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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简称“高磨净化装置工程”）位于四川省

资阳市安岳县境内，工程建设符合国家和当地的能源发展政策，能充分利用当地

的能源，对于促进当地的能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当地的能源结构、带动

产业投资具有重要意义。本工程实施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良好

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本工程建设任务主要是对安岳气田高石梯~磨溪区块灯四气藏二期开发地面集

输工程（简称“高磨二期工程”）原输气规模的扩大，使高磨二期工程在原有

550×104m3/d 规模的基础上，增加 650×104m3/d 规模，最终使高磨二期工程总输气

能力达到 1200×104m3/d 规模。高磨二期工程原有项目已于 2018 年完成了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的审批手续，并已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目前正在开展水土保持设

施工作。高磨净化装置工程于 2019 年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的审批手续，目前

正在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 

本工程建设内容包括站场工程区、表土堆放场区、管道工程区、施工便道

区。站场工程区包括新建京桥清管站、扩建天然气净化厂、扩建高石 1 井集气

站；表土堆放场工布设 2 处，分别位于扩建天然气净化厂北侧以及京桥清管站北

侧；管道工程包括京桥集气干线、高石 6 井集气管线和高磨一期集气干线改线段

共 3 个部分，全长 25.70km；结合施工实际情况，京桥集气干线新修施工便道长

1390m，高石 6 井集气管线新修施工便道长 1060m，总计 2450m。 

工程区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地处涪江中游，地质构造简单，褶皱平缓，地貌

类型以丘陵地貌为主，局部为河谷阶地，海拔高度在 270～410m 间。工程区属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969.4mm，项目区土壤类型主要为水稻

土、紫色土。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的通

知》（办水保〔2012〕512 号），安岳县属于西南紫色土区（四川盆地及周边山

地丘陵区），项目区以水力侵蚀为主，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

2007），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

成果》（办水保 2013 年第 188 号文）、《四川省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和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水土流水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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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成果》的通知（川水函[2017]482 号），工程所在安岳县属嘉陵江及沱江中下

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工程执行水土流失一级防治标准。 

工程实际总用地面积 34.90hm2，其中永久占地 3.41hm2、临时占地

31.49hm2，占地类型包括耕地、林地、园地、草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等 6 种类型。土石方开挖量 15.55 万 m3（含表土剥离 3.47 万 m3），土

石方回填量 15.55 万 m3（含表土利用 3.47 万 m3），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存在借

方，最终无弃方，未布设料场、渣场等。主体工程建设期 2019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共计 7 个月；水土保持施工工期起于 2019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基本完成

所有水土保持设施；工程总投资 83000 万元，土建投资 24900 万元。 

2019 年 6 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百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开展高石梯-磨溪

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通过监测工作的实施，全面完成了实

施方案确定的监测任务，实现了批复水保方案制定的监测目标。2019 年 12 月，

监测单位编制形成了《高石梯 2 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 

通过现场监测和计算，实际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91%，达到防治目标 97%；

实际土壤流失控制比 1.25，达到防治目标值 1.0；实际渣土防护率 99.00%，达到

目标值 92.00%；实际表土保护率 99.00%，达到防治目标值 92%；实际林草植被

覆盖率 99.80%，达到目标值 97%；实际林草覆盖率 42.46%，达到目标值 25%。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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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 

名称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 

建设规

模 

站场工程新建京桥清管 1 座、改扩建

集气末站及高石 1 井集气站 2 座；管

道工程新建集输气管道 3 条，分别为

京桥集气干线、高石 6 井集气管线、

高磨一期集气干线改线，长度共计

25.70km；施工过程中新建施工便道

2.45km、2 处表土堆放场 

建设单位、联系人  

建设地点 资阳市安岳县 

所属流域 长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83000 万元 

工程总工期 
7 个月，2019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

位 

四川百源

工程勘察

设计有限

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自然地

理类型 

丘陵、河

谷 
防治标准 一级防治标准 

监测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

施） 

1.水土流

失状况监

测 

调查监测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调查监测、遥感

监测 

3.水土保

持措施情

况监测 

场地巡查、资料分析 4.防治措施监测 

相对固定的临时

监测点、统计分

析 

5.水土流

失危害监

测 

调查监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 1835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

范围 
36.56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治措施 

根据实际监测结果，水土保持措施完成工程量为： 

站场工程区完成框格护坡 1920m3、集水坑 3 个、排水沟 1700m、表土剥离 0.91

万 m3、表土回覆 0.42 万 m3；绿化面积 0.62hm2；密目网遮盖 0.12hm2。 

表土堆放场区完成土地整治 0.2hm2、复耕 0.1hm2、干砌石挡土墙 54m；撒播草

籽 0.10hm2；密目网遮盖 0.52hm2，土质排水沟 0.1km。 

管道工程区完成水工保护 7500m3、表土剥离 2.28 万 m3、表土回覆 2.38 万 m3、

土地整治 29.1hm2、复耕 15.38hm2；撒播草籽 13.61hm2、栽植灌木 4324 株；密目网

遮盖 0.12hm2、袋装土拦挡 2.15 万 m3、土质排水沟 2.38km、临时沉砂池 14 口。 

施工便道区完成表土剥离 0.28 万 m3、表土回覆 0.37 万 m3、土地整治 0.72hm2、

复耕 0.23hm2；撒播草籽 0.49hm2、栽植灌木 120 株；袋装土拦挡 0.28 万 m3、土质

排水沟 0.32km、临时沉砂池 4 口。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实际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

治理度 
97 99.91 

防治措

施面积 

30.73 永久建

筑物及

硬化面

积 

4.31 
扰动土

地总面

积 

34.90 

hm2 hm2 hm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25 防治责任范围 

34.90 水土流失总面

积 

34.90 

hm2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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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土防护

率 
92 99.00 工程措施面积 

15.91 容许土壤流失

量 

500 

hm2 t/km2•a 

表土保护

率 
92 99.00 植物措施面积 

14.82 监测土壤流失

情况 

400 

hm2 t/km2•a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7 99.80 

可恢复林草植被

面积 

14.85 林草类植被面

积 

14.82 

hm2 hm2 

林草覆盖

率 
25 42.46 

实际拦挡弃土

（石、渣）量 

15.55 总弃土（石、

渣）量 

15.55 

万 m3 万 m3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建设期间，在各防治分区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适宜，水土

保持工程布局基本合理，有效地控制了因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基本达到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要求。建设后期，防治责任范围采取了适宜的水土保持措施。工

程区内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各项防治目标均达到了目标值 

总体结论 
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已基本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

施的施工质量总体合格，管理维护措施落实，已经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主要建议 后续采取巡查方式，及时对沿线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养护，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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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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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地理位置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简称“高磨净化装置工程”）位于四川省资

阳市安岳县境内（涉及姚市镇、人和镇、乾龙乡、永清镇、坪和乡），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站场工程、管道工程以及施工过程中的临时场地。 

区域内有省道 S11，县道、乡道，交通相对发达，公路交通便利，水源丰富，

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1.1.1.2 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矿。 

建设地点：安岳县姚市镇、人和镇、平和乡、乾龙乡、永清镇。 

建设性质：建设类。 

建设规模：站场工程新建京桥清管 1 座、改扩建集气末站及高石 1 井集气站 2

座；管道工程新建集输气管道 3 条，分别为京桥集气干线、高石 6 井集气管线、高

磨一期集气干线改线，长度共计 25.70km；施工过程中新建施工便道 2.45km、2 处

表土堆放场。 

建设工期：主体工程建设期 2019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共计 7 个月；水土

保持施工工期起于 2019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基本完成所有水土保持设施。 

工程投资：工程总投资 83000 万元，土建投资 24900 万元。 

1.1.1.3 项目组成 

依据批复的《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土

保持结合现场进行了核对，工程建设内容包括站场工程、表土堆放场、管道工程、

施工便道等 4 部分组成。各项目组成水土保持监测检查情况如下： 

（1）站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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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建京桥清管站 

根据内部气田布置、管线走向，京桥清管站在原京桥阀室西侧扩建，本站场为

无人值守站场，需新征地；站场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姚市镇京桥村 12 组。 

站址东侧 20m 处为村道，为水泥路面，该道路宽约 3m，需扩建至站址南侧约

500m 处乡道。 

2）扩建天然气净化厂 

净化厂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人和镇文寨村，本工程在天然气净化厂东侧原

施工营地场地内新建 1 列 600×104m3/d 装置、1 处 10kV 变电所、1 处药品库房和 1

处防毒庇护所，此处场地已经平整；消防给水装置区、污水处理装置区、锅炉装置

区、35kV 变电站等均在用地范围内增加相应设备，综合楼和硫黄仓库进行扩建，

其余公用工程设施均利用原有设施。 

新建 600×104m3/d 装置区和新建 10kV 变电所位于厂区东侧，药品库房和防毒

庇护所位于原主体装置区西侧、原 10kV 变电所北侧，综合楼和硫黄仓库均在原址

扩建。 

3）扩建高石 1 井集气站 

高石 1 井集气站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平和乡天公村 7 组，本工程在高石 1 

井集气站东侧扩建 1 处工艺装臵区，工艺装臵区大小为 19m×6m，竖向设计标高与

原站场保持一致。 

站场工程用地面积 3.41hm2。 

（2）表土堆放场 

表土堆放场一共设置了 2 处，分别位于扩建天然气净化厂北侧以及京桥清管站

北侧，实际堆存表土 3.47 万 m3。 

原批复方案将表土用地 0.74hm2 计入了站场工程区临时用地，鉴于表土堆放场

分区的不同，本监测总结报告将表土堆放场用地面积单独计列，经监测，表土堆放

场实际用地面积 0.60hm2。 

（3）管道工程 

本项目内部集输线路包括京桥集气干线、高石 6 井集气管线和高磨一期集气干

线改线段共 3 个部分，全长 25.70km，用地面积 29.91hm2。 

管道工程统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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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管道工程一览表 

序号 管线名称 起点 终点 管径 
设计压力

（Mpa） 

长度

（km） 

1 京桥集气干线 
京桥清管

站 
集气末站 DN500 8.5 14.4 

2 
高石 6 井集气管

线 

高石 6 井

站 

高石 1 井

集气站 
DN200 9.9 11.1 

3 
高磨一期集气干

线改线段 
\ \ DN500 8.5 0.2 

4      25.70 

 

1）京桥集气干线 

京桥集气干线起于新建的京桥清管站，止于安岳净化厂集气末站，管径 DN500，

设计压力 8.5MPa，线路长度为 14.4km，管道规格为 Φ508×14（17）L360QS 无缝

钢管。 

京桥集气干线起于资阳市安岳县姚市镇京桥清管站，管道出站后向西北方向敷

设，途经安岳县姚市镇林嘴村、青坪村、凡山村、人和镇凉平村，穿越 S11 遂内高

速后，转向北敷设，经人和镇学新村，最终止于文寨村的安岳净化厂集气末站。 

管线全长 14.4km，全线均为丘陵地貌，沿线相对高差较小，地表植被以水田、

林地为主。沿线穿越 S11 内遂高速 1 次，乡村水泥路 14 次，机耕道 8 次，沟渠

4 次，天然气管道 5 次，通信光缆 5 次。 

 

图 1-1    京桥集气干线走向图 

 

2）高石 6 井集气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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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石 6 井集气管线起于高石 6 井站，止于高石 1 井集气站，管径 DN200，设

计压力 9.9MPa，线路长度为 11.1km，管道规格为 Φ219.1×8.8（10）L360QS 无缝

钢管。 

高石 6 井集气管线起于高石 6 井站，管道自高石 6 井出站后向西北方向敷设，

经龙堤村、永清镇河店村，穿越岳林路后，转向北敷设，经永清镇鸣阳村，最后进

入平和乡天公村的高石 1 井集气站。 

管线全长 11.1km，全线均为丘陵地貌，沿线相对高差较小，地表植被以旱地、

林地为主。沿线穿越岳林路 1 次，乡村水泥路 15 次，机耕道 5 次，小河 2 次，沟

渠 2 次，天然气管道 6 次，通信光缆 6 次。 

 

图 1-2    高石 6 井集气管线走向图 

3）高磨一期集气干线改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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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高磨一期与高磨二期进行互联互通，需将原已建的高磨一期集气干线接

入新建的京桥清管站后，再与原集气干线连接。本工程需对原高磨一期集气干线进

行改线，改线段长约 200m。改线段管道规格与原集气干线保持一致，管径 DN500，

设计压力 8.5MPa，管道规格为 Φ508×18 L360QS 无缝钢管，管线长度 0.2km。 

 

图 1-3    高磨一期集气干线改线段走向图 

（4）施工便道 

本项目管道工程建设中，根据实际情况，布设施工便道，经统计，京桥集气干

线新修施工便道长 1390m，高石 6井集气管线新修施工便道长 1060m，总计 2450m，

宽度 4.0m，用地面积 0.98hm2。 

1.1.1.4 工程占地 

经水土保持监测对各项目组成现场调查、测量，本工程总用地面积 34.90hm2，

其中永久占地 3.41hm2、临时占地 31.49hm2，占地类型包括耕地、林地、园地、草

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等 6 种类型。 

水土保持监测的工程占地情况详见表 1-2。 

 

 

 

表 1-2    水土保持监测的工程占地情况表    单位：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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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用地性质 小计 耕地 林地 园地 草地 

交通

运输

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站场

工程 

站场工程 永久占地 3.41 2.98 0.42  0.01   

表土堆放

场 
临时占地 0.60 0.20 0.40     

小计  4.01 3.18 0.82  0.01   

管道工程 临时占地 29.91 12.58 13.10 4.08  0.05 0.10 

施工便道 临时占地 0.98 0.20 0.78     

合  计 

永久占地 3.41 2.98 0.42 0.00 0.01 0.00 0.00 

临时占地 31.49 12.98 14.28 4.08 0.00 0.05 0.10 

合 计 34.90 15.96 14.70 4.08 0.01 0.05 0.10 

说明：依据原批复方案，表土堆放场用地位于站场工程范围内，本监测报告对应批复水保方案

计量。 

 

1.1.1.5 土石方工程 

水土保持监测依据施工单位、主体监理、水土保持监理等资料汇总，最终确定

本次监测范围内建设期间土石方开挖量 15.55 万 m3（含表土剥离 3.47 万 m3），土

石方回填量 15.55 万 m3（含表土利用 3.47 万 m3），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存在借方，

最终无弃方，未布设料场、渣场等。 

水土保持监测的土石方工程统计情况如表 1-3。 

表 1-3    水土保持监测的土石方工程统计情况表    单位：万 m3 

项目组成 

开挖 回填 
调

入 

调

出 

外

借 

废

弃 表土 
土石

方 
小计 

表土

利用 

土石

方 
小计 

站场

工程 

站场工程 0.91 3.44 4.35 0.42 3.44 3.86  0.49   

表土堆放

场 
  0 0.30  0.30 0.30    

小计 0.91 3.44 4.35 0.72 3.44 4.16 0.30 0.49   

管道工程 2.28 8.49 10.77 2.38 8.49 10.87 0.10    

施工便道 0.28 0.15 0.43 0.37 0.15 0.52 0.09    

合  计 3.47 12.08 15.55 3.47 12.08 15.55 0.49 0.49   

 

1.1.2 项目区概况 

1.1.2.1 地形地貌 

工程区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地处涪江中游，地质构造简单，褶皱平缓，地貌类

型以丘陵地貌为主，局部为河谷阶地，海拔高度在 270～410m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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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丘陵地貌 

多以浑圆状、鸡爪状、长陇状丘体构成，山岭呈驼峰状，马鞍状，脊状，地形

起伏不大，海拔高程一般在 270～400m 间，相对高差多在 20～50m 间，局部地段

达 50～80m，多呈现单个丘包散布。丘间谷地宽多在 50～300m 间，一般分布较厚

的冲洪积及坡洪积粉质黏土；丘体大多由遂宁组上段泥岩、砂岩构成，坡度较缓，

一般在 10°～30°间，在砂岩出露地段呈现为台阶状。该类地貌单元在工程区内广泛

分布。 

（2）河谷阶地 

分布在主要龙台河及其支流两岸，地势平坦、开阔，高出河面 3～10m，阶地

面宽 100～500m，海拔高程一般在 275～285m 间，相对高差小于 10m，为良好的

农业种植区和水产养殖区。 

1.1.2.2 地质 

（1）大地构造  

工程区在大地构造上属四川台坳的次级构造单元川中台拱。 川中台拱位于龙

泉山断裂与华蓥山断裂之间，区内构造简单，无大的断裂通过，出露地层平缓，倾

角小于 5°。其构造形迹的展布为近东西向或近南北向和北东向特点，多呈弧形状。

勘察区位于龙女寺背斜西南倾伏端，该背斜呈弧形展布。 

龙女寺背斜轴部自中和经仁和、玉溪以北，于磨溪西倾没，轴向近东西（走向

北东 70°），总长约 80km，轴部地层以沙溪庙组（J2s）为主，仅在磨溪以西为遂

宁组（J3sn）地层，两翼地层由沙溪庙组（J2s）和遂宁组（J3sn）构成。核部平缓，

两翼倾角一般 2°～4°。勘察区及附近区域无断裂带通过，区域地质构造相对稳定。 

（2）水文地质 

据 1:20 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区域地下水类型为风化带网状裂隙水。主

要赋存于蓬莱镇组和遂宁组地层的风化裂隙中。 蓬莱镇组中砂岩风化裂隙较发育，

富水性较好，而泥岩的风化裂隙不发育，渗透系数较小，富水性差；遂宁组泥岩微

细层理发育，以泥岩风化网状裂隙水为主，局部有溶蚀溶孔裂隙水，富水性好。 

（3）地层岩性  

管道沿线出露的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坡残积层（Qhdl+el）、坡洪积 

（Qdl+pl）粉质黏土，局部为第四系全新冲洪积（Qhal+pl）粉质黏土，下伏侏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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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统遂宁组（J3sn）泥岩、泥质砂岩、砂岩互层。 

（4）地震及不良地质 

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场地所在区域抗震设防烈度

为 VI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属第二组，建筑物处于抗震有利地段。 

项目区地块地质情况稳定，地质结构良好，工程区域及附近地质灾害不发育，

地质情况适宜项目建设。地处地质灾害非易发区，地内及其周围不存在滑坡、崩塌、

泥石流、岩溶、采空区、地面沉陷等地质灾害。 

1.1.2.3 气象 

工程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具有四川盆地共有的气候特征：四季分明，

气候温暖，热量充足，雨量丰沛，无霜期长，云雾较多，日照偏少；具有春早、夏

长、秋凉，冬暖、夜雨多、风速小、湿度大和夏季雨、热集中、多旱涝，秋季绵雨

频率高的特点。与工程相关的灾害性气候为：暴雨及大风。 

气象要素详见表 1-4。 

表 1-4    项目区气象要素表 

气象要素 单位 安岳县 

气温 

多年平均气温 ℃ 17.3 

极端最高气温 ℃ 40.3（1994.08.05） 

极端最低气温 ℃ -3.0（1991.12.28） 

地温 

多年平均地面温度 ℃ 19.7 

地面温度极端最高 ℃ 68.2（2001.01.25） 

地面温度极端最低 ℃ -4.2（1991.12.28） 

大气降水量 

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mm 969.4 

最大年降水量 mm 1345.7（1993 年） 

最小年降水量 mm 635.9（1997 年） 

一日最大降水量 mm 248.9 

大气蒸发量 多年平均年蒸发量 mm 1119.7 

大气湿度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 83 

风 

多年平均风速 m/s 1.6 

最大风速 m/s 25.0（1999.08.02） 

主导风向  NE 

50 年一遇风压 kN/m2 0.3 

气压 多年平均 hPa 979.1 

积雪 最大积雪深度 cm 4.0（1994.01.18） 

多年平均年无霜期 d 325 

≥10℃积温 ℃ 4521 

雨季时段 月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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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水文 

工程区水系属长江支流嘉陵江的右岸最大支流——涪江水系，汛期为 5 至 9

月，汛期水位涨快落快变化幅度大，涨水面流速小，6 至 8 月洪峰频繁。枯水期在

10 至次年 4 月，枯水位变化小，12 月和 1 月水位最低。 

涪江是嘉陵江的支流，长江的二级支流，流域宽广，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与九

寨沟县之间的岷山主峰雪宝顶。涪江流经四川省平武县、江油市、绵阳市、三台县、

射洪县、遂宁市、重庆市潼南县等区域，在重庆市合川市汇入嘉陵江。全长 700km，

流域面积 3.64×104km2。涪江的多年平均径流总量为 180.4×108m3，多年平均流量 

490m3/s。径流量年内分配差异大，6～8 月的三个月总量一般占年径流总量的 50％

以上。洪、枯流量变幅也大。 

1.1.2.5 土壤 

安岳土壤成土母质是侏罗系上沙溪庙组、遂宁组、蓬莱镇组下段泥、砂岩风化

物和第四系全新统冲积、洪积物。遂宁组下段以泥岩为主形成的红棕紫泥，母质硅、

铝、铁率为 2.66，胶体品质差、易受冲刷、养分少、钙质重，土质干、瘦、粗、薄，

为县域肥力最低土壤；遂宁组上段和蓬莱镇组下段形成的棕紫泥、母岩以砂岩、泥

岩互层为主，母质硅、铝、铁率为 3.04，胶体品质好，盐丰富、台阶明显、肥力较

高、宜种度广；冲积土则在母质、地貌影响下，为县域肥力最高的土壤。县域土壤

类型有 3 个土类、4 个亚类、8 个土属 26 个土种。 

项目区内表土层厚度约 0.30-0.40m，土壤类型多样，质地较好，但抗蚀性较差。

项目区土壤类型主要为水稻土、紫色土。 

1.1.2.6 植被 

项目区主要为耕地和林地， 耕地主要分布与冲沟及斜坡地带， 为水田和旱地，

在安岳境内植被以柠檬为主，少量水稻和油菜等季节性作物，林地主要分布于斜坡

和坡顶地带，多见于陡坡陡坎边缘，以天然林为主，主要有柳树、柏树以及其他灌

木。 

随着经济发展和长期的开发利用，原始植被多被次生阔叶林和人工林替代。线

路所经过的丘间宽谷内，多分布柠檬经济林，实现产业化经营。线路通过地区人口

稠密，以耕地为主，经济果林次之，人类工程活动的主要形式为种植、工业生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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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养殖水产和家禽、农业生产活动。主要农作物为玉米、小麦、水稻、红苕、地

瓜等季节性农作物。安岳县林草覆盖率为 42.7%。 

1.1.2.7 容许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

持区划（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2〕512 号），安岳县属于西南紫色土区（四

川盆地及周边山地丘陵区），项目区以水力侵蚀为主，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

准》（SL 190-2007），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1.1.2.8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

果》（办水保2013年第188号文）、《四川省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和四

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水土流水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

通知（川水函[2017]482号），工程所在安岳县属嘉陵江及沱江中下游国家级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因此本工程执行水土流失一级防治标准。 

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建立了水土保持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健全项目水土保持管理体系，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实施力度，工程开工

前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矿成立了环

保水保管理组，管理组职责如下：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令和上级主管部门有关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的

方针政策； 

2）完善本项目环境保护各项规章制度及实施过程中的环境管理、检测及制度

落实等； 

3）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贯

彻上级领导部门下达的环保、水保文件精神； 

4）负责与地方、市等有关主管部门的对口联系、沟通、协调及办理相关手续； 

5）负责统筹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建设期的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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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负责环保、水保监理的管理工作，环保、水保监理在管理中心领导下开展

各项工作； 

7）负责协调施工期与运行初期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专项实施管理工作，确保

工程建设符合环保水保“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管理要求； 

8）在工程建设中落实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相应批复文件中的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措施；督促监督参建各单位建立健全环

保、水保责任制，指导、监督、检查参建各单位环水保工作开展情况，对检查中发

现的环保水保隐患及时给予整改，定期召开环保水保工作会议，及时通报和总结环

保水保工作情况及落实相关工作； 

9）负责协调开展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投产后试运行申请，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验收工作，指导公司所属各基建单位对环境保护及水土保

持单项工程进行验收； 

10）组织完成工程阶段验收和竣工验收涉及的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相关专项工

作。 

（2）落实了“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即水土保持工程设计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工程在建设期间，认真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和相关要求，做到了水土保持设施建

设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由于建设单位在水土保持工程

施工合同中明确了施工单位的任务、施工进度和质量要求；确保了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并及时发挥了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有效地减少了项目建设

过程中的水土流失。 

（3）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报批情况 

2018 年 10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安全环保与技术

监督研究院开展了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工作，2019 年 4 月

编制形成了《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 

2019 年 5 月，安岳县水务局组织召开了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

会，并通过了审查。2019 年 5 月，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安全环保与技术监督

研究院编制完成了《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 

2019 年 8 月，安岳县水务局以《关于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四川百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16 

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安水审批〔2019〕66 号）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进行了批复。 

（4）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施工期间及试运行期间，未发生过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2019 年 6 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百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开展高石梯-磨溪

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在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中，四川百

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成立的本项目监测项目部及技术人员。 

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收集整理项目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现状、

水土流失现状及防治情况→调查项目区土壤流失背景值→调查项目建设区施工扰

动土地面积→防治责任范围面积→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及临时措施完成数量及防治

效果情况→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及计算→提交监测阶段成果和监测总结报告的监测

技术路线开展监测工作；在监测布局中，基本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监测布局划分监

测分区，确定重点监测区域；在监测内容中，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扰动土地情况、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情况，水土流失情况和水土保持措施等监测内容进

行监测；在监测方法中采用实施方案制定的调查监测和资料分析相结合的监测方

法。 

通过监测工作的实施，全面完成了实施方案确定的监测任务，实现了批复水保

方案制定的监测目标。 

1.3.2 监测项目部设置 

（1）监测任务委托 

2019 年 6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中油气矿委

托四川百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监测时段为 2019 年

6 月至验收截止。根据双方签订的水土保持监测合同要求，四川百源工程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将按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及实际情况提交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2）进场及技术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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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初，四川百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监测技术人员到项目区开展

现场调查、实地量测、资料收集，并向建设单位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交底，重

点介绍了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内容、目的及要求。 

（3）监测项目部组成及技术人员配备 

根据监测工作需要，四川百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了高石梯-磨溪区块

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组。监测工作组主要职责是按照水土保持监测

规范要求，制定工作计划，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提交监测报告。 

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实行总监测工程师负责制，监测单位监测部各配备监

测技术员 5 人。详见表 1-5。 

表 1-5    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人员及分工一览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职称 工作任务 备注 

1 赵鲁云 男 高工 技术顾问，报告审查 

 

2 徐秀琪 女 高工 项目负责 

3 曾冰清 男 工程师 监测工程师、现场监测 

4 刘  越 男 工程师 监测工程师、现场监测 

5 姚  强 男 工程师 监测工程师、现场监测 

 

1.3.3 监测点布设 

通过对工程各区域现场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以寻找合适的区域布设监测点位。

结合工程建设情况，主要采取了巡查监测，对站场工程、道路工程具有良好条件的

边坡，采取地面观测的方法开展监测工作。 

本工程分别在站场工程、表土堆放场区、管道工程区、施工便道区布设监测点

位，主要采用巡查监测和遥感监测，详见表 1-6。 

 

 

 

 

 

表 1-6    监测点布局及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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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分区 监测点位 主要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1 
站场工程

区 

京桥清管站、天

然气净化场施工

区域区域 

建设期开挖边坡水土流

失量、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实施数量及效果 

调查监测、侵蚀沟样方

法、桩钉法 

2 
表土堆放

场区 

京桥清管站表土

堆放场、天然气

净化场表土堆放

场 

占地面积、水土流失

量、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数量及效果 

调查监测 

3 
管道工程

区 

管道、穿越、堆

管场 

占地面积、水土流失

量、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数量及效果 

调查监测 

4 
施工便道

区 
干线施工便道 

占地面积、水土流失

量、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数量及效果 

调查监测 

 

 

 

站场工程区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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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场工程区集水坑 

 

站场工程绿化、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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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钎观测场 

 

表土堆放场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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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工程调查监测 

 

管道工程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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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便道恢复 

 

1.3.4 监测设施设备 

根据监测工作需要，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组

的技术人员在现场监测时，使用了照相机、摄像机、手持 GPS 定位仪、计算器、皮

尺等量测设备。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四川百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23 

表 1-7    监测仪器设备表 

序号 监测设备 单位 数量 损耗计费方式 

1 玻璃仪器 套 10 易损品，全计费 

2 采样工具 套 10 易损品，全计费 

3 2m 抽式标杆 支 4 易损品，全计费 

4 50m 皮尺子 个 4 易损品，全计费 

5 5m 钢卷尺 个 4 易损品，全计费 

6 钢钎 根 90 易损品，全计费 

7 锤子 把 2 易损品，全计费 

8 铲子 把 2 易损品，全计费 

9 警示牌 个 20 易损品，全计费 

10 全站仪 台 1 按 50%折旧 

11 手持 GPS 定位仪 台 2 按 50%折旧 

12 坡度仪 个 2 按 50%折旧 

13 电子天平 台 1 按 50%折旧 

14 比重计 个 2 按 50%折旧 

15 烘箱 台 1 按 50%折旧 

16 数码照相机 个 2 按 50%折旧 

17 数码摄像机 台 1 按 50%折旧 

18 笔记本电脑 台 1 按 50%折旧 

19 监测车辆 部 1 按租用计费 

20 遥控无人飞机 台 1 按租用计费 

 

1.3.5 监测技术方法 

受业主委托后，监测人员根据项目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内容、方法

及时间，定期、不定期到现场主要进行了调查和巡查监测，掌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

扰动面积、土石方开挖及土地整治等各项水保工程的开展情况，运用多种手段和方

法进行各项防治措施和施工期基本扰动类型的侵蚀强度调查，及时了解项目建设过

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并做好监测记录，为确保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有效性、

安全性及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同时，监测人员及时收集和整理了监测区内的自然地理情况、社会经济情况和

水土保持现状资料，为有针对性地实施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提供了可靠的原始依据。

同时，为满足监测评价工作的需要，开展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动态变化监测、

扰动土地面积动态变化监测、临时防护措施实施情况监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

情况监测等工作，取得了第一手监测资料。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流程与技术路线分

为三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二是实施阶段，三是评价阶段。 

（1）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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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我单位在合同签订后及时组建了项目组，收集项目建设

区气象、水文、泥沙、主体工程设计等资料，收集不同比例尺尤其是大比例尺地形

图和有关工程设计图件等，通过对文件和图件资料的整理分析，深入细致地了解和

掌握了项目建设区自然、社会经济情况，特别是项目建设概况，在此基础上，根据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和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研究制定详细的监测方案、工

作计划和野外调查监测工作细则。 

（2）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主要是监测数据采集阶段。项目组依据制定的监测方案、工作计划和

野外调查监测工作细则，对项目建设区开展全面踏勘调查。通过实地调查，对典型

地块的土壤侵蚀环境因子、水土流失状况及水土保持防治效果进行观测，以获取定

量的监测数据。通过调查数据采集的方式，对项目建设区实施全面调查监测，掌握

工程建设过程中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土地整治恢复、水

土流失、水土保持措施执行及其防治效益的动态变化情况。项目组分别于 2019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对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情况进行了监测，对水土保持措施状况

做了全面调查。 

（3）评价阶段 

2019 年 12 月，整理分析调查监测数据及现场摄像图片等资料，在分析研究项

目环境状况、水土流失状况和水土保持防治效果等动态变化情况的基础上，对本工

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和防治特点、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归纳总结。 

依据监测范围、分区分时段整理、汇总、分析监测数据资料。重点分析以下内

容：防治责任范围动态变化情况以及变化的主要原因；土石方调配等情况；扰动原

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土地整治恢复的动态变化情况；项目建设前、中、后的土

壤侵蚀、面积、强（程）度、危害情况；水土保持工程执行情况；水土保持工程防

治效益情况。 

在此基础上，分析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

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等原方案批复的六项指标，对项目的水土

保持综合防治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的防治特

点和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归纳总结，以供其它工程建设防治人为水土流

失的借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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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根据双方签订的水土保持监测合同要求，我公司将每季度至少对本工程开展一

次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我单位组织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深入现场，对区域水文、

气象、地形地貌、土壤植被、土地利用等调查的基础上，对项目区已实施的各项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临时措施和植物措施进行了现场调查监测和巡查，对工程施工期

水土流失监测成果加以技术整合和综合评述。先后完成了： 

（1）《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第二季

度）》； 

（2）《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第三季

度）》； 

（3）《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表（第四季

度）》。 

截止 2019 年 12 月，对获取的监测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后，编写完成了《高

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至此，高石梯-磨溪区

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任务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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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扰动土地情况 

2.1.1 监测内容 

（1）扰动土地情况监测的内容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

情况等。土地利用类型参照GB/T  21010土地利用类型一级类。 

（2）扰动类型包括点型扰动和线型扰动。 

1）点型扰动是指相对集中，成点状分布的取土场、弃渣场、生产和生活区等

扰动。 

2）线型扰动是指跨度较大，成线状分布的公路、铁路、管道及输电线路等扰

动。 

2.1.2 监测要求及方法 

（1）扰动土地情况监测采用地面监测、调查监测、巡查监测和资料分析的方

法。 

1）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是指定期采取全线路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测，采用GPS定位

仪结合1∶5000地形图、照相机、标杆、尺子等工具，按标段测定不同工程和标段

的地表扰动类型和不同类型的面积。填表记录每个扰动类型区的基本特征（特别是

堆渣和开挖面坡长、坡度、岩土类型）及水土保持措施（拦渣工程、护坡工程、土

地整治等）实施情况。 

①面积监测 

采用手持式 GPS 定位仪进行。首先对调查区按扰动类型进行分区，同时记录

调查点名称、工程名称、扰动类型和监测数据编号等。然后沿各分区边界走一圈，

在 GPS 手簿上就可以记录所测区域的形状（边界坐标），然后将监测结果转入计

算机，通过计算机软件显示监测区域的图形和面积（如果是实时差分技术的 GPS 接

受仪，当场即可显示面积）。 

②植被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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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样地，样地的面积为投影面积，要求乔木 20m×20m、灌

木林 5m×5m、草地 2m×2m。分别取标准地进行观测并计算林地郁闭度、草地覆盖

度和类型区林草的植被覆盖度。计算公式为： 

D＝f d/fe 

C=f/F 

式中：D－林地的郁闭度（或草地的覆盖度）； 

C－林(草)的植被覆盖度，%； 

fd－样方内树冠（草冠）的面积，hm2； 

fe－样方面积，m2； 

f－林地（草地）的面积，hm2； 

F－类型区总面积，hm2。 

注：纳入计算的林地和草地面积，其林地的郁闭度或草地的覆盖度都应大于

20%。关于标准地的草本覆盖度调查，采用目测方法按国际通用分级标准进行。 

2）地面监测 

对不同地表扰动类型，侵蚀强度的监测，采用地面观测方法。如桩钉法、侵蚀

沟样方测量法等。对于气象条件，特别降雨观测应尽量利用周边气象站台的气象监

测资料，对于缺乏气象站资料的地区可采用自记雨量计、人工观测雨量筒观测降雨

量和降雨强度，每遇暴雨应对水土流失进行加测。 

①桩钉法 

将直径 0.6cm、长 20－30cm、类似钉子形状的钢钎相距 1m×1m 分上中下、左

中右纵横各 3 排（共 9 根）沿坡面垂直方向打入坡面，钉帽与坡面齐平，并在钉帽

上涂上红漆，编号登记入册。坡面面积较大时，为提高精度，钢钎密度可加大。每

次暴雨后和汛期末以及时段末，观测钉帽出露地面高度，计算土壤侵蚀深度和土壤

侵蚀量。计算公式采用： 

A=ZS/1000Cosθ 

式中：A－土壤侵蚀量， 

Z－侵蚀深度（mm）， 

S－侵蚀面积（m2）， 

θ－坡度值。 

②侵蚀沟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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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发生侵蚀的地方，通过选定样方，测定样方内侵蚀沟的数量和大小来确

定侵蚀量。样方大小取 5－10m 宽的坡面，侵蚀沟按大（沟宽＞100cm）、中（沟

宽 30－100cm）、小（沟宽﹤30cm）分三类统计，每条沟测定沟长和上、中上、中、

中下、下各部位的沟顶宽、底宽、沟深，推算流失量。 

侵蚀沟样方法通过调查实际出现的水土流失情况推算侵蚀强度。重点是确定侵

蚀历时和外部干扰。必须及时了解工程进展和施工状况，通过照相、录像等方式记

录、确认水土流失的实际发生过程。 

③沉砂凼法 

水土保持工程在防治责任范围内设置有沉砂凼，每季度对沉砂凼进行清理，如

遇暴雨，应在暴雨后 3 日内进行清理，并测量沉砂凼中的水土流失量，并计算沉砂

凼上游的汇水面积，通过记录降水量推算水土流失强度。 

3）巡查监测 

在进行地面监测和调查监测的同时，还进行巡查，及时掌握各种可能出现的

水土流失问题，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汇报和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

由建设单位在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根据情况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案，以保证水土

保持监测的实效。 

4）遥感监测 

将无人机应用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中，无人机搭载自动驾驶仪、

GPS 接收机、高分辨率专用数码相机等专业设备结合地面控制系统，对工程扰动区

域及周边进行低空航测，获取分辨率为 20cm 的清晰影像，对项目区内地表扰动情

况、土方堆放情况、水土保持工程、林草、临时措施实施情况等进行全方位拍摄。 

随后应用专业的地理信息软件ArcGIS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解译出土壤侵蚀、

地表扰动、防治责任范围等数据，并且和以往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获取相关信息

变化数据，适合安全性要求高、监测成果质量可靠，以及大比例测图等工作需求。 

5）资料分析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通过建设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方案

编制单位、水保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成果，结合现行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规范、标准，分析、归纳、总结形成水土保持监测成果。 

（2）实地量测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点型扰动应全面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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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型扰动可采用抽样量测，山区、丘陵区抽样间距不大于3km，平原、高原、

盆地抽样间距不大于5km。 

（3）监测频次应达到以下要求： 

1）实地量测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季度1次。 

2）遥感监测应在施工前开展1次，施工期每年不少于1次。 

（4）监测精度应达到以下要求： 

1）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应不低于2.5m。 

2）遥感监测流程、质量要求、成果汇总等满足SL 592要求。 

3）点型扰动面积监测精度不小于95%，线型扰动面积监测精度不小于90%。 

2.1.3 监测程序 

（1）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结合施工组织设计和平面布局图，实地界定生产建

设项目防治责任范围。 

（2）工程建设过程中，按照监测方法和频次监测各分区的扰动情况，填写记

录表。并与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进行对比，分析变化原因。记录表样

式如下。 

表 2-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记录表 

编号 

监

测

日

期 

监

测

分

区 

扰动情况 整治情况 

现场

情况 

填

表

人 

扰

动

形

式 

扰

动

宽

度 

扰

动

面

积 

扰动

前土

地利

用类

型 

示意

图及

尺寸

标注 

整

治

方

式 

整

治

面

积 

整治

后土

地利

用类

型 

示意图

及尺寸

标注 

1              

2              

...              

填表说明：1、扰动形式主要有填挖、占压；2、土地利用类型GB/T 210-2007一级分类填写，主要包括耕

地、园地、林地、草地、交通运输用地等；3、线性扰动填写扰动宽度及抽样段扰动面积；4、整治方式主

要有硬化、土地整治、植物措施等。 

 

（3）分析汇总扰动情况监测结果，提出监测意见，编写监测季度和年度报告。

监测季度报告样式详见《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的

通知》（办水保〔2015〕139号）附录C，监测年度报告样式详见《水利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的通知》（办水保〔2015〕139号）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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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矸石、尾矿等） 

2.2.1 监测内容 

（1）应对生产建设活动中所有的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和临时

堆放场进行监测。 

（2）监测内容包括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及临时堆放场的数

量、位置、方量、表土剥离、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 

2.2.2 监测要求及方法 

（1）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情况监测应采用地面监测、调查监测、巡

查监测和资料分析的方法。 

（2）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情况监测应结合扰动土地遥感监测，核实

其位置、数量及分布。 

（3）监测频次应达到以下要求： 

1）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面积、水土保持措施不少于每月监测

记录1次； 

2）正在实施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方量、表土剥离情况不少于

每10天监测记录1次； 

3）临时堆放场监测频次不少于每月监测记录1次； 

4）堆渣大于500万m3的弃渣场应采用监控设备等开展全程实时监测。 

（4）取土（石、料）弃土（石、渣）的方量监测精度不小于90%。 

2.2.3 监测程序 

（1）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初步设计等，结合遥感监测和实地调查，建

立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的名录。主要包括位置、面积、方量和使

用时间。 

（2）现场记录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相关情况，采集影像资

料。记录表样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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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取土（石、料）长监测记录表 

 

表 2-3    弃土（石、渣）场监测记录表 

 

表 2-4    临时堆放场监测记录表 

 

（3）监测过程中发现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存在下述水土流失

危害隐患，应补充调查有关情况，并及时告知建设单位。 

1）周边有居民点、学校、公路、铁路等重要设施，且排水、拦挡等防治措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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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2）靠近水源地、江河湖泊、水库、塘坝等，没有落实防治措施。 

3）位于沟道内，上游汇水面积较大，且排水、拦挡等防治措施不完善。 

（4）对比水土保持方案，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的位置、规模、

数量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告知建设单位变化情况。 

（5）分析汇总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监测结果，提出监测意

见，编写季度和年度监测报告。 

2.3 水土保持措施 

2.3.1 监测内容 

（1）应对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进行全面监测。  

（2）监测内容包括措施类型、开（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寸、数量、林

草覆盖度（郁闭度）、防治效果、运行状况等。 

2.3.2 监测要求及方法 

（1）水土保持措施监测采用地面监测、调查监测、巡查监测和资料分析的方

法。  

（2）监测频次应达到以下要求： 

1）工程措施及防治效果不少于每月监测记录1次。 

2）植物措施生长情况不少于每季度监测记录1次。 

3）临时措施不少于每月监测记录1次。 

（3）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精度不小于 95%。 

2.3.3 监测程序 

（1）应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图等，建立水土保持措施名

录。主要包括各类措施的数量、位置和实施进度等。 

（2）工程建设过程中，应按监测方法和频次，开展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填写

记录表。记录表样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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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工程措施监测记录表 

 

表 2-6    植物措施情况监测记录表 

 

表 2-7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记录表 

 

（3）分析汇总水土保持措施监测结果，提出监测意见，编写监测季度和年度

报告。 

2.4 水土流失情况 

2.4.1 监测内容 

（1）水土流失情况监测主要包括土壤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取土（石、料）

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等内容。 

1）土壤流失量是指输出项目建设区的土、石、沙数量。  

2）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未实施防

护措施，或者未按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且未履行变更手续的取土（石、料）弃土（石、

渣）数量。  

3）水土流失危害是指项目建设引起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的损毁， 水库淤积、 

河道阻塞、滑坡、泥石流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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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监测要求及方法 

（1）水土流失情况监测采用地面监测、调查监测、巡查监测和资料分析的方

法。 

（2）水土流失情况监测频次应符合以下要求： 

1）土壤流失面积监测应不少于每季度 1 次。  

2）土壤流失量、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应不少于每月 

1 次，遇暴雨、大风等应加测。  

（3）土壤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和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

失量监测精度不小于 90%。 

2.4.3 监测程序 

（1）工程建设前，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监测防治责任范围内土壤流失面积。  

（2）工程建设过程中，根据监测分区、监测点和设施布设情况，按照监测频

次，监测水土流失情况，采集影像资料，填写记录表。  

（3）发现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应现场通知建设单位，并开展监测，填写水土

流失危害监测记录表，5 日内编制水土流失危害事件监测报告并提交建设单位。监

测记录表样式如下。  

表 2-8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记录表 

 

 

（4）按监测分区，整理记录表，获得水土流失情况，编写监测季度和年度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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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依据“谁开发，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则，经过现场勘察

及结合《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确

定本工程监测的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两方面。 

批复水保方案确定的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36.56hm²，直接影响区面积为 0hm²。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共计 36.56hm²，详见表 3-1。 

表 3-1    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小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站场工程区 4.15 4.15 0 

管道工程区 30.26 30.26 0 

施工便道区 1.02 1.02 0 

弃渣场区 1.13 1.03 0 

合  计 36.56 36.56 0 

说明：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中，表土堆放场区用地面积计入了站场工程区范围内，共计 0.74hm2。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施工过程中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以实际征地范围和实际扰动的临时占地为准。

通过调查本工程土地征用资料和实地调查、测量，本工程基建期内实际监测项目建

设区面积为 34.90hm2，直接影响区面积为 0hm²。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共计 34.90hm²，详见表 3-2。 

表 3-2    实际监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²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小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站场工程区 4.01 4.01 0 

管道工程区 29.91 29.91 0 

施工便道区 0.98 0.98 0 

合  计 34.90 34.90 0 

说明：为与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对应，表土堆放场面积纳入站场工程区内，共计 0.6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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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对比 

本项目实际扰动和影响范围同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相比减少 1.66hm2，

整体变化幅度 4.54%。 

1）站场工程区 

站场工程区减少面积 0.14hm2，主要为表土堆放场减少了用地面积 0.14hm2，表

土堆放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了堆高，节约了用地，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未

发生水土流失事件，基本符合施工实际情况。 

2）管道工程区 

管道工程区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较可研阶段减少了用地，符合工程实际施工情

况，其减少用地面积未引起水土流失的增加。 

3）施工便道区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减少了施工便道长度，面积随之有所降低。 

4）弃渣场区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结合地形地貌、建构筑物特点充分利用土石方工

程，最终无弃方产生，取消了弃渣场区，相应用地面积取消，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变化详见表 3-3。 

表 3-3    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变化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方案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小计 
项目建

设区 

直接

影响

区 

小计 
项目建

设区 

直接

影响

区 

小计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站场工程区 4.15 4.15 0 4.01 4.01 0 -0.14 -0.14 0 

管道工程区 30.26 30.26 0 29.91 29.91 0 -0.35 -0.35 0 

施工便道区 1.02 1.02 0 0.98 0.98 0 -0.04 -0.04 0 

弃渣场区 1.13 1.13 0 0 0 0 -1.13 -1.13 0 

合  计 36.56 36.56 0 34.90 34.90 0 -1.66 -1.66 0 

 

3.1.2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实际扰动面积根据本项目实际占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及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

量的监测和结合工程建设相关资料得出。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结合现场调查统计主体工程区扰动面积，根据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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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提供的临时用地情况结合实地调查、监测得出该工程基建期施工过程中实际扰

动原地貌、损坏水土保持功能面积共 34.90hm2，其中耕地 15.96hm2，林地 14.70hm2，

园地,4.08hm2，草地 0.01hm2，交通运输用地 0.05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10hm2。 

扰动土地面积监测结果见表 3-4。 

表 3-4    工程实际扰动地表类型统计表    单位 hm2 

项目组成 用地性质 小计 耕地 林地 园地 草地 

交通

运输

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

施用地 

站场

工程 

站场工程 永久占地 3.41 2.98 0.42  0.01   

表土堆放

场 
临时占地 0.60 0.20 0.40     

小计  4.01 3.18 0.82  0.01   

管道工程 临时占地 29.91 12.58 13.10 4.08  0.05 0.10 

施工便道 临时占地 0.98 0.20 0.78     

合  计 

永久占地 3.41 2.98 0.42 0.00 0.01 0.00 0.00 

临时占地 31.49 12.98 14.28 4.08 0.00 0.05 0.10 

合 计 34.90 15.96 14.70 4.08 0.01 0.05 0.10 

 

3.2 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根据《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工程开挖土石方工程量 15.78 万 m3（含表土剥离 3.98 万 m3）、土石方回填工程量

14.43 万 m3（表土利用 3.27 万 m3），多余表土 0.71 万 m3，多余土石方 0.64 万 m3。

多余表土就地堆存，多余土石方运至人和安置点综合利用及弃渣场废弃。 

经水土保持监测现场核实，工程建设过程中开挖土石均可自身回填利用（土石

方工程量情况详见表 1-3），无外借方，实际未设置取土（石、料）场。 

3.3 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根据《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工程开挖土石方工程量 15.78 万 m3（含表土剥离 3.98 万 m3）、土石方回填工程量

14.43 万 m3（表土利用 3.27 万 m3），多余表土 0.71 万 m3，多余土石方 0.64 万 m3。

多余表土就地堆存，多余土石方运至人和安置点综合利用及弃渣场废弃。 

经水土保持监测现场核实，工程建设过程中开挖土石均可自身回填利用（土石

方工程量情况详见表 1-3），无废弃方，实际未设置弃土（石、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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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站场工程区、表土堆放场区、管道工程区施工便道区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了各类

临时防护措施，最终形成了工程、植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护措施体系，有利于工

程建设控制水土流失。结合批复水保方案，将管道工程区作为水土保持监测重点部

位，其余各区也相应加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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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根据《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本项目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工程措施，按防治区的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防治措

施，详见表 4-1。 

表 4-1    批复方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数量 

站场工程区 工程措施 

集水坑 个 3 

排水沟 m 1750 

表土剥离 万 m3 1.02 

表土回覆 万 m3 0.31 

表土堆放场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24 

复耕 万 m3 0.12 

干砌石挡土墙 m 85 

管道工程区 工程措施 

水工保护 m3 7700 

表土剥离 万 m3 2.31 

表土回覆 万 m3 2.31 

土地整治 hm2 29.54 

复耕 hm2 15.89 

施工便道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31 

表土回覆 万 m3 0.31 

土地整治 hm2 1.02 

复耕 hm2 0.28 

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34 

表土回覆 万 m3 0.34 

土地整治 hm2 1.13 

复耕 hm2 1.07 

 

4.1.2 实际监测的工程措施量 

根据“三同时”原则，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并起到了

较好的防护效果。根据现场监测结合工程监理提供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本项

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具体实施情况见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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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实际监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监测完成 

站场工程区 工程措施 

框格护坡 m3 1920 

集水坑 个 3 

排水沟 m 1700 

表土剥离 万 m3 0.91 

表土回覆 万 m3 0.42 

表土堆放场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2 

表土回覆 万 m3 0.30 

复耕 万 m3 0.1 

干砌石挡土墙 m 54 

管道工程区 工程措施 

水工保护 m3 7500 

表土剥离 万 m3 2.28 

表土回覆 万 m3 2.38 

土地整治 hm2 29.1 

复耕 hm2 15.38 

施工便道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28 

表土回覆 万 m3 0.37 

土地整治 hm2 0.72 

复耕 hm2 0.23 

 

4.1.3 工程措施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本项目实际实施的工程措施量与方案设计相比仅存在少量的差异，各项措施均

达到方案设计标准。建设单位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严格控制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的实施工艺，从而使各项工程措施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变化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站场工程区 

站场工程区的表土剥离数量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结合耕地、林地占用情况及

土层厚度，实际剥离的表土数量有所减少；覆土数量增加主要是考虑到表土完全综

合利用无废弃，结合现场情况可适当增加覆土厚度导致；工程结合现场实际地形地

貌及实施情况，增加了框格护坡措施，有利于水土保持；排水沟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减少了 50m，减少幅度 2.86%。 

（2）表土堆放场区 

表土堆放场区因面积由设计的 0.74hm2 变为实际的 0.60hm2，用地面积减少

18.92%，导致工程措施相应减少；表土堆放场区施工结束平整场地后，为增加区域

地块的耕作性，增加了表土回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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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道工程区 

管道工程区用地面积由设计的 30.26hm2 优化为 29.91hm2，导致各项措施数量

有所变化，整体工程量略微降低。 

（4）施工便道区 

与表土堆放场区、管道工程区情况相似，主要由于其用地面积减少，导致措施

工程量减少；覆土数量的增加主要是考虑到表土余量不大，复耕利用时增加厚度导

致。 

（5）弃渣场区 

弃渣场区全面取消，其防治措施也相应取消。 

其余各区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进行落实，

实际监测与批复方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情况对比详见表 4-3。 

表 4-3    实际监测与方案批复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数量 监测完成 对比 

站场工程区 工程措施 

框格护坡 m3 0 1920 1920 

集水坑 个 3 3 0 

排水沟 m 1750 1700 -50 

表土剥离 万 m3 1.02 0.91 -0.11 

表土回覆 万 m3 0.31 0.42 0.11 

表土堆放场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24 0.2 -0.04 

表土回覆 万 m3 0 0.30 0.30 

复耕 万 m3 0.12 0.1 -0.02 

干砌石挡土墙 m 85 54 -31 

管道工程区 工程措施 

水工保护 m3 7700 7500 -200 

表土剥离 万 m3 2.31 2.28 -0.03 

表土回覆 万 m3 2.31 2.38 0.07 

土地整治 hm2 29.54 29.1 -0.44 

复耕 hm2 15.89 15.38 -0.51 

施工便道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31 0.28 -0.03 

表土回覆 万 m3 0.31 0.37 0.06 

土地整治 hm2 1.02 0.72 -0.3 

复耕 hm2 0.28 0.23 -0.05 

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34 0 -0.34 

表土回覆 万 m3 0.34 0 -0.34 

土地整治 hm2 1.13 0 -1.13 

复耕 hm2 1.07 0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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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根据《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本项目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按防治区的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

详见表 4-4。 

表 4-4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数量 

站场工程区 植物措施 绿化 hm2 0.61 

表土堆放场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12 

管道工程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13.65 

种植灌木 株 8532 

施工便道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78 

种植灌木 株 488 

弃渣场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06 

 

4.2.2 实际监测的植物措施量 

根据“三同时”原则，本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和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并起到了

较好的防护效果。根据现场监测结合工程监理提供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本项

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具体实施情况及实施进度见表 4-5。 

表 4-5    实际监测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监测完成 

站场工程区 植物措施 绿化 hm2 0.62 

表土堆放场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1 

管道工程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13.61 

种植灌木 株 4324 

施工便道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49 

种植灌木 株 120 

 

4.2.3 植物措施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本项目实际实施的植物措施量与方案设计相比仅存在少量的差异，各项措施均

达到方案设计标准。建设单位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严格控制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的实施工艺，从而使各项植物措施能保质保量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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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站场工程区 

站场工程区永久占地面积增加 0.01hm2，主要是结合后续设计及落实情况进行

植物措施布设导致，增加幅度 1.64%。 

（2）表土堆放场区 

表土堆放场面积减少，导致植物措施面积有所减少，减少幅度 16.67%。 

（3）管道工程区 

管道工程区撒播植草面积减少 0.04hm2，主要由于其用地面积减少导致，减少

幅度 0.29%。 

栽植灌木减少 4208 株，减少幅度 49.32%，其主要原因是方案设计时考虑全面

栽植灌木，而实际实施过程中，对于管道埋管正上方及侧方进距离位置为避免灌木

根系对管道可能的影响，实际未落实，符合工程运行安全要求；同时从现场水土保

持效果来看，现场灌草结合绿化措施可以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4）施工便道区 

施工便道区撒播植草面积减少 0.29hm2，主要由于施工便道的用地面积减少及

后续利用方向改变导致，减少幅度 37.12%。 

栽植灌木减少 368 株，减少幅度 75.41%，其主要原因是施工便道后续利用方

向发生改变（如保留地方利用、复耕等），导致采取绿化措施面积减少。 

（5）弃渣场区 

工程建设过程中，增加了土石方的利用率，无永久废弃方，取消了弃渣场区，

其防治措施全面取消。 

实际监测与批复方案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情况对比详见表 4-6。 

表 4-6    实际监测与批复方案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情况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数量 监测完成 对比 

站场工程区 植物措施 绿化 hm2 0.61 0.62 0.01 

表土堆放场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12 0.1 -0.02 

管道工程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13.65 13.61 -0.04 

种植灌木 株 8532 4324 -4208 

施工便道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78 0.49 -0.29 

种植灌木 株 488 120 -368 

弃渣场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hm2 0.06 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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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临时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3.1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根据《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本项目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按防治区的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

详见表 4-7。 

表 4-7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数量 

站场工程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hm2 0.16 

表土堆放场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hm2 0.74 

土质排水沟 km 0 

管道工程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hm2 6.58 

袋装土拦挡 万 m3 2.31 

土质排水沟 km 3.19 

临时沉砂池 口 40 

施工便道区 临时措施 

袋装土拦挡 万 m3 0.31 

土质排水沟 km 0.45 

临时沉砂池 口 9 

弃渣场区 临时措施 

袋装土拦挡 万 m3 0.34 

土质排水沟 km 0.08 

临时沉砂池 口 1 

 

4.3.2 实际监测的临时措施量 

根据“三同时”原则，本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和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并起到了

较好的防护效果。根据现场监测结合工程监理提供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本项

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具体实施情况及实施进度见表 4-8。 

表 4-8    实际监测水土保持临时措施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监测完成 

站场工程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hm2 0.12 

表土堆放场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hm2 0.52 

土质排水沟 km 0.1 

管道工程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hm2 4.19 

袋装土拦挡 万 m3 2.15 

土质排水沟 km 2.38 

临时沉砂池 口 14 

施工便道区 临时措施 

袋装土拦挡 万 m3 0.28 

土质排水沟 km 0.32 

临时沉砂池 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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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临时措施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本项目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量与方案设计相比，基本维持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措

施体系，站场工程区、表土堆放场区、管道工程区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整体有所减

少，主要原因是由于各区防治责任范围有所减少，同时结合施工现场按需布设，从

现场水土保持监测情况来看，施工过程中未发生大的水土流失现象，现有防护措施

基本能够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弃渣场区由于全面取消，其防护措施也相应取消。 

实际监测与批复方案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情况对比详见表 4-9。 

表 4-9    实际监测与方案设计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批复数量 监测完成 对比 

站场工程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hm2 0.16 0.12 -0.04 

表土堆放场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hm2 0.74 0.52 -0.22 

土质排水沟 km 0 0.1 0.1 

管道工程区 临时措施 

密目网遮盖 hm2 6.58 4.19 -2.39 

袋装土拦挡 万 m3 2.31 2.15 -0.16 

土质排水沟 km 3.19 2.38 -0.81 

临时沉砂池 口 40 14 -26 

施工便道区 临时措施 

袋装土拦挡 万 m3 0.31 0.28 -0.03 

土质排水沟 km 0.45 0.32 -0.13 

临时沉砂池 口 9 4 -5 

弃渣场区 临时措施 

袋装土拦挡 万 m3 0.34 0 -0.34 

土质排水沟 km 0.08 0 -0.08 

临时沉砂池 口 1 0 -1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土石方

开挖回填（填筑）、临时堆土和机具碾压损坏地表等过程中。通过与主体工程建设

同步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植物和临时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少了本项目建设新增水

土流失。 

经监测，本工程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落实较好，

既保证了工程的安全，又起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效果，防护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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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项目建设区范围均会被扰动，水土流失面

积即为项目建设区面积，故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流失总面积

34.90hm2。 

结合主体工程施工进度，依据工程监理、施工单位、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水土

保持监测单位等记录数据，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各阶段防治分区水

土流失面积统计如下表。 

表 5-1    各阶段防治分区水土流失面积动态变化一览表 

时段 时长（a） 

各时段项目扰动水

土流失面积

（hm2） 

水土保持措施

面积（hm2） 

建构筑物、地表硬

化面积（hm2） 

2019.6.1- 

2019.6.30 
0.08 33.54 5.95 3.00 

2019.7.1- 

2019.9.30 
0.25 34.46 6.00 3.20 

2019.10.1- 

2019.12.31 
0.25 34.90 30.73 3.49 

平均 0.58    

说明：1、本表由工程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水土保持监理单位统计，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总结归

纳后获取；2、水土保持措施不计临时措施防护面积，工程、植物措施重叠面积仅计列一次。 

 

5.2 土壤流失量 

5.2.1 各时段土壤侵蚀分析 

施工期是造成水土流失加剧的主要时段，尤其是集中在土建施工期，由于开挖

中加大了地面坡度，改变了植被条件，破坏了土体结构，使土壤可蚀性指数升高，

因此各施工场所根据扰动强度不同，在不采取任何防治措施的情况下致使土壤侵蚀

模数较原地貌侵蚀模数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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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站场工程区、表土堆放场区、管道工程区、

施工便道区在开挖、回填过程中将产生远大于原始土壤侵蚀程度的水土流失，导致

水土流失量加大；施工后期随着工程、植物、临时措施以及各类建构筑物硬化地表

的落实，用地范围内土壤侵蚀强度有所下降，并随着时间逐年控制土壤侵蚀强度，

区域土壤流失量逐渐趋于稳定。 

5.2.2 各阶段土壤流失量 

（1）土壤流失量的计算方法 

通过对定位观测和调查收集到的监测数据按各个防治责任分区进行分类、汇总、

整理，利用水土流失面积、侵蚀模数和侵蚀时段计算出各分区水土流失量。 

通过观测数据的汇总、整理和分析，测算施工期各地表扰动类型侵蚀模数，再

根据各防治区的占地，测算出本工程施工准备期和施工期各个观测时段土壤流失总

量，汇总观测时段的数据，形成年度土壤流失量数据。 

土壤流失量计算公式： 

Ms=F×Ks ×T 

式中： 

F —— 水土流失面积（km²）； 

Ks—— 侵蚀模数（t/km²·a）； 

T —— 侵蚀时段（a）。 

土壤流失总量计算公式： 

∑
n

1=

=
j

s
WW

 





n

s

ss MW
1  

W—— 项目区土壤流失总量（t）； 

Ws—— 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量（t）； 

Ms—— 防治分区分时段土壤流失量 

（2）本工程各时段土壤流失量、各时段土壤侵蚀模数 

本工程土壤流失量可依据工程监理、施工单位提供的现场流失数据进行统计。

经水土保持监测复核，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建设期间共产生土壤流

失量 427t，其中施工期集中扰动及雨季土壤流失量最大，为本工程重点防护时段。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四川百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48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各时段土壤流失量、土壤侵蚀模数情况详

见表 5-2。 

表 5-2   各时段土壤流失量、土壤侵蚀模数一览表 

时段 
时长

（a） 

项目面积

（hm2） 

土壤流失总量 计算的土壤侵蚀

模数（t/km2·a） 
备注 

（m3） t 

2019.6.1- 

2019.6.30 
0.08 33.54 46 64 2385  

2019.7.1- 

2019.9.30 
0.25 34.46 234 328 3807  

2019.10.1- 

2019.12.31 
0.25 34.90 25 35 400  

平均 0.58 34.90 305 427 2109  

说明：1、一般土石按 1.4t/m3；2、土壤流失量由工程监理单位、施工单位提供基础数据。 

 

从表 5-2中可以看出，施工前期扰动破坏程度较原始增加，并将持续一段时间；

随着施工强度的逐渐增加，工程建设区域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强度逐渐增加；同时土

壤流失量受降雨影响最为严重，水土流失集中表现在第二、三季度；随着水土保持

各项措施的落实并逐渐发挥效益，工程建设区域范围内土壤侵蚀强度逐渐弱化，并

恢复到容许土壤流失量以下。 

5.3 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砂石及水泥等建筑材料采取外购的形式获

取，不涉及自采取料场，取料不存在潜在土壤流失量；工程多余土石方采取了综合

利用的方式，工程本身不涉及弃渣场，弃渣也不存在潜在土壤流失量。 

5.4 水土流失危害 

本项目在施工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按照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实施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少了本项目建设

引起的土壤流失。 

工程在施工期间、试运行期间均未发生过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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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所在区域属于嘉陵江及沱江中下游国家级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原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建设期提出的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如下： 

表 6-1    批复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6.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

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是指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施，使土壤流失

量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或以下的面积；以及建立良好排水体系，并不对周边产生冲

刷的地面硬化面积和永久建筑物占用地面积。 

水土流失总面积：包括因生产建设活动导致或诱发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防治

责任范围内尚未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的未扰动地表面积。 

通过调查监测，项目区在施工完毕后采取了各项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建设期

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34.90hm2；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30.73hm²，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4.14hm²，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1%。工程各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情况详见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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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分区 

项目建

设区

（hm2） 

水土流

失面积

（hm2） 

水土流

失治理

达标面

积

（hm²）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hm²） 

扰动土地整治

率（%） 植物措

施 

工程措

施 
小计 

站场工程

区 
3.41 3.41 2.59 0.62 0.20 0.82 99.99 

表土堆放

场区 
0.60 0.60 0.40 0.10 0.10 0.20 99.99 

管道工程

区 
29.91 29.91 0.90 13.61 15.38 28.99 99.93 

施工便道

区 
0.98 0.98 0.25 0.49 0.23 0.72 98.98 

合 计 34.90 34.90 4.14 14.82 15.91 30.73 99.91 

说明：1、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在指标计算时，将表土堆放场区单独计列，本监测总结报告

与其一致；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含挡护措施范围内不对周边产生水土流失或可将挡护措

施范围内土壤侵蚀控制在微度以下的面积。 

 

6.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允许土壤流失量与防治责任范围内单位面

积实际土壤流失量之比值。根据 SL190-96《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本区土壤容

许流失量定为 500t/km²·a。 

根据本项目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本项目防治措施逐步实施完毕后初步发挥效

益时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400t/km²·a，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25。 

6.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

时堆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 

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做到挖填平衡，减少弃土、弃渣量，合理堆放弃土、

弃渣。主体工程施工中采取的各种水土保持措施，较好地控制了施工过程中可能产

生的水土流失。根据现场监测资料，本工程建设期间土石方开挖 15.55 万 m3，土石

方回填 15.55 万 m3，无外借、无弃方，所有临时土石均实际拦挡，监测计算得到拦

渣率为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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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表土保护率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闱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总量的百分比。 

项目区表土在施工前期均进行了剥离，剥离表土数量 3.47 万 m3，后续利用表

土 3.47 万 m3，表土全面利用，监测计算得到表土保护率为 99.00%。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

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本工程建设期可绿化面积为 14.85hm²，截止到监测期末已绿化 14.82hm²，恢复

率为 99.80%。 

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

比。 

本项目建设区面积 34.90hm²，在可绿化范围内绿化总面积为 14.82hm²，由此计

算出项目林草覆盖率达 42.46％。 

与批复水保方案六项指标对比详见表 6-4。 

表 6-3    监测实际与批复水保方案六项指标对比表 

六项指标 
批复方案标准

值 
批复方案预测值 

监测实际达到

值 
备注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7 99 99.91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25 1.25 达标 

渣土防护率（%） 92 99 99.00 达标 

表土保护率（%） 92 95 99.00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99 99.80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5 80 42.46 达标 

说明：批复方案计算林草覆盖率时分母扣除了复耕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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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1）扰动土地面积动态变化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扰动地表面积由设计的

36.56hm2 变为实际的 34.90hm2，产生水土流失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表土堆放

场区、管道工程区、施工便道区在实际实施过程后面积优化，用地面积减少；弃渣

场区取消导致面积减少，工程建设整体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1.66hm2。 

实际监测得知，本项目建设区实际扰动原地貌、破坏土地植被面积共 34.90hm²，

其中耕地 15.96hm2，林地 14.70hm2，园地,4.08hm2，草地 0.01hm2，交通运输用地

0.05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10hm2。 

（2）弃土弃渣动态变化 

根据批复的方案，工程开挖土石方工程量 15.78万m3（含表土剥离 3.98万m3）、

土石方回填工程量 14.43 万 m3（表土利用 3.27 万 m3），多余表土 0.71 万 m3，多

余土石方 0.64 万 m3。多余表土就地堆存，多余土石方运至人和安置点综合利用及

弃渣场废弃。 

实际监测结果，本次监测范围内建设期间土石方开挖量 15.55 万 m3（含表土剥

离 3.47 万 m3），土石方回填量 15.55 万 m3（含表土利用 3.47 万 m3），工程建设

过程中不存在借方，最终无弃方，未布设料场、渣场等。 

（3）水土流失防治动态变化 

根据实际监测结果，水土保持措施完成工程量为： 

站场工程区完成框格护坡 1920m3、集水坑 3 个、排水沟 1700m、表土剥离 0.91

万 m3、表土回覆 0.42 万 m3；绿化面积 0.62hm2；密目网遮盖 0.12hm2。 

表土堆放场区完成土地整治 0.2hm2、复耕 0.1hm2、干砌石挡土墙 54m；撒播草

籽 0.10hm2；密目网遮盖 0.52hm2，土质排水沟 0.1km。 

管道工程区完成水工保护 7500m3、表土剥离 2.28 万 m3、表土回覆 2.38 万 m3、

土地整治 29.1hm2、复耕 15.38hm2；撒播草籽 13.61hm2、栽植灌木 4324 株；密目

网遮盖 0.12hm2、袋装土拦挡 2.15 万 m3、土质排水沟 2.38km、临时沉砂池 14 口。 

施工便道区完成表土剥离 0.28 万 m3、表土回覆 0.37 万 m3、土地整治 0.72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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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耕 0.23hm2；撒播草籽 0.49hm2、栽植灌木 120 株；袋装土拦挡 0.28 万 m3、土质

排水沟 0.32km、临时沉砂池 4 口。 

（4）土壤流失量动态变化 

根据现场监测及计算，本项目建设期和运行期共造成土壤流失量 427t，水土流

失主要集中在第二、三季度。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按照主体设计、水土保持方案等，采取了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截止 2019 年 12 月，根据现场监测，各个区域水土保

持措施均已实施，详述如下： 

（1）站场工程区实施的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斜坡防护工程、植被

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等措施均可以起到很好的水土保持效果，可从事中、事后

全方位控制水土流失； 

（2）表土堆放场区实施的土地整治工程、拦渣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

护工程等措施均可以起到很好的水土保持效果，可从事中、事后全方位控制水土流

失； 

（3）管道工程区实施的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

防护工程等措施均可以起到很好的水土保持效果，可从事中、事后全方位控制水土

流失； 

（4）施工便道区实施的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等措施

均可以起到很好的水土保持效果，可从事中、事后全方位控制水土流失。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建设期间，各防治区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适宜，水土

保持工程布局基本合理，有效地控制了因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达到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的要求。建设后期，防治责任范围采取了适宜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区

内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各项防治目标均达到了目标值。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高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业主对水土保持工作较

为重视，按照“三同时”制度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工程建设前，依法编报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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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梯-磨溪区块应急净化装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建设过程中建设了大量

水土保持工程，对保持工程区水土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还存

在部分问题，分述如下： 

（1）少数施工单位对水土保持重视不够，致使水土保持工程实施滞后，造成

相对明显的裸露面，在降水、径流情况下可能引起水土流失，希望在今后的工程建

设中引起重视； 

7.4 综合结论 

通过现场监测和计算，实际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91%，达到防治目标 97%；

实际土壤流失控制比 1.25，达到防治目标值 1.0；实际渣土防护率 99.00%，达到目

标值 92.00%；实际表土保护率 99.00%，达到防治目标值 92%；实际林草植被覆盖

率 99.80%，达到目标值 97%；实际林草覆盖率 42.46%，达到目标值 25%。 

根据工程的实地监测，对比土壤侵蚀背景状况与监测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工程

建设过程中基本保证了水土流失的有效控制。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效果良好，各防治

区的开挖面、占压场地等得到了有效整治，水土保持设施总体上发挥了保持水土、

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各项治理指标满足水土保持方案和国家有关指标要求。 

根据监测成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总体结论： 

（1）通过对项目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各防治区建设期没有因工程建设施工扰

动造成大的水土流失事故。 

（2）通过对各防治区分项评价，认为水土保持工作都做得较好，特别是各扰

动地表生态修复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因工程建设施工引发的水

土流失。 

（3）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到位，实现了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的水土保持防治目

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综上所述，监测结果表明本工程已基本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防治任

务，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总体合格，管理维护措施落实，已经具备竣工验收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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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影像资料-2019 年度 

站场工程区 

  

集水坑 临时沉砂池 

  

覆土绿化 边坡苫盖 

  

临时苫盖 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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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水沟 集水坑 

  

排水沟 集水坑 

  

框格护坡 框格护坡 

  

绿化 绿化 



现场监测照片 

四川百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57 

  

绿化 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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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堆放场区 

  

土地整治、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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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工程区 

  

水工保护 水工保护 

  

复耕 复耕、水工保护 

  

控制红线 袋装土拦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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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土拦挡 控制红线 

  

绿化 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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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便道区 

  

临时排水、场地整治 施工便道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