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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ＢＳ 技术在严寒地区边坡防护中的应用
铁朝虎１ ，洪彰华１，２ ，左亚西１ ，党超军１

（１．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２．武汉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 关键词］ ＴＢＳ 技术；严寒地区；边坡防护；基材配置；植物种选择
［摘

要］ 为了探索严寒地区边坡生物防护模式，将厚层基材（ ＴＢＳ） 技术引入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边坡生物防护治理

工程中，以此实例介绍了 ＴＢＳ 工艺流程及寒冷地区边坡防护植物的选择，对绿化后的植被生长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 结
果表明，只要合理选择防护物种和初期进行认真养护，ＴＢＳ 工艺在严寒地区边坡生物防护中完全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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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蓄电站安装单机容量 ３００ ＭＷ 机组 ４ 台，总装

项目区概况
呼和浩特抽水蓄能电站（ 以下简称“ 呼蓄电站” ）

是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项目，位于呼
和浩特市东北部，距离呼和浩特市区 ２０ ｋｍ。 呼蓄电
站所在地属中温带季风性半干旱气候区，具有冬长夏
短、寒暑变化急剧的特征，冬季漫长且严寒，可长达 ５

个月。 据呼和浩特市气象局、武川县气象局实测资料
统计，当地年平均气温 ６．５ ℃ ，极端最低气温 － ３７．０ °Ｃ，
冻土期长达 ５ 个月；年降水量 ３００ ～ ４００ ｍｍ，降水量较
少且季节分配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夏季，６—９ 月降
水量约占年降水量的 ７０％以上，冬季降水极少，尤其是

１、２、１２ 月降水量一般都在 １０ ｍｍ 以下，且降水量年际
变化很大；受气温和风力的影响，春、夏季蒸发量大，冬
季蒸发量小，且蒸发量远大于流域降水量 。 当地土
壤类型较丰富，共有土类 １１ 个、亚类 ２０ 个，其中灰色
［１］

森林土有机质含量较高，是电站上水库区的主要土壤
类型，灰褐土有机质含量低，是电站地下系统区及下水

机容量 １ ２００ ＭＷ，电站平均水头 ５２１ ｍ，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主体工程开工，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第一台机组发电，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４ 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施工期间，因施工占
地、开挖量大，对原地貌、植被影响或破坏较强烈，水土
流失严重，开挖和占压土地的面积即扰动地表面积共

３７１． ４６ ｈｍ ２ ， 包 括 永 久 征 地 ２００． ８５ ｈｍ ２ 、 临 时 占 地
１７０．６１ ｈｍ ２ 。 扰动部位主要包括枢纽区、渣场区、料场
区、施工公路区、施工营地场地区、水库淹没影响区和
移民安置区等 ［ ２］ 。 考虑到工程所处的地理位置（ 大青
山自然保护区内） ，以及坡面开挖后，面层在自然气候
作用下存在风蚀和崩塌的可能，极易形成水土流失，对
道路安全、施工区及周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决定
在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一般植物措施的基础上，引入

ＴＢＳ 技术进行边坡防护。 呼蓄电站拟实施 ＴＢＳ（ Ｔｈｉｃｋ⁃

ｌａｙｅｒ ｂａ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措施区域边坡较陡，坡度在

１ ∶ ０．５ ～ １ ∶ ２ 之间，局部 １ ∶ ０．２５，边坡高度基本在 １５ ～

９０ ｍ，主要为施工区道路边坡，部分边坡全部为裸露岩

库区的主要土壤类型。
石，部分较缓边坡有泥杂石松散覆盖层。

优化水土保持措施和工程量设计，充分考虑实施措施
的针对性、可行性和经济性，以期用较小的投入获得较
大的水土保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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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水土保持与环境保护等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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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ＢＳ 技术简述

技术编号

ＴＢＳ 技术是使用喷射机将拌和均匀的厚层基材混

合物按设计厚度喷射到岩石坡面上，以实现边坡植被
快速恢复、保证作业面水土保持及生态恢复效果，是集
岩土工程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高分子化学和环
境生态学等多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技术。 ＴＢＳ 技术是通
过植被根系的力学加固和地上生物量的水文效应共同
作用达到护坡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厚层基材的配
置是该 项 技 术 的 关 键。 厚 层 基 材 由 绿 化 基 材 （ 简 称

ＧＢＭ） 、纤维、植壤土三部分组成，其中绿化基材是植被
种子生长发育、根系发展的基体，由有机质、生物菌肥、
粗细纤维、ｐＨ 值调整剂、全价缓释肥、保水剂、消毒剂、
植壤土和水等组成，作用是保证植被长期生长所需的
养分和水分平衡。

表２

ＴＢＳ０６

植物名称
早熟禾

ＴＢＳ０７

紫花苜蓿

ＴＢＳ０９

多年生黑麦草

ＴＢＳ１１

多花木兰

ＴＢＳ０８
ＴＢＳ１０

３．２

第二次喷播基材配合比

白三叶
刺槐

用量（ ｇ ／ ｍ３ ）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植物种类比选
植物种类的选择在呼蓄电站边坡恢复中尤为关

键，必须因地制宜，选择能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
植物种，具体应符合：适应当地气候条件，抗逆性强，抗
旱抗寒；根系发达，扩展性强；耐贫瘠，低养护，可粗放
式管理；种子发芽力强，容易更新；种子种类丰富，具有
种类多样性，并且多年生，满足固土要求。 根据王文唐

ＴＢＳ 技术主要适用于年降水量≥６００ ｍｍ、连续干
旱时间≤５０ ｄ、非高寒地区具有不同地质、水文及气候

等在《 北方地区冷季型草坪草种选择及管理》 中的研

水量少且季节分配极不均匀，为了验证能否成功应用
ＴＢＳ 技术，呼蓄电站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了试验研究，成

等。 充分考虑呼蓄电站水文、气候、土质等条件，调查

条件的岩石边坡

［２］

。 而呼蓄电站位于高寒地区，年降

功克服了寒冷地区应用该技术在基质材料配置、植物
种类比选、施工关键技术及养护方面的难题，取得的成
果可为严寒、干旱地区 ＴＢＳ 技术应用提供参考。

３

３．１

严寒地区 ＴＢＳ 关键技术

究，适合北方地区的冷季型草种有草地早熟禾、粗茎早
熟禾、高羊茅、紫羊茅、多年生黑麦草、一年生黑麦草
当地（ 严寒干旱地区） 植物生长特点，为体现植被多层
次、立体型、自然生态的特点，研究确定以苜蓿、羊草、
黑麦草、波斯菊等草本和紫穗槐、荆条等先锋灌木为固
土护坡先锋植物，以沙棘、胡枝子、柠条等乡土乔灌木
为中、长期优势植物，建植乔、灌、草复合群落。 该群落

基质材料的配置

在水土保持功能、群落生产力、景观绿化效果，以及促

厚层基材的配置要根据边坡地理位置、边坡角度、

进自然演替方面均较以往的边坡植草方式有明显优

岩石性质、绿化要求等确定水泥、砂壤土、腐殖质、保水
剂、长效肥、混凝土绿化添加剂、混合植物种子和水的
组成比例。 施工时一般第一次先对岩石基础面喷射泥

浆 ２ ｃｍ 左右（ 不含植物种子） ，第二次再将混合有种子
的基材喷播在其表面。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避免植物种
子埋深过大不易发芽，保证其喷射在基材表面 １ ～ ２ ｃｍ
内，并且有利于厚层基材稳固地附着在边坡基础面上。
基材的选择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保墒效果好，有充足
的养分；具有一定的黏结强度，能附着在基岩面上不会
垮塌或剥落；基材应提供适宜植物的生长环境；基材厚
度一般为 ８ ～ １０ ｃｍ。 第一次、第二次选择的基材配合
比见表 １、２。
技术编号

表１

第一次基材配合比
基材名称

ＴＢＳ０１

生植土

ＴＢＳ０３

厚层基材

ＴＢＳ０５

水

ＴＢＳ０２
ＴＢＳ０４

水泥
腐殖质

１０ ｍ２ 用量
０．４ ｍ３
１２．５ ｋｇ
２０ ｋｇ

０．１ ｍ３

０．３３８ ｍ３

势 ［３］ 。

３．３

主要施工工艺和施工方法

（１） 主要施工工艺流程：施工准备 → 坡面清理 →

规划放样 → 锚杆钻孔 → 安装锚杆、注浆 → 安装镀锌铁
丝网→拌和、喷射基质混合物（ 含草籽） →养护。

（２） 主要施工方法：①施工准备。 施工前期准备

工作包括引进专业施工队伍，准备施工用水电、材料、
机械设备，建设材料储备场地等。 ② 坡面清理平整。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清除坡面危浮石及杂物，适当对不
平顺的区域进行人工整理，尽量保持边坡平顺，并避免
倒角和坑洼的出现，因为倒角和坑洼不利于基层的稳
固、植被的生长和种子再生。 部分倒角部位直接做裸
露处理。 喷基材后应避免凹处出现积水，防止冲刷导
致基质流失。 对坡面原有的植被做必要的保护和保
留。 ③规划放样。 根据设计图纸，对拟施工的坡面进
行锚杆钻孔定位，先定上下两行孔，再拉线定坡面上的
孔，采用手风钻（ 或电钻） 钻眼、插竹钎的方法标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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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土保持 ＳＷＣＣ

眼。 由质检员根据地质情况对易坍塌、滑坡的特殊区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１） 绿化景观效果。 厚层基材配方合理，边坡植

域适当加密孔眼或加长、加粗锚杆，并报监理工程师批

物生根快、长势旺。 护坡植物在抗旱、抗病虫害方面表

准，然后标定位置。 ④锚杆钻孔。 按设计规划放样，以

现出良好的性能，草种中增加格桑花等，草花、草灌相

间排距 １００ ｃｍ 梅花形布置锚杆孔位。 锚杆为 Φ１２ 钢
筋，长度 １．０ ｍ，锚杆孔垂直岩面钻进，孔深 ８５ ｃｍ，孔径

搭配，具有良好的景观绿化效果（ 图 １） 。

５０ ｍｍ，锚杆外露端头弯折 １０ ｃｍ 与铁丝网绑扎固定。
采用 ＹＴ － ２８ 手风钻打孔。 ⑤安装锚杆。 采用“ 先注浆
后插锚杆” 的方法施工，Ｍ３０ 水泥砂浆固定锚杆，水泥
砂浆灌注饱满密实。 ⑥安装镀锌铁丝网。 固定网采用

１４ ＃ 镀锌铁丝网，网孔 ５ ｃｍ × ５ ｃｍ，网宽 ２ ｍ、长 ２０ ｍ。
挂网应在锚杆可受力后进行。 铁丝网必须张拉紧，网
间搭接宽度不小于 １０ ｃｍ，网材在坡顶外缘延伸不少于

２０ ｃｍ，并间隔 ３０ ｃｍ 用铁丝绑扎牢固，保证网与网间
连接牢固、网与坡面间距离一致。 安装锚杆、铁丝网时
应保证铁丝网处于厚层基质 ２ ／ ３ 处，这样有利于网面
基材混合物的厚度一致及稳定。 对于固定后坡面依然
凹凸度较大的区域采用直径 ６ ｍｍ、长度 １０ ｃｍ 的小铆

钉固定，将网材与坡面间距控制在 ３ ～ ５ ｃｍ。 ⑦拌和、
喷射基材。 采用搅拌机将所需材料拌和后，用空压机
加压对边坡进行喷植，喷植时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喷
头与基础面尽量垂直，偏角宜控制在 ２０° 以内，以减少

图１

河道边坡绿化效果

（２） 水土保持效果。 喷射完成后经养护 ４８ ｈ，植

被层就会产生一定的强度，６ ｄ 后就能抵抗暴雨冲刷
（１００ ｍｍ ／ ｈ） 。 通过对厚度和密度的严格控制，植被混
凝土水分渗漏较少，有利于岩石坡面和植被混凝土之
间的胶结。 混凝土绿化添加剂的使用，一方面解决了
水泥大量使用带来的强碱性和高水化热对草种发芽与
生长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解决了通常植被基材层在
烈日暴晒下发生龟裂引发雨水集中渗透导致植被基材
层脱落坍塌的问题。 实践证明，经过风吹雨打、严寒酷

回弹量。 ⑧养护。 喷播后早期要勤养护，并覆盖草垫

暑的植被混凝土植物生长态势良好，没有发现裂缝和

适当覆盖遮阳网，遮阳网与锚筋固定，以防止大风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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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彭云． 浅析 ＴＢＳ 植被护坡技术在岩石边坡防护中的应用

制水量，防止浇水过多造成坡底基层内部形成“ 壤内
的水会影响坡底植物根系的呼吸，形成烂根 ［４－５］ 。
４

实施后的效果
通过在交通洞口两侧、河道两侧和上水库进口部

位进行试验，呼蓄电站 ＴＢＳ 技术应用取得了成功，从设
计理念到植物配置和施工工艺均可以为严寒地区边坡
防护及生态恢复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提供借鉴。 经历近
两年的生长期后，ＴＢＳ 措施实施效果良好，实施后绿化
恢复率达 ８０％ ～ ９０％，此后将根据气候情况确定养护
强度和频次，以实施后期自然生长。

蒙古农业科技，２００４（ 增刊 １） ：１９４－１９５．
［ Ｊ］ ．建筑，２００９（７） ：５３－５４．

［５］ 王元．岩石边坡 ＴＢＳ 植被护坡设计与施工［ Ｊ］ ． 公路交通技
术，２００４（５） ：１２７－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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