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区现状监测照片图 

监测区名称 构建筑物区 

  

拍摄时间 2017 年 8 月 拍摄时间 2017 年 9 月 

  

拍摄时间 2017 年 10 月 拍摄时间 2018 年 1 月 

  

拍摄时间 2018 年 3 月 拍摄时间 2018 年 5 月 

拍摄地点 构建筑物区调查点 

 

 

 

 

 



监测区名称 道路硬化区 

  

拍摄时间 2017 年 8 月 拍摄时间 2017 年 9 月 

  

拍摄时间 2017 年 10 月 拍摄时间 2018 年 1 月 

  

拍摄时间 2018 年 3 月 拍摄时间 2018 年 5 月 

拍摄地点 道路硬化区调查点 

 

 

  



监测区名称 绿化用地区 

  

拍摄时间 2017 年 8 月 拍摄时间 2017 年 9 月 

  

拍摄时间 2017 年 10 月 拍摄时间 2018 年 1 月 

  

拍摄时间 2018 年 3 月 2018 年 5 月 

拍摄地点 绿化用地区调查点 

 

 

 

 

 

 

 



项目区已实施水保措施照片图 

已实施水保措施现状图 

  

临时排水沟 拍摄时间 2017.10. 集水井 拍摄时间 2018.1 

  

表土覆盖 拍摄时间 2018.1 施工场地硬化 拍摄时间 2018.1 

  

建筑材料覆盖 拍摄时间 2018.3 混凝土排水沟 拍摄时间 2018.3 

 

 

 

 

 



  

混凝土排水沟 拍摄时间 2018.3 临时覆盖 拍摄时间 2018.3 

  

绿化覆土 拍摄时间 2018.3 道路硬化 拍摄时间 2018.3 

  

混凝土排水沟 拍摄时间 2018.5 道路硬化 拍摄时间 2018.5 

 

 

 

 

 

 

 

 



已实施水保措施现状图 

  

场地硬化 拍摄时间 2108年 5月 植被养护 拍摄时间 2018年 5月 

  

植被绿化 拍摄时间 2018年 5月 植被绿化 拍摄时间 2018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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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填表日期：2018年 11月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

建

设

规

模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4.19hm2，均

为永久占地；绿化率 16.77%。项目总

工期为 0.67年，总投资 26000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 21530万元。

建设单位 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路段

K1105+700—K1107+700处

工程等别 小型

所在流域 珠江流域南盘江水系

工程总投资 26000万元

工程总工期 9个月（2017年 9月-2018年 5月）

项目建设区 构建筑物区、道路硬化区、绿化用地区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自然地理类型 浅切割中低山地貌 “三区”公告

“滇黔桂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及云南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重点监

督区

水土流失预测总量 1617.18t

目标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16.32hm2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项目建设区面积 14.19hm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直接影响区面积 2.13hm2 拦渣率 95

水土流失背景值 1126.41t/km2·a 植被恢复率 99

方案目标值 500t/km2·a 林草覆盖率 27

水土流失允许值 500t/km2·a
水保工程

投资
291.37万元

水保措施防治面积 2.38hm2 弃渣工程 无永久弃渣

水土保持监测主要技术指标

监测单位全称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地形、地貌、水系 询问调查 水土流失程度变化情况 收集资料

土壤、降雨 收集资料 对下游周边危害及趋势 走访、询问及典型调查

林草覆盖度 抽样调查 防治措施的数量和质量 收集资料、普查

实际占用地、扰动地表面积 数据处理 工程措施的稳定完好程度 普查

挖方填方量，弃渣量及面积 数据处理 林草措施成活率生长状况 抽样调查、收集资料

水土流失面积变化情况 数据处理 监督、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走访、询问调查

监

测

结

论

措施

分类

分级

值%

扰动土地整治率 99.93

水土保持治

理达标评价
六项指标均达到目标值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81

土壤流失控制比 1.26

拦渣率 98

植被恢复率 99.75

林草覆盖率 27.91

建

议

（1）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加强领导和管理，组建专门的水保工程建设领导小组，提高施工人员

的水土保持意识，落实水保资金，确保水土保持方案的有效实施；

（2）要注意对项目建设及运行范围以外原地貌的保护，严禁扰动、占压征地范围以外的土地面

积；

（3）竣工验收后，应加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管理、保护，保证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持

续发挥其水土保持功能；

（4）建设单位在进行施工、监理招标时，在标书中明确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要求。

在施工过程中，积极配合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保方案》的实施和监督管理，特别是水土保

持监测、监理专项检查及验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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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说明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砚山县维摩乡炭房社区西南部

2.5km，即 G80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路段 K1105+700—K1107+700处。项目区距砚山县城

28km，东距砚-平高速公路炭房收费站 1km，西距小稼依收费站 24km。项目区位优势明显，

交通便利。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由公共休息厅、公共厕所、餐饮部、超市、室

外休息场地、绿化等附属设施；道路、停车场、油气合建站、加水站、修理站等；其他附

属设施，包括管理用房、职工生活用房、配电房、压缩机房、水泵房，以及污水处理和垃

圾处理设施等组成，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4.19hm2，均为永久占地。项目计划建设总工期为

0.67年，总投资 26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1530万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2017年 5月，委托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

制任务。依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

公司及时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主体工程设计及相关图件进行熟悉，在建设单位和相关部门

的协助下，对项目建设、项目组成、征占地情况、工程总体布局、工程挖填方等特性和主

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设施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利用设计图件，对项目区进

行调查、勘测，调查了项目区及周边地形地貌、植被、水土流失类型、分布、侵蚀强度、

面积，适宜当地生长的树种、草种及其种植模式，水土流失治理经验与教训等，收集了项

目区所在地区气象及水文等系列资料，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GB50433-2008）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开展了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作，于 2017年 6月编制

完成了《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送审

稿）。砚山县水务局委托砚山县水利学会于 2017年 7月 24日组织召开了《砚平高速公路

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送审稿）评审会，会议通过

评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我单位根据专家修改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方案报批稿。

2017年 8月 10日，砚山县水务局以“砚水保许[2017]17号”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

复。

本项目主体工程在初步设计过程中，重新对总体布局进行了调整，导致项目区建

设内容有所出入。2018 年 11 月建设单位针对本项目的变更情况，向砚山县水务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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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汇报，砚山县水务局经查阅相关的资料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不属于

重大变更，不在从新评审报批水土保持方案，只需备案说明。2018 年 11 月

19 日砚山县水务局以砚水务复〔2018〕6 号进行备案批复。

依据水利部第 12号令《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2000年 1月 31日）

和水利部第 16号令《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2005年 7月 8日，24

号令修改）相关规定，2017年 7月受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单位承

担了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任务（监测委托书见附件 1）。在接受任务后我单位成立专门的水

土保持监测项目组，通过对现场进行踏勘和资料收集与分析，并以该方案作为开展本次监

测工作的技术依据。

在接受委托后，我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分别于 2017年 8月、2017年 9月、2017年 10

月、2018年 1月、2018年 3月、2018年 5月、2018年 6月对项目区进行了外业调查和监

测资料收集工作，针对工程水土保持工作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现场讨论，形成完善意见，

后期监督建设单位进行落实。

经监测组现场监测，确定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5.4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4.19hm2，直接影响区 1.28hm2。根据资料收集以及实地调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实际开

挖土石方总方量为 20.39万 m3（其中表土剥离 1.21万 m3，土石方开挖 19.18万 m3），回填

土石方 20.39万 m3（含表土 1.21万 m3），不产生废弃土石方。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水土保持措施为：

（1）工程措施：构建筑物区表土剥离 305m3；道路硬化区表土剥离 7875m3，混凝土

排水沟 1967.3m，砖砌排水沟 704m，铺设透水砖 0.65hm2，埋设雨水管 3037.89m；绿化用

地区表土剥离 2950m3，植草砖护坡 0.41hm2；边坡区表土剥离 970m3，碎石硬化 0.31hm2，

混凝土框格护坡 0.12hm2。

（2）植物措施：绿化用地区景观绿化 3.19hm2；边坡区撒草绿化 0.77hm2。

（3）临时措施：道路硬化区临时排水沟 3300m，临时沉沙池 4座；绿化用地区临时

拦挡 240m，临时覆盖 4100m2；边坡区临时覆盖 1100m2。

通过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效实施，使项目占地区域内的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93%，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81%，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26，拦渣率达到 98%，林草植被恢复率

达到 99.75%，林草覆盖率达 27.91%，六项指标均达到目标值。

经监测分析，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完备，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施工、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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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支出、水土保持监测资料齐全；防治区内的水土保持措施已基本按照《水保方案》及

其批复文件建成，达到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批复文件的要求；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具备运

行条件，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转，符合交付使用要求，本项目达到水土保持设施竣工

验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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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建设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及交通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砚山县维摩乡炭房社区西南部 2.5km，即 G80砚平高速公路炭房

路段 K1105+700—K1107+700处。项目区距砚山县城 28km，东距砚-平高速公路炭房收费

站 1km，西距小稼依收费站 24km。项目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项目区具体地理位置

及交通情况请详见附图 1。

1.1.2 工程建设规模及特性

（1）项目名称：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砚平高速公路炭房路段 K1105+700—K1107+700处；

（3）项目建设单位：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

（5）建设规模：总占地面积 14.19hm2，包括油气合建站 2个、充电站 2个、维修站 2

个、加水站 2个、停车场 4个、综合服务用房 2幢、员工宿舍用房 2幢以及相应的蓄水池、

污水处理设施、电力设施、绿化、道路等附属设施；

（6）建设工期：0.75年，即 2017年 9月～2018年 5月；

（7）工程总投资：总投资 26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1530万元；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由公共休息厅、公共厕所、餐饮部、超市、旅

客住宿用房、室外休息场地、绿化等附属设施；道路、停车场、油气合建站、充电站、加

水站、修理站等；其他附属设施，包括管理用房、职工生活用房、配电房、压缩机房、水

泵房，以及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等组成，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4.19hm2，均为永久占地。

项目总工期为 0.67年，总投资 26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1530万元。

1.1.3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现状

本项目为新建建设类项目，于 2017年 9月开工建设，2018年 5月完工。使用功能将

项目区划分为构建筑物区、道路硬化区、绿化用地区、边坡区，截止 2018年 5月，各区

现状如下：

1、构建筑物区现状

构建筑物区：主要包括综合服务楼、油气合建站、建加水站、维修车间、职工住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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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配电室、压缩机房等。

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经过实地调查及监测，该区域被建筑物覆盖，不存在水土流

失。

构建筑物区

图 1-1 构建筑物区现状

2、道路硬化区

道路硬化区主要包括环形道路、停车场及建筑物周边硬化，本项目道路硬化占地

9.14hm2。

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经过实地调查及监测，路面及硬化区域均采取了柏油硬化，

工程于该区域布置了排水措施，水保措施较为完善，该区域不存在水土流失。

道路硬化区

图 1-2 道路硬化区现状

3、绿化用地区

本项目景观绿化用地面积为 3.19hm2，绿化用地在项目区周边沿着围墙内侧、构建筑

物外围零星布设，采用乔灌草结合的绿化方式。

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经过实地调查及监测，该区域实施了乔灌草结合的绿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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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覆盖率达 75%，水土流失为轻度。

绿化用地区

图 1-3 绿化用地区现状

4、边坡区

本项目边坡区面积为 1.21hm2，边坡区为项目区周边围墙外侧扰动区域。根据现场监

测，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该区域实施了混凝土框格护坡、碎石硬化、撒草绿化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土流失为轻度。

绿化用地区

图 1-4 绿化用地区现状

1.1.4 工程占地

1.1.4.1原方案设计批复工程占地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统计，原始项目建设区现状占地类型有林地、坡耕地、

建设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其它土地。具体占地类型情况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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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水保方案》工程占地类型面积统计表

分区

占地类型及面积（hm2）
小计

（hm2）
备注

林地 坡耕地
建设用

地
交通运输用地 其它土地

构建筑物区 2.40 1.14 0.05 0.05 3.64 永久占地

道路硬化区 5.24 2.55 0.04 0.13 0.21 8.17 永久占地

绿化用地区 1.55 0.74 0.02 0.03 0.04 2.38 永久占地

施工场地区 占地面积 0.24hm2，临时占用绿化用地区，面积不重复计列

表土堆场区 占地面积 0.42hm2，临时占用绿化用地区，面积不重复计列

合计 9.19 4.43 0.06 0.21 0.30 14.19

1.1.4.2实际发生工程占地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及工程竣工资料，项目区实际发生工程总占地面积及占地类型较原

方案设计批复一致，仅分区占地发生一定变化，具体为：本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14.19hm2，

其中构建筑物区实际占地面积为 0.65hm2，道路硬化区占地面积为 9.14hm2，绿化用地区占

地面积为 3.19hm2，边坡区占地面积为 1.21hm2，建设期间施工场地区布设于道路硬化区，

占地面积为 0.37hm2，表土堆场区临时占用绿化用地区，占地面积为 0.48hm2。实际占地类

型情况见表 1-3。

表 1-3 项目工程实际占地类型面积统计表

分区

占地类型及面积（hm2）
小计

（hm2）
备注

林地 坡耕地
建设用

地
交通运输用地 其它土地

构建筑物区 0.38 0.23 0.02 0.02 0.65 永久占地

道路硬化区 5.93 2.82 0.04 0.13 0.22 9.14 永久占地

绿化用地区 2.21 0.89 0.02 0.03 0.04 3.19 永久占地

边坡区 0.67 0.49 0.03 0.02 1.21

施工场地区 占地面积 0.37hm2，临时占用道路硬化区，面积不重复计列

表土堆场区 占地面积 0.48hm2，临时占用绿化用地区，面积不重复计列

合计 9.19 4.43 0.06 0.21 0.30 14.19

1.1.5 方案设计变更情况

本项目主体工程在初步设计过程中，重新对总体布局进行了调整，导致项目区建

设内容有所出入。2018 年 11 月建设单位针对本项目的变更情况，向砚山县水务局进行

了汇报，砚山县水务局经查阅相关的资料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不属于

重大变更，不在从新评审报批水土保持方案，只需备案说明。2018 年 11 月

19 日砚山县水务局以砚水务复〔2018〕6 号进行备案批复。

根据实际情况，本项目建设地点及总占地面积未改变，在初步设计过程中，重新对场

区布设进行了调整，导致水土保持分区发生变化（分区变化详见章节 1.1.3项目主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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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及现状）。如围墙外侧为边坡区，原规划于道路硬化区内，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区域单

独列出。根据各分区的实际建设情况对分别实施了相应的水土措施，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发生增减（增减情况详见章节 6.1.1 方案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实施情况对比）；

除以上变化外，其他未发生变更。

1.1.6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2017年 5月，受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

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任务。

依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及时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主体工程设计及相关图件进行熟悉，在建设单位和相关部门的协

助下，对项目建设、项目组成、征占地情况、工程总体布局、工程挖填方等特性和主体工

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设施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利用设计图件，对项目区进行调

查、勘测，调查了项目区及周边地形地貌、植被、水土流失类型、分布、侵蚀强度、面积，

适宜当地生长的树种、草种及其种植模式，水土流失治理经验与教训等，收集了项目区所

在地区气象及水文等系列资料，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开展了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作，于 2017年 6月编制完成了《砚平高

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送审稿）。砚山县水务

局委托砚山县水利学会于 2017年 7月 24日组织召开了《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送审稿）评审会，会议通过评审，并提出了修

改意见，编制单位根据专家修改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方案报批稿。2017年 8月 10

日，砚山县水务局以“砚水保许[2017]17号”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批复明确了本工程防治分区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6.32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4.19hm2，直接影响区 2.13hm2；同意项目防治目标（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5%，水土流

失总治理度达到 97%，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0，拦渣率达到 95%，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

林草覆盖率达到 27%。）；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方案及批复确

定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主体计列措施：排水沟 2500m，景观绿化 2.38hm2；新增的水土

保持措施为：表土剥离 7200m3，临时排水沟 3366m，临时沉沙池 8座，车辆清洗池 2座，

临时拦挡 753m，临时覆盖 7552m2，具体工程量为：表土剥离 7200m3，土方开挖 767m3，

C20砼 56m3，围栏 32m，M10砖砌体 30m3，M10水泥砂浆抹面 330m2，铺彩条布 755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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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土袋填筑 753m3，编织土袋拆除 753m3，高压车辆清洗枪 2支。肯定了建设单位编报

水土保持方案符合我国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防治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

失，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主体工程在初步设计过程中，重新对总体布局进行了调整，导致项目区建

设内容有所出入。2018 年 11 月建设单位针对本项目的变更情况，向砚山县水务局进行

了汇报，砚山县水务局经查阅相关的资料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不属于

重大变更，不在从新评审报批水土保持方案，只需备案说明。2018 年 11 月

19 日砚山县水务局以砚水务复〔2018〕6 号进行备案批复。

1.2项目区概况

1.2.1 项目区自然概况

1.2.1.1地形地貌

砚山县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中部，地势大致西北高、东南低。地貌类型为山地、丘陵、

盆地和岩溶及漏斗等。其中山地、丘陵、盆地面积分别为 2134km2、586km2、1106km2，

分别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55.8%、15.3%、28.9%。贯穿文山州的六诏山脉莽莽苍苍、万峰峥

嵘，纵贯县城东南部。境内最高海拔 2263m，为阿舍彝族乡鲁都克的马吊陡坡；最低海拔

1080m，为八嘎河流出砚山的交界处。

县域境内，东部地区除江那镇一带为地势较平缓的构造溶蚀～堆积盆地外，其余各乡

镇均为岩溶丘陵、中山和低中山地貌，山多平地少，洼地、台地及坡地广泛分布，落水洞、

漏斗等特殊地貌突出。蚌峨、八嘎一带河流切割较深，侵蚀沟多，山高坡陡，为典型的中

山河谷地貌。西部大部份乡、镇则为宽平的岩溶盆地，盆地四周被岩溶丘陵和中低山所环

绕。阿舍一带为中山、中高山地区，山高谷深、峰丛林立，坡地和谷地分布广泛。

本项目位于砚山县炭房社区，场地海拔 1484m～1502m，高差 18m，地形地貌属于浅

切割中低山地貌。

1.2.1.2地质

砚山县县域境内除中上奥陶系、志留系、侏罗系及白垩系缺失外，自上寒武系以来各

时代地层均有不同程度出露。县域境内北部及西部主要出露三叠系地层、东南部主要出露

泥盆系地层。古生代、中生代海相沉积地层为主，陆相地层(新生界和下古生界下泥盆统)

及其火成岩次之。岩石种类众多，除地表分布广泛第四系松散堆物外，主要为碎屑岩(泥岩、

页岩、砂岩)和碳酸岩(石灰岩、白云质灰岩、白云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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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出露地层主要有寒武系（上统歇场组）、泥盆系(翠峰组、坡脚组)、二叠系（阳

新组）、下第三系（砚山组）、上第三系及第四系等时代地层。

1.2.1.3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及《云南省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

图》、《云南省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相关规定的划分，路线所经区域地震动反映

谱特征周期为0.45s，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05g，对应地震基本烈度均为VI度，各人工

构造物应按相关地震动参数抗震设防。

1.2.2 气候气象

砚山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署。5～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 4月

为旱季，年平均气温 16.1℃，极端最高气温 33.4℃（1994年 5月），极端最低气温-7.8℃（1968

年 2月），全年无霜期 302d，≥ 10℃年积温为 4500℃-5400℃。最大降雨量 1164.7mm，年

平均降雨量 962.0mm，雨季(5～10月)年平均降雨量 838.7mm，旱季(1年中雨季除外)年平

均降雨量 123.3mm，多年平均风速 3.2m/s，主导风为南风，风力 2～3级。

根据项目区气象资料，工程区 20年一遇最大 1、6、24小时的暴雨量分别为 55.8mm、

86.84mm和 121.91mm。

1.2.3 河流水系

砚山县地处珠江流域西江水系（流域面积占全县国土面积 40.47%）和红河流域泸江水

系的分水岭地带，地表水不丰富，平远盆地为云南省有名的干旱、半旱区。县域境内河网

密度小，主要河流有 6条（西江水系的公革河、阿三龙河，泸江水系的八嘎河、稼依河、

翁达河、贵马河），天然湖泊仅有海子边(又称浴仙湖)1个。

本项目属于泸江水系，沿线无跨河、近河路段，不涉及河流。

1.2.4 土壤

砚山县全境土壤有红壤、黄壤、紫色土、石灰岩土、水稻土等 5个土类，11个亚类，

17个土属，31个土种。土壤肥力较低，有机质含量贫乏，偏酸，耕作层较浅，氮、磷、

钾含量少且不协调。其中，红壤性耕地 63.4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68.7%。

根据主体工程设计及现场调查，拟建项目区内土壤主要为红壤。土壤厚度不一，耕地

土壤厚度较厚、有机质含量较高，土壤厚度一般大于 0.5m。在林地、草地等地类所处土壤

厚度受海拔高度、地质、地形情况影响，一般在坡底位置土壤较厚、一般在 0.3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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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腰土壤厚度较薄，多数在 0.3m以下。

1.2.5 植被

砚山县属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森林资源丰富，树种主要有云南松，油杉、思茅松、

杉木、麻栎、栓皮栎、樟木、夜合欢、黄杨木，还有国家列为一类、二类保护树种的水杉、

银杏等；经济林树种有油桐、油茶、板栗、核桃。根据森林资源调查资料，砚山县土地总

面积 3865.21km2，其中林业用地面积 1725.51km2，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44.7%。在全县林

业用地中有林地面积 776.48km2、灌木林地面积 689.13km2、疏林地面积 42.48km2，占林业

用地总面积的 87.4%；宜林荒山面积 98.50km2，占林业用地总面积的 5.7%；其它林业用地

118.91km2，占林业用地总面积的 6.9%。全县林木绿化率 38.23%，森林覆盖率 25.69%。

据现场调查，项目区内主要代表树种有思茅松、杉木、栓皮栎等。项目区林草覆盖约

为 64.76%。

1.2.6 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

砚山县位于文山州中西部，全县总面积 3865.21km2，全县辖 11个乡镇、两个华侨管

理区，85个村民委员会、16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47.4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45.53万人。

2015年实现生产总值（GDP）100.0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22.72亿元，第二产业 31.25亿

元，第三产业 46.06亿元。全县人生产总值 21108元，比上年增加 1373元。地方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 6.6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89.37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35亿元，农民人

均纯收入 8126元，人均耕地 1.16亩。（数据来自 2016年云南统计年鉴）。

1.2.7 水土流失情况

1.2.7.1砚山县水土流失情况

根据《云南省水土流失调查成果公告（2015年）》（云南省水利厅，2006年 2月），砚

山县土地总面积为 3865.21km2，微度流失面积 2221.55km2，占土地总面积的 57.48%。水

土流失面积 1643.66km2，占土地总面积的 42.52%，其中轻度流失面积 1092.16km2，占流

失面积的 66.45%；中度流失面积 251.10km2，占流失面积 15.28%；强烈流失面积 153.51km2，

占流失面积 9.34%；极强烈流失面积 98.60km2，占流失面积 6.00%；剧烈流失面积 48.29km2，

占流失面积 2.94%。

1.2.7.2项目区水土流失情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保持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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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区复核规划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防治区的公告》（云南省水利厅公告 第 49号），工程所在的砚

山县属于滇东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同时，也属于云南省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区，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和《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等级标准》（GB50434-2008）相关规定，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按建设类一级标准

执行。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工程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西南

土石山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通过现场调查结合主体竣工资料，项目区土地类型主要为林地、坡耕地、建设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和其它土地。林地植被郁闭度高，流失强度以微度为主；坡耕地坡度在 5°～

15°，流失强度为中度；建设用地为民房，侵蚀强度为微度；交通运输用地为土质路面，流

失强度为中度；其它土地为裸岩，流失强度微度。通过加权平均计算，项目区水土流失背

景值 1126.41t/km2.a。

1.2.8 工程水土流失特点

项目建设过程中将扰动地面产生的新增水土流失，随着主要工程建设完工，地表硬化、

拦挡、排水及绿化措施的实施，各扰动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和治理，项目区平均侵蚀模

数降至土壤容许流失量以下。本工程水土流失特点如下：

（1）工程建设造成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主要表现为各施工区域场地平整、基础

开挖等扰动原地貌，造成地表破坏，降低土壤抗蚀性，在降雨作用下，易产生水土流失。

（2）工程建设主要流失时段为施工期，表现为：强度高、时段集中、历时短等特点。

项目直接影响区虽然范围大、运行时间长，但由于原地貌为硬化路面，总体流失强度低，

侵蚀危害不具有积累性。

（3）随着工程建设完工，各建设区建筑物、硬化、排水的实施，各区大部分地表水土

流失基本得到控制和治理。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道路硬化区、绿化用地区，表现为：地表

裸露、生活垃圾、道路边坡垮塌等，在强降雨情况下，极易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危害。

（4）项目进行自然恢复期后，建设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和治理，水土流失轻微。

1.2.9 工程水土流失现状

项目已于 2018年 5月完工，工程建设中，根据主体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针对性的

实施了一些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一定程度防治了工程区水土流失情

况。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各组成区水土流失现状结合照片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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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筑物区现状典型照片 水土流失现状情况分析

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经过实地调查及监测，

该区域被建筑物覆盖，不存在水土流失。

道路硬化区现状典型照片 水土流失现状情况分析

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经过实地调查及监测，

路面及硬化区域均采取了柏油硬化，工程于该区域布

置了排水措施，水保措施较为完善，该区域不存在水

土流失。

绿化用地区现状典型照片 水土流失现状情况分析

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经过实地调查及监测，

该区域实施了乔灌草结合的绿化措施，林草覆盖率达

75%，水土流失为轻度。

边坡区现状典型照片 水土流失现状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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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已全部建设完成，该区域实施了混凝土框

格护坡、碎石硬化、撒草绿化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

水土流失为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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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实施

2.1监测目标与原则

2.2指导思想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中华人民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精神，以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

（水利部令第 16号）等相关文件为指导，结合《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等相关技术规范，以实现生态

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通过各类监测报告对工程建设水土流失实际情况进行反映并提出

整改意见，为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测及防治方案提供数据支撑，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专项验收提供依据。

2.3监测目标

结合本项目建设情况及水土流失特点，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应为主体工程已有水土保持

措施建设情况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措施落实情况、防治效果等方面，具体监测目标为：

（1）调查了解工程建设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状况，评价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

的实际影响；

（2）通过对水土流失成因、动态变化情况监测，水土流失危害分析，评价工程建设

造成的水土流失对项目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3）调查了解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落实情况，水土保持管理工作情况，并进行评价；

（4）了解工程建设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运行状况、水土保持措施布局的合理性及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5）检验植被恢复期间的水土流失能否得到有效控制，是否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提出

的防治目标；

（6）及时了解掌握水土流失动态信息，及时为建设单位提供水土流失的有关信息并

提出能有效防治水土流失的相关意见及建议；

（7）为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项目的水土保持验

收提供依据。说明工程水土流失情况和水土流失的防治效果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允许标

准，能否通过水土保持验收，水土保持设施及主体工程可否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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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监测原则

水土保持监测专业性较强，依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应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宏观监测与微观监测相结合；固定监测点与临时监测点相结合；定点

观测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监测内容、方法及时段依据合理、经济、可操作性强。

结合项目的水土流失特点，拟定水土保持监测原则如下：

（1）全面调查与重点观测相结合

结合《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提出

的分区防治措施体系，对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进行核实，并对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

措施数量、质量、效益，及其防治效果进行全面调查。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水土流

失防治效果监测的重点区域，特别是对敏感部位应加强监测和核实，并确定相应的观测方

法。

（2）定量监测与定性监测相结合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的监测，尽量向定量化评价的方向进行，但由于生态、环境、时段

等因子的复杂性，还应适当的结合定性方法。因此，在监测过程中，在尽可能定量计量各

种监测指标的前提下，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评价。

（3）定位监测与调查、试验相结合

由于监测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不能用一种方法统揽所有的监测内容。监测中针对不同

的监测因素，用定位监测和调查、试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防治措施的数量和质量监测通

过资料查询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植被则通过实地调查量测和标准样地相结合的方

法。

（4）监测方法及频率与观测内容的指标一一对应

监测频次及方法以能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度，能反映水土流失防治效果为基本原则，

所监测因子也要全面反映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与环境整体变化状况。

（5）提出整改措施及建议

水土保持监测过程中，针对不符合水土保持要求及需要补充防护的地方提出相应的改

进措施和建议。监测成果既要有分时段的过程监测内容，又要有期末的结论性监测内容，

能够满足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需要，提供全面、可靠的监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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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2.5.1 任务由来

根据水利部令第 16号《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规定》第七条：水土保

持设施符合下列条件的，方可确定为验收合格：（一）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

续完备，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施工、监理、财务支出、水土流失监测报告等资料齐全；（二）

水土保持设施按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设计文件的要求建成，符合主体工程和水土

保持的要求；（三）治理程度、拦渣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水土流失控制量等指标达到了

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技术标准；（四）水土保持设

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且能持续、安全、有效运转，符合交付使用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的

管理、维护措施落实。

为反映项目区建设期间水土流失情况，指导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保证项目区水

土保持设施顺利验收。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年 8月委托我单位承担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测，为下阶段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

收提供依据。本次监测将对项目区建设期中水土流失和运行期中水土流失进行调查，重点

对项目的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数量、质量及其防治效果进行监测，监测时段

为 2017年 8月到 2018年 11月。

2.5.2 监测人员组织情况

为确保本项目监测工作顺利展开，我公司成立由总监测工程师、专业监测工程师组成

的专门的项目监测机构。其中，总监测工程师全面负责监测合同的履行，主持本项目监测

机构的工作，在项目执行期间保持稳定。

为保质保量的完成合同要求的各项任务，本工程实行总监测工程师负责制，专业监测

工程师受总监测工程师委托行使合同文件赋予监测单位的权利，全面负责现场的监测工

作。同时组成数据分析组，负责实测数据归档、分析以及报告的编写。监测人员组织安排

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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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监测人员组成及分工

分组 组员 职称或职务 专长 监测分工

监测领导

小组

何 群 组长 水土保持
主要负责对监测过程指导、协调等

陈东东 副组长 水文

监测小组

张晓刚 组长 水土保持
主要负责水土流失因子的监测和水土流

失状况的监测、并负责完成监测报告的相

关内容

张忠超 组员 植物

王 攀 副组长 土壤

覃发忠 组员 水文

监督小组
陈东东 组长 水土保持 负责监测方案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

实情况等的监督张晓刚 副组长 土壤

2.5.3 水土保持监测开展情况及监测频次

2.5.3.1水土保持监测开展情况

（1）外业监测期间

接到任务之后，我公司即组织相关监测技术人员成立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组，依

据工程《水保方案》设计开展监测，其中地面监测从 2017年 8月~2018年 11月，水土保

持监测共进行 7次。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批次情况具体见表 2-2。

表 2-2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批次情况

监测时间 完成工作内容 完成监测

2017年 8月

根据业主提供施工资料，对项目建设区采取第一次现场调查，针对项目

区原始地形情况布设监测点，针对项目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计划，指导

后期监测工作的开展。

7次

2017年 9月

项目开始施工，根据指定的监测计划，结合第一次实地调查情况，于项

目建设区布设监测点，读取记录监测点数据为后期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编写提供数据。

2017年 10月

全面巡查记录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运行情况，针对项目

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不足区域提出水土保持监测整改措施及补救建

议，要求建设单位整改。

2018年 1月

对已实施的工程防护和临时措施进行了现场调查，并对之前监测过程中

发现的情况进行及时跟进，进一步完善水保措施，并进行本次监测的第

四次外业调查和观测资料收集。

2018年 3月

全面巡查记录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运行情况，对已实施

的工程防护和植被措施进行了现场调查，并进行本次监测的第五次外业

调查和观测资料收集。

2018年 5月
项目已完工，对已实施的工程防护和植被措施进行了现场调查，并进行

本次监测的第六次外业调查和观测资料收集。

2018年 6月
现场调查记录实施完成各项措施运行情况，并进行本次监测的第七次外

业调查和观测资料收集。

2018年 7月

~2018年 11月

收集工程建设相关资料，于室内整编分析，编制《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

（2）监测总结报告编制阶段

2018年 11月对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工作做出客观评价，系统汇总各阶段监测成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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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六项量化评价指标的监测值，向业主提出管理运行阶段的水土保持工作建议，并将监测

总报告报送业主和配合业主进行水土保持设施专项竣工验收工作。

2.5.3.2监测频次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关于监测时段的规定，即建设类项目

监测时段为项目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本项目监测的重点是进行水土保持措施具体实施数

量、质量及其防治效果等监测。

我单位于 2017年 8月组织监测技术人员首次对工程现场进行踏勘，现场确定监测观

测点的布设，并全面调查工程原始占地情况，进行外业影像等相关资料的收集；并根据项

目实际情况确定本工程监测的时段为 2017年 8月～2018年 11月，建设期每季度各监测一

次；自然恢复期每年监测一次。为下阶段水土流失防治及水土保持设施管护提供依据。

2.5.4 监测设备使用

投入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设备主要有钢卷尺、测绘罗盘、GPS等设备，详见表 2-3。

表 2-3 监测设施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仪器 型号规格

1 笔记本电脑 Levono

2 录夹 硬塑

3 专业测绘 GPS MAGELLAN TRITON型
4 皮尺 30m

5 摄像机 索尼

6 数码相机 变焦

7 钢卷尺 5m

2.5.5 监测分区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的规定，参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

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再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根据工程总体布局、功能

分区、水土流失特点以及水土保持监测的可操作性。确定本项目的监测分区为：构建筑物

区、道路硬化区（包含施工场地区）、绿化用地区（包含表土堆场区）、边坡区，水土流失

监测范围分区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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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监测分区及各个分区面积 单位：hm2

监测分区 监测面积 备注

构建筑物区 0.65 永久占地

道路硬化区 9.14 永久占地

绿化用地区 3.19 永久占地

边坡区 1.21 永久占地

施工场地区 占地面积 0.37hm2，临时占用道路硬化区，面积不重复计列

表土堆场区 占地面积 0.48hm2，临时占用绿化用地区，面积不重复计列

合计 14.19

2.5.6 监测重点区域

对项目施工期水土流失情况、扰动、弃土弃渣等情况进行调查。结合项目的特点，本

次监测的重点区域为施工期的道路硬化区（施工场地区设置于本区内）和绿化用地区（表

土堆场区设置于本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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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测内容和方法

3.1监测内容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水保方案报告书》，结合本项目水

土保持的监测目标和原则，调查分析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及其影响因子的变化情况，查清

项目建设区内水土保持措施具体完建数量、质量及其防治效果。同时，根据监测数据分析

确定工程项目是否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防治目标。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主要包括

以下几方面：

3.1.1 项目区水土流失因子监测

（1）地形、地貌、降雨、水系、土壤、林草覆盖度；

（2）建设项目实际占用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

（3）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

（4）工程实际挖方、填方数量及面积，弃土、弃石、弃渣量及堆放面积。

3.1.2 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

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主要是在工程的施工期开展监测工作，主要包括项目建设区和

直接影响区。

（1）项目建设区

A、永久性占地

永久性占地是指项目建设征地红线范围内、由项目建设者（或业主）负责管辖和承担

水土保持法律责任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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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范围地区进行认真复核，监测项目建设有无超范围开发的情况，以及各阶段永久性占地

的变化情况。

B、临时性占地

临时性占地是指因主体工程开发需要、临时占用的部分土地，土地管辖权仍属于原单

位（或个人），建设单位无土地管辖权。水土保持监测是复核临时性占地面积有否超范围

使用。

C、扰动地表面积

扰动地表面积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扰动地表行为造成破坏或占用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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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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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复核扰动地表面积。

（2）直接影响区

主要指因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影响范围内（项目建设区以外）。水土保持监测主

要对直接影响区是否存在占用、破坏等情况进行调查。

3.1.3 弃土弃渣量动态监测

主要监测弃渣量、岩土类型、弃土弃渣堆放情况（面积、堆渣高度、坡长、坡度等）、

防护措施进展情况及拦渣率。

根据项目弃土弃渣动态变化情况，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在项目建设过程实际发生的

弃土弃渣变化情况进行监测。

3.1.4 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

一般开发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主要为：针对工程施工期土壤流失量动态监

测，监测针对不同地表扰动类型的流失特点，对不同地表扰动类型，分别采用标桩法、侵

蚀沟样方测量法，简易径流小区法等进行多点位、多频次监测，经综合分析得出不同扰动

类型的侵蚀强度及水土流失量。

3.1.5 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监测主要是针对施工期和林草植被恢复期开展监测工作，监测内容主要

包括水土流失状况监测、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动态监测和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主要监测项目区内土壤侵蚀类型及形式、水土流失面积。根据本项目所在地区实际情

况，土壤侵蚀的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其中，水力侵蚀形式分为沟蚀和面蚀。此外，对监

测内容还包括水土流失面积的监测。

（2）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动态监测

①防治措施的数量与质量

主要包括防治措施的类型、防治措施的数量、防治措施质量。

②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

对工程建设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进行监测。

③水土流失防治要求及水土保持管理措施实施情况监测。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动态监测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的，监测工程建设实

际情况是否按照《水保方案》中的防治要求实施，水土保持管理措施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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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①对周边河道影响情况

监测水土流失是否流入项目区周边河道，是否对河道产生影响，造成河道淤积、堵塞

等严重危害。

②对周边影响情况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监测工程建设是否对周边产生影响或危害。

③其他水土流失危害

除上述几类危害外，监测工程建设是否还造成了其他的水土流失危害。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的，侧重于对《水保方案》中设计

的直接影响区进行监测，并核实有无对周边造成危害和影响。

3.2监测方法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和本工程建设引起水土流失的特点，本项目的监测主

要采用调查监测与定位监测相结合、临时监测和巡查监测辅助的模式进行监测。

3.2.1 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是指定期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测，采用 GPS定位仪结合地

形图、数码相机、测距仪、测高仪、标杆和尺子等工具，测定不同分区的地表扰动类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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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挡工程、暗涵工程、截排水工程）实施情况。

（一）面积监测

面积监测主要通过收集项目资料及采用手持式 GPS定位仪测定获取。首先对调查区按

照扰动类型进行分区，如堆渣、开挖面等，然后利用 GPS沿各分区边界走一圈，确定各个

分区的面积。面积监测的时段主要是施工期。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A、项目建设区

监测指标为：永久性占地、临时性占地及扰动地表面积。主要根据工程设计资料，结

合 GPS、皮尺等监测设备实地核算，对面积的变化进行监测。

B、直接影响区

监测指标为项目建设压占地区的面积及地类。通过实地调查，结合 GPS、皮尺等监测

设备实地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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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的，结合项目建设区及直

接影响区实地监测面积，统计项目各个时段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水土流失面积监测

对于水土流失面积，采用 GPS、皮尺等监测设备进行实地核算。水土流失面积的监测

主要是在施工期开展监测工作。

水土流失面积监测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的，结合项目建设区及直接影响区

实地监测水土流失面积，统计项目各个时段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面积。

（二）植被监测

植被监测主要是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标准地，标准地的面积为投影面积，要求乔

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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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盖度和类型区林草覆盖度。植被监测主要是在运行初期开展监测工作，针对整个工程

的全部区域进行监测。

（三）其它调查监测

（1）水土流失因子

水土流失因子监测是在施工期和运行初期开展监测工作。

对于项目区的地形地貌因子、气象因子、植被因子、水文因子、原土地利用情况、社

会因子及经济因子，在现场实地踏勘的基础上查阅相关资料、询问、对照《水保方案》等

形式获取。

对于土壤因子的监测指标有：土壤类型、地面组成物质、土壤含水率、孔隙度、土壤

容重、土壤 PH值、土壤抗蚀性，具体监测方法如下：

A、土壤类型及地面组成物质识别

土壤类型及地面组成物质识别鉴定标准见表 3-1和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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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国际制土壤质地分类

质地分类 各级土粒重量（%）

类别 质地名称
粘粒

(<0.002mm)

粉沙粒

(0.02～0.002mm)

砂粒

(2～0.02mm)

沙土类 沙土及壤质沙土 0～15 0～15 85～100

壤土类

砂质壤土 0～15 0～45 40～85

壤 土 0～15 35～45 40～55

粉沙质壤土 0～15 45～100 0～55

粘壤

土类

砂质粘壤土 15～25 0～30 55～85

粘壤土 15～25 20～45 30～55

粉沙质粘壤土 15～25 45～85 0～40

粘土类

砂质粘土 25～45 0～20 55～75

壤质粘土 25～45 0～45 10～55

粉沙质粘土 25～45 45～75 0～30

粘 土 45～65 0～35 0～55

重 粘 土 65～100 0～35 0～35

表 3-2 野外土壤质地指感法鉴定标准

土壤

质地

肉眼观察

形态

在手中研磨时

的感觉

土壤干燥时

的状态

湿时搓成土球

（直径 1cm）

湿时搓成土条

（2mm粗）

砂土
几乎全是

砂粒

感觉全是砂砾，搓时沙

沙作响
松散的单位

不能或勉强成

球一触即碎
搓不成条

砂壤

土

以砂为主，有

少量细土粒

感觉主要是砂，稍有土

的感觉搓时沙沙作响

土块用手轻压或抛在

铁锹上很易散碎

可成球，轻压

即碎

勉强搓成不完整的短

条

轻壤

土

砂多，细土约

占二三成

感觉有较多

粘质颗粒

用手压碎土块，相当于

压断一根火柴棒的力

可成球，压扁时边

缘裂缝多而大

可成条，轻轻提起即

断

中壤

土

还能见到

沙砾

感觉沙砾大致相当，有

面粉状细腻感
土块较难用手压碎

可成球，压扁时有

小裂缝

可成条，弯成 2cm直

径圆圈时易断

重壤

土

几乎见不

到沙砾
感觉不到沙砾存在 干土块难用手压碎

可成球， 压扁时

仍有小裂缝

可成条和弯成圆圈，

将圆圈压扁有裂缝

粘土 看不到沙砾
完全是细腻粉末

状感觉

干土块手压不碎，锤击

也不成粉末

可成球，压扁后边

缘无裂缝

可成条和弯成圆圈，

将圆圈压扁无裂缝

B、土壤含水率测定

用铝盒在剖面上取三个土样，带回室内称得湿土重，然后在 105度烘箱中烘 8小时至

恒重，称得干土重，用下列公式计算土壤含水率：

%100



干土重

干土重湿土重
土壤含水率

水土流失因子监测中的地形地貌因子、气象因子、植被因子、水文因子、原土地利用

情况、社会因子及经济因子是针对全区开展的；土壤因子的监测是根据实际需要，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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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区域选取有代表性的土样进行测算，确定不同扰动类型下的土壤其土壤侵蚀强度及

侵蚀量的关系。

（2）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主要是在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开展监测工作。

Ⅰ施工期

A、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主要调查的监测指标为项目区内土壤侵蚀类型、形式及型式。对于土壤侵蚀类型及形

式，采取现场识别的方式获取；土壤侵蚀强度根据实地踏勘，对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

准》（SL190-2007）进行确定。

B、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① 防治措施的数量与质量

本工程全区水土保持措施的数量主要由业主及监理单位提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要由

监理单位确定。

水土保持监测需要对监测重点地段或重点对象的防治措施工程量进行实地测量，对于

质量问题主要由监理确定。

② 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

本工程的防护工程主要指排水沟、沉沙池工程，工程的施工质量主要由监理单位确定，

监测时主要查看其是否存在损害或砼裂缝、挡墙断裂或沉降等不稳定情况出现，做出定性

描述。

③ 水土流失防治要求及水土保持管理措施实施情况监测。

主要采用实地调查、问询、收集水土保持大事记、收集业主针对水土保持相关政策等

方式获得。

Ⅱ自然恢复期

A、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主要调查的监测指标为项目区内土壤侵蚀类型、形式及型式。对于土壤侵蚀类型及形

式，采取现场识别的方式获取；土壤侵蚀强度根据实地踏勘，对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

准》（SL190-2007）进行确定。

B、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① 防治措施的数量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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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全区水土保持措施的数量主要由业主及监理单位提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要由

监理单位确定。

水土保持监测需要对监测重点地段或重点对象的防治措施工程量进行实地测量，对于

质量问题主要由监理确定。

② 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

本工程的防护工程主要指排水沟、沉沙池等工程，工程的施工质量主要由监理单位确

定，监测时主要查看其是否存在损害或砼裂缝、挡墙断裂或沉降等不稳定情况出现，做出

定性描述。

③ 水土流失防治要求及水土保持管理措施实施情况监测。

主要采用实地调查、问询、收集水土保持大事记、收集业主针对水土保持相关政策等

方式获得。

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主要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监测工作。

3.2.2 定位监测

定位监测方法主要用于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运行初期）。在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进

行施工期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和自然恢复期的土壤流失量监测。

对全区的土壤侵蚀模数及土壤流失量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法获得：

A、实测法

通过本项目布置的监测设施（简易坡面量测法、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测针法等）进

行实测，获得某一有代表性地区的侵蚀模数作为基础，再根据本项目其他区域的实际的地

形地貌、气候特征、地面组成物质、植被覆盖度、土壤类型及扰动的实地地块坡度、坡长、

侵蚀类型、弃土（弃渣）的堆放形态等因素，综合分析得出项目各侵蚀单元的平均侵蚀模

数，从而求得全区的土壤流失量。

B、类比法

采用已有的其它同类工程监测数据为基础，结合本项目实际的地形地貌、气候特征、

地面组成物质、植被覆盖度、土壤类型及扰动的实地地块坡度、坡长、侵蚀类型、弃土（弃

渣）的堆放形态等因素，综合分析得出项目各侵蚀单元的平均侵蚀模数，从而求得全区的

土壤流失量。

C、经验推测法

对于部分监测区域的侵蚀模数，可采取人工经验推测的方式。即根据实际的坡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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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组成物质、侵蚀类型、坡长、植被盖度等，直接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对各个侵蚀单元的侵蚀模数进行取值，再根据各侵蚀单元的面积，求得全

区土壤流失量。

3.2.3 巡查

巡查主要是在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和运行初期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所采用的监

测方法，尤其注意对于直接影响区的影响情况。巡查的主要内容是水土流失危害和重大水

土流失事件动态监测。

Ⅰ施工期

（1）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A、对周边河道影响情况

通过实地踏勘、走访群众等形式进行监测。

B、对周边水利设施影响情况

通过实地踏勘、走访群众、项目管理人员等形式进行监测。

C、其他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实地踏勘、问卷调查等形式进行监测。

（2）重大水土流失事件监测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结合水土流失状况，按照现场实际情况开展监测工作。

Ⅱ运行初期

（1）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A、对周边河道影响情况

通过实地踏勘、走访群众等形式进行监测。

B、对周边水利设施影响情况

通过实地踏勘、走访群众、项目管理人员等形式进行监测。

C、其他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实地踏勘、问卷调查等形式进行监测。

（2）重大水土流失事件监测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结合水土流失状况，按照现场实际情况开展监测工作。

3.3监测时段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等有关规定，结合项目所在区域气候、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第 3章 监测内容和方法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6

土壤、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本次监测将对项目区建设期中水土流

失和运行期中水土流失进行调查，，重点对项目的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数量、

质量及其防治效果进行监测，监测时段为 2017年 8月～2018年 11月。

结合工程建设特点及实际情况，确定各分区的水土保持监测内容、方法、时段及频次，

具体内容详见表 3-3。

表 3- 3 水土保持监测内容、时段及频次

年限
时间 总次数

（次）2017.8 2017.9 2017.10 2018.1 2018.3 2018.5 2018.6

合计（次） 1 1 1 1 1 1 1 7

3.4监测点布设

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主要以调查监测及定点观测相结合。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

程》（SL277-2002）中监测点布设原则和选址要求，结合本工程实地踏勘情况，考虑工程

水土流失特点和水土保持措施布局特征，在代表性较强的构建筑物区、道路硬化区（施工

场地区包含于本区内）、绿化用地区（表土堆场区包含于本区内）、边坡区布设了 7个水土

保持监测点；在各监测点内根据该点的情况针对性地确定不同的监测内容；各监测点的布

置、监测内容详见表 3-4。

表 3-4 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点位置 监测点个数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工程建设区

构建筑物区 1

水土流失因子监测 实地调查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实地调查

工程措施监测 实地调查

道路硬化区 2

水土流失因子监测 实地调查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实地调查

临时措施监测 实地调查

绿化用地区 2

水土流失因子监测 实地调查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实地调查

临时措施监测 实地调查

植物措施监测 样方调查

边坡区 2

水土流失因子监测 实地调查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实地调查

工程措施监测 实地调查

植物措施监测 样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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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侵蚀单元侵蚀模数的分析确定

4.1侵蚀单元划分

4.1.1 划分原则

参照水土保持监测分区的划分原则，确定侵蚀单元划分按照以下原则进行：

（1）施工扰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水土流失影响等有显著差异；

（2）相同分区内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导因子相近或相似；

（3）各级分区应层次分明，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

4.1.2 原地貌侵蚀单元划分

原地貌的侵蚀单元划分主要是根据项目设计资料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以及《水保

方案》划分，项目实施前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原生地貌主要有林地、坡耕地、

建设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其它土地五个侵蚀单元。

4.1.3 地表扰动类型划分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用地是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遵循保护环境、尽可能减少用地、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进行施工场

地、工程布置等永久及临时性用地的规划。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各项施工活动都控制在规

划用地范围内。

为了客观地反映建设项目的水土流失特点，对建设项目地表扰动进行适量的分类。施

工过程中地表扰动主要为建筑物区、道路硬化区、绿化用地区（施工场地区和表土堆场区

包含于本区内）。工程各区域的开挖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水土流失特点。根据监测工作的实

际需要和项目建设的工程特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同一扰动类型的流失特点和流

失强度基本一致，不同扰动类型的流失特点和流失强度明显不同的原则进行。

根据本工程各分区的水土流失特点，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扰动类型分为构建筑物区、

道路硬化区（施工场地区包含于本区内）、绿化用地区（表土堆场区包含于本区内）3个侵

蚀单元。

4.1.4 防治措施分类

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工程施工过程中布设了排水沟、沉沙池，车辆清洗池，并于前

期进行表土剥离和临时挡拦，同时注重对堆放的砂石料和清运的车辆顶部进行覆盖，工程

后期项目区布设有永久排水管网，在绿化用地区进行绿化。为此，本项目防治措施类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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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三类。

4.2各地表扰动类型侵蚀模数

4.2.1 原地貌的侵蚀模数

据《云南省水土流失调查成果公告（2015年）》和砚山县土壤侵蚀现状图，参照《土

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结合实地调查和项目区原始水土流失现状，按土地

利用类型分区段综合分析后统计计算确定如下：

经加权平均分析，项目建设区原生土壤侵蚀模数为 1126.41t/km2.a，属中度侵蚀类型。

表 4-1 原生土壤侵蚀模数取值

序号 地类 自然因素 原生土壤侵蚀模数(t/km2·a)

1 林地 郁闭度大于 60%，坡度在 5-15° 420

2 建设用地 建筑物或地面硬化 50

3 坡耕地 坡度在 5-15°，大部分被农作物覆盖 2600

4 交通运输用地 为机耕道路，土质路面 2800

5 其它土地 为裸岩 50

4.2.2各地表扰动类型侵蚀模数

施工期是指工程开工建设到土建施工结束的时间段，施工期监测时段为 2017年 9月

~2018年 5月，共 9个月。在此期间，工程建设土石方工程量较大、地表扰动强烈，土壤

侵蚀强烈。根据监测点布置情况，本工程在项目区共设置 7个监测点，主要设置在构建筑

物区、道路硬化区、绿化用地区、边坡区。施工期的各地表扰动类型侵蚀模数主要利用对

这 4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了调查监测获得。

（1）构建筑物区

该区域占地 0.65hm2，在场地平整、房屋基础及地下建筑的开挖施工过程中，地面受

到了全面扰动，表土松散、地表开挖裸露。随着基础开挖结束和地下建筑施工完成，地表

被构建筑物覆盖。项目区内施工条件较好，挖填工程施工进度总体较快，有利于水土保持，

同时施工期间在基坑外围布设了临时排水沟。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对施工期资料的分析，确

定构建筑物区施工期的土壤侵蚀强度为强烈流失，侵蚀模数为 8000t/（km2·a），流失时段

确定为 0.58年，即 2017年 9月~2018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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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水土流失监测情况表

监测区名称 构建筑物区

拍摄时间 2017年 8月 拍摄时间 2017年 9月

拍摄时间 2017年 10月 拍摄时间 2018年 1月

拍摄时间 2018年 3月 拍摄时间 2018年 5月

拍摄地点 构建筑物区调查点

（2）道路硬化区（施工场地区包含于本区内）

本区占地 9.14hm2，在建设期间，区域内均有不同程度的挖损和占压破坏，侵蚀强度以

强烈侵蚀为主。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对施工期资料分析，确定道路硬化区侵蚀模数为 8000t/

（km2·a），流失时段确定为 0.67年，即 2017年 9月~2018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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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水土流失监测情况表

监测区名称 道路硬化区

拍摄时间 2017年 8月 拍摄时间 2017年 9月

拍摄时间 2017年 10月 拍摄时间 2018年 1月

拍摄时间 2018年 3月 拍摄时间 2018年 5月

拍摄地点 道路硬化区调查点

（3）绿化用地区（表土堆场区包含于本区内）

本区占地 3.19hm2，在建设期间，区域内均有不同程度的挖损和占压破坏，且表土堆

场区设置于本区内，综合考虑，侵蚀强度以强烈侵蚀为主。根据实地调查和资料统计复核，

施工期间，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对施工期资料分析，确定绿化用地区侵蚀模数为 8000t/

（km2·a），流失时段确定为流失时段确定为 0.75年，即 2017年 9月~2018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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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水土流失监测情况表

监测区名称 绿化用地区

拍摄时间 2017年 8月 拍摄时间 2017年 9月

拍摄时间 2017年 10月 拍摄时间 2018年 1月

拍摄时间 2018年 3月 2018年 5月

拍摄地点 绿化用地区调查点

（4）边坡区（表土堆场区包含于本区内）

本区占地 1.21hm2，在建设期间，区域内均有不同程度的挖损和占压破坏，综合考虑，

侵蚀强度以强烈侵蚀为主。根据实地调查和资料统计复核，施工期间，通过现场调查以及

对施工期资料分析，确定绿化用地区侵蚀模数为 8000t/（km2·a），流失时段确定为流失时

段确定为 0.75年，即 2017年 9月~2018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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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施工期项目各区域地表扰动土壤侵蚀模数表

监测分区 监测面积（hm2） 土壤侵蚀模数（t/km2•a）

构建筑物区 0.65 8000

道路硬化区 9.14 8000

绿化用地区 3.19 8000

边坡区 1.21 8000

合计 14.19 8000

4.2.3防治措施实施后侵蚀模数

施工结束后，地表扰动基本停止，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已实施完成，构建筑物区、道路

硬化区全部被永久建筑物覆盖或硬化，绿化用地区被植物覆盖，水土流失逐渐减轻，边坡

区实施了混凝土框格护坡、碎石硬化、撒草绿化等措施，水土流失逐渐减轻。防治措施实

施后的各地表扰动类型侵蚀模数主要利用植被恢复期 4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了调查监

测获得。

（1）构建筑物区

在构建筑物区沿边缘布设了与内部排水管网相连接的排水系统，将雨水集中于中水回

用站，经处理后，用于绿化；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标后排入污水管网。雨污分流的排水方

式，有利于防治水污染，对保护水环境效果较好。本区已被永久建筑物覆盖，侵蚀模数为

0t/（km2·a）。

表 4-6 水土流失监测情况表

监测区名称 构建筑物区

构建筑物区情况

拍摄时间 2018年 5月 拍摄地点 构建筑物区调查点

（2）道路硬化区（包含施工场地区）

根据现场调查，道路硬化区路面铺筑已经完成，地面被混凝土硬化，侵蚀模数为 0t/

（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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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水土流失监测情况表

监测区名称 道路硬化区

道路硬化区情况

拍摄时间 2018年 5月 拍摄地点 道路硬化区调查点

（3）绿化用地区（包含表土堆场区）

绿化区全部进行绿化，采用乔灌草相结合。主要种植乔木、灌木和草坪。根据现场调

查该处林草覆盖率达 75%以上，由于目前还有部分区域的植被处于掩护阶段，采用地膜铺

设，存在一定的地表外漏情况，总结考虑后，土壤模数为 1200t/（km2·a）。

表 4-8 水土流失监测情况表

监测区名称 绿化用地区

拍摄时间 2017年 5月 拍摄地点 绿化用地区调查点

（4）边坡区

边坡区实施了混凝土框格护坡、碎石硬化、撒草绿化等措施。根据现场调查该处林草

覆盖率较低，总结考虑后，土壤模数为 15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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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自然恢复期项目各区域地表扰动土壤侵蚀模数表

监测分区 监测面积（hm2） 土壤侵蚀模数（t/km2•a）

构建筑物区 0.65 0

道路硬化区 9.14 0

绿化用地区 3.19 1200

边坡区 1.21 1500

合计 14.19 3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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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与分析

5.1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

5.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及其

批复文件，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分为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两部分，防治责任

范围总面积为 16.32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4.19hm2，直接影响区 2.13hm2。各分区防治责

任面积见表 5-1。

（1）项目建设区：包括构建筑物区、道路硬化区、绿化用地区，面积共计 14.19hm2。

（2）直接影响区：直接影响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13hm2。

表 5-1 《水保方案》确定的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面积

一 项目建设区 hm2 14.19

1 构建筑物区 hm2 3.64

2 道路硬化区 hm2 8.17

3 绿化用地区 hm2 2.38

二 直接影响区 hm2 2.13

合计 hm2 16.32

5.1.2 实际监测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及分析

经监测组现场监测，确定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5.4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4.19hm2，直接影响区 1.28hm2。具体各分区的详细面积详见表 5-2。

表 5-2 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面积

一 项目建设区 hm2 14.19

1 构建筑物区 hm2 0.65

2 道路硬化区 hm2 9.14

3 绿化用地区 hm2 3.19

4 边坡区 hm2 1.21

二 直接影响区 hm2 1.28

合计 hm2 15.47

5.1.3 实际监测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设计对比情况

水土保持监测确定的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水保批复相比减少了 0.85hm2，

具体详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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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变化对比表

项目组成
方案

值

实际

值
增减

变化比

例
备注

构建筑物区 3.64 0.65 -2.99 -82.14%

根据实际情况，本工程未修建汽车酒店、旅客服务中

心、儿童游乐场、廊架等建筑物，导致构建筑物区面

积减少了 2.99hm2

道路硬化区 8.17 9.14 +0.97 +11.87%

根据实际情况，本工程对场区布设进行了调整，道路

硬化区实际占地面积为 9.14hm2，导致构建筑物区面

积增加了 0.97hm2

绿化用地区 2.38 3.19 +0.81 +34.03%

根据实际情况，本工程对场区布设进行了调整，绿化

用地区实际占地面积为 3.19hm2，导致构建筑物区面

积增加了 0.81hm2

边坡区 0 1.21 +1.21 +100%

根据实际情况，本工程对场区布设进行了调整，围墙

外侧为边坡区，占地面积为 1.21hm2，导致边坡区面

积增加了 1.21hm2

直接影响区 2.13 1.28 -0.85 -33.91%
工程建设期间实施了排水、拦挡、覆盖等措施防护，

导致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了 0.85hm2

防治责任范

围
16.32 15.36 -0.85 -5.21%

工程总占地面积未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了

0.85hm2，总的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了 0.85hm2

5.2弃土弃渣监测结果

根据《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及其

批复文件，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开挖土石方总方量为 19.98万 m3（其中表土剥离 0.72万 m3，

土石方开挖 19.26万 m3），回填土石方 19.98万 m3（含表土 0.72万 m3），不产生废弃土石

方。

根据资料收集以及实地调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实际开挖土石方总方量为 20.39万

m3（其中表土剥离 1.21万 m3，土石方开挖 19.18万 m3），回填土石方 20.39万 m3（含表土

1.21万 m3），不产生废弃土石方。

5.3地表扰动面积监测结果

一般开发建设项目地表扰动面积监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扰动类型判断和面积监

测，其中扰动类型判断是关键，扰动类型的划分和判定是由其侵蚀强度确定的，监测过程

中必须根据实际流失状态进行归类和进行面积监测。

项目区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 14.19hm2，其中构建筑物区占地 0.65hm2，道路硬化区占

地 9.14hm2，绿化用地区占地 3.19hm2，边坡区 1.21hm2，总占地面积与《砚平高速公路炭

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及批复保持一致，仅各分区战地

发生了一定变化，工程各分区占地面积详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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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工程建设扰动面积对照表

项目分区
原设计扰动面

积（hm2）

实际扰动

面积（hm2）

增减情况

（+、-）
备注

构建筑物

区
3.64 0.65 -2.99

根据实际情况，本工程未修建汽车酒店、旅客服务中

心、儿童游乐场、廊架等建筑物，导致构建筑物区面

积减少了 2.99hm2

道路硬化

区
8.17 9.14 +0.97

根据实际情况，本工程对场区布设进行了调整，道路

硬化区实际占地面积为 9.14hm2，导致构建筑物区面积

增加了 0.97hm2

绿化用地

区
2.38 3.19 +0.81

根据实际情况，本工程对场区布设进行了调整，绿化

用地区实际占地面积为 3.19hm2，导致构建筑物区面积

增加了 0.81hm2

边坡区 1.21 +1.21

根据实际情况，本工程对场区布设进行了调整，围墙

外侧为边坡区，占地面积为 1.21hm2，导致边坡区面积

增加了 1.21hm2

合计 14.19 14.19 0

5.4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

5.4.1 各阶段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为新建建设类项目，参照同类工程建设经验，结合该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工程

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项目建设期。建设期由于要进行场地平整、配套建筑

物的建设，需进行大面积的开挖、回填等施工活动，因此，土壤侵蚀较大，但在相应同步

的防治措施治理下，产生的水土流失也得到有效控制。

通过各侵蚀单元侵蚀模数的确定，采用公式：流失量=∑侵蚀单元面积×侵蚀强度，对

监测时段（2017年 9月~2018年 11月）水土流失情况进行计算。

通过计算，项目区原生土壤流失量为 252.91t，施工期土壤流失量为 784.06t，监测时

段水保措施治理后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 28.22t。在自然恢复期，由于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效益的发挥，各区侵蚀模数开始降低，水土流失量也随之减少。各分区在不同时段水土流

失量情况具体分析表 5-4、5-5、5-6。

表 5-4 项目建设区原生水土流失量计算表

监测分区 面积（hm2） 土壤侵蚀模数（t/km2•a） 时段（a） 土壤流失量（t）

构建筑物区 3.64 1126.41 1.75 71.75

道路硬化区 8.17 1126.41 1.75 161.05

绿化用地区 2.38 1126.41 1.75 20.11

合计 14.19 252.91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5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与分析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38

表 5-5 项目区施工期水土流失量计算表

监测分区 面积（hm2） 土壤侵蚀模数（t/km2•a） 时段（a） 土壤流失量（t）

构建筑物区 0.65 8000 0.58 30.16

道路硬化区 9.14 8000 0.67 489.90

绿化用地区 3.19 8000 0.75 191.40

边坡区 1.21 8000 0.75 72.60

合计 14.19 784.06

表 5-6 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条件下水土流失量计算表

监测分区 面积（hm2） 土壤侵蚀模数（t/km2•a） 时段（a） 土壤流失量（t）

构建筑物区 0.65 0 0.5 0

道路硬化区 9.14 0 0.5 0

绿化用地区 3.19 1200 0.5 19.14

边坡区 1.21 1500 0.5 9.08

合计 14.19 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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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

6.1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6.1.1 方案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实施情况对比

一、原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

（1）水保方案主体工程设计水保措施及工程量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主体工程设计水保措施有：工程措施：道路硬化区混

凝土排水沟 2500m；植物措施：绿化用地区景观绿化 2.38hm2。

（2）水保方案新增水保措施及工程量

新增的水土保持措施为：

（1）工程措施：构建筑物区表土剥离 1900m3；道路硬化区表土剥离 4100m3；绿化用

地区表土剥离 1200m3。

（2）临时措施：构建筑物区临时覆盖 2180m2；道路硬化区临时排水沟 2500m，临时

沉沙池 8座，车辆清洗池 2座；绿化用地区临时排水沟 866m，临时拦挡 753m，临时覆盖

5372m2。

二、实际实施水保措施及工程量

实际水土保持措施为：

（1）工程措施：构建筑物区表土剥离 305m3；道路硬化区表土剥离 7875m3，混凝土

排水沟 1967.3m，砖砌排水沟 704m，铺设透水砖 0.65hm2，埋设雨水管 3037.89m；绿化用

地区表土剥离 2950m3，植草砖护坡 0.41hm2；边坡区表土剥离 970m3，碎石硬化 0.31hm2，

混凝土框格护坡 0.12hm2。

（2）植物措施：绿化用地区景观绿化 3.19hm2；边坡区撒草绿化 0.77hm2。

（3）临时措施：道路硬化区临时排水沟 3300m，临时沉沙池 4座；绿化用地区临时

拦挡 240m，临时覆盖 4100m2；边坡区临时覆盖 1100m2。

设计工程措施与实际实施对比详见表 6-1。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第 6章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40

表 6-1 水土保持措施实际实施与设计情况对比统计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措施量

备注
设计量 实施量 变化量

构建筑物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m3 1900 305 -1595
根据实际情况，构建筑物区建设占地面积减少了 2.99hm2，导致该区域可

剥离表土面积减少，最终表土剥离量减少了 1595m3

临时措施 临时覆盖 m2 2180 0 -2180
根据实地监测，构建筑物区土建期间开挖土方施行边开挖边回填，导致

该区域没有实施临时覆盖措施

道路硬化区

工程措施

混凝土排

水沟
m 2500 1967.3 -532.70

根据实际情况，为减少该区域汇水，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合理布置该区

域排水措施，本工程减少了混凝土排水沟，增加了透水砖、砖砌排水沟、

雨水管等措施

表土剥离 m3 4100 7875 +3775
根据实际情况，道路硬化区建设占地面积增加了 0.97hm2，导致该区域可

剥离表土面积增加，最终表土剥离量增加了 3775m3

砖砌排水

沟
m 0 704 +704

根据实际情况，为减少该区域汇水，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合理布置该区

域排水措施，本工程增加了砖砌排水沟措施

透水砖 hm2 0 0.65 +0.65
根据实际情况，为减少该区域汇水，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合理布置该区

域排水措施，本工程增加了透水砖措施

雨水管 m 0 3037.89 +3037.89
根据实际情况，为减少该区域汇水，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合理布置该区

域排水措施，本工程增加了雨水管措施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

沟
m 2500 3300 +800

根据实际情况，道路硬化区建设占地面积增加了 0.97hm2，导致该区域汇

水面积增加，最终该区域临时排水沟增加了 800m

沉砂池 座 8 4 -4
根据实际情况，道路硬化区于临时排水沟末端实施了 4座沉砂池，导致

该区域临时沉砂池减少了 4座

车辆清洗

池
座 2 0 -2

根据实际情况，工程土建期较短，无需实施车辆清洗池，导致该区域车

辆清洗池减少了 2座

绿化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m3 1200 2950 +1750
根据实际情况，绿化用地区占地面积增加了 0.81hm2，导致该区域可剥离

表土面积增加，最终表土剥离量增加了 1750m3

植草砖护

坡
hm2 0 0.41 +0.41

根据实际情况，为减少绿化用地区边坡水土流失，工程于该区域实施了

植草砖护坡 0.41hm2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 hm2 2.38 3.19 +0.81
根据实际情况，绿化用地区占地面积增加了 0.81hm2，导致该区域可绿化

面积增加 0.81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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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

沟
m 866 0 -866

根据实际情况，绿化用地区临时排水采用道路硬化区临时排水沟排水，

导致该区域临时排水沟减少了 866m

临时拦挡 m 753 240 -513
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期间工程仅实施了表土堆场区的临时拦挡措施，导

致该区域临时拦挡减少了 513m

临时覆盖 m2 5372 4100 -1272
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期间工程仅实施了表土堆场区的临时覆盖措施，导

致该区域临时覆盖减少了 1272m2

边坡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m3 0 970 +970
根据实际情况，边坡区建设占地面积增加了 1.21hm2，导致该区域可剥离

表土面积增加，最终表土剥离量增加了 970m3

碎石硬化 hm2 0 0.31 +0.31

根据实际情况，为边坡区减少水土流失，合理利用开挖产生的石方，工

程于边坡区部分裸露区域采取了碎石硬化，硬化面积约为 0.31hm2，导致

该区域碎石硬化面积增加了 0.31hm2

混凝土框

格护坡
hm2 0 0.12 +0.12

根据实际情况，为防止工程建设产生的开挖边坡水土流失，工程于开建

设形成的边坡采取了混凝土框格护坡，护坡面积约为 0.12hm2，导致该区

域混凝土框格护坡增加了 0.12hm2

植物措施 撒草绿化 hm2 0 0.77 +0.77
根据实际情况，为减少边坡区水土流失，工程于边坡区实施撒草绿化

0.77hm2，导致该区域撒草绿化面积增加了 0.77hm2

临时措施 临时覆盖 m2 0 1100 +1100
根据实际情况，为减少边坡区水土流失，减少边坡区裸露，工程于边坡

区实施临时覆盖 1100m2，导致该区域临时覆盖面积增加了 11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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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了主体工程统一管理，同主体工程“三同时”

实施。建设单位建立了严格的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实行质量自控自检、中心试验室实地

抽检、监理单位旁站监理、建设单位巡视抽查、质监单位查验核实制度，切实有效地保障

了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质量，使水土保持工作得到顺利的开展，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发挥了一

定的水土保持效益，使因工程建设而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

（三）实施措施质量及运行情况

（1）工程措施

根据现场监测，工程实施的排水沟、雨水管、透水砖等措施运行正常，未发现损坏、

淤堵等现象。

（2）植物措施

根据现场监测，工程实施的植被绿化措施，平均成活率达到 85%以上，平均覆盖度达

75%以上，发挥了设计功效，有效郁闭了地表，起到了明显的固土效果。建议建设单位对

绿化区做好撒水养护工作。

6.2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动态监测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工程区的水土流失，确保项目区建筑物安

全、保障安全运行、美化项目区环境。根据方案编制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对项目区水土流

失防治执行的等级标准，结合有关规定要求和监测所得成果，对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六项

指标进行验算分析如下：

6.2.1 扰动土地整治率

项目建设过程中扰动土地面积为 14.19hm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达 14.19hm2，扰动土地

整治率达到 99.93%。详见表 6-2。

表 6-2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项目分区
扰动面积

（hm2）

整治面积
建构筑物及

硬化面积

工程措施面

积

植物措施

面积

扰动土地

整治率

（%）hm2

构建筑物区 0.65 0.65 0.65

99.93

道路硬化区 9.14 9.14 8.41 0.73

绿化用地区 3.19 3.19 3.19

边坡区 1.21 1.20 0.43 0.77

合计 14.19 14.18 9.06 1.16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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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项目工程水土流失面积 5.13hm2（不含建筑物、硬化及路面面积 9.06hm2），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为 5.12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81%。在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中，建构筑物硬

化面积为 9.06hm2，工程措施面积为 1.16hm2，植被覆盖面积 3.96hm2。具体各区域面积情

况详见表 6-3。

表 6-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项目分区
扰动面积

（hm2）

建构筑物

硬化面积

工程措施

路面广场

面积

植物措施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水土流失

治理面积

（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hm2

构建筑物区 0.65 0.65 / /

99.81

道路硬化区 9.14 8.41 0.73 0.73 0.73

绿化用地区 3.19 3.19 3.19 3.19

边坡区 1.21 0.43 0.77 1.21 1.20

合计 14.19 9.06 1.16 3.96 5.13 5.12

6.2.3 拦渣率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实际开挖土石方总方量为 20.39万 m3（其中表土剥离 1.21万 m3，

土石方开挖 19.18万 m3），回填土石方 20.39万 m3（含表土 1.21万 m3），不产生废弃土石

方。

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时堆放剥离表土土方 0.72万 m3，采取了临时拦挡及临时覆盖措施

进行防治，同时对堆放的砂石料和清运的车辆顶部进行覆盖，拦渣率可达到 98%以上。

6.2.4 土壤流失控制比

通过现场监测，根据监测末期土壤流失程度，项目区建设区内土壤侵蚀强度为 397.67t/

（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将达 1.26。达到《水保方案》防治目标。

6.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区可绿化面积为 3.97hm2，项目实际实施了 3.96hm2的绿地，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75%。具体各分区详细计算情况详见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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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项目分区
占地面积

（hm2）

可绿化面积 植被恢复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hm2

构建筑物区 0.65 / /

99.75

道路硬化区 9.14 / /

绿化用地区 3.19 3.19 3.19

边坡区 1.21 0.78 0.77

合计 14.19 3.97 3.96

6.2.6 林草覆盖率

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为 14.19hm2，植被覆盖面积为 3.96m2，林草覆盖率达 27.91%，

具体各分区详细计算详见表 6-5。

表 6-5 项目区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项目分区
扰动面积
（hm2）

植被恢复面积（hm2）
林草覆盖率
（%）

构建筑物区 0.65 /

27.91

道路硬化区 9.14 /

绿化用地区 3.19 3.19

边坡区 1.21 0.77

合计 14.19 3.96

6.3运行初期水土流失分析

通过监测，在本项目进入试运行以来，项目建设区内各项措施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

作用，区内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土壤侵蚀强度均已控制在容许值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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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7.1.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及防治达标情况

水土流失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其强度也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基础施工建设的开始，

水土流失强度增强，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的治理又得到控制；到基础工程建设尾期，水土流

失强度将减小，在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较好的发挥作用下将降低到最小。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截至 2018年 11月，项目区水土保持监测各指标情况详见表

7-1。

表 7-1 项目区水土保持监测指标达标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方案防治目标值 监测结果值 备注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9.93 达到目标值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7 99.81 达到目标值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26 达到目标值

4 拦渣率 % 95 98 达到目标值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9 99.75 达到目标值

6 林草覆盖率 % 27 27.91 达到目标值

通过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效实施，六项指标均达到目标值。

7.1.2 综合结论

根据项目水土保的持监测，从土壤侵蚀背景状况及监测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业主和

施工单位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和生态保护，基本按照设计实施各种预防保护措施。根据监

测成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总体结论：

（1）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项目建设期没有因工程建设施工扰动造成大面积水

土流失和危害。

（2）通过对各工程部位的分项评价，认为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做得较好，主体工程具

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实施到位，项目区内植被得到恢复。

（3）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到位，基本达到了国家要求的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目前，所完成的各项防治、治理措施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标准要求，各项工

程措施保存完整，成活后的植被长势良好，防治措施取得了良好的防治效果。

综上，本工程水土保持项目监测组在询问知情人员、调阅大量技术档案、现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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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后，经认真讨论评估，认为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基本得到落实，各项水土保持工

程在不断优化设计过程中基本完成建设任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类开挖面、施

工场地、施工道路等基本得到及时治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完

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较好地发挥保持水土、改善环境的作用。该工程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建

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水土保持专项投

资落实，各项工程安全可靠、质量合格，工程总体质量达到合格标准，监测认为该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已达到验收条件。

7.1.3 存在问题及意见

为进一步做好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彻底消除水土流失对工程运行产生的不良影

响，我监测单位对业主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组织专人负责对完建水土保持各项设施加强管护，及时对各防治分区的拦

挡及排水设施进行检查，对损坏的设施及时进行修缮，防止水土流失，须重点加强雨季对

排水设施的清理，保持畅通；

（2）定期对已实施的植物措施加强抚育管理，对后期运行期不扰动区域应及时实施

植被恢复措施或硬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对场地造成影响。

7.2监测工作中的经验与问题

7.2.1 监测工作中的经验

通过该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在调查监测、巡查监测和资料收集等方面基本做到了科

学性和有效性，基本获取了真实的监测结果。

水土保持监测人员根据项目区水土流失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向建设单位提出整改措

施、完善建议，可弥补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不足，防治水土保持未设计而实际施工过程中

产生水土流失特点的区域，更有效、全面的防治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

上级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的严格要求、积极协调，建设单位的主动配合与协助，是高质

量地完成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前提。正是有了这两个方面的保证，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才得以顺利开展和完成。此外，监测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熟练运用有关理论与

技术的能力，也是搞好监测工作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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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存在问题与建议

7.2.2.1存在问题

针对本工程的监测情况，监测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由于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大部分区域施工扰动频繁，很难布设监测点，使得在

监测时段内无法全面的布设水土流失监测样方。

（2）在监测过程中，由于人为扰动的原因，使得监测数据精度难保证，一般可比性

较差，与侵蚀模型的建立要求有一定差距，人为扰动因子在建设项目中影响较大。

7.2.2.2建议

为确保开发建设项目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在今后的项目建设

中按照批复的水保方案设计的内容合理地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及时地实施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有效防治工程建设中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为做好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提出以

下建议：

（1）加强后期的植被抚育管理工作，避免因管理不当而影响植被的保存率；

（2）竣工验收后，应加强工程措施的管理、保护，保证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持

续发挥其水土保持功能；

（3）建设单位在进行施工、监理招标时，在标书中明确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要求。在施工过程中，积极配合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保设计的实施和监督管理，

特别是水土保持监测、监理专项检查及验收工作。





砚山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砚发改备案〔2015〕 h号

投资项目备案证

申办企业: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国有

项目名称: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太型服务区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砚平高速公路 (Κ I卫 0卜mOoKH"+⒛0)

建设性质:新建

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占地 212。眨 亩,建设 2个一级油气合

建站、2个充电站、2个加水站、2幢综合服务楼、2幢隹宿

楼、2幢员工宿舍楼以及相应的停车场、道路、公共厕所、

污水处理、绿化带等附属设施。

项目总投资∶项目
`总
投资 16000万元,资佥全额自筹

计划开工时间∶⒛16年 01月

计划竣工时间:20I7年 O3月

备案项目编码 :15兑锟″钧90B5

局

 
日

本各案证有效期二年,自 发放日起计算,逾期自动失效。



砚发改备案 〔⒛17〕 41号

投资项目备案证

申办企业∶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国有

项目名称∶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太型服务区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砚平高速公路 (K11"+η 0¨K11"+η 0)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变更原因∶因征地成本费用及项目投资规模增加。

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 :占地 212。臣 亩,建设 2个一级油气合

建站、2个充电站、2个加水站、2幢综合服务楼、2幢住宿

楼、2幢 员工宿舍楼以及相应的停车场、道路、公共厕所、

污水处理、绿化带等附属设施。

项目总投资∶项目总投资原为 16OO0万元,现更改为2⑴OO

万元,资金全额自筹。

计划开工时间∶⒛17年
"月

计划竣工时间:⒛ 18年 10月

备案项目编码∶1753%2川叨
"1

砚

20
- `·

"`冖

自发放 日起计算,逾期自动失效。

局

本备案证有效期二年 ,

-1-



夕

一

砚水保许〔⒛17〕 17号

砚山县水务局关于《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

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

行政许可决定书

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文山管理处:

你单位向砚山县水务局报送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审批申请后,根据砚山县

发展和改革局文件砚发改备案〔2015〕 甾号《砚山县发展和改革局关

于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各案项目编码 :

15⒓62274990h号 精神,我局已依法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组织专

家对该方案进行了技术审查。经审查,该方案符合法定条件、标

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
-1-



定,决定准予《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的行政许可。

本机关将按有关规定向你单位送达 《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

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的批复。

附件: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可行性研究报告书

砚山县水务局办公室

-2-

⒛17年 8月 I0日 印发



附件

砚山县水务局关于《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

区建设项目水上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

的批复

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文山管理处 :

你单位报来的《砚平高速公路炭房大型服务区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 (报批稿)收悉。我局组织有关人员对

该方案进行了技术审查。经审查认为,该方案基本达到设计深度

要求,现批复如下 :

一、项目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砚山县维摩乡炭房社区酉南部 2.5km,即

G80砚平高速公路炭房路段 K11∝+⒛0_K11"+㈨ 0处。项目区

距砚山县城 28km,东距砚 平̈高速公路炭房收费站 1km,西距小

稼依收费站γh。 项目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

根据主体工程设计资料,结合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统计及现场

调查结呆进行计算分析,项 目规划总占地面积为 14.19hm2,其 中

构建筑物区占地 3。“hm2、 道路硬化区占地 8.17hm2、 绿化用地区

占地 2.38hm2(施工场地区占地 0.24hm2,表土堆场区占地 0。绲hm2

均包含在绿化用地区中);占 地类型包括林地、坡耕地、建设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和其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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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中开挖土石方总方量为 19.98万 m3(其 中表土

剥离 0。” 万Ⅲ3,土石方开挖 19。%万 m3),回 填土石方 19.98万

m3(含表± 0。” 万m3),不产生废弃土石方。

项目为新建建设类项目,计划于2017年 9月 开工,2018年 4

月完工,建设总工期为 0。臼年,总投资 16000万元,其 中土建投

资 11530万 元。投资建设单位为云南省公路开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文山管理处,为本项目法人。

根据 《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保护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 188

号 )及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

(云南省云政发 〔⒛
"〕

165号 ),项 目所在的砚山县属于滇黔桂

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同 时,也属于云南省水

土流失“重点监督区”和“重点治理区”,依据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技术规范》 (GB50433¨2008)和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

治等级标准》(GB5043⒋2008)相关规定,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按

建设类一级标准执行。根据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 2007),项 目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西南土石山区,容

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 a。

根据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土壤植被、水文气象等分

析,按照相应修正标准,进行修正后确定本方案防治目标如下 :

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97%,土壤流

失控制比达 1.0,拦 渣率达到%%,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叨%,

-4-



林草覆盖率达到 27%。

二、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基本达到水利部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技术规范》(GB50433— 2008)、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GB50434)—2008等技术规程、规范及标准的要求,达到

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的深度要求。

三、基本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项目建设区和直

接影响区,防治责任总面积为 16.32公 顷,其 中项目建设区 14.19

公顷,直接影响区2.13公顷。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原则、方法及结果。建设中水土

流失主要有水力侵蚀,工程扰动地表面积 14.19公 顷,损坏水土

保持设施面积 14.19公 顷 (主要为坡耕地和林地 ),本方案服务期

内,工程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1617.18吨 ,新增水土流失

量为 1491。臼 吨。水土流失防治重点时段为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 ,

水土流失重点部位为项目建设区。

五、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基本同意对水土

保持措施实施进度的安排。

六、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目的、原则及监测点的布设,监

测内容、监测计划基本可行。

七、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估算结果。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291.37万元,其 中:(主体已有投资 187,8万元,本方案新增投资

1Os。57万元 )工程措施 53。” 万元,植物措施 142.8万 元,临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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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25.28万元,独立费用 46。 11万元,基本预备费 4.81万元 ,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84470。 OO元 。

八、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结论,由 于方案的实施,水

土保持生态效益达到或超过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九、基本同意 《报告书》所提出的组织领导、技术保证、资

金管理、监督、监理、监测和竣工验收等方案实施保证措施。   
Ⅲ

十、项目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应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

(一 )按照方案实施进度要求抓紧做好资金落实、建设管理

等保证措施,强化工程质量,确保工程安全。

(二 )加强施工组织管理,严格控制施工期道路、施工场地

占地,禁止随意扰动、占压、破坏地貌和植被。

(三 )定期向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

自觉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执法检查。

(四 )切实做好项目区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工作,并按要求

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相关资料和报告。

(五 )工程实施中出现重大设计变更须报原审批单位批准。

(六 )项 目实施和运行中,若需在其他地方取土、采石、取

砂等,应 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并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七 )严格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 
氵

的有关规定,按要求做好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行政验收。      ′

(八 )认真贯彻落实项目“三同时
”
制度,切 实做好施工期间

的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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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平高茔坌路炭房大型服务区踔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允报告书

表 ⒈1~水土倮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名称

流域管理机构 长江水利管理委员会涉及省 (市、区〉 云南省 涉及地市或个数 文山州 涉及县或个数 砚山县
项目规模

规划用地面积
14.19耐 总投资 (万元 ) 16000

土建投资 (万

元 )
开工时间 ⒛Ⅱ7年 9月 完工时间 ⒛Ⅱ8年 4月 设计水平年 ⒛I9年
项目组成 囱积 (LmJ) 挖方量 (万 m吕 ) 填方量 (万 m3) 借方量 (万 亻 ) 弃方量 〈万 m。 )

构建筑物区 3.64 ‘.58 4.28
道路硬化区 10.25 I0.59
绿化用地区

合计 Ⅱ4.19

国家或省级重点防治区名称
漠黔桂岩溶石漠化国蒙缀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及云南省

'和 “萤 占胩擗 盯 ”
土流失 “

重点 理区
”

地貌类型 沸 钿 细 由 扛 〕h△h珀

植被类型

l久笨 笠 业恐带罕风气候
肚照π芋热吊琢罔叮

林 现状林草霍盖率 “.76%

土块类型 红壤 原地貌土壤便畹 IⅡ 2‘ .41
呖洧贡仕湎围面积 (h1') ⒒6.32 容许土壤流失虽 (诎m2.a)

项目建设区 (Lm9) I4.19 扰动地表面积 (hl’ ) Ⅱ4.19
直接影响区 (Lm’ ) 2.Ⅱ 3 损坏水保设施面积 (血2)

建页朋工 联 狁 天 坝测忌星 (0 16I7.18 新增土块流失总量 (t) Ⅱ49Ⅱ .‘7
新增水土流失主要区域 表土堆场区

防

治

目
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土壤流失控制比 拦渣率 (%)

林草植被诙复率 (%)
林草硬盖率 (%) 27

防

治

措

施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构建筑物区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 Ⅱ9oomJ

道路硬化区
主体设计:排水沟犭00m;方
案新增:表土剥离 4ⅡoomJ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 灬0om,临时
沉沙池 8座,车辆清洗池 2座

绿化用地区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Ⅱ20or 主体设计:景观绿化
2.38Lm9

施工场地区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Om,临时拦
__兰 ⒛1m,临时覆盖542扌

表土堆场区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菏 m6ilL,临时≡
~ 挡“2m,临时覆盖 4s3o。l’

投资 (万元 ) 新增
`主

体:8,9″ 45.oo 新增
`主

体: o/142.so 新增
`主

体:小 .28/ll
水土保持总投资 (万元) 291.37 独立费用 (万元 )

监理费 (万元 ) 5.00 丨监测费 (万元) 补偿赀 (万元)   丨 Ⅱ8.污
方案编制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陂责住公司

法定代表人及电话 杨清松
`Ⅱ

3ωsg19651 法定代表人 邱江
地址 昆明市华龙人家 7栋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前兴路而
由阝自亩 650000 邮编 65000o

联系人及电话 寸拙 Ⅱ3兜,l钽61ェ 联系人及电话 曷旨囱 IJⅡ 268o552o
传真

`
传真 o876¨ 3I3o598

电子邮箱 35123937o3(讠 qq.oom 电子邮箱 47⒍灬倪驳讪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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