()0032.0(tan   HD （F.85）

式中：

D——岩性影响系数，其数值与综合评价系数 P的关系参照表 F.10。

表 F.10 岩性综合评价系数 P与岩性影响系数 D对应关系表

坚硬
P 0.00 0.03 0.07 0.11 0.15 0.19 0.23 0.27 0.30

D 0.76 0.82 0.88 0.95 1.01 1.08 1.14 1.20 1.25

中硬
P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0.65 0.70

D 1.26 1.35 1.45 1.54 1.64 1.73 1.82 1.91 2.00

软弱
P 0.70 0.75 0.80 0.85 0.90 0.95 1.00 1.05 1.10

D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4) 水平移动系数计算方法：

)0086.01(  bbc （F.86）

5) 开采影响传播角计算方法：

 68.0900  （ ≤45°） （F.87）

 68.08.280  （ ≥45°） （F.88）

6) 拐点偏移距计算方法：坚硬、中硬和软弱覆岩的拐点偏移距分别为（0.31～0.43）H 、

（0.08～0.30）H 和（0～0.07）H 。

F.3.2.7 煤层群开采（或厚煤层分层开采）时，若下层煤开采的影响超过上层煤开采时已经移动的覆

岩，则地表受下层煤开采的重复采动参数按以下方法计算。

a） 下沉系数：重复采动条件下的下沉系数可按公式（F.89）或公式（F.90）计算：

初复 qq )1(1  （F.89）

12 )1( 复复 qq  （F.90）

式中：

 ——下沉活化系数，可按表 F.11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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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1 按覆岩性质区分的重复采动下沉活化系数

岩性 一次重采 二次重采 三次重采 四次及四次以上重采

坚硬 0.15 0.20 0.10 0

中硬 0.20 0.10 0.05 0

初q ——初采下沉系数；

1复q ——第一次复采下沉系数；

2复q ——第二次复采下沉系数。

2

1

21

2
2
1

2
2 1(1)((

1
M

Mq
k

HH
MqHH

q
）） 初初

复





 （F.91）

式中：

1H 、 2H ——分别为第一层煤和第二层煤距基岩面的深度（m）；

1M 、 2M ——分别为第一层煤和第二层煤的采厚（m）；

k——系数。对于中硬覆岩，可按公式（F.92）计算；对于厚含水冲积层地区（淮北）可按公式（F.93）

计算。

)0052.0exp(2453.0
1

1

M
Hk  （31＜

1

1

M
H

≤250.4） （F.92）

1

16294.05807.27
M
Hk  （F.93）

b） 水平移动系数：重复采动条件下，水平移动系数与初次采动相同，即 初复 bb  。

c） 主要影响范围角正切 tan ：重复采动时 tan 较初次采动增加 0.3～0.8。对于中硬岩层可按

公式（F.94）计算：

017.0ln06236.0tantan  H
初复  （F.94）

式中：

复tan ——重采时主要影响范围角正切；

初
tan ——初采时主要影响范围角正切；

H ——第二层煤的采深（m）。

d） 拐点偏移距：重复采动时拐点偏移距与上、下工作面的相对位置有关。当上、下工作面对齐时，

重复采动时的拐点偏移距小于初次采动时的拐点偏移距。对于中硬覆岩，当上、下工作面对齐

时，可采用公式（F.95）计算重复采动时的拐点偏移距：

)(
M
HfSS

初复  （F.95）

1) 上山

M
H

M
Hf 41036.94236.0)(  （F.96）

2) 走向

81.0ln4644.0)( 
M
H

M
Hf （F.97）

或采用公式（F.98）、（F.99）直接计算重复采动时的拐点偏移距：

1) 上山

M
HS 1562.013.12  （30≤

M
H

≤160） （F.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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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走向

M
HS ln676.2738.9543 ， （30≤

M
H

≤160） （F.99）

式中：

H 、M ——分别为第二层煤的采深和采厚（m）。

e） 影响传播角、最大下沉角：重复采动时的影响传播角较初次采动增加 1°～5°（10°≤ ≤

30°）。重复采动时最大下沉角较初次采动增大，对于坚硬覆岩，其增大值为（0.05～0.20）

 ；对于中硬覆岩，其增大值为 0.15 ；对于软弱覆岩，其增大值为 0.1 。

f） 边界角、移动角：重复采动时，边界角减小 2°～7°，移动角减小 5°～10°。

g） 充分采动角、超前影响角、最大下沉速度角：重复采动时，充分采动角增大 1°～5°，超前

影响角增大 10°～15°，最大下沉速度角增大 5°～10°。

F.3.2.8 地表剩余变形量可依据以下两种方法确定：

a） 地表剩余变形量为预计地表移动变形量减去地表已发生的变形量，地表已发生的变形量可根据

现场实际监测数据确定。

b） 地表剩余变形量可根据剩余下沉系数 q进行计算，剩余下沉系数可根据现场测量、钻探成果

及经验公式综合确定。经验公式参照公式（F.100）， 取值可参考表 F.12。

qq  )1(  （F.100）

表 F.12 不同时间的下沉系数 参考值

开采结束时间 1年 2 年 5年 10年 20 年 20 年以上

下沉系数 0.75 0.825 0.9 0.938 0.975 0.99

F.3.3 矿（岩）柱安全稳定性系数计算

F.3.3.1 矿（岩）柱安全稳定性系数可按公式（F.101）、公式（F.102）计算：

单向受力状态：
m

HK



 （F.101）

三向受力状态：
P
PK U （F.102）

式中：

 ——上覆岩层的平均重度（N/m
3
）；

H ——开采深度（m）；

m ——矿（岩）柱的极限抗压强度（MPa）；

UP ——矿（岩）柱能承受的极限荷载（kN 或 kN/m）；

P——矿（岩）柱实际承受的荷载（kN 或 kN/m）。

注：当地表存在工程荷载时，换算后参与计算。

F.3.3.2 矿（岩）柱能承受的极限荷载可按公式（F.103）、公式（F.104）计算：

a） 矩形矿（岩）柱：

]1028.3210)(92.4[40 3223   HmmHdaadHP J
U  （F.103）

b） 长条形矿（岩）柱：

)1092.4(40 3 mHaHPL
U  （F.104）

式中：

a——矿（岩）柱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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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矿（岩）柱长度（m）；

m——采厚（m）。

F.3.3.3 矿（岩）柱实际承受的荷载可按公式（F.105）、公式（F.106）计算：

a） 矩形矿（岩）柱：















 

6.0
2

2
10 bHbaHdP J

U  （F.105）

b） 长条形矿（岩）柱：















 

6.0
2

2
10 bHbaHP L

U  （F.106）

F.3.4 采空塌陷剩余空隙体积计算

F.3.4.1 采空塌陷剩余空隙体积Q（m3）可按公式（F.107）计算：

VKmSQ  （F.107）

式中：

S——采空塌陷治理面积（m
2
）；

m——采空塌陷矿层厚度（m）；

K——矿层采出率（回采率），一般通过对矿山实际情况的调查来确定；

V ——采空塌陷剩余空隙率，垮落岩块充填后剩余的空隙，其取值在 0.2～1 之间。

F.3.4.2 采空塌陷剩余空隙率可通过 3 种方式确定：

a） 利用矿山已有的沉降及采空塌陷观测资料：即先计算采空塌陷上方地面的最大沉降量，通过已

有的观测资料确定已完成的沉降量，然后用两者的差值与地面的最大沉降量之比来估算。

b） 利用采空塌陷勘查孔内空洞和裂隙的资料：即通过孔内空洞和裂隙发育的平均高度与矿层开

采厚度之比来估算。

c） 利用地区已有的工程资料：一般情况下闭矿时间在 5 年之内，取值在 30%～100%之间；闭矿

时间在 5年以上。取值在 20%～50%之间。当采空塌陷的顶板和覆岩为较坚硬的岩石时，取值

宜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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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矿山生态环境调查报告编写提纲

G.1 调查工作概述

G.1.1 项目背景（项目由来、目标任务）

G.1.2 工作部署、工作方法及完成的主要工作量

G.1.3 主要成果及质量评述

G.2 区域概况

G.2.1 自然地理

G.2.2 社会经济概况

G.2.3 地质环境背景

G.2.3.1 气象水文

G.2.3.2 地形地貌

G.2.3.3 地层、地质构造

G.2.3.4 水文地质条件

G.2.3.5 工程地质条件

G.2.3.6 人类工程活动

G.2.4 土壤与植被

G.2.5 水土流失

G.2.6 生态环境

G.3 矿山基本情况

G.3.1 矿产资源概况

矿产资源类型、分布特点、规模、优势矿产资源量

G.3.2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开发现状、利用现状、开采规模、开采类型、开采范围、开采深度、开采高度等

G.4 矿山生态环境问题

G.4.1 矿山生态环境问题类型及分布特征

G.4.2 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及危害

G.4.2.1 矿山地质灾害

G.4.2.2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G.4.2.3 含水层影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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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2.4 土地占用与损毁

G.4.2.5 水土流失

G.4.2.6 水土污染

G.5 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G.5.1 评价原则

G.5.2 评价方法

G.5.3 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G.5.3.1 矿山地质灾害影响评价

G.5.3.2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影响评价

G.5.3.3 含水层破坏影响评价

G.5.3.4 土地损毁影响评价

G.5.3.5 水土污染影响评价

G.5.4 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发展趋势分析

G.6 结论与建议

G.6.1 结论

G.6.2 建议

G.7 附图

G.7.1 矿山生态环境问题现状图

G.7.2 矿山土地利用现状及损毁图

G.8 附件

G.8.1 地形测绘成果报告及成果资料（参照 5.7 节）

G.8.2 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成果报告及成果资料（参照CECS 238∶2008）

G.8.3 地质灾害勘查报告及成果资料（参照 8.12 节）

G.8.4 调查记录表

G.8.5 样品采集记录表

G.8.6 试验及检测报告

G.8.7 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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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

回填体抗滑移稳定系数计算与反滤层设计

H.1 回填体抗滑移稳定系数计算

回填体抗滑移稳定性计算示意图见图 H.1，稳定系数计算见公式（H.1）、公式（H.2）。

注：Ⅰ——回填体主动块；Ⅱ——回填体被动块。

图 H.1 回填体抗滑移稳定性计算示意图

 
f

ft
s PP

PPW
F




coscos
sinsin

Ⅰ

ⅠⅡ




 （H.1）

)tancos(sin fttftft LcWWP  
ⅠⅠⅠ （H.2）

式中：

sF ——回填体抗滑移稳定系数；

P——设计剩余下滑力（kN/m）；

ⅠP——回填体主动块剩余下滑力（kN/m）；

ⅠtW 、 ⅡtW ——回填体主动块、被动块自重（kN/m）；

 ——剪出口处主滑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f ——反压坡面倾角（°）；

fL ——反压坡面长度（m）；

 ——回填体与地基岩土体的摩擦系数，可按表 H.1 选用；

tc ——回填土的黏聚力（kPa）；

t ——回填土的内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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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 回填体与地基岩土体的摩擦系数 

岩土类别 摩擦系数/  岩土类别 摩擦系数/ 

黏性土

可塑 0.20～0.25 粉土 0.25～0.35

硬塑 0.25～0.30 中砂、粗砂、砾砂 0.35～0.40

坚硬 0.30～0.40 碎石土 0.40～0.45

注：回填土与地基土的摩擦系数取两者中较低者。

H.2 反滤层设计

H.2.1 反滤层设计应绘制被保护土、回填料和料场砂砾料的颗粒级配曲线，求出各自的范围线。

H.2.2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反滤层的类型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a） 水平排水体和斜墙后的反滤层等，反滤层位于被保护土下部，渗流方向由上向下[图 H.2 a）、

图 H.2 c）]，属Ⅰ型反滤；

b） 位于地基渗流出逸处和排水沟下边的反滤层等，反滤层位于被保护土上部，渗流方向由下向上

[图 H.2 b）、图 H.2 d）]，属Ⅱ型反滤。

c） 竖式排水体等的反滤层呈垂直的形式，渗流方向水平，属过渡型，可归为Ⅰ型。

图 H.2 反滤类型图

H.2.3 被保护土为无黏性土，且不均匀系数 1060 / ddCu  ≤5～8 时，其第一层反滤层的级配宜按公式

（H.3）、公式（H.4）确定：

8515 / dD ≤4～5 （H.3）

1515 / dD ≤5 （H.4）

式中：

15D ——反滤料的粒径小于该粒径的土重占总土重的 15%；

85d ——被保护土的粒径小于该粒径的土重占总土重的 85%；

15d ——被保护土的粒径小于该粒径的土重占总土重的 15%。

对于以下情况，按下述方法处理后，仍可按公式（H.3）和公式（H.4）初步确定反滤层，然后通过

试验确定级配。

a） 对于不均匀系数 uC ＞8的被保护土，宜取 uC ≤5～8 的细粒部分的 85d 、 15d 作为计算粒径；对

于级配不连续的被保护土，应取级配曲线平段以下（一般是 1 mm～5 mm 粒径）细粒部分的 85d 、

15d 作为计算粒径。

b） 当第一反滤层的不均匀系数 uC ＞5～8 时，应控制大于 5 mm 颗粒的含量小于 60%，选用 5 mm

以下的细粒部分的 15d 作为计算粒径。

H.2.4 当被保护土为黏性土时，其第一反滤层的级配应按下列方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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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滤土要求

根据被保护土的颗粒小于 0.075 mm 含量的百分数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

当被保护土含有颗粒大于 5 mm 时，应按颗粒小于 5 mm 级配确定颗粒小于 0.075 mm 含量百分数及

按颗粒小于 5 mm 级配的 85d 作为计算粒径。当被保护土不含颗粒大于 5 mm 时，应按全料确定颗粒小于

0.075 mm 含量的百分数及按全料的 85d 作为计算粒径。

1) 对于颗粒小于 0.075 mm 含量大于 85%的土，其反滤层可按公式（H.5）确定：

15D ≤9 85d （H.5）

当 9 85d ＜0.2 mm 时，取 85d 等于 0.2 mm；

2) 对于颗粒小于 0.075 mm 含量为 40%～85%的土，其反滤层可按公式（H.6）确定：

15D ≤0.7 mm （H.6）

3) 对于颗粒小于 0.075 mm 含量为 15%～39%的土，其反滤层可按公式（H.7）确定：

15D ≤0.7 mm+1/25（40 )7.04)( 85 mmdA  （H.7）

若公式（H.7）中 854d ＜0.7 mm，应取 0.7 mm。

式中：

A——颗粒小于 0.075 mm 含量（%）。

b） 排水要求

以上三类土还应同时符合公式（H.8）要求：

15D ≥4 15d （H.8）

式中： 15d 应为全料的 15d ，当 4 15d ＜0.1 mm 时，应取 15d 不小于 0.1 mm。

H.2.5 反滤料 90D （下包线）和 10D （上包线）的粒径关系宜符合表 H.2 的规定。

表 H.2 防止分离的 90D （下包线）和 10D （上包线）粒径关系

被保护土类别 90D /mm 10D /mm 被保护土类别 90D /mm 10D /mm

所有类别

＜0.5 20

所有类别

2.0～5.0 40

0.5～1.0 25 5.0～10.0 50

1.0～2.0 30 ＞10.0 60

H.2.6 根据求出的第一层反滤层，用公式（H.3）、公式（H.4）验算与回填料的关系，如满足上述两

式要求，可不设第二层反滤层，如不满足可设第二层反滤层。同理，可计算是否需要设第三层反滤层。

H.2.7 选择第二层、第三层反滤层时，可分别以第一、二层反滤层为被保护土，按公式（H.3）、公式

（H.4）确定。

H.2.8 不能用上述方法确定反滤层时，应由试验确定。试验的渗流方向应根据 H.2.2 条确定的反滤层

的类型结合实际构造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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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常用锚索结构及设计参考值

I.1 常用锚索结构示意图

I.1.1 全长粘结——二次注浆锚索（图 I.1）

说明：1——导向帽；2——光面钢绞线；3——对中隔离支架；4——束线环；5——对中支架；

6——注浆体；7——钢套筒；8——混凝土垫墩；9——锚具。

图 I.1 预应力全长粘结锚索结构示意图

I.1.2 普通型自由锚索（图 I.2）

说明：1——导向帽；2——光面钢绞线；3——对中隔离支架；4——束线环；5——对中支架；

6——注浆体；7——PE钢绞线；8——钢套筒；9——混凝土垫墩；10——锚具。

图 I.2 预应力普通型自由锚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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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3 全长防护锚索（图 I.3）

说明：1——导向帽；2——对中隔离支架；3——束线环；4——光面钢绞线；5——内对中支架；6——外对中支架；

7——塑料波纹管；8——钢套筒；9——混凝土垫墩；10——锚具；11——防护帽。

图 I.3 预应力全长防护锚索结构示意图

I.1.4 双层防护型锚索（图 I.4）

说明：1——导向帽；2——对中隔离支架；3——光面钢绞线；4——内波纹管；5——外波纹管；6——束线环；

7——内对中支架；8——外对中支架；9——PE钢绞线；10——钢套筒；11——混凝土垫墩；

12——锚具；13——防护帽。

图 I.4 预应力双层防护型锚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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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 U 型压力分散型锚索（图 I.5）

说明：1——U型承压板；2——第一线承载体；3——捆扎条；4——定位销；5——第二线承载体；

6——第三级承载体；7——PE钢绞线；8——对中支架；9——钢套筒；10——混凝土垫墩；11——锚具。

图 I.5 预应力 U 型压力分散型锚索结构示意图

I.1.6 P 型压力分散型锚索（图 I.6）

说明：1——光面钢绞线；2——P锚挤压套；3——PE钢绞线；4——承载体；5——P锚板；6——钻孔；

7——注浆体；8——对中支架；9——钢套筒；10——混凝土垫墩；11——钢垫板；12——锚具。

图 I.6 预应力 P 型压力分散型锚索结构示意图

I.2 锚杆（索）设计参考值

I.2.1 锚固设计抗拔安全系数

锚固设计抗拔安全系数取值应符合表 I.1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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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1 锚固设计抗拔安全系数 bF 取值表

锚杆（索）体材料 注浆体与地层界面 注浆体与锚杆（索）

1.8～2.2 2.2～2.6 2.2～2.6

I.2.2 注浆体与锚杆（索）界面粘结强度设计值

注浆体与锚杆（索）界面粘结强度设计值可参照表 I.2。

表 I.2 注浆体与锚杆（索）界面粘结强度设计值

锚杆（索）界面 粘结强度 MPa 锚杆（索）界面 粘结强度 MPa

光面钢筋、光面钢丝 1.0 枣核状钢绞线锚固段 3.0

刻痕钢丝 1.5 波纹管 3.0

钢绞线、螺纹钢筋 2.0

注：单丝涂覆环氧涂层预应力钢绞线、环氧涂层七丝预应力钢绞线的粘结强度降低 25%。

I.2.3 岩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岩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可参照表 I.3。

表 I.3 岩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岩体类别
岩石单轴饱和

抗压强度值 MPa

极限粘结强度

标准值 MPa
岩体类别

岩石单轴饱和

抗压强度值 MPa

极限粘结强度

标准值 MPa

极软岩 ＜5 0.2～0.3 较硬岩 30～60 1.2～1.6

软岩 5～15 0.3～0.8 硬岩 ＞60 1.6～3.0

较软岩 15～30 0.8～1.2

I.2.4 土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土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可参照表 I.4。

表 I.4 土体中锚杆（索）注浆体与钻孔界面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

名称
土体状态或密实

度

一次常压注浆

MPa

二次压力注浆

MPa
名称

土体状态或密

实度

一次常压注浆

MPa

二次压力注浆

MPa

黏性

土

LI ＞1 0.018～0.030 0.025～0.045

粉细砂

稍密 0.022～0.042 0.040～0.070

0.75＜ LI ≤1 0.030～0.040 0.045～0.060 中密 0.042～0.063 0.075～0.110

0.50＜ LI ≤0.75 0.040～0.053 0.060～0.070 密实 0.063～0.085 0.090～0.130

0.25＜ LI ≤0.50 0.053～0.065 0.070～0.085

中砂

稍密 0.054～0.074 0.070～0.100

0＜ LI ≤0.25 0.065～0.073 0.085～0.100 中密 0.074～0.090 0.100～0.130

LI ≤0 0.073～0.090 0.100～0.130 密实 0.090～0.120 0.130～0.170

粉土

e＞0.90 0.022～0.044 0.040～0.060

粗砂

稍密 0.080～130 0.100～0.140

0.75≤ e＜0.90 0.044～0.064 0.060～0.090 中密 0.130～170 0.170～0.220

e＜0.75 0.064～0.100 0.080～0.130 密实 0.170～220 0.220～0.250

砾砂 中密、密实 0.190～260 0.240～0.290

注： LI ——液性指数； e——孔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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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规范性）

抗滑桩设计计算

J.1 抗滑桩内力计算

J.1.1 选取滑坡典型工程地质剖面计算最大弯矩及位置（抗滑桩弯矩分布图见图J.1）。通常抗滑桩的

最大弯矩可以根据剪力为0点的条件来确定，从滑坡体受力特征分析，其抗滑桩剪力为0点应该在滑动面

以下锚固段位置。

图 J.1 抗滑桩弯矩分布图

J.1.2 采用静力平衡法计算抗滑桩的剪力与力矩。假定滑体的厚度为 1H ，抗滑桩截面为矩形，其中宽

度为 B，厚度为 L，锚固段深度为 2H 。桩后所受荷载下滑力及桩前的抗滑力，并考虑桩所受荷载为恒

载。根据水平力平衡条件和绕抗滑桩锚固段某点的力矩平衡条件可得  0H 、  0M ，可以求解出

固定段的长度。计算步骤如下：

a） 计算滑动面以上桩前抗滑力和桩后的下滑力。边坡在发生破坏后，滑体土层遭到破坏，受力不

能按天然土层考虑，假定下滑力 q沿桩呈矩形均匀分布，桩前的抗滑力 q也沿桩呈矩形均匀分

布。

b） 计算滑动面以下靠近滑动面位置桩后的主动土压力 aE 和桩前的被动土压力 pE 。

c） 计算滑动面以下远离滑动面到桩底位置桩后的被动土压力

pE 和桩前的主动土压力


aE 。

d） 根据作用在桩上的水平力平衡和力矩平衡，求取桩长。

e） 在此基础上求最大力矩和最大剪力及其位置。

J.1.3 计算桩身抗弯刚度及截面模量。桩身抗弯刚度为 EI（kN·m2）， I 为桩截面惯性矩。

J.1.4 计算桩的主动土压力。

a） 抗滑桩主动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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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2

2
1 cKcHKHE aaa  （J.1）







 

2
45tan2 

aK （J.2）

式中：

aE ——主动土压力（kN/m）；

aK ——主动土压力系数；

H ——滑动面以下桩前及桩后主动土压力分布区高度（m）。

b） 抗滑桩被动土压力：

ppp KHcKHE  2
2
1 2 （J.3）







 

2
45tan 2 

pK （J.4）

式中：

pE ——被动土压力（kN/m）；

pK ——被动土压力系数；

H ——滑动面以下桩前及桩后被动土压力分布区高度（m）。

J.1.5 桩的极惯矩及抗弯截面模量依据不同桩型（截面）极惯矩及抗弯截面模量计算。不同桩型的截

面极惯矩及抗弯截面模量按表J.1计算。

表 J.1 不同桩型（截面）极惯矩及抗弯截面模量计算表

桩截面形状 惯性矩 抗弯截面模量

12

2BLI z 
6

2BLWz 

6

2LBWy 

64

4DII yZ


 ≈ 405.0 D
32

3DWW yZ


 ≈ 31.0 D

 44

64
dDII yZ 



≈  44 105.0 D

 4
3

1
32




DWW yZ

≈  43 11.0 D

注： Dd /

a） 对于较复杂截面桩的桩身最大弯矩 maxyM 和最大剪力 maxyQ 计算：根据设计求出桩身弯矩和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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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表达式，对其计算公式求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 0，在此基础上求出最大弯矩 maxyM 和最大

剪力 maxyQ 。同时绘制出桩身弯矩和剪力图，给出最大弯矩 maxyM 和最大剪力 maxyQ 时的 y 值。

b） 对于不能用解析式表达桩身弯矩 yM 和剪力 yQ 时，建议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计算分析。

J.1.6 不同桩型的桩身弯矩 yM 和剪力 yQ 分布

a） 单桩桩身弯矩 yM 和剪力 yQ 分布。滑面以上桩结构为 3 次超静定结构，采用力矩分配法计

算锚固端弯矩。悬臂式及全埋式抗滑桩内力分布如图 J.2。弯矩分布如图 J.3。

图 J.2 悬臂式及全埋式抗滑桩内力分布图

图 J.3 悬臂式及全埋式抗滑桩弯矩分布图

计算抗滑桩上的水平力平衡条件：  0H ，即：

  01  papa EEEEHqq （J.5）

计算抗滑桩绕桩底的力矩平衡条件：  0M ，即：

  0
2 2
1

1 





  EpEaEpEa MMMMHHHqq （J.6）

由于滑坡治理所采用的抗滑桩是用来抵挡滑体继续发生滑动变形的工程措施，其剪力为 0点应该在

滑动面以下深度 b，因此其抗滑的最大弯矩计算可以用如下近似公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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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悬臂式抗滑桩力矩在只考虑下滑推力产生力矩的条件下，按公式（J.7）计算。

   mKbKbbHHbqHM pa 12
62

32
1

1
1max 






 


（J.7）

式中：

q——下滑力（kN/m）；

1H ——滑体厚度（m）；

b——滑面以下剪力为 0点距滑面的距离（m）；

 ——滑体的重度（kN/m
3
）；

aK ——主动土压力系数；

pK ——被动土压力系数。

悬臂抗滑桩 b值的确定，对于均质非黏性土，假定滑面以下b深度剪力为 0，b值由公式（J.8）求

得。

  0
2

2
2 1

1
2




 qHKbbHKb
ap  （J.8）

2) 全埋式抗滑桩力矩按公式（J.9）计算

      mKKbbHHbHqqM pa 12
62

2
1

1
1max 






 


（J.9）

式中：

q——下滑力（kN/m）；

q——抗滑力（kN/m）；

1H ——滑体厚度（m）；

b——滑面以下剪力为 0点距滑面的距离（m）；

 ——滑体的重度（kN/m3）；

aK ——主动土压力系数；

pK ——被动土压力系数。

全埋式抗滑桩b值的确定，对于均质非黏性土，假定滑面以下b深度剪力为 0，b值由公式（J.10）

求得。对于黏性土，公式类似。

      0
2

2
1

1 
 HqqKKbbH

ap （J.10）

b） 门型桩剪力及弯矩分布

1) 滑面以上剪力及弯矩分布如图 J.4 所示。

a）弯距 b）剪力

图 J.4 门型桩滑面以上内力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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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滑面以下内力计算。滑面以下抗滑桩内力及力矩可以按弹性地基梁模型计算，由于桩型

复杂，无法给出解析公式，建议采用数值法进行计算。其桩基弯矩及剪力分布如图 J.5、

图 J.6 所示。

图 J.5 滑面以下抗滑桩桩基弯矩图

图 J.6 滑面以下抗滑桩桩基剪力图

J.1.7 桩身稳定性按公式（J.11）判定。

W
M

b
max ≤ f （J.11）

式中：

maxM ——抗滑桩最大弯矩（kN·m）；

W ——桩的截面模量,也称为截面抵抗矩（m3）；

b ——桩的稳定系数；

f ——由桩截面及配筋给出的设计值（kN/m
2
）。

J.2 锚索抗滑桩计算

J.2.1 控制桩顶位移法

J.2.1.1 锚索拉力计算

J.2.1.1.1 桩顶锚索拉力可按公式（J.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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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MMQMQQ

MMQMQQ
A IEhhhh

yLhLhLhLPL
T

3/2/
6/3/1/

2
200000









（J.12）

式中：

AT ——锚索拉力（kN）；

P——作用在桩上的滑坡推力（kN/m）；

0L ——滑坡推力合力作用点距滑面的距离（m）；

h——滑面以上桩的高度（m）；

QQ ——滑面 0 处受单位剪力 0Q ＝1 作用时，桩截面形心在 0点处剪力方向产生的位移（m）；

QM ——滑面 0 处受单位弯矩 0M ＝1作用时，桩截面形心在 0 点处剪力方向产生的位移（m）；

MM —— 0Q =1 时桩截面形心在 0点处的转角（°）；

2y ——桩顶的位移（m），一般取 0.03 m；

cE cI ——桩截面刚度（kN/m
2
）。

J.2.1.1.2 在滑坡推力近似矩形分布，桩的埋深较浅（ h =2.5 m～3.0 m），且桩前抗力分布与滑坡推

力相似时，可根据桩上的滑坡推力 P及桩前滑面以上的岩土抗力计算出滑面处的剪力 0Q ，以 AT =（1/2～

4/7） 0Q 作为桩顶锚索拉力进行设计。

J.2.1.2 抗滑桩内力计算

将按照以上方法得到的锚索拉力 AT 与滑坡推力 P一起，作为已知力施加在抗滑桩上，按照普通抗

滑桩的计算方法计算桩体各截面的变形和内力并进行配筋。

J.2.2 结构力学法

J.2.2.1 锚索拉力计算

J.2.2.1.1 计算简图如图 J.7 所示，设第 i根锚索作用点距滑面距离为 iL ，锚索的弹性刚度为 ik ，抗

滑桩的抗弯刚度为 EI，桩在滑面以上的长度为 1H ，滑面以下嵌固段长度为 0h 。

a）符号标注 b）滑面以上桩的计算简图 c）嵌固段桩的计算简图

图 J.7 锚索抗滑桩计算简图

J.2.2.1.2 在多根锚索共同作用下，滑面以上桩体的力法方程见公式（J.13）～公式（J.16）。

0 PAAx （J.13）





















nnnn

n

n

AAA

AAA
AAA

A







21

22221

11211

（J.14）



DB32/T 4077.2-2021

275





















nP

P

P

P

A

A
A

A


2

1

（J.15）





















nx

x
x

x

2

1

（J.16）

式中：

A—— nn 阶单位变位系数矩阵；

PA —— 1n 阶载变位系数列阵；

x—— 1n 阶锚索拉力 AT 在水平方向上的分力列阵。

a） 各系数由式公（J.17）～公式（J.22）计算，其中 i＝1，2，…， n， j＝1，2，…， n， ijA
中 i≠ j。

iiiiii kuLA /111
2   （J.17）

11 uLLA jiijij   （J.18）

1
0

1
0 uQMLA PPiiPiP   （J.19）

Si

SiS
i L

AEk  （J.20）

 ji
j

ij LL
EI
L

 3
6

2

 （J.21）

 0
2
0 3

6
hL

EI
Ph

iiP  （J.22）

式中：

iiA ， ijA ——桩体的力法方程对应的系数；

0
PM ——滑坡推力在嵌固段桩顶产生的力矩（kN·m）；
0
PQ ——滑坡推力在嵌固段桩顶产生的剪力（kN）；

1 ——嵌固段桩顶作用单位力矩 0M ＝1时引起该段桩顶的角变位（°）；

1 ——嵌固段桩顶作用单位力 0Q ＝1时引起该段桩顶的水平位移（m）；

iL ——第 i根锚索作用点距滑面距离（m）；

ik ——第 i根锚杆的弹性系数：

SE ——锚杆的弹性模量（kPa）；

SiA ——第 i根锚杆的截面面积（m
2
）；

iS
L ——第 i根锚杆自由段的长度（m）；

ij ， iP ——桩的单位变位和载变位。

b） 由公式（J.16）解出未知力 ix 后，根据公式（J.23）计算各根锚索的拉力：

iiAi xT cos/ （J.23）

式中：

AiT ——第 i根锚索拉力（kN）；

ix ——第 i根锚索拉力水平向分力（kN）；

i ——第 i根锚索与水平面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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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2.2 抗滑桩内力计算

J.2.2.2.1 抗滑桩嵌固段顶面（滑面）处的弯矩 0M 和剪力 0Q 由公式（J.24）、公式（J.25）得到。

0

1
0 P

n

i
ii MLxM 


（J.24）

0

1
0 P

n

i
i QxQ 


（J.25）

式中符号意义同公式（J.17）～公式（J.22）。

J.2.2.2.2 滑面处桩的转角 0 和位移 0u 可根据公式（J.26）、公式（J.27）计算得到。

1
0

1
0  







  


P

n

i
ii MLx （J.26）

1
0

1
0 uQxu P

n

i
i 







  


（J.27）

式中符号意义同公式（J.17）～公式（J.22）。

J.2.2.2.3 滑面处初参数 0y 、 0 可根据桩底边界条件求得，并满足公式（J.28）、公式（J.29）变形

协调条件：

00 yu  （J.28）

00   （J.29）

J.2.2.2.4 抗滑桩嵌固段的计算与普通抗滑桩相同。

J.3 抗滑桩护壁荷载及内力计算

J.3.1 护壁侧压力计算

护壁岩土侧压力计算公式可采用库伦主动土压力公式计算，其护壁承受的岩土侧压力沿深度呈梯形

分布，距地面一定临界深度范围内按三角形分布，临界深度以下视为常数（图 J.8）。

图 J.8 护壁开挖形成土拱示意图

当H ＜2 h时，此时没有形成土拱，护壁侧压力 aE 表述为公式（J.30）。

)
2

45tan(2)
2

45(tan)( 2   chHE ba （J.30）

当H ≥2 h时，此时已形成土拱，护壁侧压力 aE 表述为公式（J.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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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5tan(2)
2

45(tan)( 2   chhE fba （J.31）

式中：

fh ——土拱高度（m）， kff fbh 2/ ；

h——桩截面长边长度（m）；

fb ——土拱长边长度（m）， )2/45(tan2 2  bf hhb ；

bh ——每节护壁的高度（m）；

kf ——土层或岩层的坚固系数，一股土层取 tankf ，岩层取 100/ck Rf  ；

cR ——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kPa）；

 ——开挖土层的内摩擦角（°）。

J.3.2 护壁结构内力计算

由于护壁在施工过程中分节开挖，故按照板结构来进行护壁结构内力计算。矩形护壁结构受侧向压

力（俯视图）见图 J.9。

图 J.9 护壁结构内力及荷载分布

从受力均匀和合理利用材料的角度考虑，宜将护壁结构设计成节点嵌固的水平框架，由力学知识可

知节点的弯矩为：

21

2
22

2
11

12
1

ii
liliqM b




 （J.32）

式中：

1i 、 2i ——长短边两个方向的线刚度。

考虑到节点施工时的不利因素，在计算板跨中弯矩时，宜将节点弯矩乘以折减系数 0.8，即：

（长边跨中弯矩） bk MqlM 8.0125.0 2
11
 （J.33）

（短边跨中弯矩） bk MqlM 8.0125.0 2
22
 （J.34）

J.3.3 护壁厚度计算

分段现浇砼护壁厚度，一般取受力最大处，即地下最深段护壁所承受的土压力及地下水的侧压力，

由计算确定，设砼护壁厚度为 d，则 d可按公式（J.35）计算：

d ≥ ca fDKE 2/ （J.35）

式中：

D——挖孔桩或圆形构筑物外直径（m）；

c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预计值（N/mm
2
），C30 混凝土取 14.3 N/mm

2
；

K——安全系数，取 1.65；

aE ——护壁侧压力（N/m
2
），按公式（J.30）或公式（J.3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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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 小口径组合抗滑桩计算

J.4.1 等效法将小口径组合抗滑桩群与岩土体作为一个柔性抗滑挡墙，计算简图如图J.10所示。小口

径组合抗滑桩横向桩间距根据公式（J.36）～公式（J.42）确定：

a）剖面图 b）水平截面图

图 J.10 小口径组合抗滑桩等效法计算简图

12D
LPR t

r


 （J.36）

     22/1
221121

2/1 2//1tan2
tan
1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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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KDggDcggj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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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37）

 1tan

2

1
1

2/1 









pP KjK

D
DDA （J.38）















 




48
tantanexp

2

21 jjK
D
DDB P


（J.39）

2/12/1
1 2tan2  PP KKjg （J.40）

12tan 2/1
2  PP KKjg （J.41）

P≤ rR （J.42）

式中：

rR ——结构极限抗力（kN）；

1D ——桩中心间距（m）；

2D ——相邻小口径桩的距离（m）；

L——计算基准面至桩顶距离（m），计算基准面宜取通过抗滑挡墙中和轴与滑面交点的水平面；

rL ——小口径桩嵌固段长度（m）；

 ——滑体重度（kN/m
3
）；

PK ——被动土压力系数；

c——滑体沿滑面上的粘聚力（kPa）；

j——滑体沿滑面上的内摩擦角（°）；

P——滑坡推力（kN）。

J.4.2 按沿滑面的抗剪计算桩的总数及配筋量根据公式（J.43）～公式（J.46）确定：

P≤ faR （J.43）

fafa nR  （J.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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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a A  （J.45）

4 / tsa EE （J.46）

式中：

P——滑坡推力（kN）；

faR ——小口径桩组合抗滑桩群抗滑力（kN）；

n——每米小口径桩数量（根）；

fa ——单桩容许抗剪强度（kN）；

a ——考虑钢筋弯曲影响的折减系数；

sE 、 tE ——土体及小口径桩的弹性模量（kPa）；

  ——钢筋抗剪强度（kPa）；

sA ——钢筋横截面积（m
2
）。

J.4.3 小口径桩内力可按公式（J.47）～公式（J.53）计算：

R ≤ af （J.47）

y
I
M

A
N

R

R

R

R
R  （J.48）

bhnAmA PR  1 （J.49）

  csP AnAmA  12 （J.50）

 
12

3
2

1
bhxAmI PR （J.51）

RR m   1 ＜ ca （J.52）

Rsc m   2 ＜ sf  （J.53）

式中：

R ——计算基准面处小口径桩加固体上作用的最大压应力（kPa）；

af ——计算基准面处经修正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

RA ——计算基准面处小口径组合抗滑桩加固体的等效换算截面积（m
2
）；

RI ——计算基准面处小口径桩加固体的等效截面惯性矩（m4）；

PA ——小口径桩的等效换算截面积（m2）；

n——计算基准面内包含的小口径桩桩数（根）；

1m ——桩与其周围土的弹性模量比；

2m ——钢筋与砂浆的弹性模量比；

b、 h——小口径桩布置的单位宽度及长度（m）；

cA ——小口径桩截面积（m2）；

RN ——计算基准面上作用的垂直力（kN）；

RM ——计算基准面上作用的弯矩（kN·m）；

x——计算基准面中和轴至各个小口径桩的距离（m）；

y——计算基准面中和轴至基准面边缘的距离（m）；

R  ——作用于砂浆上的压应力（kPa）；

ca ——砂浆压应力设计值（kPa）；

sc ——作用于钢筋上的压应力（kPa）；

sf ——钢筋抗压设计值（kPa）。

J.4.4 小口径桩嵌固段长度根据公式（J.54）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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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cb
r D

AFL



 （J.54）

式中：

rL ——小口径桩嵌固段长度（m）；

bF ——小口径桩抗拔安全系数，可取 2.5；

D——小口径桩直径（m）；

r ——桩与岩土体的粘结力设计值（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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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规范性）

锚索格构梁计算

K.1 格构梁节点锚固力分配

K.1.1 格构内节点 i［图K.l a）]锚固力分配可按公式（K.1）～公式（K.5）计算：

a）内节点 b）边节点 c）角节点

图 K.1 格构梁锚固点位置图

iiyix PPP  （K.1）

i
yyxx

xx
ix P

IaIa
IaP 33

3


 （K.2）

i
yyxx

yy
iy P

IaIa
Ia

P 33

3


 （K.3）

4
4 yh

x
x IE

Kba  （K.4）

4
4 xh

y
y IE

Kb
a  （K.5）

式中：

ixP 、 iyP ——节点 i处的纵向（ x向）、横向（ y向）的节点力（kN）；

iP——节点 i处的锚索拉力（kN）；

xa 、 ya ——纵向（ x向）、横向（ y向）格构梁变形系数；

xI 、 yI ——纵、横格构梁的惯性矩（m
4
）；

hE ——格构梁的弹性模量（kPa）；

K——地基系数（kPa/m），按附录 E.1 采用；

xb 、 yb ——格构梁在纵、横方向的宽度（m）。

K.1.2 格构边节点 i [图K.1 b）]锚固力分配可按公式（K.6）、公式（K.7）计算。

i
yyxx

xx
ix P

IaIa
IaP 33

3

4
 （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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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yy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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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 P

IaIa
Ia

P 33

3

4
4


 （K.7）

式中符号意义同公式（K.1）～公式（K.5）。

K.1.3 格构角点 i [图K.1 c）]锚固力分配可按公式（K.8）、公式（K.9）计算：

i
yyxx

xx
ix P

IaIa
IaP 33

3


 （K.8）

i
yyxx

yy
iy P

IaIa
Ia

P 33

3

4
4


 （K.9）

式中符号意义同公式（K.1）～公式（K.5）。

K.1.4 格构锚固力分配公式的修正

a） 公式（K.1）～公式（K.9）中，因两个方向的格构底板在节点处重叠，格构地基反力的增量可

按公式（K.10）计算：

2F
PF

P i
 （K.10）

式中：

P ——格构地基反力的增量（kN）；

F ——格构节点的重叠总面积（m
2
）；

 iP ——所有节点的锚固力之和（kN）；

F ——格构基础全部支承总面积（m
2
）。

b） 每一节点引起的纵、横方向节点力增量 ixP 和 iyP 分配可按公式（K.11）、公式（K.12）计算：

PF
P
PP i
i

ix
ix  （K.11）

PF
P
P

P i
i

iy
iy  （K.12）

式中符号意义同公式（K.10）。

c） 调整后的节点锚固力可按公式（K.13）～公式（K.14）计算：

ixixix PPP  （K.13）

iyiyiy PPP  （K.14）

式中符号意义同公式（K.10）。

d） 中间格构（包括带悬臂的格构）节点的重叠面积 iF 可按公式（K.15）计算：

iyixi bbF  （K.15）

式中符号意义同公式（K.1）～公式（K.5）。

e） 边跨格构节点的重叠面积 iF 按后者宽度的一半进行计算，可按公式（K.16）计算：

2
yx

i

bb
F


 （K.16）

式中符号意义同公式（K.1）～公式（K.5）。

K.2 格构梁内力计算

K.2.1 格构梁内力按倒梁法计算。

K.2.2 倒梁法假定格构梁和地基之间的地基反力按照直线变化分布。对于荷载和格构梁都对称的情况，

则为均匀分布。

K.2.3 计算时，以锚索作为格构梁的支座，地基的净反力及锚索锚拉力以外的各种作用力为荷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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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普通连续梁计算。

K.2.4 计算出的支座反力一般不等于锚索拉力，为了弥补这个矛盾，实践中采用反力的局部调整法，

将支座反力与锚索拉力的差值均匀分布在相应支座两侧各三分之一跨度范围内，作为地基反力的调整

值，然后再进行一次连续梁分析。

K.2.5 如果调整一次后的结果不够满意，可再次进行调整，这样使得支座反力和锚索拉力基本吻合。

支座反力确定以后，将格构梁作为倒置的多跨连续梁来计算内力，并计算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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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L

（资料性）

喷射混凝土粘结强度与抗弯强度试验

L.1 喷射混凝土粘结强度试验

L.1.1 喷射混凝土与岩石或硬化混凝土的粘结强度试验可在现场采用对被钻芯隔离的混凝土试件进行

拉拔试验完成，也可在试验室采用对钻取的芯样进行拉力试验完成。

L.1.2 钻芯隔离试件拉拔法及芯样拉力试验示意图参照图 L.1。

a）钻芯隔离的喷射混凝土试件的拉拔试验 b）钻取试件的直接拉力试验

说明：1——基座；2——支撑装置；3——螺母；4——千斤顶；5——泵；6——粘结剂；7——喷射混凝土；

8——基岩；9——接头；10——支架；11——托架

图 L.1 钻芯隔离试件拉拔法及芯样拉力试验示意图

L.1.3 试件直径可取 50 mm～60 mm，加荷速率应为每分钟 1.3 MPa～3.0 MPa；加荷时应确保试件轴向

受拉。

L.1.4 喷射混凝土粘结强度试验报告应包含试块编号、试件尺寸、养护条件、试验龄期、加荷速率、

最大荷载、测算的粘结强度以及对试件破坏面和破坏模式的描述。

L.2 喷射混凝土抗弯强度与残余抗弯强度试验

L.2.1 喷射混凝土的抗弯强度与残余抗弯强度试验的试件应在喷射混凝土大板上切割为 75 mm×125

mm×600 mm 的小梁试件（图 L.2），切割后的试件应立即置于水中养护不少于 3 d。

图 L.2 喷射混凝土小梁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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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2 喷射混凝土抗弯强度和残余抗弯强度试验应在喷射混凝土试件养护 28 d 后进行，小梁试验采用

跨度应为 450 mm 的三点加荷（图 L.3）。

图 L.3 喷射混凝土小梁三点加荷方式

L.2.3 试件及加荷装置的布设应能测得小梁的跨中挠度。加荷过程中，当梁的挠度达 0.5 mm 前，梁跨

中变形速度应控制为 0.20 mm/min～0.30 mm/min。此后，梁跨中变形可增至 1.0 mm/min。应连续记录

并绘制梁跨中的荷载-挠度曲线。

L.2.4 试验装置的刚度应能适应有效地控制梁中挠度的要求，试验装置的支座与加荷点处均应设置半

径为 10 mm～20 mm 的圆棒，当跨中挠度达 4.0 mm 时，试验即可结束。

L.2.5 试验结果应绘制荷载-挠度曲线（图 L.4），其中喷射混凝土峰值荷载（ 1.0P ）即为曲线中的直

线段平移 0.1 mm 挠度值的斜线与荷载-挠度曲线相交的点。

图 L.4 荷载-挠度曲线图上 1.0P 值

L.2.6 喷射混凝土抗弯强度可按公式（L.1）计算：

2
1.0

db
LPfc 


 （L.1）

式中：

cf ——喷射混凝土抗弯强度标准值；

1.0P ——喷射混凝土峰值荷载，参见 L.2.5 条（kN）；

L——梁长（450 mm）；

b——梁宽（125 mm）；

d——梁厚（75 mm）。

L.2.7 喷射混凝土抗弯强度试验报告应包括试验装置类型、试件编号、试件尺寸、养护条件和试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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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表示有最初峰值荷载（ 1.0P ）的荷载-挠度曲线、计算所得的抗弯强度值。

L.2.8 根据喷射混凝土或喷射钢纤维混凝土支护变形等级要求，按荷载-挠度曲线图，确定当挠度分别

为 0.5 mm，1.0 mm，3.0 mm 和 4.0 mm 时的残余抗弯强度等级。

L.2.9 残余抗弯强度试验报告应包括试验装置类型、试件编号、试件尺寸、养护条件和试验龄期、变

形速率、示明规定变形等级（挠度）的小梁弯曲应力值的荷值-变形曲线、变形等级和残余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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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M

（规范性）

柔性防护网设计计算

M.1 主动（引导）防护网设计计算

M.1.1 主动防护网锚杆最小抗剪力计算

M.1.1.1 锚杆剪切力计算模型见图 M.1，计算如公式（M.1）。

图 M.1 主动防护网锚杆抗剪力计算模型图

 
m

mm

F
cAVGVFGFS 


 tan)sin(cos)cos(sin （M.1）

式中：

S——锚杆承担的剪切力（kN）；

G——单元体自重（kN）， abtG  ；

V ——锚杆施加的预应力（kN）；

c——单元体底滑动面的内聚力（kPa）；

A——单元体底面积（m
2
）， abA  ；

N——下伏地层的法向反作用力（kN）；

 ——坡面及滑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锚杆与水平面的夹角（°）；

——覆盖层的内摩擦角（°）；

 ——覆盖层的重度（kN/m3）；

mF ——模型不稳定性修正系数，一般取 1.05～1.20。

M.1.1.2 锚杆最小剪切力设计计算如公式（M.2）。

 
m

dddddmdm
d F

AcVGVFGFS 


 tan)sin(cos)cos(sin （M.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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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 ——锚杆最小抗剪力计算值（kN）；

dc ——单元体底滑动面的内聚力设计计算采用值（kPa）， cd Fcc / ， cF 为内聚力不确定性修止系

数， 5.1cF ～1.8；

d ——单元体土体内摩擦角设计计算采用值（°），  Fd /tantan  ， F 为单元体土体内摩擦

角不确定性修正系数， 35.115.1 ～F ；

d ——单元体土体重度设计计算采用值（kN/m3），  Fd / ， F 为单元体土体重度不确定性修

正系数，多采用 0.1F ；

dG ——单元体自重设计计算采用值（kN）， dd abtG  ；

dV ——预应力设计计算采用值（kN）， Vd VFV  ，多采用 8.0VF 。

其他符号含义同公式（M.1）。

M.1.2 平行于坡面整体滑动的安全性验算

M.1.2.1 平行于边坡的锚杆抗滑验算：

dS ≤ SR FS / （M.3）

式中：

RS ——由锚杆材料强度计算或试验确定的锚杆极限抗剪强度值（kN）；

SF ——锚杆抗剪安全系数， 1.1SF ～1.3。

其他符号同含义公式（M.1）、公式（M.2）。

M.1.2.2 格栅抗顶破验算：

1dV ≤ DRR FD / （M.4）

式中：

1dV ——锚杆预应力设计计算采用值（kN）， 11 Vd VFV  ， 1VF 为锚杆预应力修正系数，取 1.2；

RD ——格栅沿锚杆方向的极限抗顶破能力（kN）；

DRF ——格栅抗顶破安全系数， DRF 1.4～1.6。

其他符号含义同公式（M.1）、公式（M.2）。

M.1.2.3 锚杆复合承载能力验算：

22
1 )/()/( RSRdRVRd SFSVFV  ≤1.0 （M.5）

式中：

VRF ——复合应力状态下锚杆抗拉安全系数， 05.1VRF ～1.20；

RV ——由锚杆材料强度计算或试验确定的锚杆极限抗拉能力（kN）；

SRF ——复合应力状态下锚杆抗剪安全系数， 05.1SRF 。

其他符号含义同公式（M.1）、公式（M.2）。

M.1.3 承载力计算

M.1.3.1 当主动（引导）防护网设计计算缺乏完善的计算模型或方法时，可按本附录进行设计计算。

M.1.3.2 设计计算项目应包括柔性网、缝合绳或连接件、支撑绳和锚杆的承载力。除锚杆设计应按

11.11.5 规定进行外，其余构件的设计应符合公式（42）的要求。

M.1.3.3 按以下原则设计的构件无需进行承载力计算：

a） 缝合绳最小破断拉力或连接件抗拉承载力不小于柔性网用钢丝、钢丝绳或钢绞线抗拉承载力或

最小破断拉力，且缝合排（列）的每个网孔至少有一个缝合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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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锚固缝合式锚固网的纵向支撑绳或搭接点锚式锚固网的侧边界支撑绳最小破断拉力不小于其

横向支撑绳或上下边界支撑绳最小破断拉力的50%。

M.1.3.4 主动防护网的荷载估算与承载能力检算可按以下方法进行：

a） 根据设计使用年限内相邻四根锚杆所限定的防护单元可能发生危岩落石总量所确定的顺坡面

剩余下滑力，作为该单元顺网传递的荷载标准值，并根据计算单元的横向宽度计算顺网向上传

递的平均分布荷载标准值。

b） 对于锚固缝合式锚固网，可根据平均分布荷载标准值，考虑不小于 2 的荷载集中系数，确定网

片最大拉力标准值，以此检算网片的抗拉承载力。

c） 对于搭接点锚式锚固网，可根据计算单元内顺网传递的荷载标准值作为锚杆约束处柔性网所受

拉力标准值来检算其局部抗拉承载力，无需检算网片的整体抗拉承载力，其中局部抗拉承载力

由柔性网的最小环链破断拉力和锚杆及其锚垫板对柔性网的约束条件确定，或由试验确定；该

拉力标准值可用作锚杆所受到的轴向拉力标准值，必要时也可作为剪切力标准值。

d） 可采用计算单元上部横向支撑绳的柔索模型，按所受均布荷载标准值确定轴向拉力标准值，以

此检算其抗拉承载力；该拉力标淮值也可用作与横向支撑绳相连的柔性锚杆所受到的轴向拉力

标准值。

M.1.3.5 引导防护网的荷载估算与承载能力检算可按以下方法进行：

a） 以相邻两根锚杆所限定的条带状防护区域作为计算单元，考虑柔性网自重和在设计使用年限内

可能发生的最大危岩落石冲击作用（高寒区还宜考虑冰雪荷载作用），计算确定该单元内顺柔

性网传递的荷载标准值，并根据计算单元的横向宽度计算顺柔性网向上传递的平均分布荷载标

准值。其中危岩落石冲击荷载的设计值按等于其自重确定。

b） 以危岩落石冲击荷载设计值，按所用柔性网的环链破断拉力直接检算其局部承载力，其中钢丝

绳网的最小环链破断拉力可按其所用钢丝绳的最小破断拉力的 70%确定。

c） 仅当边坡高度大于 100 m 且冰雪荷载较大时，可根据平均分布荷载标准值，考虑不小于 2 的荷

载集中系数，确定的网片最大拉力标淮值，由此检算网片的整体抗拉承载力，否则无须检算网

片的整体抗拉承载力。

d） 可按 M.1.3.4 d）的方法检算上缘支撑绳的抗拉承载力，确定锚杆轴向拉力标准值。

M.1.3.6 常用柔性网承载力计算参考指标见表M.1、表M.2。

表 M.1 网孔呈长菱形的常用高强度钢丝网和绞索网的承载力计算参考指标

网型 T/65 T4/65 S/250 S/130 S4/250

纵/横向抗拉强度/kN·m
-1

150/60 250/90 120/60 220/105 220/110

锚杆约束处的纵/横向抗拉承载力/kN 30/20 50/35 35/25 60/45 50/40

注 1：“纵/横向抗拉强度”的纵向指网孔长轴向，横向指网孔短轴向。

注 2：“锚杆约束处的纵/横向抗拉承载力”参数为采用长轴尺寸为 330 mm 且两端带扣爪的锚垫板约束条件

下测得，可用于搭接点锚式锚固网中锚杆及其锚垫板约束处柔性网的承载力计算。

表 M.2 网孔近为正方形的常用绞索网和钢丝绳网的承载力计算参考指标

网型 Q/280 CN/08/300 CN/08/250 CN/08/200

纵/横向抗拉强度/kN·m
－1

105/100 105/95 125/115 155/145

注：纵向指网孔长轴向，横向指网孔短轴向。

M.2 被动防护网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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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1 滚石运动速度计算

M.2.1.1 单一坡度山坡滚石运动速度。包括山坡是台阶式的，但各台阶的高度小于 5 m；山坡为折线

型，但各段长度小于 10 m 或相邻坡度差在 5°以内者。计算模型见图 M.2，计算如公式（M.6）～公式

（M.8）。

图 M.2 单一坡度山坡滚石速度计算示意图

HgHV   2 （M.6）

 cot1 K （M.7）

g2  （M.8）

式中：

H ——石块坠落高度（m）；

g——重力加速度（m/s2）；

 ——山坡坡度角（°）；

K——石块沿山坡运动受一切有关因素综合影响的阻力特性系数，取值见表 M.3。

表 M.3 阻力特性系数 K值计算公式表

顺序 山坡坡度角 K 值计算公式

1 0～30° K =0.41＋0.0043
2 30°～60° K =0.543－0.0048 ＋0.000162 2
3 60°～90° K =1.05－0.0125 ＋0.0000025 2

注： K 值计算公式可用于有下列情况的山坡：① ≥45°基岩外露的山坡；② =35°～45°基岩外露，

局部有草和稀疏灌木的山坡；③ =30°～35°有草、稀疏灌木，局部基岩外露的山坡；：④ =25°

～30°有草、稀疏灌木。

M.2.1.2 折线形山坡的滚石运动速度。缓山坡的坡度角 ≤30°，陡坡段坡度角 ≤80°，坡段长超

过 10 m，相邻坡段的坡度角相差 5°以上。计算模型见图 M.3，计算如公式（M.9）。

最高一个坡段坡脚的速度按单一坡度山坡滚石运动计算，其余坡段终端速度为：

1
22

)(11
2

)()( )cot1(2 HVKgHVV iiiij   
（M.9）

式中：

)(iaV ——石块运动所考虑坡段的起点的初速度（m/s）。当 1i ＞ i 时， )cos( )1()1()( iiijia VV    ；

当 1i ＜ i 时， )1()(  ijia VV

i 、 1i ——所考虑坡段的坡度角（°）；

)1( ijV ——石块在前一坡段终端的运动速度（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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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3 折线形山坡山坡滚石速度计算示意图

M.2.1.3 折线形山坡的滚石运动速度。上部坡段为极陡坡 ＞60°，其高度超过 10 m，下部坡段坡度

较缓。计算模型见图 M.4，计算如公式（M.10）～公式（M.12）。

图 M.4 折线形山坡的山坡滚石速度计算示意图

石块从陡坡上坠落至坡脚时的速度：

11 HVR  （M.10）

石块自坡脚向前运动的反射切线分速度：

)cos()1( 21)0(   Ri VV （M.11）

石块运动至较缓坡段末端处的速度为：

2
2
2

2
)0( HVV ii  （M.12）

式中：

——石块冲击到缓坡上的瞬间摩擦系数，取值见表 M.4。

表 M.4 瞬间摩擦系数 和恢复系数 

序号 山坡表层覆盖物的情况 瞬间摩擦系数 恢复系数 
1 基岩外露 0.1 0.7

2 密实的岩块堆积层 0.3 0.5

3 长有草皮的光滑坡面 0.1 0.3

4 松散的坡积层、堆积层等 0.4 0.3

5 基岩埋藏不深（≤0.5 m）的山坡 0.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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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陡坡段的计算速度系数；

1H 、 2H ——坡段高度（m）；

1 、 2 ——坡度角（°）。

M.2.2 滚石弹跳高度计算

落石弹跳高度计算是求算石块运动轨迹与山坡面的最大偏离，落石的运动形式按照质点或球体在边

坡上的运动轨迹曲线来表示（图 M.5）。

图 M.5 滚石运动轨迹曲线图

拦截构筑物设在缓坡段，滚石运动轨迹的方程式为：

 22
0

2 cos2/tan  vgxxy （M.13）

式中：

 ——反射角（°），  tan)1(tan  ；

0v ——反射速度（m/s），  cos/cos)1(0 Rvv  ；

Rv ——岩石撞击地面的速度（m/s）；

 ——恢复系数，取值见表 M.4；

——瞬间摩擦系数，取值见表 M.4；

——入射角（°），通常用山坡坡度角作为入射角。

M.2.3 落石的冲击动能和最小防护高度估算

M.2.3.1 危岩落石初始重力势能按公式（M.14）计算：

2

2
12.1 mvE  （M.14）

式中：

m——落石的质量（kg）；

v——落石的速度（m/s）。

M.2.3.2 当缺乏危岩落石模拟条件时，可根据布网位置的危岩落石初始重力势能，按公式（M.15）估

算危岩落石冲击动能设计值：

kEEd  （M.1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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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危岩落石冲击动能设计值（kJ）；

k——危岩落石冲击动能折减系数，根据坡面特性和平均坡角按图 M.6 确定；

E——相对于布网位置的危岩落石初始重力势能（kJ）。

图 M.6 基于危岩落石初始势能估算冲击动能的折减系数图表

M.2.3.3 当缺乏危岩落石模拟条件时，可根据坡面特征和拟采用的被动防护网防护能级，按表 M.5 估

算其最小防护高度标准值。

表 M.5 不同坡面特征和被动防护网防护能级条件下的建议最小防护高度（m）

上坡侧顺坡面 15 m 范围内的坡面特征
上坡面平均坡角≤45°/上坡面平均坡角＞45°

BE ≤1500kJ 1500kJ＜ BE ≤3000kJ BE ＞3000kJ

无基岩出露的坡面 3/3 3/3 4/4

顺直岩石坡面或局部有基岩出露的坡面 3/4 4/4 4/5

有明显起伏的岩石坡面 4/4 4/5 5/6

注 1： BE ——实际采用的被动防护网的防护能级标称值；

注 2：本表中的被动防护网最小防护高度按与上坡面呈 75°左右夹角安装时的顺钢柱方向定义。

M.2.4 落石的落距计算

计算模型见图 M.7，当末速度 iv =0 时，可求得 iL ，落石的最大水平运动距离为 ii dL cos 。

  iitii Ldmgvvmhmg tancos)(
2
1 22△ （M.16）

式中：

iv ——落石在边坡面上任意位置处所具有的速度（m/s）；

tv ——落石碰撞地面时的切向速度（m/s）， cosvvt  ；

id ——各直线段边坡的平均坡度（°）；

ih ——各直线段边坡的铅直高度（m）；

——落石与坡面的综合摩擦角（°），可按平均坡度加 1°计；

iL ——各直线段边坡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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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7 崩塌破坏运动示意图

M.2.5 未定型被动防护网系统设计有限元计算

M.2.5.1 未定型被动防护网系统设计及其构件与连接节点深化设计可参照以下要求，采用有限元方法

进行计算：

a） 防护网系统各构件和连接节点宜满足承载力及构造要求。

b） 设计计算时，考虑不同的危岩落石冲击工况，冲击加载顺序和相应的冲击动能可按照表 M.6

选取。

表 M.6 危岩落石冲击加载工况及顺序

防护工程等级 加载顺序 冲击工况 冲击能量

一级

1 中间跨及边跨分别连续两次冲击 dE /3

2 中间跨及边跨单次冲击 dE

3 钢柱单次冲击 dE /3

二级、三级
1 中间跨及边跨连续两次冲击 dE /3

2 中间跨及边跨单次冲击 dE
注： dE ——危岩落石冲击动能设计值（kJ）。

c） 计算分析应在模型计算所得到的外形与初始应力分布的基础上进行，完整再现整个冲击过程。

d） 计算模型应考虑结构的几何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以及网片、钢柱、连接件的空间协同工作。

e） 计算模型应考虑钢丝绳、钢柱、网片间的摩擦滑移边界影响，并选用合适单元及摩擦参数反映

系统实际工作特性。

M.2.5.2 网片受力单元内力应满足公式（M.17）要求：

max，nmTa ≤  nT （M.17）

式中：

max，nT ——拦截结构中受力单元最大计算内力（kN）；

 nT ——拦截结构受力单元的试验破断拉力最小值（kN）；

ma ——构件承载力储备系数，防护工程等级为一级时取 1.4，防护工程等级为二级时取 1.2，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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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等级为三级时取 1.1。

M.2.5.3 钢柱承载力和稳定性应分别满足公式（M.18）～公式（M.20）的要求：











ny

y
m W

M
A
Na ≤ f （M.18）

式中：

N——钢柱轴向压力（N）；

A——立柱的毛截面面积（m）；

yM ——同一截面处绕 y 轴的弯矩（一般规定 y 轴为弱轴）（N/m）；

nyW ——对 y轴的净截面模量（m
3
）；

ma ——承载力储备系数，防护工程等级为一级时取 1.6，防护工程等级为二级时取 1.4，防护工程

等级为三级时取 1.2；

f ——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MPa）。















Ey
ly

y

y

N
NW

M
A
N

8.01


≤ f （M.19）

2

2

1.1 y
Ey

EAN



 （M.20）

式中：

y ——构件截面对 y轴的长细比；

y ——弯矩作用平面内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应符合 GB 50017 的规定；

lyW ——在弯矩作用平面内较大受压纤维的毛截面模量（m
3
）；

E——钢材的弹性模量（GPa）。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M.2.5.4 上、下支撑绳、上拉锚绳和侧拉锚绳的承载力，应满足公式（M.21）要求：

max，rmTa ≤  rT （M.21）

式中：

max，rT ——钢丝绳最大拉力（kN）；

 rT ——钢丝绳破断拉力值（kN），应符合 GB/T 20118 的规定；

ma ——承载力储备系数，防护工程等级为一级时取 1.8，防护工程等级为二级时取 1.5，防护工程

等级为三级时取 1.2。

M.2.5.5 设置于支撑绳和上拉锚绳上的消能装置可采用串联、并联和串并结合的配置方式，其数量可

按公式（M.22）确定：

d

Bb

F
En



0


（M.22）

式中：

BE ——实际采用的被动防护网的防护能级标称值（kJ）；

 ——耗能比例系数，支撑绳上消能装置 ds， 、拉锚绳上消能装置 da， 分别按表 M.7 取值；

表 M.7 各构件的耗能比例系数

构件 支撑绳上消能装置 ds， 拉锚绳上消能装置 da， 其他 

耗能比例系数 ≥0.6 ≥0.2 ≤0.2



DB32/T 4077.2-2021

296

b ——考虑消能装置未完全工作的调整系数，支撑绳上的消能装置 sb， 取 1.3，拉锚绳上的消能

装置 ab， 取 1.1；

0F ——消能装置工作荷载（kN）；

d ——单个消能装置最大变形量（mm）。

M.2.5.6 消能装置应有合适的启动力以保证在结构受到冲击时能够启动工作，同时应具备足够的行程

以满足最小耗能需求。消能装置的静态启动荷载与动态启动荷载应满足公式（M.23）、公式（M.24）要

求：

stmFa ≤0.4  rT （M.23）

dtmFa ≤0.7  rT （M.24）

式中：

stF ——消能装置静态启动力（N）；

dtF ——消能装置动态启动力（N）。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M.2.5.7 消能装置应按以下原则进行布置：

a） 网片运动过程中不应阻碍消能装置的变形。

b） 立柱支撑点不应阻碍消能装置的变形，支撑绳上的消能装置距离立柱支撑点应有足够距离。

c） 若采用串联方式导致变形量过大时，可采用并联方式，并联后启动力为各并联消能装置启动力

之和。

M.2.5.8 柱脚在垂直于冲击方向应具有不低于 15°的上下自由转动能力，在冲击方向应能完全自由转

动，如图 M.8 所示。

图 M.8 柱脚转动能力

M.2.5.9 柱脚连接与基座应进行承载力验算。

M.2.5.10 对于非定型柱脚与基座产品，当采用销轴连接时，各销孔间的同轴度误差不应大于 1.5 mm，

并应对销轴进行抗剪验算。柱脚耳板和基座耳板均应进行抗剪承载力验算，同时对基座耳板还应进行局

部承压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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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

（资料性）

土质边坡静力平衡法和等值梁法

N.1 对板肋式及桩锚式挡墙，当立柱（肋柱和桩）嵌入深度较小或坡脚土体较软弱时，可视立柱下端

为自由端，按静力平衡法计算。当立柱嵌入深度较大或为岩层或坡脚土体较坚硬时，可视立柱下端为固

定端，按等值梁法计算。

N.2 采用静力平衡法或等值梁计算立柱内力和锚杆水平分力时，应符合下列假定：

a） 采用从上到下的逆作法施工。

b） 假定上部锚杆施工后开挖下部边坡时，上部分的锚杆内力保持不变。

c） 立柱在锚杆处为不动点。

N.3 采用静力平衡法（图N.1）计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第 j 层锚杆水平分力 b）立柱嵌入深度

图 N.1 静力平衡法计算简图

a） 锚杆水平分力可按公式（N.1）计算：







1

1

j

i
tkipkjakjtkj HEEH （ J =1，2，...，n） （N.1）

式中：

tkiH 、 tkjH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第 i、 j层锚杆水平分力（kN）；

akjE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挡墙后侧向主动土压力合力（kN）；

pkjE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坡脚地面以下挡墙前侧向被动土压力合力（kN）；

n——沿边坡高度范围内设置的锚杆总层数。

b） 最小嵌入深度 minD 可按公式（N.2）计算确定：





n

i
aitkinakpk aHaEbE

1
0 （N.2）

式中：

akE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挡墙后侧向主动土压力合力（kN）；

pkE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挡墙前侧向被动土压力合力（kN）；

ala —— tklH 作用点到 tknH 的距离（m）；

aia —— tkiH 作用点到 tknH 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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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 akE 作用点到 tknH 的距离（m）；

b—— pkE 作用点到 tknH 的距离（m）。

c） 立柱设计嵌入深度 h可按公式（N.3）计算：

1rr hh  （N.3）

式中：

 ——立柱嵌入深度增大系数，对工程等级为一、二、三级边坡分别为 1.50、1.40、1.30；

rh ——立柱设计嵌入深度（m）；

1rh ——挡墙最低一排锚杆设置后，开挖高度为边坡高度时，立柱的最小嵌入深度（m）。

d） 立柱的内力可根据锚固力和作用于支护结构上侧压力按常规方法计算。

N.4 采用等值梁法（图N.2）计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第 j 层锚杆水平分力 （b）立柱嵌入深度

图 N.2 等值梁法计算简图

a） 坡脚地面以下立柱反弯点到坡脚地面的距离 nY 可按公式（N.4）计算：

0 pkak ee （N.4）

式中：

ake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挡墙后侧向主动土压力（kN/m
2
）；

pke ——相应于作用的标准组合时，挡墙前侧向被动土压力（kN/m
2
）。

b） 第 j层锚杆的水平分力可按公式（N.5）计算：

aj

j

i
aitkijakj

tkj a

aHaE
H









1

1 （ j =1，2，...，n） （N.5）

式中：

aia —— tkiH 作用点到反弯点的距离（m）；

aja —— tkjH 作用点到反弯点的距离（m）；

ja —— tkjH 作用点到反弯点的距离（m）。

c） 立柱的最小嵌入深度 rh 可按公式（N.6）、公式（N.7）计算确定：

nnr tYh  （N.6）







 n

i
tkiak

pk
n

HE

bE
t

1

（N.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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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桩前作用于立柱的被动土压力合力 pkE 作用点到立柱底的距离（m）。

d） 立柱设计嵌入深度可公式（N.3）计算。

e） 立柱的内力可根据锚固力和作用于支护结构上的侧压力按常规方法计算。

f） 计算挡墙后侧向压力时，在坡脚地面以上部分计算宽度应取立柱间的水平距离，在坡脚地面以

下部分计算宽度对肋柱取 50.05.1 b （其中b为肋柱宽度），对桩取 0.90（ 50.05.1 d ）（其

中 d为桩的直径）。

g） 挡墙前坡脚地面以下被动侧向压力应考虑墙前岩土层稳定性、地面是否无限等情况，按当地

工程经验折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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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O

（规范性）

水文与水力计算

O.1 设计径流量

O.1.1 各项排水设施所需排泄的设计径流量可按公式（O.1）计算确定：

FqQ tP,67.16  （O.1）

式中：

Q——设计径流量（m
3
/s）；

 ——径流系数，按汇水区域内的地表种类由表由表 O.1 查取；

tPq , ——设计重现期和降雨历时内的平均降雨强度（mm/min）；

F ——汇水面积（km2）。

表 O.1 径流系数

地表种类 径流系数 地表种类 径流系数

硬质岩石坡面 0.70～0.85 平坦的耕地 0.45～0.60

软质岩石坡面 0.50～0.75 落叶林地 0.35～0.60

陡峻的山地 0.75～0.90 针叶林地 0.25～0.50

起伏的山地 0.60～0.80 水田、水面 0.70～0.80

起伏的草地 0.40～0.65

注：当汇水区域内有多种类型地表时，应分别为每种类型选取径流系数后，按相应面积大小取加权平均值。

O.1.2 当地气象站有10年以上自记雨量计资料时，宜利用气象站观测资料，经统计分析，确定相关参

数后按公式（O.2）、公式（O.3）计算设计重现期和降雨历时内的平均强度：

n
P

tP bt
aq

)(, 
 （O.2）

PdcaP lg （O.3）

式中：

t——降雨历时（min），指径流达到计算坡面所需的径流时间；

P——重现期（a），设计降雨重现期按 50 a 计算；

b， n， c， d——回归系数。

O.1.3 降雨历时应按公式（O.4）计算：

21 tmtt  （O.4）

式中：

t——降雨历时（min）；

1t ——坡面汇流时间（min），与汇流面积大小、地形坡度陡缓、土壤干湿程度以及地面覆盖等有

关，
1

1
1 60v

Lt  ，一般 15.01 v m/s～0.6 m/s， 1L 为坡面长度（m）；

m——折减系数。明渠m =1.2，暗渠m =2.0，在陡坡地区暗渠折减系数m =1.2～2.0；

2t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2

2
2 60v

Lt  ， 2L 为流程长度，即所计算管渠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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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 为所计算的管渠内流速（m/s）。

O.1.4 坡面汇流时间可按公式（O.5）计算确定：

p
p

p L
i

sL
t (445.1

467.0

1 









 ≤370 m） （O.5）

式中：

1t ——坡面汇流时间（min）；

s——地表粗糙度系数，按地表情况查表 O.2 确定；

pi ——坡面汇流的坡度（°）；

pL ——坡面汇流的长度（m）。

表 O.2 地表粗糙度系数 s

地表状况 粗糙度系数 s 地表状况 粗糙度系数 s

沥青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 0.013 牧草地、草地 0.400

光滑的不透水地面 0.020 落叶树林 0.600

光滑的压实土地面 0.100 针叶树林 0.800

稀疏草地、耕地 0.200

O.1.5 当地缺乏自记雨量计资料时，可利用标准降雨强度等值线图和有关转换系数，按公式（O.6）计

算降雨强度：

10,5, qccq tPtp
 （O.6）

式中：

tc ——降雨历时转换系数，为降雨历时 t的降雨强度 tq 与 10 min 降雨历时的降雨强度 10q 的比值

（ tq / 10q ），按灾害点所在区域的 60 min 转换系数 60c ，由表 O.3 查取， 60c 可由图 O.1 查

取；

表 O.3 降雨历时转换系数 tc

60c
降雨历时：/min

3 5 10 15 20 30 40 50 60 90 120

0.30 1.40 1.25 1.00 0.77 0.64 0.50 0.40 0.34 0.30 0.22 0.18

0.35 1.40 1.25 1.00 0.80 0.68 0.55 0.45 0.39 0.35 0.26 0.21

0.40 1.40 1.25 1.00 0.82 0.72 0.59 0.50 0.44 0.40 0.30 0.25

0.45 1.40 1.25 1.00 0.84 0.76 0.63 0.55 0.50 0.45 0.34 0.29

0.50 1.40 1.25 1.00 0.87 0.80 0.68 0.60 0.55 0.50 0.39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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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O.1 中国 60min 降雨强度转换系数（ 60c ）等值线图（mm/min）

Pc ——重现期转换系数，为设计降雨重现期降雨强度 pq 与标准重现期降雨强度 sq 的比值

（ pq / sq ），按灾害点所在区域由表 O.4 可得；

表 O.4 重现期转换系数 Pc

地区

类别
地区

重现期 P/a

3 5 10 15 20 50

一类
海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

北、福建、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台湾
0.86 1.00 1.17 1.27 1.35 1.58

二类
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山西，河南四川、西藏
0.83 1.00 1.22 1.36 1.45 1.75

三类 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新疆

非干旱区 0.76 1.00 1.34 1.54 1.83 2.10

四类 干旱区 0.71 1.00 1.44 1.72 2.09 2.43

注 1：20 a 一遇与 50 a 一遇重现期按照下面对数拟合公式所得。第一类地区，对数拟合公式为：

585.0)lg(253.0  PcP ， 999.02 R ；第二类地区，对数拟合公式为： 470.0)lg(327.0  PcP ， 999.02 R ；

第三类地区，对数拟合公式为： 223.0)lg(485.0  PcP ， 999.02 R ；第四类地区，对数拟合公式为：

006.0)lg(627.0  PcP ， 998.02 R 。

注 2：干旱区约相当于 5年一遇 10 min 降雨强度小于 0.5 mm/min 的地区。

10,5q ——5 a重现期和 10 min 降雨历时的标准降雨强度（mm/min），按灾害点所在地由图 O.2 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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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O.2 中国 5 年一遇 10min 降雨强度（ 10,5q ）等值线图（mm/min）

O.2 水力计算

O.2.1 沟（管）水力计算

O.2.1.1 沟（管）的水力计算应包括依据设计流量确定沟（管）所需的断面尺寸，以及检查水流速度

是否在允许范围内等内容。

O.2.1.2 沟（管）的泄水能力 cQ 可按公式（O.7）计算：

wvQ ac  （O.7）

式中：

cQ ——沟（管）的泄流量（m
3
/s）；

v——沟（管）内的平均流速（m/s）；

w——过水断面面积（m
2
），根据过水断面类型按表 O.5、表 O.6 计算。

表 O.5 沟（管）水力半径和过水断面面积计算公式

断面形状 断面图 过水断面面积 A 水力半径 R

矩形 bhA 
hb

bhR
2



三角形 bhA 5.0
211

5.0

m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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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O.5 沟（管）水力半径和过水断面面积计算公式（续）

断面形状 断面图 过水断面面积 A 水力半径 R

三角形 bhA 5.0 2
2

2
1 11

5.0

mm
bR




梯形 hbbA )(5.0 21 
)11(

)(5.0
2
2

2
12

21

mmhb
hbbR





圆形

)2sin
2
1(2   dA

充满度 dHa 2/
弧度  a21arccos 

)
2
2sin1(

2 




dR

表 O.6 U 型排水沟水力半径和过水断面面积

断面形状 断面图
尺寸/m 过水断面面积

A /m
2

水力半径

R /m1b 2b h

U 型排水沟

0.18 0.17 0.18 0.033 0.050

0.24 0.22 0.24 0.055 0.079

0.30 0.26 0.24 0.067 0.091

0.30 0.26 0.30 0.084 0.098

0.36 0.31 0.30 0.101 0.110

0.36 0.31 0.36 0.121 0.117

0.45 0.40 0.45 0.191 0.147

0.60 0.54 0.60 0.342 0.196

O.2.1.3 沟（管）内的平均流速 v可按公式（O.8）和公式（O.9）计算：

2
1

3
21 iR

n
v

c

 （O.8）


wR  （O.9）

式中：

cn ——沟（管）壁的粗糙系数，可按表 O.7 查取；

R——水力半径（m），计算式可参考表 O.5、表 O.6；

I ——水力坡度，无旁侧入流的明沟，水力坡度可采用沟的底坡，有旁侧入流的明沟，水力坡度可

采用沟段的平均水面坡降；

 ——过水断面湿周（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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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O.7 沟（管）壁的粗糙系数 cn

沟（管）类别 cn 沟（管）类别 cn

塑料管（聚氯乙烯） 0.010 土质明沟 0.022

石棉水泥管 0.012 带杂草土质明沟 0.027

水泥混凝土管 0.013 砂砾质明沟 0.025

陶土管 0.013 岩石质明沟 0.035

铸铁管 0.015 植草皮明沟（流速 0.6 m/s） 0.050～0.090（范围跨度大）

波纹管 0.027 植草皮明沟（流速 1.8 m/s） 0.035～0.050（范围跨度大）

沥青路面（光滑） 0.013 浆砌片石明沟 0.025

沥青路面（粗糙） 0.016 干砌片石明沟 0.032

水泥混凝土路面（抹面） 0.014 水泥混凝土明沟（镘抹面） 0.015

水泥混凝土路面（拉毛） 0.016 水泥混凝土明沟（预制） 0.012

O.2.1.4 浅沟可按以下规定计算其泄水能力：

a） 单一横坡浅三角形沟的泄水能力 cQ 可按公式（O.10）计算：

2
1

3
81377.0 ih

ni
Q

ch
c  （O.10）

式中：

hi ——沟或过水断面的横向坡度（°）；

h——沟或过水断面的水深（m）。

b） 复合横坡浅三角形沟的泄水能力可按公式（O.10）计算泄水能力乘以系数 求得， 由公式（11）

确定。计算示意如图 O.3 所示。

  3
5

11 )1()1()1(1    （O.11）

式中：

 ，  ，  ——系数，其中
3

2

i
i

 ，
3

2

b
b

 ，
321

1

bbb
b


 。

图 O.3 双向开口且有变坡浅三角形沟过水断面计算图

c） 其他深宽比小于 1∶6 的浅沟泄水能力可采取公式（O.7）计算泄水能力乘以 1.2。

O.2.1.5 沟和管的允许流速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明沟的最小允许流速为 0.4 m/s，暗沟和管的最小允许流速为 0.75 m/s。

b） 管的最大允许流速为：金属管 10 m/s；非金属管 5 m/s。

c） 明沟最大允许流速可根据沟壁材料的水深修正系数确定。不同沟壁材料在水深为 0.4 m～1.0 m

时的最大允许流速可按表 O.8 取用；其他水深的最大允许流速应乘以表 O.9 中的相应的水深修

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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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O.8 明沟最大允许流速

明沟类别 最大允许流速（m/s） 明沟类别 最大允许流速（m/s）

细粒土质砂 0.8 片碎石（卵砾石）加固 2.0

低液限粉土，低液限黏土 1.0 干砌片石 2.0

高液限黏土 1.2 浆砌片石 3.0

草皮护面 1.6 水泥混凝土 4.0

表 O.9 最大允许流速的水深修正系数

水深 h/m ≤0.4 0.4＜h≤1.0 1.0＜h＜2.0 H≥2.0

修正系数 0.85 1.00 1.25 1.40

O.2.2 泄水口水力计算

O.2.2.1 泄水口水力计算应包括依据设计流量的截流要求确定泄水口的尺寸和布设间距等内容。

O.2.2.2 在纵坡坡段上的开口式泄水口，设计泄水量应根据开口长度 iL 、低凹区的宽度 wB 、下凹深

度 ah 以及过水断面的纵向坡度 zi 和横向坡度 hi 确定，如图 O.4 所示。可利用相关规范查取截流率

（ cQQ /0 ）后，按过水断面泄水能力 cQ 确定其设计泄水量 0Q ，泄水口开口长度，下凹区宽度和下凹深

度取值应根据喇叭口的形状和尺寸确定。

说明：1——拦水带或缘石；2——低凹区

图 O.4 开口式泄水口周围的水流状况

O.2.2.3 在凹形竖曲线底部的开口式泄水口设计泄水量，应按泄水口处的水深和泄水口的尺寸确定。

a） 开口处设有低凹区，当开口处的净高 0h 大于或等于由图 O.5 确定的满足堰流要求的最小高度

mh 时，可利用图 O.6 确定开口的泄水量 0Q 或最大水深 ih 。

b） 不设低凹区时可按公式（O.12）确定其泄水量 0Q ：
5.1

0 66.1 iihLQ  （O.12）

c） 当开口处水深 ih 超过净高 0h 的 1.4 倍时，可按公式（O.13）确定其泄水量 0Q ：

)5.0(14.13 000 hhLhQ ii  （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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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O.5 开口式泄水口满足堰流要求的最小开口高度 mh 计算图

图 O.6 开口处净高 0h ≥ mh 时开口的泄水量 0Q 或最大水深 ih 计算图

O.2.2.4 在纵坡坡段上的格栅式泄水口，其设计泄水量为过水断面中格栅宽度 gB 所截流的部分，如图

O.7所示，可利用公式（O.10）确定。格栅孔口所需的最小净长度 gL 可按公式（O.14）确定：

说明：1——格栅；2——水面

图 O.7 格栅式泄水口过水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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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1.0 dhvL igg  （O.14）

式中：

gL ——格栅孔口的最小净长度（m）；

gv ——格栅宽度范围内水流的平均流速（m/s）；

d——格栅栅条的厚度（m）。

O.2.2.5 在凹形竖曲线底部的格栅式泄水口，其泄水量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当格栅上面的水深 ih ＜0.12 m 时，泄水量 0Q 可按公式（O.15）计算：
5.1

0 66.1 ighPQ  （O.15）

式中：

gP ——格栅的有效周边长（m），为格栅进水周边边长之和的一半。

b） 当格栅上面的水深 ih ＞0.43 m 时，泄水量 0Q 可按公式（O.16）计算：
5.0

0 96.2 iihSQ  （O.16）

式中：

iS ——格栅孔口净泄水面积的一半（m
2
）。

c） 当格栅上的水深处于 0.12 m～0.43 m 之间时，其泄水量介于公式（15）和公式（16）的计算

结果之间，可按水深通过直线内插得到。

O.2.2.6 在纵坡坡段上，上方第一个泄水口的位置按保证过水断面或沟内的水面宽度不超出 JTG/T

D33-2012 第 4.2.1 条第 4 款规定的允许范围的原则确定，随后各泄水口的间距按该段长度内所产生的

径流量与该泄水口的泄水量相等的原则计算确定。坡段上最后一个泄水口的溢流量计入进入凹形竖曲线

底部的泄水口的流量。

O.2.3 矩形断面单级跌水水力学计算

O.2.3.1 矩形断面的进口部分宽度可按公式（O.17）计算：

2/3
02 hg

Qb
f

s


 （O.17）

式中：

sQ ——设计流量（m
3
/s）；

 ——水流井口侧收缩系数，取 0.85～0.95；

f ——流量系数，取 0.30～0.395；

g——重力加速度，取 9.80m/s
2
；

0h ——行近流速作用下的水头高度（m）。

对梯形断面，公式（O.17）计算的是平均宽度，此时应将梯形面积和高度换算成等面积的矩形面积

和高度。

O.2.3.2 急流槽临界纵坡计算：

k

k
k bC

gi 
 （O.18）

式中：

C——临界水深时的流速系数[谢才系数，参照公式（O.19）、公式（O.20）及公式（O.21）计算]；

k ——临界水深时的湿周（m）。

kb ——急流槽底宽（m）。

O.2.3.3 流速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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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巴甫洛夫斯基公式：

sRC y / ………………………………………（O.19）

式中：

y——与 s， R有关的指数。

)10.0(75.013.05.2  sRsy ……………………（O.20）

b） 满宁公式：

sRC /6/1 ………………………………………（O.21）

公式（O.19）、公式（O.20）、公式（O.21）中：

R——水力半径（m）；

s——地表粗糙系数，参照表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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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P

（规范性）

危岩崩塌支撑柱（墙）反力计算

P.1 坠落式危岩支撑体反力计算

P.1.1 对后缘有陡倾裂隙的悬挑式崩塌危岩支撑体反力按公式（P.1）、公式（P.2）计算，选取两种

计算结果中的较大值（图 P.1）：

图 P.1 后缘有陡倾裂隙坠落式崩塌支撑体反力计算示意图

)(tan1 hHcQGFR st   （P.1）

l
hHQbGaFR kst

2
00

2
)()( 




（P.2）

GQ e （P.3）

)( 21 RRMaxR ， （P.4）

式中：

 ——崩塌抗弯力矩计算系数，依据潜在破坏面形态取值，一般可取 1/12～1/6，当潜在破坏面为

矩形时可取 1/6；

e ——地震作用水平系数；

Q——地震力（kN/m）；

H ——后缘裂隙上端到未贯通段下端的垂直距离（m）；

h——后缘裂隙深度（m）；

0a ——崩塌体重心到潜在破坏面的水平距离（m）；

0b ——崩塌体重心到潜在破坏面形心的铅垂距离（m）；

l——柱撑体距离主控裂隙面在危岩底部出露点的水平距离（m）；

k ——崩塌体抗拉强度标准值（kPa），根据岩石抗拉強度标准值乘以 0.20 折减系数确定；

c——崩塌体黏聚力标准值（kPa）；

——崩塌体内摩擦角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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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对后缘无陡倾裂隙的悬挑式崩塌危岩支撑体反力按公式（P.5）、公式（P.6）计算，选取两种

计算结果中的较大值（图 P.2）：

图 P.2 后缘无陡倾裂隙的坠落式崩塌支撑体反力计算示意图

01 tan cHQGFR st   （P.5）

l
HQbGaFR kst

2
000

2
)( 




（P.6）

)( 21 RRMaxR ， （P.7）

式中：

0H ——崩塌体后缘潜在破坏面高度（m）；

k ——崩塌体抗拉强度标准值（kPa），根据岩石抗拉强度标准值乘以 0.30折减系数确定；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P.2 倾倒式危岩支撑体反力计算

危岩体重心在倾覆点之外时，支撑体反力按公式（P.8）、公式（P.9）计算，选取两种计算结果中

的较大值（图 P.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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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sin3sin0 





（P.8）

l

bhHhHaGbhhHVQhF
R

k
w

st 



 
















 





)cos(

cossin3
2

sin2
1)cos(

cossin3sin0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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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hV  （P.10）

)( 21 RRMaxR ，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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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P.3 倾倒式危岩支撑体反力计算示意图

式中：

H ——后缘裂隙上端到未贯通段下端的垂直距离（m）；

V ——裂隙水压力（kN/m）；

w ——水的容重（kN/m
3
）；

wh ——后缘裂隙充水高度（m）；

a——危岩体重心到倾覆点的水平距离（m）；

b——后缘裂隙未贯通段下端到倾覆点之间的水平距离（m）；

0h ——危岩体重心到倾覆点的垂直距离（m）；

k ——危岩体抗拉强度标准值（kPa），根据岩石抗拉强度标准值乘以 0.4 折减系数确定；

 ——危岩体与基座接触面倾角（°），外倾时取正值，内倾时取负值；

 ——后缘裂隙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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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Q

（规范性）

棚洞结构受力计算

Q.1 棚洞结构自重

棚洞顶板或拱圈一般为等截面，计算自重时简化为垂直均布荷载，如图 Q.1 所示，其值为：

0dq  （Q.1）

式中：

q——结构自重（kN/m
2
）；

 ——钢筋混凝土容重，一般取 25 kN/m
3
；

0d ——棚洞结构厚度（m）。

图 Q.1 结构自重简化均布荷载示意图

Q.2 回填土压力

Q.2.1 竖向压力

棚洞回填土石竖向压力按公式（Q.2）计算（图 Q.2）。

图 Q.2 回填土石竖向压力示意图

ii hq 1 （Q.2）

式中：

iq ——棚洞结构上任意点 i回填土石竖向压力（kN/m
2
）；

1 ——回填土石容重，一般取 20 kN//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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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 ——棚洞结构上任意点 i回填土石高度（m）。

Q.2.2 侧压力

Q.2.2.1 棚洞拱圈所受回填土石侧压力按公式（Q.3）计算。

 ii he 1 （Q.3）

式中：

ie ——棚洞结构上任意点的侧向压力（kN/m）；

——侧压力系数。

其他符号意义同上。

根据不同条件，侧压力系数分别按无限土体和有限土体两种方法计算。如果山体无侧压力，临时

开挖边坡稳定，其开挖坡率陡于按有限土体计算方法得出的最大侧压力开挖坡率时，可根据实际开挖坡

率，按有限土体计算侧压力。反之，当开挖坡率缓于或等于按有限土体计算方法得出的最大侧压力开挖

坡率时，其侧压力值应按无限土体计算。

按有限土体计算方法得出的土体最大侧压力的开挖坡率 n为：




tan1
)1)(1)(tan()tan(

22

2

mm
mmmn




 （Q.4）

式中：

n——产生最大侧压力的开挖坡率；

 ——回填土石与开挖坡面间的摩擦系数；

m——回填土石面坡率；

 ——侧向压力作用方向与水平线的夹角（  ～0 ，为回填材料内摩擦角，土石回填一般取

 =30°）。

当 n＜ n即边坡开挖坡率陡于土体产生最大侧压力的开挖坡率，此时，按有限土体计算方法计算侧

压力（图 Q.3）。

图 Q.3 按有限土体计算拱圈侧压力

对右侧（回填土石坡面向上倾斜）侧压力系数计算为：

)(sin)1(cos)(
1

nm
mn

nn
n










 （Q.5）

对左侧（回填土石坡面向下倾斜）侧压力系数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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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1(cos)(
1

nm
mn

nn
n










 （Q.6）

当回填土石坡面水平时，即 m ，且侧压力作用方向水平，即 0 时：

n
nn







 1
（Q.7）

当 n≥ n即边坡开挖坡率缓于（或等于）土体产生最大侧压力的开挖坡率，此时，按无限土体计算

方法计算侧压力（图 Q.4）。

图 Q.4 按无限土体计算拱圈侧压力

对右侧（回填土石坡面向上倾斜）侧压力系数计算为：






22

22

coscoscos

coscoscoscos



 （Q.8）

或

)(sin)1(cos)(
1

nm
nm

nn
n











 （Q.9）

式中：

 ——设计填土倾角（°）；

——拱圈回填土石内摩擦角（°）。

对左侧（回填土石坡面向下倾斜）侧压力系数计算为：

)tantan1)(tan(
tan





 （Q.10）

其中：

 

 








tan
tantan11

tan
tan1tan1tan

tan
2

2









 

 （Q.11）

当回填土石坡面水平时，即 m ，且侧压力作用方向水平，即 0 时，

n
nn




 1

或 )
2

45(tan 2   （Q.12）

其中： 12  n （Q.13）

Q.2.2.2 直墙墙背侧压力计算

假定墙背与回填土石之间摩擦系数为零，侧向压力作用方向水平，侧压力按公式（Q.14）～公式

（Q.18）计算（图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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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he  （Q.14）

式中：

 ——直墙回填土石重度（kN/m
3
）；

ih——直墙计算点换算高度（m）， iii hhh







图 Q.5 直墙回填土石压力

对右侧（回填土石坡面向上倾斜）侧压力系数计算为：

 
2

2

cos
sinsin1

cos




















 （Q.15）

式中：

 ——换算回填土坡倾角（°）， 








  


 tantan 1

对左侧（回填土石坡面向下倾斜）侧压力系数计算为：

)tantan1)(tan(
tan

00

0







 或























cos
)sin(sin1

cos2
（Q.16）

式中：

 

 



























tan
tantan11

tan
tan1tan1tan

tan
2

2

（Q.17）

当回填土石坡面水平即 m 时： )
2

45(tan2 


 （Q.18）

Q.3 结构附加恒载

结构附加恒载主要指结构内部各种设备荷载，包括照明灯具、内部装饰灯荷载。荷载标准值按实际

重量计算。

Q.4 可变荷载

可变荷载包括雪荷载和风荷载，荷载标准值可参照 GB 50009 规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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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偶然荷载

棚洞设计偶然荷载包括落石冲击荷载和地震荷载。落石冲击荷载可参照相关规范计算，地震荷载可

参照 8.11.2.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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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R

（资料性）

边坡植被恢复技术措施

R.1 边坡植被恢复主要工程技术措施

边坡植被恢复主要工程技术措施参照表 R.1。

表 R.1 边坡植被恢复主要工程技术措施表

分部 分类 分项 常用技术

固土技术

表面固土

平面网 金属网（钢丝绳网、钢丝网、铁丝网）、土工格栅

立体网 三维网

毯垫技术 植生毯（垫）、生态袋、植生袋

分区固土

格室 混凝土格构、土工格室

穴槽 种植槽、鱼鳞坑

枕袋技术 生态袋、植生袋

水平拦挡
隔挡 生态带

阶台 水平阶（台）、水平沟（槽）、栅栏、挡墙、棚、架

建植技术

基质配制

结构改良
黏结材料、保水材料、轻质颗粒（珍珠岩、陶粒、蛭

石类）、有机纤维、腐殖肥、生态混凝土、高次团粒

肥力改良 有机肥、无机肥、复合肥料、复混肥

活力改良 微生物菌剂、微生物肥、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

播种
喷播

挂网客土喷播、普通喷播、液力喷播、CBS 植被混凝土

喷播、高次团粒喷播

人工播种 点播、条播、撒播

栽植
苗木栽植 裸根苗栽植、容器苗栽植

营养体栽植 扦插、埋条、分株、人工草皮、自然草皮

植被诱导 干预恢复 表土回用、有机物料铺覆、封禁恢复、封育恢复

养护技术

光热调控 遮盖 无纺布、草帘、遮阳网、覆盖喷播、地膜

水肥调控 施肥、灌溉 撒施、喷灌、滴灌、微灌

种群调控
限控技术 刈割、修剪与平茬

调配技术 补播（栽）

植物保护 有害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综合防治

R.2 边坡植被恢复工程生物措施、技术要求及适用条件

边坡植被恢复工程生物措施、技术要求及适用条件参照表 R.2。

表 R.2 边坡植被恢复工程生物措施、技术要求及适用条件

生物措施 技术要求
适用条件

边坡类型 坡率 坡高/m

铺草皮 异地培育草坪，按一定大小规格铺植于坡面 土质及强风化边坡 ≤1∶1 ＜10

植生带
采用专用设备将草种、肥料、保水剂等定植在纤维材

料上，形成一定规格的夹层带状产品，施工时覆于坡面
土质边坡或人工回填

1∶1.5～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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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2 边坡植被恢复工程技术要求及适用条件（续）

生物措施 技术要求
适用条件

边坡类型 坡率 坡高/m

三维植被网
采用特制的固土网垫置于坡面，覆土形成人造土壤

层，喷播草（树）种，形成植被

土质、强风化、

人工回填边坡
1∶1.5～1∶1 ＜10

香根草篱 在坡面上按一定间距大致沿等高线密植香根草 土质边坡 1∶1.5～1∶1 ＜10

挖沟植草
在坡面上按一定的行距开挖楔形沟，回填改良客土，

并设三维植被网，进行喷播绿化
软质岩边坡 1∶2.5～1∶1 ＜10

土工格室

植草

在展开并固定在坡面上的土工格室内填充改良客土，

在格室上挂或不挂网，进行喷播绿化
岩质边坡 ≤1∶0.5 ＜10

浆砌片石骨

架植草

采用浆砌片石在坡面形成具有截水功能的框架，综合

其他方法进行绿化

土质及强风化

边坡
1∶1～1∶1.5 ＜10

藤蔓植物
栽植攀缘性和垂吊性植物，以遮蔽硬质岩陡坡、挡土

墙等圬工砌体进行绿化
各类边坡 ≤1∶0.3 ＜10

普通喷播
将含草种、有机质、混凝土等基质喷附在岩石坡面上

进行绿化
各类边坡 ≤1∶1.73 ＜100

挂网客土

喷播

在金属或塑料网上喷播客土、木纤维、草种、保水剂、

黏合剂、肥料与水的混合物进行绿化
各类边坡 ≤1∶0.84 ＜100

液力喷播
将草种、木纤维、保水剂、黏合剂、肥料、染色剂等

与水的混合物，喷射（喷洒）到预定区域进行绿化

土质或人工回

填边坡
≤1∶2.75 ＜100

栽植木本

植物

栽植灌木、乔木等，并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促进多样

性群落的形成
土质、缓坡

蜂巢格室平

铺植生

自上而下在展开并固定在坡面上的蜂巢格室内填充

表土或改良客土，并撒播或喷播绿化

土质，全风化 ＜1∶1 ≤20

半风化、岩质 1∶1～1∶0.5 ≤10

蜂巢格室叠

砌植生

自下而上在按稳定坡度层层叠置的蜂巢格室内填充

表土、改良客土或坡土，然后在各层外露平台上撒播或

喷播绿化

堆填
小于等于安

息角

根据稳

定性计

算确定

团粒喷播

按不同坡面坡度和植物对土壤的要求，将重型和轻型

基质按单独、交叉、交替几种方式，通过高分子团粒喷

播设备喷附到覆网的坡面上，再将种子混合入基质进行

喷播种植

各类边坡 ＜1∶0.5 ＜120

CBS 植生混凝

土生态护坡

采用特定的混凝土配方和种子配方，对岩石边坡进行

防护和绿化
各类边坡 ＜1∶0.5 ＜120

类壤土基质

喷播

采用分层喷播，将植壤土、混合材料、种子等基质喷

附在岩石坡面上，模拟出原山体中适合植物生长的高性

能类壤土基质结构，达到坡面绿化和防护作用

各类边坡 ＜1∶0.3 ＜120

高性能植物

垫

将植物种子和土壤基质等按一定比例铺设在高性能

植物垫中间，形成柔性生长基质的边坡植被恢复体系。
各类边坡 ＜1∶1 ＜100

R.3 边坡植被恢复工程常用植物

坡面生态修复工程常用植物包括常绿和落叶灌木与小乔木、草本、藤本及其他植物，其适宜性及环

境作用等特点参照表 R.3～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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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3 常绿灌木与小乔木

名称 生长地区
适宜生长环境

环境作用或特点
温度、湿度、阳光 土壤

铺地柏 长江流域、华北 阳性，耐寒，耐干旱

大叶黄杨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喜阳光、温湿气候 肥沃、湿润土壤 抗污染力较强，吸收有害物质

夹竹桃 华北以南 喜温暖、湿润气候 抗污染力强，吸收有害物质

云南黄馨 全国各地

喜温暖湿润和充足阳

光，怕严寒和积水，稍

耐阴，

排水良好、肥沃的

酸性沙壤土。

生性粗放，适应性强，花明黄

色，早春盛开

女贞 华北、西北、西南地区 喜阳光、湿润气候 肥沃、湿润土壤
抗污染，吸收有害气体，吸滞

尘埃

海桐 长江以南 喜阳光、温湿气候 湿润土壤 抗污染，吸收有害物质

冬青 全国各地 抗污染

苏铁 华南、西南 中性，喜温暖湿润气候 酸性土 姿态优美

枇杷 南方各地
弱阳性，喜温暖湿润，

不耐寒
叶大荫浓，初夏黄果

石楠 华东、中南、西南 弱阳性，喜温暖 干旱瘠薄 嫩叶红色，秋冬红果

雀舌黄杨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中性，喜温暖，不耐寒，

生长慢
枝叶细密

枸骨 长江中下游各地
弱阳性，抗有毒气体，

生长慢
绿叶红果，甚美丽

南天竹 华北南部至华南 耐阴，喜温暖湿润气候 中性 枝叶秀丽，秋冬红果

凤尾兰 华北南部至华南
阳性，喜亚热带气候，

不耐严寒
花乳白色，夏、秋

丝兰 华北南部至华南
阳性，喜亚热带气候，

不耐严寒
花乳白色，6～7月

棕竹 华南、西南 阳性，不耐寒 喜湿润的酸性土 观叶

火棘 华北、西北至长江流域
阳性，喜温暖气候，不

耐寒
春白花，秋冬红果

表 R.4 落叶灌木、小乔木与草种

名称 生长地区
适宜生长环境

环境作用或特点
温度、湿度、阳光 土壤

太平花 华北 喜光，耐干旱
肥沃、排水良好的

土壤

吸滞粉尘，吸收有害气体，抗

污染，花乳白色，5～6月

月季
华北、西北、华东、西

南
喜光、温暖的气候 对土壤要求不严

对有机物有较好的抗性，花开

于 5～10 月

迎春 华东、华北、西南
喜湿润、耐旱、耐寒，

适应性强
肥沃土壤 抗污染，花淡黄，2～4月

木槿 全国各地 喜温暖湿润气候 酸性土。要求不严
抗污染，花白色或紫色，6～9

月

黄刺玫 东北、华北、西北 喜阳光，耐旱，耐寒
肥沃、排水良好的

酸性土壤
花色黄，4～5月

龙爪槐 华北等地 喜阳光、湿润气候 肥沃、湿润土壤

紫穗槐 东北、华北、西北 喜阳光，耐寒 排水良好的土壤 抗污染，吸收有害气体

小冠花 全国各地 适应性强，耐旱 适应偏碱性土壤 抗污染

结绫草 黄河以南 喜光、耐旱、耐寒 对上壤适应性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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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4 落叶灌木、小乔木与草种（续）

名称 生长地区
适宜生长环境

环境作用或特点
温度、湿度、阳光 土壤

天鹅绒草 长江以南 喜温、湿气候，耐踩
肥沃、排水良好的

土壤
—

野牛花 全国各地 喜旱，耐寒，耐踩 对土壤要求不严 —

羊胡子草 华北、西北、东北 耐寒，耐阴，不耐踩 对土壤要求不严 绿色期长，宜形成草坪

紫薇 华北以南 喜温暖，有一定抗寒性 石灰性土壤最好 抗污染力强

玉兰 华北至华南、西南
阳性，稍耐阴，颇耐寒，

怕积水
— 花大洁白。3～4月

马棘
江苏、安徽、浙江及以

南地区
不耐涝 — 5～8月开花，9～10 月结果

珍珠花 东北南部、东北至华南
阳性，喜温暖气候，较

耐寒
— 花小，白色美丽，4 月

绣线菊 华北、西北、东北南部 中性，喜温暖气候 — 花小，白色美丽，4 月

珍珠梅 西北、华北、东北 耐阴，耐寒 对土壤要求不严 花小白色，6～8月

杏 东北、华北至长江流域
阳性，耐寒，耐干旱，

不耐涝
— 花粉红，3～4月

桃
东北南部、华北至华南

阳性，耐干旱，不耐水

湿

— 花粉红，3～4月

碧桃 — 花粉红，重瓣，3～4月

紫叶李 华北至长江流域
弱阳性，喜温暖湿润气

候，较耐寒
— 叶紫红色，花淡粉红，3～4月

樱花 东北、华北至长江流域
阳性，较耐寒，不耐烟

尘和毒气
— 花粉白，4 月

榆叶梅 东北南部、华北、西北 弱阳性，耐寒，耐干旱 — 花粉、红、紫，4 月

山楂 东北南部、华北 弱阳性，耐寒，耐干旱 瘠薄土壤 春白花，秋红果

贴梗海棠 华北至长江流域
阳性。喜温暖气候，较

耐寒
— 花粉、红、4 月秋果黄色

海棠花 东北南部、华北、华东
阳性，耐寒，耐干旱，

忌水湿
— 花粉红，单或重瓣，4～5月

紫荆 华北、西北至华南 阳性，耐干旱，不耐涝 瘠薄土壤 花紫红，3～4月叶前开放

锦鸡儿 华北至长江流域 中性，耐寒，耐干旱 瘠薄土壤 花橙黄，4 月

胡枝子 东北至黄河流域 中性，耐寒，耐干旱 瘠薄土壤 花紫红，8 月

锦带花 东北、华北
阳性，耐寒，耐干旱，

怕涝
— 花玫瑰红色，4～5月

金银木 南北各地
阳性，耐寒，耐干旱，

萌蘖性强
—

花白、黄色，5～7月，秋果红

色

柽柳 华北至华南、西南
弱阳性，喜温暖气候，

较耐寒
— 花粉红色，5～8月

杜鹃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中性，喜温湿气候 酸性土 花深红色，4～5月

石榴 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中性，耐寒，适应性强 — 花红色，5～6月，果红色

黄栌 华北 中性，喜温暖气候，不

耐寒

— 霜叶红艳美丽

鸡爪槭 华北南部至长江流域 — 叶形秀丽，秋叶红色

小蜡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中性，喜温暖，较耐寒，

耐修剪
— 花小，白色。5～6月

小叶女贞 华北至长江流域
中性，喜温暖气候，较

耐寒
— 花小，白色，5～7月

丁香 东北南部、华北、西北 弱阳性，耐旱，忌低湿 — 花紫色，香，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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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4 落叶灌木、小乔木与草种（续）

名称 生长地区
适宜生长环境

环境作用或特点
温度、湿度、阳光 土壤

连翘 东北、华北、西北 阳性，耐寒，耐干旱 — 花黄色。3～4月叶前开放

小檗 华北、西北、长江流域 中性，耐寒，耐修剪 — 花淡花。5 月，秋果红色

紫叶小檗 华北、西北、长江流城 中性，耐寒，阳光充足 — 叶常年紫红。秋果红色

二月兰 东北南部至华北 宜半阴，耐寒，喜湿润 — 花淡蓝紫色。春夏

白车轴草 东北、华北至西南
耐半阴，耐寒，旱，喜

温暖
酸土 花白色，5～6月。固持水土

地毯草 华南
阳性。要求温暖湿润，

侵占力强
— 宽叶低矮。固土护坡草坪

野牛草 我国北方广大地区
阳性，耐旱，耐寒，不

耐湿
耐瘠薄土壤 叶细，色灰绿。固土护坡草坪

狗牙根 华东以南温暖地区
阳性，喜湿耐热，不耐

阴，蔓延快
— 叶绿低矮。草坪

结缕草 东北、华北、华南
阳性，耐热，耐寒，耐

旱，耐践踏
— 叶宽硬。草坪

细叶结缕草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阳性，耐湿，不耐寒，

耐践踏
— 叶极细，低矮。固土护坡草坪

香根草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喜光，喜温暖，耐干旱 耐盐碱
根系发达，管理粗放。固土护

坡效果较好

表 R.5 藤木及其他植物

名称 生长地区
适宜生长环境

环境作用或特点
温度、湿度、阳光 土壤

蔷薇 华北以南
阳性，喜温暖，较耐寒，

落叶
对土壤要求不严 抗污染，对二氧化硫抗性弱

紫藤 全国各地 喜阳光，气候适应性强 肥沃、排水良好 有一定的抗污染性

常青藤 中南、西南、西北 喜温湿气候 对土壤适应性强 抗污染。常绿

金银花

（忍冬）

华北、华东、华南、西

北、西南
喜阳光，耐阴，耐寒 对土壤适应性强 抗污染。花期长，生长快

凌霄 华北以南
中性，喜温暖，稍耐寒。

落叶
对土壤适应性强

抗污染。花橘红、红色，7～8

月。攀缘

爬山虎 全国各地
耐阴，耐寒，对气候适

应性强
对土壤要求不严 抗污染

五叶地锦 东北南部、华北
耐阴，耐寒，喜温湿气

候，落叶
— 秋叶红、橙色。攀缘

薜荔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耐阴，喜温暖气候，不

耐寒

— 绿叶常青

扶芳藤 — 绿叶常青

络石 长江流域各地 耐阴，喜温暖，不耐寒 — 常绿；花白芳香，5月。攀缘

毛竹 长江以南
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

不耐寒
— 秆散生，高大

早园竹 华北至长江流域
阳性，喜温暖湿润气候，

较耐寒
— 枝叶青翠

五色苋 全国各地
阳性，喜温畏寒，宜高

燥，耐修剪
— 株丛紧密，叶小，叶色美丽

鸡冠花 全国各地
阳性，喜干热，不耐寒，

宜肥忌涝
— 花色多，8～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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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5 藤木及其他植物（续）

名称 生长地区
适宜生长环境

环境作用或特点
温度、湿度、阳光 土壤

千日红 全国各地 阳性，喜干热，不耐寒 — 花色多，6～10 月

半支莲 全国各地 喜暖畏寒，耐干旱 耐瘠薄土壤 花色丰富，6～8月

虞美人 全国各地
阳性，喜干燥，忌湿热，

直根性
— 艳丽多彩，6月

凤仙花 全国各地 阳性，喜暖畏寒 宜疏松肥沃土壤 花色多。6～7月

三色堇 全国各地
阳性，稍耐半阴，耐寒，

喜凉爽
— 花色丰富艳丽，4～6月

福禄考 全国各地
阳性，喜凉爽，耐寒力

弱
忌碱涝 花色繁多，5～7月

一串红 全国各地
阳性，稍耐半阴。不耐

寒
喜肥沃 花红色，7～10 月

雏菊 全国各地 阳性，较耐寒，宜凉爽 花黄至橙色，4～6月

翠菊 全国各地 阳性，忌连作和水涝 喜肥沃湿润 花色丰富。6～10 月

万寿菊 全国各地
阳性，喜温暖，抗早霜。

抗逆性强
花黄、橙色，7～9月

孔雀草 全国各地
阳性，喜温暖，抗早霜，

耐移植
花黄带褐斑，7～9月

宿根福录考 华北、华东、西北
阳性，宜温气候，喜排

水良好
花色多，7～8月

菊花 全国各地 阳性，多短日性 喜肥沃湿润 花色繁多，10～11 月

萱草 全国大部分地区
阳性，耐半阴，耐寒，

适应性强
花艳叶秀，6～8月

沿阶草 全国中部及南部 喜阴湿温暖，常绿性 株丛低矮，宜地被

鸢尾 全国各地 阳性 蓝紫色，3～5月

大丽花 全国各地 阳性 花形、花色丰富，夏秋

葱兰 全国各地 阳性，耐半阴 宜肥沃而排水好 花白色，夏秋

荷花 全国各地 阳性，耐寒，喜温暖 多有机质 花色多。6～9月

睡莲 全国各地
阳性，宜温暖通风和静

水
喜肥土 花白色，6～8月。浮水面

千屈菜 全国各地 阳性，耐寒，通风好 浅水或地植 花玫红色，7～9月

油麻藤 全国各地

海拔 1000-3000 米的林

中，开阔灌丛或干燥草

坡

较好排水力、湿润 蔽荫、观花

葛藤 全国各地 喜温暖湿润，耐旱
湿润和排水通畅

土壤。耐酸
饲料和食用

R.4 植物群落类型及适用地

植物群落类型及适用地见表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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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6 植物群落类型、适用地及种植方式

类型 主要特征 适用地及种植方式

森林型
以乔木、亚乔木为主要植物物种而建造的植

物群落，树高一般在 3 m 以上

周围为森林、山地、丘陵、城镇等。多采用

栽植方式

草灌型
以灌木、草本类为主要植物物种而建造的植

物群落，灌木高度一般在 3 m 以下

陡坡、易侵蚀坡面及周边为农田、山地等。

多采用喷播

草本型
以多种乡土草或外来草为主要植物物种而

建造的植物群落

除可用于一般坡地外，还适用于急陡边坡、

岩石边坡等。采用播种或栽植

观赏型
以草本类、花草类、低矮灌木以及攀缘植物

为主要植物物种而建造的植物群落

适用于在城市、旅游景点等人口聚集区的边

坡营造特殊植物群落。采用播种或栽植

R.5 离析度的测定

R.5.1 离析度为喷播基质在水中振荡后产生粒径小于 20 mm 的散落物质量占原基质质量的百分比。

R.5.2 测定器材如下：

a） 环刀。内径 60 mm，高度 20 mm，含上下盖。

b） 电子天平。

c） 标本瓶。直径 105 mm，高度 125 mm。

d） 圆形方孔筛。直径 100 mm，孔径 20 mm。

e） 过滤装置。

f） 振荡器。

g） 定性滤纸。

h） 干燥箱。

R.5.3 测定步骤如下：

a） 样品采集。采用环刀法在喷播作业现场取样，样品采集完成后置于通风处。

b） 样品干燥。风干后将样品和环刀置于干燥箱内（50℃）持续 6 h～8 h，取下环刀，称至恒重 1m 。

c） 样品振荡。量取 400 mL 水加入标本瓶中，将样品置于方孔筛上缓慢浸入水中，密封后置入振

荡器中振荡。调节振幅 20 mm、振荡频率 100 r/min、振荡时间 2 min。

d） 过滤干燥。振荡结束后，提出方孔筛，对标本瓶中的混合物进行过滤，将过滤后的散落物置于

干燥箱内（50℃），称至恒重 2m 。

R.5.4 离析度应按公式（R.1）计算：

%100
1

2 
m
mL （R.1）

式中：

L——离析度（％）。

1m ——样品的质量（g）。

2m ——散落物的质量（g）。

R.6 喷播基质厚度设计建议值

喷播基质厚度设计建议值参照表 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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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7 喷播基质厚度设计建议值

边坡

类型
坡率 年降水量 A（mm）

喷播基质厚度设计建议值（mm）

团粒

喷播

植被混凝

土喷播

挂网客

土喷播

普通

喷播

硬质岩

边坡

1∶0.50～1∶0.84

A≤400 80 100

400＜ A≤800 80 90

800＜ A≤1200 70 80

A＞1200 60 70

1∶0.84～1∶1.73

A≤400 80 100 150

400＜ A≤800 70 80 140

800＜ A≤1200 60 70 130

A＞1200 60 60 120

1∶1.73 以下

A≤400 70 70 120 100

400＜ A≤800 60 70 110 90

800＜ A≤1200 50 60 100 80

A＞1200 50 60 90 70

软质岩

边坡

1∶0.50～1∶0.84

A≤400 70 100

400＜ A≤800 70 80

800＜ A≤1200 60 70

A＞1200 60 70

1∶0.84～1∶1.73

A≤400 70 80 120

400＜ A≤800 60 70 110

800＜ A≤1200 50 60 100

A＞1200 50 60 90

1∶1.73 以下

A≤400 60 70 100 80

400＜ A≤800 50 60 90 70

800＜ A≤1200 50 60 90 60

A＞1200 40 50 80 50

土石混

合边坡

1∶0.50～1∶0.84

A≤400 70 80

400＜ A≤800 60 70

800＜ A≤1200 60 70

A＞1200 50 60

1∶0.84～1∶1.73

A≤400 60 80 100

400＜ A≤800 50 60 90

800＜ A≤1200 50 60 80

A＞1200 50 60 80

1∶1.73 以下

A≤400 60 70 90 70

400＜ A≤800 50 60 80 60

800＜ A≤1200 40 50 80 50

A＞1200 30 50 8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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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R.7 喷播基质厚度设计建议值（续）

边坡

类型
坡率 年降水量 A（mm）

喷播基质厚度设计建议值（mm）

团粒

喷播

植被混凝

土喷播

挂网客

土喷播

普通

喷播

土质

边坡

1∶0.50～1∶0.84

A≤400 70 80

400＜ A≤800 60 70

800＜ A≤1200 50 60

A＞1200 40 50

1∶0.84～1∶1.73

A≤400 60 70 90

400＜ A≤800 50 60 80

800＜ A≤1200 40 50 80

A＞1200 30 40 80

1∶1.73 以下

A≤400 50 60 80 60

400＜ A≤800 40 50 80 50

800＜ A≤1200 30 40 80 50

A＞1200 30 40 8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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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S

（规范性）

采空塌陷防治范围计算

S.1 采空区范围大于防治工程范围的防治平面范围计算

S.1.1 采空塌陷防治范围 B由建（构）筑物宽度、围护带宽度、采空塌陷覆岩移动影响宽度三部分组

成，可按公式（S.1）计算：

212 DDdDB  （S.1）

式中：

B——采空塌陷防治的宽度（m）；

D——建（构）筑物宽度（m）；

d——围护带宽度（m）；

1D ——采空塌陷上山方向覆岩移动影响宽度（m）；

2D ——采空塌陷下山方向覆岩移动影响宽度（m）。

S.1.2 建（构）筑物地基地表水平时，以建（构）筑物宽度为界；建（构）筑物地基为填方区时，以

建（构）物地基填方坡脚为界；建（构）筑物地基为挖方区时，以建（构）筑物地基边坡的坡顶边界为

界；采空塌陷位于地下工程（隧道、厂房等）之下时，以地下工程外边界为界。

S.1.3 围护带宽度按表S.1规定取值。

表 S.1 围护带宽度表

防治工程等级 一 二 三 四

围护带宽度 d（m） 20 15～20 10～15 5～10

注：采空塌陷防治工程分级划分参照本文件第 1 部分：通则 4.1.15 表 3。

S.1.4 采空塌陷覆岩移动影响宽度计算。

a） 对于水平矿层采空塌陷（图 S.1）

图 S.1 水平矿层采空塌陷防治宽度计算简图

 cotcot21 HhDD  （S.2）

式中：

h——地表松散层厚度（m）；

H ——采空塌陷上覆岩层厚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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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层移动角（°）；

 ——走向方向采空塌陷上覆岩层移动影响角（°）。

其他符号同公式（S.1）

b） 对于倾斜矿层采空塌陷

1) 当建（构）筑物短轴方向与矿层走向垂直时，建（构）筑物短轴方向上每点的宽度可按水

平矿层采空塌陷的公式计算；

2) 当建（构）筑物短轴方向与岩层走向平行时（图 S.2），治理宽度按公式（S.3）计算。

图 S.2 倾斜矿层采空塌陷且建（构）筑物短轴方向与矿层走向平行时防治宽度计算简图










cotcot
cotcot

22

11

HhD
HhD

（S.3）

式中：

1H ——采空塌陷上山边界上覆岩层厚度（m）；

2H ——采空塌陷下山边界上覆岩层厚度（m）；

 ——采空塌陷上山方向上覆岩层移动影响角（°）；

 ——采空塌陷下山方向上覆岩层移动影响角（°）。

其他符号含义同公式（S.1）、公式（S.2）

3) 当建（构）筑物短轴方向与矿层走向斜交时，治理宽度按公式（S.4）计算。


























2222

2222

22

11

sincotcoscotcot

sincotcoscotcot

cotcot
cotcot

HhD
HhD

（S.4）

式中：

 ——采空塌陷上山方向上覆岩层斜交移动影响角（°）；

 ——采空塌陷下山方向上覆岩层斜交移动影响角（°）；

 ——围护带边界与矿层倾向线之间夹角（°）。

其他符号含义同公式（S.1）、公式（S.2）、公式（S.3）

S.1.5 基岩移动影响角可按表S.2的规定取值，松散层移动角按45°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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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2 采空塌陷影响宽度基岩移动影响角（  、 ）取值

采空塌陷类型
基岩移动影响角

新（准）采空塌陷（覆岩移动影响角） 老采空塌陷（覆岩活化移动影响角）

采区回采率 ≤40% 40%～60% ≥60% ≤40% 40%～60% ≥260%

坚硬覆岩 cR ≥60 MPa 78°～83° 76°～82° 75°～80° 85°～88° 82°～86° 80°～85°

中硬覆岩 30 MPa＜ cR ＜60 MPa 73°～78° 72°～76° 70°～75° 80°～85° 77°～82° 75°～80°

软弱覆岩 cR ≤30MPa 64°～73° 62°～72° 60°～70° 75°～80° 72°～77° 70°～75°

注 1： cR 为岩石天然单轴抗压强度。表中数据为水平矿层移动影响角  和倾斜矿层上山方向移动影响角  的

取值。倾斜矿层倾向下山方向移动影响角  k ，式中 为矿层倾角（°）；k 为常数：坚硬覆岩

k ＝0.7～0.8，中硬覆岩 k ＝0.6～0.7，软弱覆岩 k ＝0.5～0.6。

注 2：本表适用于地形较为平坦、地表倾角小于 15°的地区。当建（构）筑物位于山地坡脚等低洼部位，邻

近一侧山体上坡方向下方有新采区或准采区时，应考虑建（构）筑物可能受到采动滑移影响，此时 （  ）

移动影响角应减小 10°～15°，坡角越大，移动影响角  （  ）越小。

注 3：取值时应考虑开采深厚比对移动角影响。当开采深厚比大时，移动影响角取大值；当开采深厚比小时，

移动影响角取小值。

S.2 采空区范围小于防治工程范围的防治平面范围计算

采空塌陷治理长度（ L）为建（构）筑物下伏采空区实际长度与覆岩移动影响范围内裂隙带宽度之

和（图 S.3）。采空塌陷治理长度（ L）按公式（S.5）计算。

图 S.3 采空塌陷治理长度计算简图

 cotcot0 mm HHLL  （S.5）

式中：

0L ——采空区长度（m）；

mH ——采空区垮落裂隙带高度（m），无实测数据时按附录 F.3.1 计算确定；

——松散层移动角（°）；

 ——采空塌陷上山方向上覆岩层移动影响角（°）；

 ——采空塌陷下山方向上覆岩层移动影响角（°）。

S.3 采空塌陷防治深度计算

S.3.1 当防治范围位于采空塌陷边界以内时，其治理深度应为地面至采空塌陷底板以下1 m处。

S.3.2 当防治范围位于采空塌陷边界外侧至岩层移动影响范围以内时（图S.4），其治理深度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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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计算。

图 S.4 采空塌陷外侧治理深度计算简图







tan1

21

lHh
hhh

（S.6）

式中：

H ——采空塌陷埋深（m）；

l——灌浆孔距采空塌陷边界的距离（m）；

 ——矿层移动影响角（°）；

1h ——影响裂隙带以上的治理深度（m）；

2h ——影响裂隙带以下的治理深度，取 5 m～10 m 为宜。



DB32/T 4077.2-2021

331

附 录 T

（规范性）

土方可松性系数、换算系数、压缩率

T.1 土方可松性系数参考值应符合表T.1的规定。

表 T.1 土方可松性系数参考值

序号 土的类别
体积增加百分比（％） 可松性系数

最初 最终 最初（ sK ） 最终（ 
sK ）

1 一类土
种植土除外 8～17 1～2.5 1.08～1.17 1.01～1.03

种植土、泥炭 20～30 3～4 1.20～1.30 1.03～1.04

2 二类土 14～28 1.5～5 1.14～1.28 1.02～1.05

3 三类土 24～30 4～7 1.24～1.30 1.04～1.07

4 四类土
泥炭岩、蛋白石除外 26～32 6～9 1.26～1.32 1.06～1.09

泥炭岩、蛋白石 33～37 11～15 1.33～1.37 1.11～1.15

5 五类土 30～45 10～20 1.30～1.45 1.10～1.20

6 六类土 30～45 10～20 1.30～1.45 1.10～1.20

7 七类土 30～45 10～20 1.30～1.45 1.10～1.20

8 八类土 45～50 20～30 1.45～1.50 1.20～1.30

注 1： sK 为最初可松性系数，即土挖掘后的松散系数；

sK 为最终可松性系数，即土挖掘后再填方压实后

的松散系数。

注 2：土的类别划分参照工程土质分类相关标准。

T.2 最初可松性系数、最终可松性系数应按公式（T.1）、公式（T.2）计算：

1

2

V
VK s  （T.1）

1

3

V
VK s  （T.2）

式中：

1V ——开挖前土的自然体积（m
3
）；

2V ——开挖后土的松散体积（m
3
）；

3V ——土经回填压实后的体积（m3）。

T.3 最初体积增加百分比和最终体积增加百分比应按公式（T.3）、公式（T.4）计算：

最初体积增加百分比 %100
1

12 



V
VV

（T.3）

最终体积增加百分比 %100
1

13 



V
VV

（T.4）

T.4 土量换算系数应按表T.2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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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T.2 土量换算系数

土质 土的现状

换算系数 f
土质 土的现状

换算系数 f

自然状态 开挖之后
开挖后再

填筑压实
自然状态 开挖之后

开挖后再

填筑压实

砂

（a） 1.00 1.11 0.95

黏土

（a） 1.00 1.43 0.90

（b） 0.90 1.00 0.86 （b） 0.70 1.00 0.63

（c） 1.05 1.17 1.00 （c） 1.11 1.59 1.00

普通土

（a） 1.00 1.25 0.90
砂夹

砾石

（a） 1.00 1.18 1.08

（b） 0.80 1.00 0.72 （b） 0.85 1.00 0.91

（c） 1.11 1.39 1.00 （c） 0.93 1.09 1.00

注：（a）表示自然状态；（b）表示开挖之后；（c）表示开挖后再填筑压实。

T.5 土的压缩率应按公式（T.5）计算：

土的压缩率 %100
1

12 



r
rr

（T.5）

式中：

1r ——原状土的干容重（g/cm
3
）；

2r ——压实后土的干容重（g/cm3）。

土的压缩率参考值可按表 T.3 确定。

表 T.3 土的压缩率参考值

土的类别 土的压缩率（％） 每立方米松散土压实后的体积（m
3
）

一类～二类土

种植土 20 0.80

一般土壤 10 0.90

砂土 5 0.95

三类土

天然湿度黄土 12～17 0.85

一般土壤 5 0.95

干燥坚实土壤 5～7 0.94

注：表中土的压缩率即土的压缩性，为挖土或借土回填时，土经填压以后，土体积被压缩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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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U

（资料性）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与植物配置

U.1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措施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措施见表 U.1。

表 U.1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措施

复垦对象及条件 工程措施 基质和土壤处理 生物措施

矸

石

山

风化时间短
削减坡度、砌筑挡墙，分层压实、

覆土熟化

采用生石灰、污泥、生活垃圾

调节酸碱度，施用固氮微生物、

菌根真菌改良基质

先灌后乔，种植耐旱植

物绿化

风化时间长
防控自燃、修筑挡墙，覆土或生态

袋护坡绿化

施用生物菌剂、生物复合肥或

种植豆科植物、改良基质

耐旱性强的乔、灌、草

相结合，客土植树种草

排

土

场

平

台

土质 平整，排蓄水
提前整地、熟化土壤，种植绿

肥、微生物培肥、施肥

乡土树种为主，培育乔

灌木混交林

石质 局部平整、客土整地、排水
覆土种草、秋翻压青，施肥或

施用菌根制剂。改良基质

客土种植、封育耐旱、

耐瘠薄灌草

砂粒质 筑坝护坡、平整压实、覆土排水
客土整地，种植绿肥或施有机

肥，改良基质

客土造林种草，封育恢

复林草

边

坡

土质 削坡、草袋或预制框格等护坡
种植绿肥、秋翻压青，微生物

培肥、施肥，改良基质

客土造林种草，培育乔

灌木混交林

石质 削坡、框格梁等护坡，覆土排水
覆土、间作绿肥、施肥或菌根

制剂。改良基质
客土种植深根性灌草

砂粒质
削坡、修筑挡墙、液力喷播法护坡，

覆土排水

覆土或掺细砂、黏土，种植豆

科植物或牧草，施有机肥等，

培肥地力，改良基质

深根性灌木为主，乔灌

草结合恢复植被

尾

矿

库

库

面

金

属

污染
疏干排水。铺设隔离层，覆土、施

肥

施用有机肥或有机废弃物、化

学药剂、生石灰或硫磺、菌根

真菌，种植可吸收、累积污染

物植物或耐金属植物

客土种植能耐、吸收有

毒金属灌木和牧草

无污染 截流、疏干排水，覆土压埋、施肥

覆盖植物残体、施用有机肥或

有机废弃物、种植绿肥、压青

肥田

客土种植农作物或者经

济林木

非

金

属

污染 疏干排水，覆土

施生石灰、有机肥、生活垃圾、

污泥等调节酸碱度，种植可吸

收、累积污染物植物，种植固

氮植物或接种根瘤菌

客土种植耐污染灌草

无污染 引水灌溉，覆土
施肥、灌溉，种植绿肥植物、

秋翻压青、培肥地力

乡土植物为主，乔、灌、

草结合，大苗或容器苗

造林

坝

周

金

属

污染 截流排水，防渗埋压隔离

施用有机肥或有机废弃物，种

植可吸收、累积污染物的植物，

种植绿肥、压青肥田

选择超积累或耐污染的

乔灌草，人工造林种草，

封育保护

无污染 修筑挡渣工程，截排水或水保工程 种植豆科植物，改良土壤 种植经济林木或农作物

非

金

属

污染 疏干排水、拦截除污隔离

施生石灰、有机肥改良基质，

种植可吸收、累积污染物植物，

种植固氮植物

选择抗污染能力强的乡

土乔灌草，人工造林种

草，封育保护

无污染 修筑挡渣墙、疏通渠道

施生石灰、有机肥、生活垃圾、

污泥等中和基质酸碱度，绿肥

植物、秋翻压青、培肥地力

农业耕作、人工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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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U.1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措施（续）

复垦对象及条件 工程措施 基质和土壤处理 生物措施

采

空

塌

陷

季节性积水区 排除积水、客土充填 造林种草，种植农作物

常年

积水

区

深水区 发挥积水优势，继续挖低
水产养殖为主，多业并

举

浅水区 挖深垫浅，兴修水利设施
垦复农田为主，兼顾林

果种植

非积水区
堵漏、填埋、平整，重塑地貌、再

造土体

土壤熟化，种植豆科植物，增

施有机肥

乔灌草结合、恢复植被，

农林牧结合、多业并举

注：浅水区指下沉地表向盆地中心倾斜，常年积水深度在 1 m～3 m；深水区指地表下沉最深部分，常年积水

深度大于 3 m。

U.2 矿山植被恢复模式

矿山植被恢复模式类型见表 U.2。

表 U.2 矿山植被恢复模式

恢复对象及条件 主要恢复方向 宜采用恢复模式类型

露天

采场

平

台

土质 农田、经济林 优先恢复生态经济树种，农林（经）复合经营

石质 防护林、景观林 灌木为主，灌草结合，灌木混交林

砂粒质 防护林、景观林 乔木为主，乔灌混交林

边

坡

土质

陡坡以上 防护林、景观林 灌木为主，灌草结合，灌木混交林

边坡 防护林、经济林 灌木为主，乔灌草结合，乔灌混交林

缓坡 农田、经济林 优先恢复梯田，农（经）林复合经营

石质

陡坡以上 景观林 草本为主，草藤结合，封育保护，自然演替

边坡 景观林 草本为主，草灌结合，封育保护，人工促进更新

缓坡 景观林、防护林 灌木为主，灌草乔结合，封育保护，灌木混交林

砂粒

质

陡坡以上 景观林、防护林 草本为主，草灌结合，封育保护，灌木混交林

边坡 防护林、景观林 灌木为主，乔灌草结合，灌木、乔灌混交林

缓坡 防护林、农田 优先保护生态，适度恢复梯田。农林复合经营

矸石

山

风化时间短 防护林、景观林 灌木为主，乔灌草结合，乔灌混交林

风化时间长 防护林、经济林 乔木为主，乔木、乔灌混交林、纯林，多种经营

排土

场

平

台

土质 防护林、农田
优先保护生态，兼顾恢复耕地、园地，乔木为主，乔灌混交

林

石质 防护林、景观林 灌木为主，乔灌草结合，乔灌混交林

砂粒质 防护林、经济林 乔木为主，乔灌草结合，乔灌混交林、纯林

边

坡

土质 防护林、经济林 乔木为主，乔灌、灌木混交林、纯林

石质 防护林、景观林 灌木为主，乔灌草结合，灌木、乔灌混交林

砂粒质 防护林、经济林 灌木为主，乔灌草结合，灌木、乔灌混交林、纯林

尾矿

库

库

面

金属
污染 防护林、景观林 灌木为主，乔灌草结合，灌木、乔灌混交林

无污染 农田、经济林 优先保护生态，适当恢复园地、农地，农林（经）复合经营

非金

属

污染 防护林、景观林 灌木为主，乔灌草结合，灌木、乔灌混交林

无污染 农田、经济林 优先保护生态，兼顾恢复园地、耕地、农林（经）复合经营

坝

周

金属
污染 防护林、景观林 乔木为主，乔灌草结合，乔灌混交林，造林种草、封育保护

无污染 农田、经济林 保护农地、农（经）林复合经营

非金

属

污染 防护林、景观林 乔木为主，乔灌草结合，乔灌混交林，造林种草，封育保护

无污染 农田、经济林 保护农地，农（经）林复合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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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U.2 矿山植被恢复模式（续）

恢复对象及条件 主要恢复方向 宜采用恢复模式类型

采空

塌陷

季节性积水区 防护林、农田 保护生态，兼顾恢复农地，农林复合经营

常年积水区
深水区 防护林、景观林 保护生态、改造景观，水产养殖、多种经营

浅水区 防护林、景观林 种养结合、农林渔并举、多种经营

非积水区 农田、经济林 优先恢复耕地、园地，种植业为基础，多种经营

U.3 污染矿类植被恢复适宜树（草）种

污染矿类植被恢复适宜树（草）种见表 U.3。

表 U.3 污染矿类植被恢复适宜树（草）种

矿种类型
适宜树（草）种

乔木 （花）灌木 草本

非

金

属

类

硫、磷、砷等化

工及化肥原料

杉木、樟子松、油松、

银杏、滇杨、刺槐、漆

树、方竹

柠条、沙柳、沙棘、

胡枝子、紫穗槐、

马桑、山杏

百花三叶草、苜蓿、草木犀、光叶紫花

苕、毛叶紫花苕、黑麦草、披碱草、大

叶井口边草、蜈蚣草、蜈蚣蕨、黑莎草、

纤细木贼、灯芯草、龙葵、地锦

石墨等工业制

造材料
樟子松、兴安赤松

沙棘、胡枝子、紫

穗槐、锦鸡儿
苜蓿、草木犀、地锦

石膏等建材及

水泥原料

马尾松、油松、柏树、

侧柏、臭椿
沙棘、柠条

重晶石、石油化

工材料
马尾松、杨树、柳树 美国燕麦草、三叶草

高岭土等陶瓷

及玻璃原料

马尾松、枫香、尾巨桉、

绿竹

白背叶、山油麻、

牡荆、胡秃子

类芦、蟛蜞菊、葛藤、爬山虎、五节芒、

铁芒萁、龙舌兰

金

属

类

金等贵重金属

红松、赤松、黑松、白

松、落叶松、红皮云杉、

银中杨、柳树、水曲柳、

垂榆、刺槐、香樟、臭

椿、核桃楸、椴树、泡

桐、麻栎、乌桕、榉木、

枫香、天竺桂、杜英、

小叶榕、深山含笑、多

花木兰

罗汉松、杜鹃、红

花槛木、黄金叶、

黄杨、双色茉莉、

扶桑、山茶花、山

芋麻、冬青、海桐

球、胡枝子、枸杞、

荆条、红千层、女

贞、垂榕

宽叶雀稗、狗牙根、五节芒、类芦、香

根草、马鞭草、苜蓿、白三叶、百喜草、

拟高粱、高羊茅、无芒雀麦、狗尾草

稀土金属 马尾松、板栗、黄檀 胡枝子
糖蜜草、宽叶雀稗、象草、马唐草、狗

尾草

铁、锰等黑色金

属

湿地松、马尾松、侧柏、

毛白杨、刺槐、栾树、

臭椿、桃树、紫荆、棕

榈、荷花玉兰、桂花、

细叶桉、大叶桉、木荷、

毛竹

沙枣、接骨木、悬

钩子、柠条、沙棘、

紫穗槐、冬青卫矛、

海桐

藤三七、沙打旺、紫云英、商陆、宝山

堇菜、白茅、马唐、水蓼、飞蓬、苍耳、

耳草

铜、铝等有色金

属

湿地松、马尾松、油松、

雪松、侧柏、龙柏、箭

杆杨、毛白杨、垂柳、

龙爪槐、枫树、黄檀、

泡桐、法国梧桐、合欢

沙棘、胡枝子、紫

穗槐、田菁、金银

花、山毛豆、夹竹

桃、荆条、酸枣、

女贞、黄杨、月季、

蔷薇、玫瑰、绣球、

牡丹

草木犀、苜蓿、红豆草、沙打旺、三叶

草、黑麦草、画眉草、高阳草、假俭草、

百喜草、无叶节节草、象草、芒草、水

蜡烛、狗牙根、猪屎豆、芍药、菊花、

小冠花、黑麦草、鲁梅克斯、苦荬菜、

无芒草、鸡脚草、披肩草、无芒雀麦、

紫葛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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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U.3 污染矿类植被恢复适宜树（草）种（续）

矿种类型
适宜树（草）种

乔木 （花）灌木 草本

金

属

类

镉、铅、锌等重

金属

杨树、泡桐、水杨柳、

蜡树、臭椿、银合欢、

苦楝树、山榕、樟树、

木荷、水杨梅、槐树

女贞

紫花苜蓿、高阳草、早熟禾、黑麦草、

假俭草、龙须草、香根草、马鞭草、冬

茅草、粘人草、黑莎草、小鳞苔草、冬

茅草、华南蕨根草、狗牙根、五节芒、

东南景天芦竹、蜈蚣蕨、白茅、棕叶芦、

宽叶香蒲、芦苇、茳芏、雀稗、黄花穗、

鸡失藤、剑麻、宝山堇菜、蓖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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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V

（资料性）

工程监测设计编写提纲

V.1 前言

V.1.1 工程概况

V.1.2 工作目标任务

V.1.3 起止时间

V.1.4 编制依据（执行技术标准）

V.1.5 以往工作程度（插工作程度图）

V.1.6 监测单位资格条件及业务范围

V.2 矿山生态环境及修复工程设计概述

V.2.1 矿山生态环境

说明矿山生态环境现状及其问题类型、特征、地质结构、形成机制、成灾条件、影响因素、稳定性

分析评价与预测、危害性分析评估等。

V.2.2 修复工程设计概述

说明工程内容、工程规模、工程措施和工程布置、工程量等。

V.3 工作方法及技术要求

V.3.1 工作部署原则

V.3.2 监测对象、监测要素、监测级别、监测预警值。

V.3.3 监测技术要求。

V.3.3.1 监测内容和方法

V.3.3.2 监测仪器选择

V.3.3.3 监测网点布设与监测设施保护

V.3.3.4 监测精度与频率（不同监测阶段监测精度、数据采集频率及特殊条件下的调整措施等）

V.3.3.5 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评价（监测数据采集方法，数据转换、计算、数据库管理，监测数据

分析方法，监测报告类型与要求）

V.3.3.6 监测报警及异常情况下的监测措施

V.3.3.7 监测数据处理与信息反馈

V.3.3.8 监测人员的配备

V.3.3.9 监测仪器设备及检定要求

V.3.3.10 作业安全及其他管理制度

V.4 监测系统建设、运行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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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1 监测设施施工、安装

监测标、墩，监测钻孔、测管等监测设施施工、安装方法及进度安排。

V.4.2 监测仪器及技术指标

监测仪器型号、主要技术指标与检定、安装、调试要求。

V.4.3 监测系统运行与维护

监测系统运行方案；设施与设备维护方案；监测系统运行与维护人员安排、技术要求等。

V.5 监测工作量及预算

列表说明监测项目名称、监测内容、监测要素、监测工作量、监测工程预算单价与合价、监测工作

量计算规则与方法、预算编制依据及执行标准等。

V.6 预期成果

预期成果（文字报告、图件、数据库、影像资料等）的内容和表达形式。

V.7 保障措施

说明保障监测工作完成的组织管理、技术、装备、质量、安全及劳动保护等措施。

V.8 附图及附件

V.8.1 附图

V.8.1.1 工程监测设计平面图（底图为修复工程设计平面图，监测点类型符号参见表 V.1）

表 V.1 监测点类型符号表

序号 监测点类型 符号 子图号 颜色号 序号 监测点类型 符号 子图号 颜色号

1 基准点 390 6 9 地下水流速 500 89

2 工作基点 210 6 10 土压力 397 148

3 地表形变 188 20 11 地应力 107 1

4 地下形变 402 20 12 孔隙水压力 394 89

5 岩土体含水率 425 148 13 降雨量 378 89

6 地下水位（水温） 450 89 14 地声 492 1349

7 地下水水质 397 89 15 土壤 233 1219

8 地下水水量 280 89 16 地形地貌景观 444 1349

V.8.1.2 工程监测设计剖面图

V.8.1.3 工程监测系统施工大样设计图

V.8.2 附件

V.8.2.1 监测设计单位营业执照、资格证书，监测设计人员资格证书等。

V.8.2.2 调查或勘查报告、工程设计、照片、航片、录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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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W

（资料性）

工程监测对象、要素、监测点密度及监测频率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监测对象、要素、监测点密度及监测频率参照表 W.1。

表 W.1 工程监测对象、要素、监测点密度及监测频率

监测对象 监测要素 监测点密度 监测频率

采空塌陷

地表形变 2个/100 m
2
～4个/100 m

2
施工监测：1 次 2 次/天

后期监测：2 次/月～4次/月地下形变 1个/100 m
2
～2个/100 m

2

降水量 1个/修复区 自动监测：12 次/天

地下水位（水温） 2个/100 m
2
～4个/100 m

2 自动监测：12 次/天；

人工监测：5 次/月

崩塌、滑坡

及不稳定

边坡

地表形变 2个/体～4个/体

施工监测：1 次～2次/d；

后期监测：2 次/月～4次/月

地下形变 1个/体～2个/体

岩土体含水率 1个/体～2个/体

土压力 1个/体～2个/体

降水量 1个/修复区 自动：24 次/天

地下水位（水温） 1个/体 自动：12 次/天；人工：5次/月

地裂缝
水平拉张活动量、水平扭动活动

量、垂直活动量
1组/缝～2组/缝

单站倒尺，上、下午各一测回。自

动化监测每日不少于 1次。

地下水环

境

地下水位（水温） 3 个/km
2
～5个/km

2
人工监测：1 次/月～2次/月

地下水水量、水质 2 个/km
2
～3个/km

2
6 次/年

土壤环境

土壤重金属 4 个/km
2
～6个/km

2
3 次/年

土壤有机污染物 2 个/km
2
～4个/km

2
2 次/年

土壤水溶性盐 2个/km
2

2 次/年

土壤粒径、绝对含水率、导电率、

酸碱度、碱化度
2 个/km

2
～3个/km

2
1 次/年～3次/年

地形地貌

景观

植被损毁面积 高分辨率影像或照片 2 次/年～4次/年

降水量 1个/修复区 自动监测：24 次/天

植物种类和群落、植被生长情况、

植被盖度（郁闭度和覆盖率）
50 m×50 m

施工监测：1 次/月；

后期监测：1 次/季

削坡减载 形变 施工监测：24 h 自动定时监测

后期监测：1 次/15 d～30 d回填压脚 地面沉降和地表水平位移

爆破工程
位移、裂缝宽度

施工监测：1 次/d～2次/d；

后期监测：2 次/月～4次/月

爆破振速 每次爆破监测

拦石墙（含

支承桩）

坡顶位移、支护结构变形、环境

因索

施工监测：24 h 自动定时监测

后期监测：1 次/15 d～30 d

柔性防护

网
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

主动网：6 次/年

被动网和引导网：12 次/年

抗滑桩 锚索应力、抗滑桩变形和土压力 后期监测：1 次/月～2次/月

锚杆（索） 锚杆应力

最初 7d：1次/d；

11d～30d：1 次/3d；

30d 以后：1 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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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W.1 工程监测对象、要素、监测点密度及监测频率（续）

监测对象 监测要素 监测点密度 监测频率

排水工程

基槽槽顶水平与垂直位移、裂缝

观测 走向间距 15 m～30 m

垂向断面监测点≥2个

初始值测量≥2 次；

施工监测：≥2 次/周。排水构筑物变形

邻近建（构）筑物变形

排水隧洞室围岩变形、洞顶地面

沉降 单体 1～2条监测断面，

监测点≥3个/断面。

初始值测量≥2 次

施工监测≥2 次/周。

地下水位、流量，岩土体含水率 1 次/月

土

地

复

垦

工

程

耕地

地形坡度、平整度、有效土层厚

度、土壤物理性质、灌溉设施、

排水设施、道路、林网

宜采用随机抽样法，样本

量宜为 5%～10%

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进行

土壤化学成分、水质、产量
大于 1次／a，

监测期限宜为 3 a～5 a

园地

地形坡度、有效土层厚度、土壤

物理性质、灌溉设施、排水设施、

道路

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进行

土壤化学成分、水质、产量
大于 1次／a，

监测期限宜为 3 a～5 a

林地

有效土层厚度、土壤物理性质、

灌溉设施、道路
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进行

土壤化学成分、水质、定植密度

和郁闭度

大于 1次／a，

监测期限宜为 3 a～5 a

草地

地形坡度、有效土层厚度、土壤

物理性质、灌溉设施、排水设施、

道路

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进行

土壤化学成分、水质、覆盖度和

牧草产量

大于 1次／a，

监测期限宜为 3 a～5 a

渔业

塘（池）规格、配套设施 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进行

水质、生产力水平
大于 1次／a，

监测期限宜为 3 a～5 a

人工

水域

与公

园

配套设施 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进行

水质
大于 1次／a，

监测期限宜为 3 a～5 a

建设

用地
平整度、地基承载力、配套设施 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进行

宏观地质巡查和水文气象监测 1 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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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X

（资料性）

工程监测记录表

X.1 工程监测点登记表

表 X.1 工程监测点登记表

工程名称 统一编号

监测点编号 大地坐标 X： Y：

监测点位置 省 县（市、区） 镇（街道） 村（社区）

所处方位 建点时间

监测负责人 管理负责人

监测对象

监测要素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

名称与型号

监测

频率

有无监测标石 □有 □无 监测标

石类型

□石材 □现场浇筑凝土

□钢材 □预制混凝土监测标石埋深 m

监测点

交通图

监测

标石

照片

或监测

仪器

现场

照片

监测单位 填表 复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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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地面塌陷监测记录表

表 X.2 地面塌陷监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塌陷区编号

地 理 位 置
行政区位置 省 县（市、区） 镇（街道） 村（社区）

坐标 X： Y：

监测方法

监测要素

仪器设备

监测时间 监测内容

年 月 日

塌陷区 相关要素监测 变形破坏情况

形态

特征

面积

/km
2

深度

/m

地表水

动态

地下水

动态

人类工

程活动

房屋

/处

桥梁

/处

管道

/m

道路

/km

土地

/km
2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复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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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崩塌、滑坡监测记录表

表 X.3 崩塌、滑坡监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灾点编号

地 理 位 置

行政区位置 省 县（市、区） 镇（街道） 村（社区）

坐标
X：

Z（m）：
冠

Y： 趾

监测对象

监测方法

监测要素

仪器设备

监测时间 变形监测 相关要素监测 宏观前兆信息

年 月 日
水平位移

（mm）

垂向位移

（mm）

地表水

动态

地下水

动态

气象

变化

人类工

程活动

宏观地

面变形
地声

水文

异常

动物

异常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复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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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 地裂缝监测记录表

地裂缝监测记录表包括地裂缝监测记录汇总表、水准对点监测记录表、短水准剖面监测记录表。

X.4.1 地裂缝监测记录汇总表

表 X.4 地裂缝监测记录汇总表

工程名称 地裂缝编号

地 理 位 置

省 县（市、区） 镇（街道） 村（社区）

地裂缝端点坐标 地裂缝中心点坐标 地裂缝端点坐标

X：

Y：

Z（m）：

X：

Y：

Z（m）：

X：

Y：

Z（m）：

仪器设备

监测方法

监测时间 监测内容

年 月 日

破坏情况 位移情况 形态要素

房屋

/处

桥梁

/处

管道

/处

道路

/km

水平位

移量

/mm

垂直位

移量

/mm

错动

/mm

长度

/m

深度

/m

宽度

/m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复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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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2 水准对点监测记录表

表 X.5 水准对点监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天气

点号
坐标

（X，Y）

第一组读数/mm 第二组读数/mm

往 返 往 返 往 返 往 返

监测单位 观测 记录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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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3 短水准剖面监测记录表

表 X.6 短水准剖面监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天气

剖面 点号
坐标

（X，Y）

监测数据

第一组读数/mm 第二组读数/mm

1—2

2—3

3—4

4—5

5—6

注：剖面读数原则：1—2读数为顺序 1221

监测单位 观测 记录 校核 年 月 日

X.5 土地占用及破坏监测记录表

表 X.7 土地占用及破坏监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坐标 X： Y：

地理位置 省 县（市、区） 镇（街道） 村（社区）

监测方法

仪器设备

监测时间 监测内容

年 月 日

土地占用情况 土地变形破坏

弃石 弃渣（土） 其他 塌陷 开裂

类型 面积/m
2

类型 面积/m
2

类型 面积/m
2

类型 面积/m
2

类型 面积/m
2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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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 水、土污染监测记录表

表 X.8 水、土污染监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监测点编号

地理位置
行政区位置 省 县（市、区） 镇（街道） 村（社区）

坐标及高程 X： Y： Z（m）

监测对象

监测方法

仪器设备

监测时间 化学分析结果

年 月 日 物理指标 化学指标 污染指标 结 论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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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 地形变监测数据记录表

表 X.9 地形变监测数据记录表

工程名称 仪器型号 观测期次 第 期

监测点编号 监测点位置 坐标 X： Y：

监测次数 1 2 3 ……

天气

温度

监测日期

监 测

数据

x
y

z

变幅

x
y

z

监

测

点

x
方

向

动

态

图

监

测

点
y
方

向

动

态

图

监

测

点

z
方

向

动

态

图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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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 多点位移计观测计算记录表

表 X.10 多点位移计观测计算记录表

工程名称
测点

编号

仪器

型号

观测

期次
第 期

传感器系数 1K 2K 3K 4K
坐标

X ：

测点深度

初始计数
1C m 2C m 3C m 4C m Y ：

观测时间
观测值

计算值

备注相对位移 绝对位移

1C 2C 3C 4C 1C 2C 3C 4C 1C 2C 3C 4C

监测单位 观测 计算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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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9 钻孔倾斜仪外业观测记录表

钻孔倾斜仪外业观测记录包括自记式钻孔倾斜仪外业观测记录和人工记录式钻孔倾斜仪观测记录。

X.9.1 自记式钻孔倾斜仪外业观测记录表

表 X.11 自记式钻孔倾斜仪外业观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仪器型号 观测期次 第 期

监测点编号 坐标（X，Y） 监测孔深/m 数据量/个 存储通道号 观测人 备注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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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9.2 人工记录式钻孔倾斜仪观测记录表

表 X.12 人工记录式钻孔倾斜仪观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仪器型号 观测期次 第 期

监测点

编号
孔号

坐标

（X，Y）
深度/m

0A 方向

测值/mm

180A 方向

测值/mm

0B 方向

测值/mm

180B 方向

测值/mm
备注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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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0 裂缝相对位移观测记录表

表 X.13 裂缝相对位移观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仪器名称 □位移计□伸缩计□卡尺
观测

期次
第 期

测点编号
坐标

（X，Y）

张合 位错 下沉

备注本次测值

/mm

本次变化

/mm

本次测值

/mm

本次变化

/mm

本次测值

/mm

木次欢化

/mm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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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1 人工记录式岩土体压（应）力观测记录表

表 X.14 人工记录式岩土体压（应）力观测记录表

仪器名称型号： 仪器编号： 页码：第 页 共 页

工程名称 观测期次 第 期 统一编码

测点编号 位置
本次应力

/kPa

上次应力

/kPa

本次变化

/kPa

累计变化

/kPa
备注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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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2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监测数据记录表

表 X.15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监测数据记录表

工程名称 仪器型号 观测期次 第 期

监测点编号 监测点位置 坐标 X： Y：

监测对象 □地面塌陷 □地裂缝 □滑坡 □土地损毁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监测次数 1

遥感影像 JPEG 图像

解译人员

验证人员

时相

波段

拍摄角度

监测区块标号 1 2 3 4 ……

色调

地物名称

监测区块面积/m
2

区块面积变化量/m
2

监测次数 2

遥感影像 JPEG 图像

解译人员

验证人员

时相

波段

拍摄角度

监测区块标号 1 2 3 4 ……

色调

地物名称

监测区块面积/m
2

区块面积变化量/m
2

监测次数 3

遥感影像 JPEG 图像

解译人员

验证人员

时相

波段

拍摄角度

监测区块标号 1 2 3 4 ……

色调

地物名称

监测区块面积/m
2

区块面积变化量/m
2

监测单位 观测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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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3 土壤监测点样品采集记录表

表 X.16 土壤监测点样品采集记录表

工程名称

监测点编号 采样时间

采样地点

坐标 X： Y：

样品编号 采样人员

采样层次 采样深度/m

监测目的 监测项目

采样点环境描述

样品

描述

土壤颜色 植物根系

土壤类型 砂砾含量

土壤湿度 其他异物

采

样

点

剖

面

图

监

测

点

照

片

采

样

点

交

通

图

监测单位 采样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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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4 变形（位移）及应力（应变）监测建点记录表

表 X.17 变形（位移）及应力（应变）监测建点记录表

工程名称 监测内容

监测点名称 仪器型号及编号 生产厂家

孔深/m 孔口高程/m 孔底高程/m

建点位置
X：

Y：
埋设方式 接管根数/个

管材名称 管材外径/壁厚/mm 导槽方向

混凝土或

砂浆标号
注浆压力/MPa 注浆上返高/m

建点示意图

平面示意图：

剖面示意图

建点说明

建点日期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监测单位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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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5 建（构）筑物裂缝监测记录表

表 X.18 建（构）筑物裂缝监测记录表

工程名称 点号

监测点位置
坐标

X： 天气

监测时间 Y： 监测人

相
对
位
移
监
测

测点 A—B B—C C—D D—A

测距绘图

测点

距离/cm

目前

上次

初始

平均变化

累计变化

建筑物及裂缝监测

监测单位 观测 记录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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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6 巡视检查记录表

表 X.19 巡视检查记录表

工程名称 天气 观测期次 第 期

检查部位 检查项目 现象描述

修复区及其

影响范围

工程内容

地质灾害

灾种：

地表破坏现象：

地声异常：

动植物异常：

地表水和地下水异常：

人类工程活动：

其他：

地形地貌景观

水土污染

水土流失

监测设备

其他

结论

监测单位 巡视 填表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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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Y

（资料性）

工程监测成果报告编制提纲

Y.1 工程监测月报提纲

1 前言

监测对象、主要监测方法、任务要求与完成情况、预警相关事件说明。

2 监测工作概况

包括监测工作组织、监测设备设施现状与性能、宏观地质巡查情况、数据处理说明、监测工作质量

及影响因素、完成工作量、存在问题。

3 监测成果

各类监测要素数据图表。

4 监测分析

结合监测成果和宏观地质巡查结果，通过单点分析、剖面分析及综合分析，说明致灾体及修复工程

等变形动态、应力状态和影响因素，分析变形发展趋势，判定监测对象稳定状况。

5 监测结论与建议

6 附件

包括监测系统平面布置图、监测工作一览表、监测数据成果图表等。

Y.2 工程监测年报提纲

1 前言

任务来源、任务要求及完成情况、预警相关事件说明。

2 监测工作概况

自然地理及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概况、监测工作评述、监测设备设施现状与性能、群测群防监测（若

存在）、宏观地质巡查情况、数据处理说明、监测工作质量及影响因素、完成工作量、存在问题。

3 监测对象概况及监测成果分析

地理位置、规模、主要危害及防治措施；监测对象基本特征；监测网点布设及监测内容；监测要素

过程曲线图；结合监测成果和宏观地质巡查结果，通过单点分析、剖面分析及综合分析，说明监测对象

变形动态、应力状态和影响因素，分析变形发展趋势，判定监测对象稳定性状况。

4 监测结论

5 监测工作存在问题及建议

6 附件

包括监测系统平面布置图、监测系统剖面图、监测工作一览表、监测数据成果图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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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 工程监测专报提纲

1 前言

任务来源、专报事由（如应急调查、预警等）等。

2 监测对象概况

地理位置、规模及主要危害，监测对象基本特征，监测对象变形概述等。

3 监测分析

监测成果（全部或部分监测要素过程曲线图）、监测分析、稳定性评价。

4 结论与建议。

Y.4 监测成果总结报告提纲

1 前言

任务来源、工作时间、地理位置、工作范围、行政区划、工程基本情况、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概况、

交通条件、完成监测工作量（与监测设计对比）、主要成果及质量综述。

2 生态环境现状及问题

2.1 生态环境现状

2.2 生态环境问题类型及特征

3 监测内容、方法、精度和监测网点

3.1 监测目标任务

3.2 监测网点布设原则

3.3 监测对象、监测要素、监测级别、

3.4 监测点密度、监测频率

3.5 监测方法、预警值

3.6 监测网点布设

4 监测技术方法与成果分析

4.1 监测方法

4.2 监测仪器设备及人员构成

4.3 监测数据采集、记录、预处理、存储

4.4 监测成果的汇总、统计、分析

5 工程监测成果评价

说明工程监测成果评价采用的方法、评价结果，与工程实施前的对应情况，判定评价的准确程度；

说明监测对象变化趋势的预测方法，预测结果，分析可靠程度，出现偏差可能的影响因索。

5.1 矿山生态环境及修复工程稳定性评价

变形特征、稳定性及分区评价

5.2 矿山生态环境发展趋势预测评价

变化范围、变化量、变化时间等

6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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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监测对象，说明矿山生态环境及修复工程监测、评价、预测结果；提出矿山生态环境及修复工

程保护建议和措施。措施应具体、有针对性，建议明确、有可操作性。

7 附图

7.1 工程监测成果平面图。

比例尺应不小于 1∶1000，地质要素应包括地貌、主要地质构造、地质界线、修复工程内容及位置

等，图件要素包括监测对象及编号、监测网（剖面、点）编号、基准点及工作站点位置及编号、监测项

目（要素）等。说明监测对象、监测要素、监测时间、监测频率、监测结论等

7.2 监测系统剖面图。

7.3 监测工程施工大样及监测点埋设构造图。

7.4 监测要素变形过程线图。

（1）绝对位移监测应编制水平位移、垂直位移矢量图及累计水平位移、垂向位移矢量图。上述

二种位移量迭加后的综合性分析图，位移（某一监测点或多测点水平位移、垂直位移等）历时曲线

图。相对位移监测编制相对位移分布图、相对位移历时曲线图等。

（2）地面倾斜监测应编制地面倾斜分布图、倾斜历时曲线图。地下倾斜监测编制地下位移与深度

关系曲线图、变化值与深度关系曲线图及位移历时曲线图等。

（3）地声等物理量监测应编制地声总量与地应力、地温等历时曲线图和分布图。

（4）地表水、地下水监测应编制水位、流量历时曲线图土体含水率历时曲线图，孔隙水压力历时

曲线图，泉水流量历时曲线图等。

（5）气象监测应编制降水历时曲线图、气温历时曲线图、蒸发量历时曲线图、不同雨强等值线图

等。

（6）为进行相关分析，还应编制如下图件：变形位移量（包括相对和绝对）与降水量变化关系曲

线图、变形位移量与地下水位变化关系曲线图、倾斜位移量（包括地表和地下）与降水量变化关系曲线

图、倾斜位移量与地下水位变化关系曲线图；生态环境问题分布区与地下水位、土体含水率、降水量变

化关系曲线图，泉水流量与降水量变化关系曲线图，地表水水位、流量与降水量变化关系曲线图等。

7.5 矿山生态环境评价图（按监测对象单独成图）

在监测成果平面图基础上对监测对象进行稳定性评价。

7.6 矿山生态环境发展趋势分析图

按监测对象单独成图。在矿山生态环境评价图的基础上对监测对象分布、变化量、活动时间等进行

预测。

8 附表

8.1 监测点施工验收记录表。

8.2 监测数据记录表。

8.3 监测数据汇总表。

8.4 监测基准点稳定性检验成果。

8.5 监测质量检查验收评定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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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Z

（资料性）

工程设计编制提纲、格式与装订顺序

Z.1 工程设计编制提纲

1 前言

1.1 项目背景及来源

1.2 矿山（工程）基本情况

1.3 工程设计编制工作概况

2 工程概况

2.1 自然地理概况

2.1.1 地理位置及交通

2.1.2 气象水文

2.1.3 地形地貌

2.1.4 植被条件

2.1.5 土壤及土地利用现状

2.2 地质概况

2.2.1 地层岩性

2.2.2 地质构造

2.3 水文与工程地质条件

2.3.1 水文地质条件

2.3.2 工程地质条件

2.4 施工条件

2.4.1 交通

2.4.2 水源

2.4.3 动力

2.4.4 材料

2.4.5 场地

3 矿山生态环境

3.1 矿山生态环境现状

3.1.1 边坡生态环境现状

3.1.2 废弃地生态环境现状

3.1.3 塌陷地生态环境现状

3.2 矿山生态环境问题

3.2.1 地质灾害及其隐患

3.2.2 地下含水层破坏

3.2.3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3.2.4 土地资源占用及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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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生物生境破坏

3.2.6 水土污染

3.3 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4 设计原则、依据和目标任务

4.1 设计原则

4.2 设计依据

4.3 目标任务

5 修复范围及分区

5.1 修复工程范围

5.2 工程设计分区

6 工程设计

6.1 边坡修复工程设计

6.1.1 边坡防护

6.1.2 边坡截排水

6.1.3 边坡植被恢复

6.2 采空塌陷修复工程设计

6.3 废弃地修复工程设计

6.3.1 废弃地地形整治

6.3.2 废弃地土地复垦

6.3.3 废弃地植被恢复

6.4 附属工程设计

7 工程安全

7.1 总体要求

7.2 分部分项工程安全

8 环境保护

8.2 生态环境保护

8.3 噪声污染防治

8.4 振动污染防治

8.5 水土污染防治

8.6 大气污染防治

8.7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9 工程监测

9.1 工作方法及技术要求

9.1.1 工作部署原则

9.1.2 监测对象、监测要素、监测级别、监测精度、监测预警值。

9.1.3 监测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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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监测系统建设、运行与维护

9.2.1 监测设施施工、安装。

9.2.2 监测仪器及技术指标。

9.2.3 监测系统运行与维护。

9.3 监测工作量及预算

10 工程维护与植被养护

10.1 养护浇灌系统

10.2 工程维护

10.3 植被养护

11 工期

12 工程量与工程预算

12.1 工程量

12.2 工程预算

13 修复成果分析与评价

13.1 最终境界要素

13.2 稳定性评价

13.3 预期效益分析

13.3.1 生态效益

13.3.2 社会效益

13.3.3 经济效益

14 结论与建议

14.1 工程来源

14.2 工程总体目标

14.3 工程设计综述

14.4 工程量及预算

14.5 工作部署与工期

14.6 预期成果综述

14.7 存在问题和建议

15 附表

附表 1：修复区及各分区边界控制点坐标、高程汇总表

附表 2：工程量计算统计（图）表（含土石方工程量计算图）

16 附图

附图 1：矿山生态环境现状图

附图 2：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设计平面图（含工程监测设计图）

附图 3：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最终境界图

附图 4：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最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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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附件

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报告（含地质灾害勘查报告）及相关资料

Z.2 设计文本封面与扉页格式及装订顺序

Z.2.1 封面格式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设计
（二号黑体，居中）

设计单位

二○××年××月

（小三号黑体，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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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2 扉页格式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设计
（二号黑体，居中）

项目负责：×××

设计编制：××× ×××

××× ×××

审 核：×××

总工程师：×××

法人代表：×××

（小三号宋体，缩进 4字符，左边对齐）

设计单位

二○××年××月

（小三号黑体，居中）

Z.2.3 装订顺序

封面→扉页→资质证书→专家审查意见及专家签字表→目录→正文（宋体小四，1.5 倍行间距）

→附表→附图→附件（可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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