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省道晋州连接线是晋州市南北纵向主要公路与石黄高速、国道307、大赵公路等构成

区域公路骨架路网，是区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服务于晋州、深泽的社会经济发

展、石黄高速与地方联系及沿线城镇居民出行. 

本项目线路总长度9.259km，工程投资总额19663.53万元， 2014年年底开工，2015

年底建成通车; 2015年2月我院受石家庄市公路工程管理处委托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按照工作流程，成立水土保持监测小组，编制《省道晋州连接线晋州市绕城改建工程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设计与实施计划》，对现场进行巡查监测和布置监测小区，收集、分析

监测资料，不定期向各参建单位提出水土保持建设性意见。最后为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竣工验收提交水土保持监测报告。 

本工程监测时段为2014年年底到2015年年底，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33.8hm2。项目区水土流失背景值为300t/km2.a，扰动治理度96.94%，土壤流失控制比1.0，

林草植被恢复率96.56%，植被覆盖率33.45%，水土保持投资为458.99万元。综合分析知，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对水土保持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报石家庄市水务局批复；

其次，在施工过程中委托专门机构进行了水土保持专项设计与审查，并认真按照水土保

持方案中的设计和后续专项设计，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第三，委托了专门的、

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机构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与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第四，建设单位设

专门的机构负责水土保持协调与管理，督促各相关单位较好地落实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与义务。 

工程建设过程中，各参建单位按照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水土保持方针。施工时能合理安排施工

季节，优化施工工艺和流程，严格控制施工扰动面，减少了工程开挖及临时堆土对周边环境的破

坏，并采取一些临时性防治措施，有效的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已实施的水土失得到了

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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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建设项目概况 

1.1.1项目基本情况 

现有晋州连接线307国道至石黄高速入口路段同时作为晋州市的东外环，由于近年来

沿线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区建设急速扩张，致使沿线企业和居民区日趋密集，导

致该路段街道化和交通混合严重，对公路的正常通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目前石黄高速

晋州出口附近规划为省级工业聚集区晋州市纺织工业园，必将使该路交通拥堵情况更进

一步加剧。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1-1。 

    
图 1-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1.1.2建设内容与规模 

本项目起自晋州连接线与石黄高速晋州收费站交叉处，起点桩号K0+000，向西经赵

村、丁家庄村、樊庄村、塔上村后再向南经鼓城村、上跨石津灌渠后至终点国道307，终

点桩号K9+195.098（即国道307桩号K265+620），路线全长9.195公里，建设里程9.195公

里。 

工程占地31.87hm2，全部为永久占地，临时占地1.83hm2，占地类型全部为耕地。项

目施工建设过程中土石方挖填总量124.2万m3（自然方，后同），其中挖方125.8万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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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方114.0万m3，土石方平衡后需外借94.00万m3，借方为外购。共拆迁各类房屋6358m2，

围墙321m2，护栏80m。拆迁电力、电讯设施有通讯线杆66根23道，高压线杆26根9道。拆

迁安置方式以分散安置为主，不存在大范围移民。 

工程投资总额19663.53万元， 2014年年底开工，2015年年底建成通车。 

1.1.3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本项目所经地区属华北平原的中部湖积平原区。沿线地势自西南向东北逐步降低，

但起伏极小。沿线所经地区地形平坦，村镇密集。 

 (2)气象 

项目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四季分明，冬季干燥寒冷，夏季炎热

多雨，秋春两季温和多风。据1985~2004年资料：多年平均气温12.7℃，极端最高气温

40.8℃，极端最低气温-25℃。最冷为一月份，月平均气温-3.2℃，最热为七月份，月平

均气温26.2℃。多年平均降水量584mm，最大年降雨量954.3mm，最小年降雨量357.2mm，

10年一遇1h最大降雨量71mm，10年一遇6h最大降雨量112mm，10年一遇24h最大降雨量

181mm。降雨年季变化很大，年内分配不均，多集中7、8月份，占全年总降水量的80%。

多年平均蒸发量1324.3mm，年平均绝对湿度为11.5g/m3。全年无霜期约190d，年日照平

均2783h，年有效积温4853.5℃。多年平均风速3.4m/s ，冬夏季以东北风为主，春秋季

以偏北风为主，全年以东南风最多。最大季节性冻土深度60cm。 

(3)土壤植被 

项目区土壤类型以褐土为主，植被类型属落叶阔叶林地带，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特

点，种植作物主要有玉米、小麦、大豆等，树木大多为人工次生林，主要有杨、柳、榆、

槐等落叶乔、灌木以及苹果、鸭梨\葡萄等果木林，主要野生草种有白草、稗草、狗尾草

等。 

(4)河流水系 

   本项目区域内无较大河流，道路两侧基本为农田和村庄。 

本项目由于地质构造和地貌形态的控制，均为富水区，地下水资源较丰富，易于

开采，大部分水质较好，不会对构造物产生侵蚀作用，可作为工程用水。项目经过的

区域内基本属第四系水文地质。浅层淡水底板埋深10~50米，含水层以粉砂为主，细

砂次之，南部多为中砂，总厚度小于20米。涌水量5~10立方米/时米，水位埋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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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从地表看咸水分布不多，呈零星片状分布于浅层淡水之间，但在浅层水底板之下

却普遍布有一层厚度较大咸水体。顶板埋深0~50米，底板埋深100~200米，由西北

向东南逐渐加深。深层承压淡水：底板埋深500~550米。 

 (5)工程地质 

本次路基在勘察深度范围内，主要地层由素填土、黄土状土、一般粘性土及碎石土

等组成。下伏基岩为太古界片麻岩。 

(6)水文地质 

本次勘察在部分钻孔发现地下水，实测水位埋深12.80m～17.90m，水位标高

193.34m～196.71m。与水库水位相差不大。 

该场地地下水属基岩裂隙水，地下水位动态与水库水位变化一致，主要受大气降水

及蒸发的影响，表现为降水入渗—径流排泄型，地下水位年变幅为3～5m。 

(7)地震烈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306-2001）《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地震

防烈度为6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g。根据钻探揭露地层情况分析，场地覆盖层厚度

从0m～20m不等。估算覆盖层厚度内土的等效剪切波速界于150～250m/s之间。该场地主

要建筑地基位于填土区及半填半挖区，填土厚度变化较大。地基土明显不均匀，综合考

虑该场地属对建筑抗震不利地段。 

 

1.1.4施工组织 

(1)施工条件 

本项目施工期间采用封闭交通施工，需另辟路线解决社会便道和施工便道，既要保

持原路通行，又要保持施工有序进行。因此、这将给施工带来很大的不便。施工期间必

须进行科学合理的施工组织，制约本项目工程工期、质量、造价的主要环节是路基、路

面、涵洞及沿线设施工程等。工程进度安排依据本项目分项工程的特点，以及项目沿线

的自然条件如春季、冬季、干旱等因素，综合考虑，统筹兼顾。按先难后易、先重点后

一般的原则。首先开工建设工期较长、干扰较大的工程，其次是一般路基工程、桥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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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交叉工程；最后完成路面铺筑、环保工程和沿线设施等。 

项目所需沥青、木材、钢材和水泥主要由市场供应。 

 (2)施工组织计划 

1)原材料供应土方情况:项目所需填方全部来自主体设计中就近不同标段的相互调运,

本工程不同标段的盈余土方可满足工程所需土方的要求。 

石料:鹿泉附近分布较多大小石料场,其质量优良,开采条件好,石料储量丰富,并有便

道可通行汽车,可满足桥涵等工程所需的各种石料。 

砂和砂砾: 本工程所需砂、砂砾可从邻近的正定、新乐等县市的砂场购进，以上砂

场产量丰富，质量良好，运输方便。尤其是正定县南楼料场为古河道沉积砂，年供应能

力70万立方米。砂质洁净，含泥量小。 

石灰:鹿泉市有许多石灰厂,可解决生石灰供应问题,石灰质量均满足Ⅲ级以上生石灰

或消石灰技术指标。 

综上所述,本工程所需土方和砂石料均采用外购方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供货方承

担,建设单位需选择具有相应开采资质的单位进行购买,并在签订购货协议时明确相关水

土保持责任条款。 

2)施工用水 

施工沿线水资源丰富,水质良好,冲积扇的下部砂砾层含有大量储水,地下水位较高,

工程用水较方便。 

3)施工用电 

沿线电力供应方便,工程用电可与电力部门协商解决。 

4)施工交通 

本工程属于公路新建工程,在施工建设期间,为了减少对耕地的占用,本工程施工便道

尽量利用原有旧路、县道、乡间公路及农耕便道,但也需新建施工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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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方法与施工工艺 

1)路基工程 

路基工程采取机械施工为主,适当配合人力施工的方案,运距100m以内时,采用推土机

铲土、运输,运距100-200m时采用铲运机铲土、运输,运距200m以上时,采用装载机配合自

卸汽车挖运土石方,土石方采用冲击压路机冲压。 

2)路面工程 

路面工程采用机械化施工方案,为保证路面各结构层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底基

层材料采用稳定土拌和机,无机结合料和沥青混凝土采用专用拌和设备厂办,摊铺机摊铺,

半幅路面全宽一次摊铺完成。 

3)桥涵工程 

为加快工程进度,保证工程质量,降低成本,标准跨径的桥涵均采用预制安装法施工,

钻孔灌注桩一般采用机械旋转钻成孔。 

在桥梁基础施工中,当桥墩、台基础位于地表水位以下时,根据当地材料修筑土石围

堰。围堰在布置上要使水流平顺,以保证其结构上的稳定性,在筑堰前,应将河底杂物淤泥

清捞干净以防漏水,堆筑时应从上游开始至下游合拢。堰内抽水时,应注意及时对围堰加

以检查,有漏洞渗水要及时堵住。为防止修筑围堰引起河床流速增大,可在堰外临水面用

草皮、柴排、片石或草袋加以防护。如河床渗水量较大,可修筑多道围堰,分级开挖。施

工结束后,围堰要有组织地进行拆除,拆除所产生的废弃物要集中堆存,避免对河流造成影

响。 

桥墩基础开挖产生的钻孔泥浆暂时堆放在施工生产生活区内凹地,待晒后用作路基填

筑。 

1.1.5工程征占地 

项目实际占地36.1hm2,其中永久占地33.8hm2;临时占地1.4hm2,占地类型均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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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区各县占地汇总单位：hm
2 

占地项目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分区 面积 

原有公路占地 交通用地 
永久占地 路基 33.8 

新增用地 耕地 
临时占地 

施工便道 1.4 

施工生产生活区 1.00 

总计    36.1 

 

1.1.6土石方平衡 

本项目实际共动用土石方总量124.2万m3，其中土石方开挖10.2万m3，土石方回填3.2

万m
3
，土石方平衡后需取土94.0万m

3
。 

1.1.7工程投资 

估算总投资金额1.97亿元。 

1.1.8施工进度 

工程于2014 年年底开工，2015年年底完工。 

（1）施工准备期 

施工准备期自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建设内容包括：Ⅰ根据设计报告和图纸征购

土地；Ⅱ完成场区的“四通一平”工作，完成场外交通、场内交通、供水、供电、通讯

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的建设；Ⅲ落实钢材、木材、水泥、砂石等建筑材料的供应单位和数

量，勘定自采材料的面积和范围，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进驻场地。 

（2）施工建设期 

施工建设期完成主线工程的路基填筑、路面铺筑、涵洞工程等附属设施的建设。 

1.1.9水土流失现状 

项目地处太行山低山丘陵区,属太行山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等级应采

用一级标准。通过实地对项目区的详细调查,工程区域内除原生植被得到了有效保护外,没有其

它专项水土保持工程。根据《土壤侵蚀分类级标准》(SL190-2007)的要求，结合工程占地类型

进行综合分析,为与流失量预测相对应,本项目在分析项目区原生水土流失强度时,不对未扰动区

进行分析,只针对项目建设区进行分析。 

水土流失现状调查采用遥感结合现场调查的方法,并参考第二次全省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结果,

确定项日实施区处低山丘陵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500t/km2.a,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流失防

治标准》容许土壤流水量为2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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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总体布设如下： 

1.2.1主体工程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剥存3.88hm2，边坡防护0.5Km,排水边沟1.8Km。 

（2）植物措施 

种草2.53 hm2。 

（3）临时措施 

临时种草0.43hm2，临时拦挡500m。 

1.2.2施工生产生活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剥存1.0hm2，覆土平整1.0hm2。 

（2）植物措施 

植树种草1.0hm2。 

（3）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400m，土质沉淀池1座，临时拦挡160m，临时绿化0.3 hm2。 

1.2.3施工便道 

（1）工程措施 

表土剥存2.4hm2，覆土平整2.4hm2。 

(2)植物措施 

种草0.6hm2。 

（3）临时措施 

土质排水沟1000m。 

1.2.5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水土保持方案中，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如下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防治指标 标准规定 采用标准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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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流失控制比 1 1 

拦渣率（%） 95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95 

林草覆盖率（%） 20 20 

 

1.3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为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程、规范要求，新疆交通建设管理局于2014年9月委托

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承担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本工程为建设类项目，监测工作启动之后，项目组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对工程水土保持监

测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地面组成物质、植被、气象、水文、土地利用现状、水土保持措施与质

量、水土流失状况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补充调查，掌握了项目建设前水土流失背景状况，以及工

程建设以来水土流失状况。对工程建设区进行实地调查和监测点位布设，与监理和新疆交通建

设管理局沟通落实施工情况，随后在主要工程区布置和安装4处监测小区，每月读取监测数据、

收集监测资料，至2017年5月完成全部监测任务。 

1.3.1监测目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要求，依据《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等技术标准、规范，开发建设项目必须做好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一方面，通过对防护措施实施前后水土流失特点及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的监测发

现水土保持方案的不足，及时修正和增补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保证工程施工和运行安全；另一

方面，通过对开发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特征的监测，了解并研究工程建设中土壤侵蚀

发生的规律，为以后同类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储备资料和提供依据。水土保持主要监测目

的是为了通过6项防治目标的监测，及时掌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通过监测，可以

摸清项目区原生水土流失状况，实时监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类型、强度和危害，及时掌握

新增水土流失发生发展的变化趋势，了解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护效果，并通过向设计单位反馈监

测结果来调整防治措施，有效减少水土流失，确保工程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正常发挥作用。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要求，依据《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的规

定和《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等技术标准、规范，开发建设项目必须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一方面，通过对防护措施实施前后水土流失特点及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的监测发现水土

保持方案的不足，及时修正和增补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保证工程施工和运行安全；另一方面，

通过对开发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特征的监测，了解并研究工程建设中土壤侵蚀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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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为以后同类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储备资料和提供依据。水土保持主要监测目的是为

了通过6项防治目标的监测，及时掌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通过监测，可以摸清项

目区原生水土流失状况，实时监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类型、强度和危害，及时掌握新增水

土流失发生发展的变化趋势，了解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护效果，并通过向设计单位反馈监测结果

来调整防治措施，有效减少水土流失，确保工程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正常发挥作用。 

1.3.2监测点布设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分区及监测重点，设计监测内容和监测频次。在路基边坡、桥涵施工区、

生产生活区、施工便道、等区域易造成水土流失的部位，布设11个固定监测点位，分别在路基

边坡布设3个监测点，在桥涵施工区、生产生活区、施工便道区分别布设2个固定监测点，对各

监测点进行定点定时监测。 

1.3.3监测设施设备 

监测过程中所需要的监测设施、消耗性材料表 

 

监测设备及仪器名称 单位 数量 计费方式 

一、工作必需设备 

1 笔记本电脑 台 2 监测机构提供 

2 打印机 台 1 监测机构提供 

3 数码相机 台 2 监测机构提供 

4 数码摄像机 台 1 监测机构提供 

二、水土流失观测仪器 

1 自计雨量计 个 2 监测单位提供 

2 雨量桶 个 2 监测单位提供 

3 手持GPS 台 2 监测单位提供 

4 天平 台 2 监测单位提供 

5 烘箱 台 1 监测单位提供 

三、实地调查设备 

1 土壤水份快速测定仪 台 2 监测单位提供 

2 取土钻 个 2 购买 

3 铝盒 个 20 购买 

4 钢尺 把 5 购买 

5 卷尺 把 5 购买 

 

1.3.4.监测技术方法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的要求，监测方法采用调查监测法。对影

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如水土流失的危害、挖填方数量面积以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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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监测法，辅以巡查监测法。 

对重点监测区域和典型监测断面（点）降雨量、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程度等主要采用调

查监测法，辅以巡查监测法。 

另外，可利用GPS对建设区域地表扰动面上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定位观测和面积测算。根据

需要，对工程建设的相关部位可采取巡测的办法开展水土流失的监测工作。原地貌观测区在项

目建设区相应监测点附近选取。 

水土流失主要监测方法表 

序号 监测项目 主要调查和监测方法 

 
 

1 

降雨强度降

雨量 

收集附近气象站多年观测资料，主要包括年降水量、年降水量的季节分 

配和暴雨情况；记录监测期间暴雨出现的季节、频次、雨量、强度占年 

雨量的比例。 

 

2 水蚀量 
对路基边坡、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便道等区域采用体积量测法及沿线 

巡视法进行观测。 

 

 

3 

林草生长 

情况 

林草生长情况采用随机巡视调查法，记录林草植被的分布、面积、种类、 

群落、生长情况、成活率等。 

 

 

4 

植物防护

措施监测 

植物措施和管护情况监测：绿化林草的生长情况、成活率等采用标准地 

样法和巡视法，植物措施管护情况采用工作记录检查法和调查访问方法。 

 

 
 

5 

 
工程防护

措施监测 

巡视、观察法确定防护的数量、质量、效果及稳定性； 

排水工程效果：排水系统、防护措施的实施效果；土地平整工程：记录

整地对象、面积、整治后的地面状况、覆土厚度、整治后的土地利用方

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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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2.监测内容和方法 
2.1扰动土地情况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项目建设区分为永久征占地和临时

占地，永久征占地面积在项目建设初期能基本确定，临时占地面积及直接影响区的面积则随着

工程进展有一定变化，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主要是通过监测占地、临时占地的面积，确定建

设期防治责任范围。 

（1）永久性占地监测永久性占地面积由国土部门按权限批准，水土保持监测是对红线围地

认真核查，监测建设单位有无超越红线开发的情况。 

（2）临时性占地监测临时性占地由于土地管辖权不变，在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前必须恢复原

貌，水土保持监测主要监测有否超范围使用临时性占地情况、各种临时占地的临时性水土保持

措施数量和质量、施工结束后以后原地貌是否恢复。 

（3）扰动地表面积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原有地表植被或地形地貌发生改变的行为，均属于

扰动地表行为，扰动地表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主要有扰动地表面积、地表堆放面积、地表堆存处

的临时水土保持措施、被扰动部分能够恢复植被的地方恢复植被情况。 

（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根据永久占地、临时占地和直接影响区的面积，确定施

工期防治责任范围。 

（5）其它面积监测包括水土流失面积、挖填方面积、弃土弃渣堆放面积。 

2.2取料、弃渣情况 

本工程弃土弃渣监测为调查监测。施工期弃土弃渣情况根据施工、监理资料确定，林草植

被恢复期主要是对工程占地恢复情况（苫盖）、绿化情况（覆土）调查。 

2.3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监测内容：依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SL277～2002）规定，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范围

以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准。 

水土保持监测范围为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其中，建设区包括路基工程、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弃土场、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便道等区域；直接影响区是指项目建设区以外由于

开发建设活动可能扰动的范围，主要为各单项工程的影响范围。 

监测方法：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的要求，监测方法采用调查监

测法。对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如水土流失的危害、挖填方数量面积以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

情况等采用调查监测法，辅以巡查监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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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对重点监测区域和典型监测断面（点）降雨量、水土流失量、水土流失程度等主要采用调

查监测法，辅以巡查监测法。 

另外，可利用GPS对建设区域地表扰动面上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定位观测和面积测算。根据

需要，对工程建设的相关部位可采取巡测的办法开展水土流失的监测工作。原地貌观测区在项

目建设区相应监测点附近选取。 

2.4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监测内容：水土流失情况监测主要包括土壤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弃土（石、渣）潜在

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等内容。土壤流失面积监测应不少于每季度1次，土壤流失量应不少

于每月1次，遇暴雨、大风应加测。 

监测方法：水土流失情况监测采用地面观测、实地量测和资料分析的方法。在监测过程中，

土壤流失面积通过调查监测，结合对扰动地表面积的监测相结合确定土壤流失面积，土壤流失

量通过借助场地内的排水沟等淤积情况确定土壤流失量，针对临时堆土在降雨后根据侵蚀沟的

数量、面积、沟深估算土壤流失量。在监测过程中未发生较大的水土流失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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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依据批复的《西柏坡高速公路行政学院连接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主

体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21.50hm2，其中项目建设区19.64hm2，直接影响区

1.86hm2。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见表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表2-1                                               单位：hm2 

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防治责任范围 

路基工程区 7.30  1.00  8.30  

施工便道 0.50 0.20 0.70 

施工生产生活区 1.00  0.08 1.08  

合计 8.8 1.28 10.08 

2）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 

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工程建设征占的永久占地、临时占地、直接影响

区等范围，是工程建设过程中直接造成扰动、损坏和不利影响的区域。 

主体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20.46hm2，其中项目建设区18.74hm2，直接影响

区1.72hm2。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见表 3-2。 

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 计 

路基工程区 7.20  0.9  8.20  

施工便道 0.50 0.20 0.70 

施工生产生活区 1.00  0.08 1.08  

合计 8.7 1.18 9.98 

3)建设期与方案设计的防治范围变化情况 

经现场实地勘察并结合相关资料，确定本工程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面积20.46hm²，

其中项目建设区 18.74hm2，直接影响区1.72hm2，与方案相比，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1.04hm²，其中建设面积减小0.9hm2，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小 0.14hm2， 减少的具体变化

原因如下： 

路基工程区占地,方案确定期路基工程占地7.3 hm2 ,项目建设完工后,路基实际占地

7.2hm2 ,建设期路基实际挖方和填方边坡放坡后占地界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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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 

1.设计土石方情况 

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土石方挖填总量27.02万m3（自然方，后同），其中挖方2.06万

m3，填方24.96万m3，主要来自路基的填筑和开挖。利用1.30万m3，弃方0.76万m3，土石方

平衡后需外借23.66万m3，借方来自于外购。 

2.土石方监测情况 

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27.02万m3（自然方，后同），其中挖方2.06万m3，填方24.96

万m3，利用1.30万m3，弃方0.76万m3，土石方平衡后需外借23.66万m3，借方来自于取土

场。土石方开挖数据中包括清表土工程量、路基填筑前的基础处理的开挖土方和各建筑

物的挖方量。其中路基土石方工程量中有0.86万m3为路基清表土量，施工期集中堆放，

在工程建设完毕后回覆再利用。 

3.建设期与方案设计的土石方对比 

在施工过程中合理控制土方量，本工程实际建设中土方挖填总量所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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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 
4.1方案设计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总体布设如下： 

4.1.1主体工程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剥存2.88hm2，边坡防护2.5Km,排水边沟1.8Km。 

（2）植物措施 

种草1.02 hm2。 

（3）临时措施 

临时种草0.53hm2。  

4.1.2施工生产生活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剥存1.0hm2，覆土平整1.0hm2。 

（2）植物措施 

植树种草1.0hm2。 

（3）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400m，土质沉淀池1座，临时拦挡100m，临时绿化0.3 hm2。 

4.1.3弃渣场 

(1)工程措施 

浆砌石挡渣墙100m，表土剥存0.26hm2，覆土平整0.16hm2。 

(2)植物措施 

种草0.18hm2。 

4.1.5施工便道 

（1）工程措施 

表土剥存1.4hm2，覆土平整1.4hm2。 

(2)植物措施 

种草0.5hm2。 

（3）临时措施 

土质排水沟1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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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实施检测结果 

4.2.1主体工程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剥存2.78hm2，边坡防护0.5Km,排水边沟1.8Km。 

（2）植物措施 

种草1.01 hm2。 

（3）临时措施 

临时种草0.65hm2。 

4.2.2施工生产生活区 

(1)工程措施 

表土剥存1.0hm2，覆土平整1.0hm2。 

（2）植物措施 

植树种草1.0hm2。 

（3）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400m，土质沉淀池1座，临时拦挡200m，临时绿化0.3 hm2。 

4.2.5施工便道 

（1）工程措施 

表土剥存2.88hm2，覆土平整2.88hm2。 

(2)植物措施 

种草0.5hm2。 

（3）临时措施 

   土质排水沟995m。 
 

4.3建设期与方案设计的防治措施变化情况 

序 

号 
位 置 

水土保持措

施 
水土保持工程 单位 

方案设计

工程数量 

监测工程

数量 

1 
路基工程

区 

工程措施 

边坡防护 km 0.5 0.5 

表土剥存 hm2 1.88 1.78 

排水边沟 km 1.8 1.8 

植物措施 
公路两侧、占地

界内绿化 
hm2 2.5 2.5 

 
临时绿化 hm2 0.43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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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便道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hm2 1 1 

表土回覆 hm2 1 1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1 1 

临时措施 土质排水沟 m 500 500 

3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hm2 1 0.98 

表土回覆 hm2 1 0.98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1 0.98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 m 400 385 

沉淀池 座 1 1 

临时绿化 hm2 0.3 0.3 

表土回覆 hm2 0.16 0.16 

浆砌石挡渣墙 m 200 200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16 0.16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 m 62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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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对各防治分区调查和各单位工程验收资料统计，该项目实际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为17.30hm²，项目扰动占地详细情况见表 5-1。 

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表 5-1                                              单位：hm
2   

防治分区 建设期水土流失面积 扰动面积 永久建筑物及硬化面积 

主体工程防治区 5.8 7.2 7.2 

施工便道 1 1   

施工生产生活区 10.50 10.5   

合计 17.3 18.7   

5.2土壤流失量 

1.原地貌土壤侵蚀量 

施工期的侵蚀模数采用定位监测与调查监测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根据工程施工特点，水土

流失主要发生在主体工程区、弃土场区等区域。本项目由路基工程、桥涵工程线路交叉等工程

组成。由于工程建设采取交叉集中施工方式，各阶段的划分并不明显，各阶段施工扰动后的土

壤侵蚀模数取整个施工过程的平均值； 

项目区原地貌土壤侵蚀量统计表             表 5-2 

预测分区 背景值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含施工准备期） 

路基工程区 
路面 500 1000   

路基边坡 500 2000 1000 

施工便道 500 1000 6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500 1000 600 

取土场 500 1000 600 

弃渣场 500 1500 800 

 

2.土壤流失监测结果 

(1)施工期土壤流水量 

本监测时段原地貌侵蚀量48.6t，施工扰动侵蚀量97.6t，新增侵蚀量4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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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土壤侵蚀流失量        表 5-3 

监测分区 

水土流失

面积 时间

（a） 

侵蚀模数

（t/Km2.a） 
水土流失量（t） 

(hm2) （a） 原地貌 扰动后 新增 

主体工程区 8.2 0.5 500 1000 20.00  38.00  18.00  

施工便道 0.5 0.5 500 1000 1.1  2.10  1.1.0  

施工生产生

活区 
1 0.5 500 1000 2.50  5.00  2.50  

合计 9.7       23.6 45.1 21.5 

 

（2）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 

本监测时段原地貌侵蚀量75.75t，施工扰动侵蚀量114.02t，新增侵蚀量38.27t。 

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流水量 

监测分区 

水土流失

面积 时间（a） 
侵蚀模数（t/Km2.a） 水土流失量（t） 

(hm2) （a） 原地貌 扰动后 新增 

主体工程区 8.2 1 500 1000 41.00  72.00  31.00  

施工便道 0.5 1 500 600 2.50  3.00  0.50  

施工生产生活

区 
1 1 500 600 5.00  6.00  1.00  

合计 9.7       75.75 114.02 38.27 

 

（3）本项目监测期土壤侵蚀量 

本项目监测期原地貌侵蚀量67.25t，施工扰动侵蚀量211.62t，新增侵蚀量92.27t。 

监测分区 

原地貌水土流水量（t） 施工扰动后水土流水量（t） 新增水土流水量（t）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小计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小计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小计 

主体工程

区 
20.00  36.00  56.00  36.00  72.00  108.00  20.00  36.00  56.00  

施工便道 1.25  2.50  3.75  2.50  3.00  5.50  1.25  0.50  1.75  

施工生产

生活区 
2.50  5.00  7.50  5.00  6.00  11.00  2.50  1.00  3.50  

合计 23.75  43.5  67.25  43.5  81.00  124.50 23.75  43.27  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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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 
6.1扰动土地整治率 

主体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积极落实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经现场调查核定， 各防治

分区内建（构）筑物占地面积 29.08hm²，工程共完成土地治理面积 33.58hm²， 扰动土

地整治率达到 96.56%。项目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汇总情况详见表 6-1。 

扰动土地整治情况统计表 

表 6-1 
 

项目 
扰动面积

（hm
2
）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扰动土地

整治率

（%） 
工程措施 林草措施 

建构筑物

及硬化地

面 

小计 

主体工程区 33.8   3.79 29.08 32.9 100.00  

施工便道 0.9   0.88   0.88 98.00  

施工区 1.2   1.1   1.1 91.67  

合计 34.0   4.47 29.08 33.58 96.56  

 

6.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根据对各防治分区调查和各单位工程验收资料统计，该项目实际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为 12.34hm²，水土保持治理面积11.74hm²，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5.13%， 达到了方

案设计要求。 

6.3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为北方土石山区，容许土

壤流失量为 200t/km2·a，通过对项目区水土流失状况的监测，统计出项目试运行期平

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200t/km2·a，项目区综合测算项目试运行期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 

6.4林草植被恢复率与林草覆盖率 

本工程建设期总面积为19.64h㎡，林草植被面积6.57 h㎡。林草覆盖率达到了

33.45%，达到方案要求。 

6.5防治效果分析 

方案实施后，由本工程建设和生产运行所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防治，既保

证了主体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保障输变电工程的安全运行。项目实际达

到指标见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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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方案目标值实现情况评估表 

表 6-3 
 

评估指标 

计算依据 单位 数量 

设计 计算 
备注 

名称 目标值 达标值 结果 

扰动土

地整治

率 

95%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永久

建筑物占地面积 
hm

2
 19.04 

96.56% 达标   

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 hm
2
 19.64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95%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hm

2
 11.74 

95.13% 达标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hm

2
 12.34 

土壤流

失控制

比 

1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
2
·a 200 

1.00  达标   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度 t/km
2
·a 200 

总弃土量 万m
3
 0.76 

林草植

被恢复

系数 

97% 
林草植被面积 hm

2
 6.57 

97.48% 达标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hm

2
 6.74 

林草覆

盖率 
25% 

林草植被面积 hm
2
 6.57 

33.45% 达标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hm

2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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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与建议 
7.1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项目建设中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积极的落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

失防治工作。在施工过程中，能够严格执行工程建设管理程序，施工管理规范，工程质

量满足了设计和有关规范的要求。 

7.2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明显，项目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97.85%；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达到99.6%；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1.0；拦渣率达到98.2%；草植被覆盖率达到25.8%。 

综上所述，该工程设计合理，落实到位，能够达到有关技术规范和方案设计要求。 

7.3存在问题及建议 

运行期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巡查、管护力度，发现问题及时修补，避免影响范围的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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