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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项目

名称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 

建设

规模 
本次验收范围路线长 3.8km，征占地面积

7.74hm2，设涵洞 4 道、平面交叉 2 处

建设单位 中海宏洋庐山西海（九江）投

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联系方式 吴继/13576934004 

建设地点 
九江市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

（原云居山—柘林湖风景名胜

区）巾口乡 
所属流域 修河流域 

工程总投资 4919.91 万元 

工程总工期 15 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江西锦恒水保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王子祺/17679008492 

自然地理类型 红壤丘陵区 防治标准 一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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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量算 
（3）水土保持措施

情况监测 调查监测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调查监测 

（5）水土流失危害

监测 调查监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t/km2·a） 500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hm2） 20.97 土壤容许流失量（t/km2·a） 500 

实际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497.49 水土流失目标值（t/km2·a） 500 

 
防治 
措施 

 
路基工

程区 

工程措施
方格型骨架植草护坡 670m3，人字型骨架护坡 810 m3，排水沟 4100m3，

边沟 2650m3，表土回填 1.12 万 m3； 

植物措施 喷播草灌护坡 19820m2，行道树绿化 1200 株： 

临时措施
表土剥离 1.12 万 m3，装土草袋挡土墙 1250m，苫布覆盖 2600m2，沉沙池

9 个；

桥涵工

程区 

工程措施 预制砼空心六棱块 80m2； 

临时措施 沉淀池 1 个； 

交叉工

程区 

工程措施 排水沟 256m3，表土回填 0.11 万 m3，场地平整 3520m2； 

植物措施 喷播草灌护坡 1680m2, 环岛绿化 3520m2； 

临时措施 表土剥离 0.11 万 m3，装土草袋挡土墙 100m，苫布覆盖 6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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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 
指标 

目标

值（%）

达到

值（%）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

整治率 95 99.4 防治措施面

积（hm2） 3.52
永久建筑物及硬

化面积（hm2） 4.17
扰动土地总面

积（hm2） 7.74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97 98.6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hm2） 7.74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3.57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0 工程措施面积 

（hm2） 1.14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拦渣率 95 99.2 植物措施面积 
（hm2） 2.38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t/km2·a） 500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9 99.2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

积 
2

2.40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2.38

林草覆 
盖率 27 30.7 实际拦挡表土量

（万 m3） 1.22 临时堆表土量（万 m3） 1.23

水土保持治理达

标评价 达标 

总体结论 

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完成了主体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

案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得

到有效控制，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经试运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运行情况良好，整体上已具

有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达到了水土流失防治预期的效果。 

主要建议 

（1）水土保持工程管护工作力度较薄弱，存在着一定的管理漏洞，

建议建设单位加大管护力度，确保水土保持措施效益的正常发挥。 
（2）在以后项目及时自行开展或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监测单位开展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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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云居山——柘林湖（西海）国家级风景区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西南面，跨永修、

武宁两县，其地理坐标为东径 115°04′~115°40′，北纬 29°03′~29°18′。景区地处京九铁路

大动脉，距南昌市 80km，距九江市 80km。紧临长江经济带，属鄱阳湖城市群带中心范

围，经济上受到京九、沿长江两大经济带的辐射，与庐山、鄱阳湖构成赣北旅游体系中

的金三角格局，其地理区位与旅游区位优势十分突出。 

本项目位于九江市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原云居山—柘林湖风景名胜区）巾口乡，

距武宁县城直线距离约 14km，经庐山西海高速，15 分钟车程即可到达武宁县城。 

1.1.2 主要技术指标 

工程名称：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中海宏洋庐山西海（九江）投资有限公司（原中信庐山西海（九江）投

资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九江市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原云居山—柘林湖风景名胜区）巾口乡 

建设性质：新建 

所属流域：修河流域 

项目建设规模：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路线长度为 9.23km，由于客观原因，目

前本工程实际已建设路线长为 3.80km，本次验收范围路线长为 3.8km，用地面积

7.74hm2，本报告内容只包括项目已经建设完成的 3.80km 道路。 

建设投资：总投资为 4919.91 万元人民币，其中土建投资 4124.22 万元人民币，建

设资金全部来源于建设单位自筹。 

项目建设工期：2012 年 1 月开工，于 2013 年 3 月竣工，总工期 15 个月。 

1.1.3 工程进度 

本工程原计划工期为 2011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2 年 8 月建成通车，总工期为 12

个月；实际建设工期为 2012 年 1 月开工建设，2013 年 3 月竣工，总工期为 15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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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自然环境 

一、气象水文 

（1）气象 

本项目所在地属亚热带温和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日

照充裕。年平均气温 16.7℃，年极端最高温度 41.9℃，年极端最低温度-13.5℃。多年平

均降水量为 1513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573mm，10 年一遇最大 24h 降雨量为 

179.6mm，≥10℃积温为 4950℃。雨季主要集中在 4~9 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73.2%以

上。无霜期 241d，常年主导风为东风，年平均风速 2.0m/s。 

（2）水文 

项目区属修河流域，周边主要分布有柘林水库。 

修河，位于江西省西北部，为江西省五大河流之一，发源于铜鼓县高桥乡叶家山，

自源头由南向北流，至修水县马坳上塅，在上塅折向东流，经修水县、武宁县，过柘林

水库，由永修吴城镇注入鄱阳湖。流域面积14797km2，主河道长419km。修河流域河系

发达，流域面积大于10km2的河流305条，修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1663.2mm。 

柘林水库位于修河中游，坝址在九江市永修县。工程于1958年秋开工兴建，1972

年1月开始蓄水。水库集水面积9340km2，水域面积46万余亩，正常水位蓄水面积308km2，

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发电、灌溉、航运和养殖的大（1）型水库，柘林水库正常蓄

水位65.00m（吴淞高程），汛期限制水位64.00m，死水位50.00m，限死水位47.00m，

设计洪水位70.13m，校核（保坝）洪水位73.01m，水库总库容79.2亿m3，其中兴利库容

34.47亿m3，调洪库容32.00亿m3，死库容15.70亿m3（柘林水库特征水位数据来源于1985

年7月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编制完成的《江西柘林水利枢纽工程补强加固设计说明

书》。 

二、土壤植被 

（1）土壤 

项目区成土母质主要为第四纪红土，地带性土壤类型以红壤为主。红壤多分布于低

山区和丘陵岗地，呈红色、暗红或红棕色，粘质、酸性、土层深厚，理化性状差，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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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流失。 

（2）植被 

项目区水热条件好，植被类型多样。区内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现状植

被类型主要为针阔混交林、竹林和灌丛等，主要植物品种有樟树、毛竹、湿地松、马尾

松、杉木、板栗、枫香、黄柏、铁芒萁、斑茅等。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率为 87%左右。 

1.1.5 水土保持现状 

一、水土保持现状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及本项目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本项目涉及的武宁县属江西省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近几年来，武宁县认真贯彻“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

宜、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水土保持方针，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

林、田、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各级

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通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和实践，武宁县的水土保

持生态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2013 年，武宁县全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77360.8hm2，其中基本农田 30269.5hm2，水土保持林 21626.3hm2，经济林 13567.0hm2，

封禁治理 11808.0hm2，其它 90hm2，修建塘坝等小型水土保持工程 260 个，坡面水系工

程控制面积 1190.2hm2、长度 823.5km。 

在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同时，武宁县还十分重视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工作，认真

贯彻《水土保持法》，把预防监督放在水土保持工作的首位。一是按照强化县一级、完

善乡一级、发展村一级的原则，加强了机构队伍建设；二是以落实“三权一方案、三同

时”制度为核心，重点加强了对房地产项目、采石场、采矿、公路等生产建设项目的监

督，切实做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三是规范执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定期、

不定期地开展执法检查，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新的人为水土流失的发生。据统计，2013

年武宁县开展执法检查 3 次，查处违法案件 1 起，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数量

8 个，审批率达 95%。 

二、工程水土流失特点 

根据全国土壤侵蚀类型区划，项目区地处南方红壤丘陵侵蚀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江西锦恒水保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南昌市东湖区起凤路 123 号 6

力侵蚀为主，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 t/km2·a。 

项目区降雨量多而集中，均是造成土壤侵蚀的自然因素。工程施工方式种类多样，

包括路堑边坡开挖、路基填筑、桥梁施工等，是造成土壤侵蚀的外在因素。 

工程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工程施工期，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土石方开挖、回填，破坏

地表植被，增大地表裸露面积，水土流失特点如下： 

（1）路堑边坡开挖与路基填筑扰动地表，降低土壤抗蚀性，破坏地表植被，土壤

丧失保护，增大水土流失几率，造成工程水土流失增强。 

（2）桥梁在施工过程中直接影响河道局部水域水质和环境质量。 

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情况 

工程于 2012 年 1 月开工，建设单位中海宏洋庐山西海（九江）投资有限公司作为

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主体，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工

作，在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管理、主体工程设计及建设过程中变更备案等方面

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切实治理工程建设过程中

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但是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落实、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报送未按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实施。 

1.2.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 

根据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的规定以及项目前期工作的要求，建设单位

中海宏洋庐山西海（九江）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编制《庐山西

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接受委托后，方案编制

单位组织水土保持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区的自然概况、土地利用类型和水土流失

等情况进行了现场勘察，并就相关区域的水土保持现状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调

查和咨询。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和《开发建设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等规范标准的要求，结合项目建设的特点，编

制单位于 2011 年 8 月编制完成了《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2011 年 9 月 13-14 日，江西省水土保持学会在九江市主

持召开了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会，形成了审查意见。会后，项目组根据评审意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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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完善，于 2011 年 10 月完成了《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

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1 年 12 月 5 日，获得了江

西省水利厅<关于《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的批复>（赣水水保字[2011]134 号）。 

1.2.2 水土保持管理 

一、组织领导 

作为本工程的建设单位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主体，中海宏洋庐山西海（九江）投资

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工程的水土保持组织和管理工作。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的建

设和管理体系中，在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中明确水土保持相关要求，

并负责水土保持工作的制度建设、水土保持工程的组织实施、水保资金的支付工作。 

中海宏洋庐山西海（九江）投资有限公司指派专人负责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工作，

具体负责工程建设期间水土保持措施的监督落实、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管理，使工程建

设的各个阶段满足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的规范要求。 

二、规章制度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各参见单位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

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加强水

土保持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施工承包商和各级管理人员的水土保持意识。建立水土

保持目标责任制，把水土保持列为工程进度、质量考核的内容之一。 

为确保水土保持工作落到实处，建立了施工组织制度、质量控制制度、安全生产制

度和水土保持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把水土保持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纳入工作计划，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粉尘和弃渣等污染危害

周边的生态环境。 

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的临时卫生设施，经常进行卫生清理，及时实施防护工程和裸

露地表的植被恢复，防止水土流失。 

工程完工后，及时彻底清理施工现场，并实施施工迹地恢复。达到批复方案要求。 

在运输易飞扬物料时用蓬布覆盖严密，并装量适中，不超限运输。同时配备专业洒

水车，天气干燥时对施工现场和运输道路进行洒水，保持湿润以减少扬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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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督管理 

作为工程的建设单位，中海宏洋庐山西海（九江）投资有限公司自觉接受当地水行

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积极与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沟通、

协调，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顺利实施。 

四、建设过程 

（1）工程施工阶段的水土保持管理 

工程水土保持部分的施工合同，与主体工程一起签订。在主体工程实施过程中，

施工单位按照各技术规范和合同要求进行施工，认真履行合同，在防治工程水土流失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按照批复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及

时布设水土保持临时防治措施，施工场地布设临时截、排水沟，土方中转车辆苫布临时

覆盖防止渣土掉落，临时堆土及时实施临时拦挡及排水，边坡防护工程按照施工时序及

时实施，减少裸露边坡暴露时间。在建设单位的管理下，履行招标合同中规定的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减少因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2）监理单位的水土保持管理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监理单位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深圳市中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同时承担，根据主体工程质量评定结果和施工监理月报、监理工作总结报告，对照已完

成签认的工程量清单和质量监督报告等，同时结合现场调查和查阅施工记录、监理记录

及有关质量评定技术文件，水土保持设施现场抽查结果，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要求，参考主体工程质量评定有关规定和《水

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质量等级

评定，工程质量等级均为合格，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总体合格。 

五、水土保持投资控制 

监理单位在投资控制上依据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工程清单、施工图纸和工程计算

办法，严格把关，避免了出现多计和错计现象。监理单位建立的计量台帐和计量图表，

随时反映水土保持工程计量进度和计量情况。对有量无价和新增的水土保持工程项目，

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监理单位参照相邻标段的单价及当地建设工程市场信息价，结合

投标价经审核后上报总监办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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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工程变更审核方面，监理单位从现场监理员到驻地监理工程师，层层把关，

每份变更都要求有监理单位的审核意见传递单，对变更内容、原因和单价套用、变更依

据、工程量计算、计算公式和附件一一审核，严格按照监理规程办理，不允许有越级上

报现象。 

1.2.3 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落实 

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要求水土保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

用。 

工程实施过程中，主体工程建设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未按照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要求实施。 

1.2.4 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报送 

本项目监测进场时，项目已经完工，无施工期水土保持监测成果。 

1.2.5 水土保持变更及备案 

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路线长度为 9.23km，在后续设计及项目施工过程

中，已建路段存在 1.5km 变更了路线走向，变更率为 16%。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文），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超过 300m 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

度的 20%以上的，建设单位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批机关审批；本

项目变更路线长度比例未达到 20%，建设单位无需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 

2016 年 12 月，受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中海宏洋

庐山西海（九江）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江西锦恒水保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公司”）承担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接受委托后，我公司迅速成立了“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项目组”，选派有丰富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经验人员担任项目组成员，包括现

场监测、内业数据分析、设计及校审、审查、核定人员等共 4 人。项目组负责人由周畅

担任。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成员详细情况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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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成员情况表 

名称 姓名 拟承担的工作 

项目 
负责人 周畅 项目负责人 

主要 
参加 
人员 

王文玏 审定 

王子祺 校核 

周畅 现场监测 
报告编写 

郭浩强 现场监测 
报告编写 

王子祺 现场监测 
报告编写 

项目组成立后，立即与建设单位沟通，收集、整理工程前期资料，包括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工程可研报告、初步设计资料和施工图设计，在对前期资料分析后，项目组

于 2017 年 1 月对现场进行了首次调查监测。 

路侧绿化 

方格型骨架植草护坡 

边坡绿化 

路基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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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监测点布设 

一、监测重点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重点是：（1）路基工

程防治区排水设施及护坡；（2）桥涵工程防治区护坡。 

二、监测点布设原则 

（1）应充分反映项目区水土流失特征。 

（2）反映工程施工和项目构成特性。 

（3）监测点相对稳定，满足持续观测要求。 

（4）监测点数量满足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成效评价的可信度要求。 

（5）重点监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水土流失动态变化和措施防治效果。 

（6）以水土保持监测分区为基本单位，在各基本单位内，根据不同扰动类型形成

的开挖面、填筑面和施工平台等典型水土流失单元布设各类监测点及监测设施。 

三、监测点位布设 

根据批复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其布局情况、水土流失预测结果，结

合工程实际水土流失特点，在监测分区的基础上，按照开挖面、填筑面等不同侵蚀单元

选择性地布设监测点位。 

道路管线工程防治区主要采用调查监测法，对路基工程区、桥涵工程区和交叉工程

区进行调查监测。 

工程布设 10 个地面监测点位，其中路基工程区人字形骨架护坡布设 3 个，桥涵工

程区预制砼空心六棱块布设 3 个，交叉工程区排水沟布设 4 个。 

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具体布设情况见表 1-2。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江西锦恒水保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南昌市东湖区起凤路 123 号 12

表 1-2  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设情况表 

监测分区 监测对象 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监测方法 监测数量

房屋建筑

工程区 

临时堆放表土

区域 
扰动地表面积 临时堆土区 查阅资料法 1 

道路两旁行道

树 

植物措施成活率、保存率、生

长情况 
道路两侧行道树 样方法 1 

骨架护坡的稳

定性 

边坡工程稳定性、完好程度和

运行情况 
人字形骨架护坡 实地调查法 1 

桥涵工程

区 

排水系统 水土流失程度变化情况 排水沟、沉沙池 沉沙池法 2 

骨架护坡的稳

定性 

边坡工程稳定性、完好程度和

运行情况 
空心六棱块护坡 实地调查法 1 

交叉工程

区 

排水系统 水土流失程度变化情况 排水沟、沉沙池 沉沙池法 2 

铺植草皮 林草措施生长情况及覆盖度 铺植草皮处 网格法 1 

拦挡工程 防治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 装土草袋挡墙 实地调查法 1 

1.3.3 监测设施设备 

在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监测时段内，我公司累计投入的监

测设施设备详见表 1-3 和图 1-1。 

表 1-3  本工程累计投入的监测人员、设备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监测人员    

1 人员 个 4 现场监测 3 人 

二 消耗性材料    

1 皮尺 卷 4  

2 钢卷尺 卷 5  

三 监测折旧性设备    

1 手持 GPS 部 2 折旧率 24% 

2 摄像机 台 2 折旧率 24% 

3 便携式计算器 台 2 折旧率 24%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江西锦恒水保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南昌市东湖区起凤路 123 号 13

 

 

 50M 皮尺 

 

 3M 卷尺 

 

 手持 GPS 

 

 数码摄像机 

 测绳 

 

 笔记本电脑 

图 1-1  本工程累计投入的监测设备 

除水土保持监测专业仪器、设备外，本工程项目组另配备车辆 1 台、计算机 5 台、

笔记本电脑 1 台、打印机 1 台及单位内部可使用的其它公共设备等。 

1.3.4 监测技术方法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开工时间为 2012 年 1 月开工，于

2013 年 3 月完工。我公司接受水土保持监测委托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我公司入场监测时，本工程已经完工。针对工程建设情况，我公司采取的水土保持

监测方法主要为调查监测法。 

一、调查监测法 

本工程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数量、水土保持措施保存情况、水土保持措施效果、

工程实际扰动土地面积、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施工临时设施迹地恢复情况等采

取调查监测法。通过现场调查、对照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与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座谈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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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查阅施工期间监理资料，收集工程建设期的影像资料和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评估工程建设期的水土流失程度和水土保持效果。现场调查监测情况详见下图。 

护坡工程 排水沟 

路侧绿化 环岛绿化 

1.3.5 监测阶段成果 

一、建设期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于 2012 年 1 月开工，于 2013 年 3

月完工，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于 2016 年 12 月委托我

公司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进场时，项目已经完工，无建设期水土保持监测成果。 

本项目监测过程中，监测频率为每月一次，监测方法为调查监测法，通过调查监测未发

现明显不利于水土保持的因素存在，工程未发生可能造成重大水土流失危害的灾害性事

件。 

1.3.6 水土保持监测意见及落实情况 

我公司入场开展监测工作时主体工程已开工建设，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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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工程如道路两侧排水沟、园林绿化和新增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如临时排水沟、沉沙池

等措施均随着施工进行布设，在监测过程中未发现明显不利于水土保持的因素。 

1.3.7 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 

通过现场调查监测，与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沟通，本工程建设过

程中无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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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水利部《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2009〕187 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办水保〔2015〕139 号）和批复的水土

保持方案为依据，确定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和方法。 

2.1 监测内容 
2.1.1 施工期 

工程建设期间监测内容主要为原地貌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度、工程建设进度、工程

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情况、土壤流失量、水

土流失危害事件、水土流失因子等、水土保持工程设计以及水土保持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其中重点监测内容为工程建设扰动面积、临时堆土（渣）场情况（包括位置、占地面积、

堆料量等）、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土壤流失量等。 

2.1.2 自然恢复期 

自然恢复期重点对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进行监测，对已实施的工程措施及临时措施工

程量、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施工进度进行监测；对植物措施的植物类型、实施面积、

成活率及生长状况、植被盖度（郁闭度）等进行监测；并对防治效果评价指标和后期管

理制度等进行监测。 
本工程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水土保持监测内容详见表 2-1。 

表 2-1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备注 

1 原地貌土地利用 √   

2 植被覆盖度 √ √  

3 扰动土地面积 √ √  

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 √  

5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 √  

6 土壤流失量 √ √  

7 水土流失危害性事件 √ √  

8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 √ √  

9 水土保持工程变更 √ √  

10 水土保持管理制度 √ √  

11 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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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指标及控制节点 
监测指标根据监测内容进行确定，控制节点按照《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2009〕187 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

（办水保〔2015〕139 号）及相关规范确定。 

2.2.1 重点监测指标及监测方法 

重点监测指标包括扰动土地面积、土壤流失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情况及防治

效果监测指标等。 

一、扰动土地面积 

扰动土地面积包括主体工程永久占地面积和施工临时设施临时用地面积。扰动土地

面积监测方法为调查监测法，通过收集土地预审文件、图纸量测、卫星照片比对和现场

调查测量确定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扰动土地面积。 

（1）图纸量测 

通过对《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量测主线工

程占地面积和主体工程设计的弃渣场占地面积，统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工程可能扰动土地

面积。 

（2）卫星照片比对 

通过收集工程施工期间的卫星照片，对照施工图设计进行比对，核实工程施工过程

中扰动土地面积与施工图设计是否有较大差别。 

（3）现场调查测量 

现场调查测量主要针对主体工程措施布设情况和占地面积等，主要调查施工期临时

堆土数量、占地面积和现状。 

二、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监测进场时项目已经完工，通过收集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并结合监测区域的

水土流失主导因子和水土流失面积，推算获得工程土壤流失量。 

三、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情况 

该项指标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 

（1）工程措施指标 

包括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工程量，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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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查法为主，在查阅设计、监理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现场实地调查确定工程措

施的工程量，并对措施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及时进行监测。 
 

排水设施 护坡工程 1 

护坡工程 2 护坡工程 3 

（2）植物措施指标 

包括植物类型面积、成活率及生长状况、植被盖度（郁闭度）、林草覆盖率。 

植物类型及面积采用调查法监测；成活率、保存率及生长状况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

确定；植被（郁闭）盖度采用树冠投影法等；林草覆盖率根据调查获得的植被面积按照

林草措施面积/项目建设区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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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措施 1 绿化措施 2 

绿化措施 3 绿化措施 4 

（3）临时措施 

包括临时措施工程量。 

以调查为主，在查阅设计、监理、施工等资料的基础上，确认工程量。 

四、防治效果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指标包括扰动地表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流失控

制比、拦渣率、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等 6 项防治指标，结合水土保持监测现场

工作成果进行计算。 

2.2.2 其它监测指标及监测方法 

一、水土保持工程设计 

以调查监测为主，通过查阅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资料，结合现场调查，确定施工期

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落实情况；若存在设计未落实情况，则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 

二、水土保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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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查监测为主，主要调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管理体系，

并查阅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水土保持资料，以确定各单位水土保持管理体系是否健全，资

料整编是否合规。 

三、水土流失因子监测 

（1）地形、地貌 

监测各建设区域因施工引起的地形、地貌变化情况，从地形地貌因素方面分析评价

地形、地貌变化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2）气象因子 

气象因子监测指标指降雨，采用调查监测。 

（3）植被因子 

植被因子监测指标主要包括植被类型、植被组成种类、郁闭度、盖度、林草覆盖率，

采用调查监测获取。 

2.2.3 监测控制节点 

监测控制节点设置根据相关规程规范和工程实际进行编排。 

根据《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2009〕187 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办水保〔2015〕139 号）和现场实际情

况，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以月为工作时间单元，监测控制节点以月为主。 

2.3 监测频次 
本项目监测进场时项目已经完工，本项目监测频次为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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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 

3.1.1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一、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0.97hm²，包

括项目建设区面积 16.67hm²，直接影响面积 4.30hm²。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见表 3-1。 
表 3-1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区 路基工程 桥涵工程 交叉工程 拆迁安置区 合计 
项目建设区 15.53 0.36 0.78 -- 16.67 
直接影响区 3.85 0.08 0.16 0.21 4.30 

合计 19.38 0.44 0.94 0.21 20.97 

二、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在现场调查和查阅档案、影像资料的基础上，向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咨询了解施工期

工程施工情况和按批复方案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情况，在地形图和卫星图上勾绘确定防

治责任范围。 

工程防治责任范围面积7.74hm2，其中路基工程6.80hm2，桥涵工程0.16hm2，交叉工

程0.78hm2。较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基本减少13.23hm2，其中项目建设区减少8.93hm2，

直接影响区减少4.30hm2。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见表 3-2。 

表 3-2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hm2 

序号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含直接影响区面积 4.30） 

方案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 

1 路基工程区 15.53 6.80 -8.73 
2 桥涵工程区 0.36 0.16 -0.20 
3 交叉工程区 0.78 0.78 0 
4 合计 16.67 7.74 -8.93 

3.1.2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一、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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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基工程 

路基工程包括巾口西路、巾口西一路等组成。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图纸量算、分析施工期施工监理报告，路基工程占地面积6.80hm2，

为永久占地。 

（2）桥涵工程 

桥涵工程占地面积 0.16hm2，为永久占地。 

（3）交叉工程 

交叉工程占地面积为 0.78hm2，为永久占地。 

综上，施工期因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约 7.74hm2。施工期工程扰动土地面积见表

3-3。 

表 3-3  施工期工程扰动土地面积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扰动土地面积(hm2) 

1 路基工程区 6.80 
2 桥涵工程区 0.16 
3 交叉工程区 0.78 
4 合计 7.74 

二、自然恢复期 

自然恢复期施工内容主要为植物措施抚育管理，工程措施管理养护。本工程自然恢

复期无新增扰动地表面积。 

3.2 取土场监测结果 

根据批复的《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报批稿)》，工程无取土场。 

通过查阅工程施工报告、监理报告和现场调查监测，工程建设过程中无取土场。 

3.3 弃渣场监测结果 

根据批复的《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报批稿)》，工程无弃渣场。 

通过查阅工程施工报告、监理报告和现场调查监测，工程建设过程中无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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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工程土石方量监测结果 

查阅工程施工报告、监理报告，工程建设过程中总挖方量（含表土）20.6 万 m3，

总填方量（含表土）20.6 万 m3，不需借方，也不产生永久性弃方。 

3.5 表土剥离监测结果 

查阅工程施工报告、监测报告，本工程表土剥离主要来源于路基工程和交叉工程，

其中路基工程表土剥离 1.12 万 m3，交叉工程表土剥离 0.11 万 m3。施工完成后，临时

堆放的表土用于绿化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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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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方法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时，工程已经

完工，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类型、数量、质量主要通过以下方法完成： 

（1）查阅工程施工报告、监理报告、施工期影像资料； 

（2）查阅工程交工验收报告； 

（3）查阅工程监理质量评价表； 

（4）现场调查、测量。 

4.1.2 实施情况 

工程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情况见表 4-1。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情况表 

序号 防治分区 具体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1 

路基工程区 

方格型骨架植草护坡 m3 650 670 
2 人字型骨架护坡 m3 765 810 
3 排水沟 m3 3800 4100 
4 边沟 m3 2700 2650 
5 表土回填 万 m3 1.12 1.12 
6 桥涵工程区  预制砼空心六棱块 m2 80 80 
7 

交叉工程区 
排水沟 m3 263 256 

8 表土回填 万 m3 0.11 0.11 
9 场地平整 m2 3533 3520 

水土 
保持 
工程

措施 
照片 

护坡工程 1 护坡工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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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工程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情况见表 4-2。 

表 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情况表 

序号 防治分区 具体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1 
路基工程区 

喷播草灌护坡 m2 19800 19820 
2 行道树绿化 株 1000 1200 
3 

交叉工程区 
 喷播草灌护坡 m2 1688 1680 

4 环岛绿化 m2 3533 3520 

水土 
保持 
植物 
措施 
照片 

绿化措施 绿化措施 
 

4.3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工程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临时防治措施工程量情况见表 4-3。 

表 4-3  水土保持临时防治措施情况表 

序号 防治分区 具体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 
工程量 

实际完成

工程量 
1 

路基工程区 

表土剥离 万 m3 1.12 1.12 
2 装土草袋挡土墙 m 1100 1250 
3 苫布覆盖 m2 2500 2600 
4 沉沙池 个 9 9 
5 桥涵工程区 沉淀池 个 2 1 
6 

交叉工程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11 0.11 

7 装土草袋挡土墙 m 92 100 
8 苫布覆盖 m2 530 600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4.4.1 路基工程区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路基工程区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与主体工程保持同步施工，挖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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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进行防护工程施工，防止开挖区域径流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排水设施在路基工程施

工过程中及时排导天然降水，拦挡土体外流；工程完工后，绿化单位入场进行植物措施

施工，避免地表裸露产生的水土流失。 

以上措施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施工，工程质量评定合格，水土流失防

治效果较好。 

4.4.2 桥涵工程区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桥涵工程区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与主体工程保持同步施工，护坡工程

在桥涵工程施工过程中及时拦挡土体外流，避免地表裸露产生的水土流失。 

以上措施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施工，工程质量评定合格，防治水流冲

刷、减少水土流失效果较好。 

4.4.3 交叉工程区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交叉工程区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与主体工程保持同步施工，排水设施

在交叉工程施工过程中及时排导天然降水，拦挡土体外流；工程完工后，绿化单位入场

进行植物措施施工，避免地表裸露产生的水土流失。 

以上措施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施工，工程质量评定合格，防治水流冲

刷、减少水土流失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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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受施工时段和背景值如

降水、地形地貌影响，在工程不同时段水土流失面积也在动态变化中。 

5.1.1 建设期水土流失面积动态监测结果 

查阅工程施工报告、监理报告、施工图设计，量测不同施工时段施工扰动地表卫星

照片。 

工程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 7.74hm2，其中路基工程区水土流失面积 6.80hm2，桥涵

工程区水土流失面积 0.16hm2，交叉工程区水土流失面积 0.78hm2。 

自然恢复期工程水土流失面积 3.57hm2，其中路基工程区水土流失面积 3.00hm2，

桥涵工程区水土流失面积 0.10hm2，交叉工程区水土流失面积 0.47hm2。 

5.1.2 自然因子对水土流失面积影响的动态监测 

一、林草植被 

工程施工期，原地貌林草植被损坏，地表抗侵蚀能力降低，水土流失面积增加。随

着工程的进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植物措施开始实施，林草植被面积逐渐恢复，林草

郁闭度、盖度、林草覆盖率逐渐增加，地表抗侵蚀能力逐步恢复到原地貌状态，水土流

失面积减少。 

二、地形地貌 

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时水土流失面积基本不发生变化。 

工程完工后，项目区地形地貌可能发生变化，水土流失面积较原地貌条件下可能有

所增减。 

三、降水 

工程建设过程中，地表径流冲刷工程建设区，水流挟带土体外流造成水土流失。批

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发挥效益后，工程扰动区域形成完整的排水

系统，地表径流和坡面径流排导顺畅，水土流失面积不再扩大。 

四、土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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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成土母质主要为第四纪红土，地带性土壤类型以红壤为主。红壤多分布于海

拔在 100m 以下的低山区和丘陵岗地，呈红色、暗红或红棕色，粘质、酸性、土层深厚，

理化性状差，水土易流失。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随着地表逐步被硬化道路路面、林草植被覆盖，土壤结构逐步

趋向稳定，抗侵蚀能力提高，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5.2 土壤侵蚀模数 

工程建设不同时段，受降水、原地貌地形变化、下垫面林草覆盖度、坡度等自然因

子的变化以及施工扰动强度、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等的影响，工程不同时段土壤侵蚀模数

也不相同。 

5.2.1 原地貌侵蚀模数 

通过对项目区地形地貌、植被覆盖度、坡度、降水等自然因子的调查分析及查阅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工程沿线原地貌侵蚀模数见表 5-1。 

表 5-1  工程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表 

 
工程区 
名称 

 
占地 
面积 

（hm2） 

 
水土流失面积（hm2） 

流失面积

占土地面 
积比例 
（％） 

年均土

壤侵蚀

总量

（t） 

 
土壤侵蚀

模数 
（t/km2.a）小计 轻度 

路基工程区 15.53 0.97 0.97 6.25 67.99 500 

桥涵工程区 0.36 0.01 0.01 2.78 1.5 500 

交叉工程区 0.78 0.03 0.03 3.85 3.3 500 

合计 16.67 1.01 1.01 6.06 72.7 500 

南方红壤丘陵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 km2·a，由表 5-1 可知，工程原地貌平均土

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属微度侵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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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 

生产建设项目施工期，因施工活动扰动地表，可能造成植被破坏、改变原地貌类型，

破坏原地貌状态下的生态平衡，造成土体抗侵蚀能力降低引起水土流失；在工程土石方

挖填过程中可能存在土体外流造成水土流失。上述施工行为可能造成施工期工程沿线土

壤侵蚀模数增大。 

因监测进场时，工程施工期已经结束。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的确定根据工程施工报

告、监理报告、施工期间影像资料得出。 

根据工程不同时段工程扰动地表情况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施工期工程土壤侵

蚀模数见表 5-2。 

表 5-2  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表 

序号 位置 
施工期平均土壤侵蚀模数（t/km2·a） 

2012 年 2013 年 平均值 
1 路基工程区 11760 9600 10680 
2 桥涵工程区 11720 9400 10560 

3 交叉工程区 12000 9800 10900 

4 合计 10700 

由表 5-2 知，工程在施工期随着主体工程的推进、水土保持措施的逐步完善，土壤

侵蚀模数在逐步降低，水土流失逐步得到治理。施工期路基工程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0680t/km2·a，桥涵工程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0560t/km2·a，交叉工程区平均土壤侵

蚀模数为 10900t/km2·a。 

5.2.3 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 

现场调查监测中，工程自然恢复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保存率较好，拦挡、护坡、防

洪排导等措施完好、畅通， 植物措施成活率高，林草覆盖度较高，提高了地表抗侵蚀

能力，形成了稳定的生态系统，开始发挥水土流失防治作用。工程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

模数如表 5-3 所示。 

表 5-3  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 

序号 位置 自然恢复期平均土壤侵蚀模数（t/km2·a） 

1 路基工程区 500 

2 桥涵工程区 500 

3 交叉工程区 500 

4 合计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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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土壤流失量 

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主要来自施工期的土方

开挖。 

5.3.1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为本项目建设阶段，2013 年施工未到雨季，所以本项目

水土流失的推算时间为路基工程区 1 年、桥涵工程区 1 年、交叉工程区 1 年。随着工程

的施工建设、基础开挖、临时堆土等，对项目区的原地貌、土地和植被均形成了不同程

度的扰动和损坏，产生了新的水土流失，项目区水土流失面积与水土流失强度都大幅增

加。此阶段，水土流失面积为 7.74hm2，据推算，项目建设期土壤侵蚀总量为 828。施

工期土壤流失量计算表见表 5-4。 

表 5-4  施工期土壤流失量 

监测分区 不同类型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水土流失面积 
（hm2） 

建设期土壤流失总量

（t） 
路基工程区 10680 6.80 726 
桥涵工程区 10560 0.16 17 
交叉工程区 10900 0.78 85 

合计  7.74 828 

5.3.2 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 

在自然恢复期期间，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继续发挥极大效益，林草覆盖率继续增加，

植物措施发挥的效益越来越明显，项目区的土壤侵蚀强度和侵蚀总量均大幅下降，水土

流失总体上得到基本控制。此阶段，水土流失面积为 3.57hm2，据推算，项目自然恢复

期土壤侵蚀总量为 18t。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计算表见表 5-5。 

表 5-5  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 

监测分区 不同类型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水土流失面积 
（hm2） 

建设期土壤流失总量

（t） 
路基工程区 500 3.00 15 
桥涵工程区 500 0.10 0.5 
交叉工程 500 0.47 2.5 
合计区  3.57 18 

5.4 取土场、弃渣场潜在土壤流失量 

5.4.1 取土场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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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的《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未设

计取土场。 

查阅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施工报告、监理报告，通过现场

调查监测、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沟通，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未设置取土场。 

5.4.2 弃渣场土壤流失量 

批复的《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未设

计弃渣场。 

查阅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施工报告、监理报告，通过现场

调查监测、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沟通，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未设置弃渣场。 

5.5 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现场调查监测，与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沟通，本工程建设过

程中在未发生滑坡、泥石流、塌方等水土流失灾害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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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根据批复的《庐山西海巾口旅游镇西组团景区道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工程在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见表 6-1。 

表 6-1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设计水平年） 

防治指标 
设计水平年 

一级标准

规定值 
按降水量

修正 
按土壤侵蚀

强度修正 
按地形 
修正 

按实际 
调整 

采用

标准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 / / / 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2 / / /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 +0.2 / / 1.0

拦渣率（%） 95 / / / /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2 / / / 99 

林草覆盖率（%） 25 +2 / / / 27 

6.2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项目建设内扰动土地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扰动

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堆弃用地面积。扰动

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面积。其计算

公式如下： 

%100%扰动土地整治率 ×
+

=
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

永久建筑物占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

 

根据调查监测，工程建设期间累计扰动土地面积为 7.74hm2。工程占地范围内采取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面积 1.14hm2、植物措施面积 2.38hm2、建筑物及场地道路硬化面积

4.17hm2，共治理扰动的土地面积 7.69hm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4%，达到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 95％目标。工程扰动土地整治情况见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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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工程扰动土地整治情况表 

分区 
项目建设

区面积

（hm2）

扰动土

地面积

（hm2）

场地道路

硬化（hm2）

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hm2） 

扰动土

地整治

面积

（hm2） 

扰动土地

整治率

（%）
植物

措施

工程

措施
小计 

路基工程 6.80 6.80 3.80 1.98 1.01 2.99 6.79 99.8 
桥涵工程 0.16 0.16 0.06 0.05 0.04 0.09 0.15 95.7 
交叉工程 0.78 0.78 0.31 0.35 0.09 0.44 0.75 96.2 
合计 7.74 7.74 4.17 2.38 1.14 3.52 7.69 99.4 

6.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项目建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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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土壤流失量达

到容许流失量以下的面积，各项措施的防治面积均以投影面积计，不重复计算。其计算

公式如下： 

%100% ×=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本工程水土流失面积为 3.57hm2。经调查，工程范围内均采取了水土保持措施，水

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3.52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6%，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97%的目标。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情况见表 6-3。 

表 6-3  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表 

分区 
项目建

设区面

积（hm2）

扰动土

地面积

（hm2）

场地道

路硬化

（hm2）

水土流

失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植物 
措施 

工程 
措施 小计 

路基工程 6.80 6.80 3.80 3.00 1.98 1.01 2.99 99.7 
桥涵工程 0.16 0.16 0.06 0.10 0.05 0.04 0.09 90.0 
交叉工程 0.78 0.78 0.31 0.47 0.35 0.09 0.44 93.6 
合计 7.74 7.74 4.17 3.57 2.38 1.14 3.52 98.6 

6.4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拦渣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渣（石、渣）量与工程弃渣（石、渣）

总量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100% ×=
弃土（石、渣）总量

弃土（石、渣）量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
）拦渣率（

 

根据现场巡查监测及工程施工报告、监理报告，查阅工程施工报告、监理报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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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过程中总挖方量（含表土）20.6 万 m3，总填方量（含表土）20.6 万 m3，不需借

方，也不产生永久性弃方；项目临时堆放表土 1.23 万 m3，经分析估算，得到有效防护

的表土约为 1.22 万 m3，拦渣率为 99.2%，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95%的目标。 

6.5 土壤流失控制比 

工程所在地属于南方红壤丘陵区，水土流失类型为水力侵蚀，容许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截止到自然恢复期末，通过加权平均工程各防治分区土壤侵蚀模数，本工

程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 1.0，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1.0 的目

标。工程土壤流失控制比情况详见表 6-4。 

表 6-4  工程土壤流失控制比情况表 

分区 容许土壤侵蚀 
模数（t/km2·a） 

治理后平均土壤侵 
蚀模数（t/km2·a） 

土壤流失

控制比 

路基工程 500 500 1.0 

桥涵工程 500 500 1.0 

交叉工程 500 500 1.0 

合计  500 1.0 

6.6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可恢复植被面积是指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通过分析论证确定的可以采取植物措施的

面积。 

项目区内林草植被可恢复面积 2.40hm2，目前已完成林草植被恢复面积为 2.38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2%，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99%目标。截止到自然恢复期末林

草植被恢复情况见表 6-5。 

6.7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至自然恢复期末，工程完成林草植被面积 2.38hm2，建设区林草覆盖率为 30.7％，

达到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中要求的林草植被覆盖度 27%的目标。工程林草覆盖情况

见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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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工程林草植被情况表 

分区 项目建设区

面积（hm2）

可恢复植被

面积（hm2）

已恢复植被

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覆盖

率（%）

路基工程 6.80 1.99 1.98 99.5 29.1 
桥涵工程 0.16 0.05 0.05 100 100 
交叉工程 0.78 0.36 0.35 97.2 44.8 
合计 7.74 2.40 2.38 99.2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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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7.1.1 防治责任范围 

在现场调查和查阅档案、影像资料的基础上，向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咨询了解施工期

工程施工情况和按批复方案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情况，在地形图和卫星图上勾绘确定防

治责任范围。工程建设实际防治责任范围面积7.74hm2，其中路基工程6.80hm2，桥涵工

程0.16hm2，交叉工程0.78hm2。较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了13.23hm2，其中项目建设

区减少8.93hm2，直接影响区减少4.30hm2。 

自工程2012年1月开工至2013年3月完工，工程施工期累计扰动土地面积7.74hm2，

较批复的方案设计扰动土地面积减少 8.93hm2。 

7.1.2 水土流失量 

根据批复的方案设计报告书，本工程预测可能产生水土流失总量为 2385t，其中新

增水土流失量 2255t，工程可能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时段为施工期，重点部位为道路管

线工程区等。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地面观测，本工程建设期实际产生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846t，较

方案预测的 2385t 减少了 1409t；水土流失发生的重点时段为施工期，重点部位为路基

工程区等。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7.2.1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布局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必要的水土保持措施。 

路基工程区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与主体工程保持同步施工，挖方区域

及时进行防护工程施工，防止开挖区域径流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排水设施在路基工程施

工过程中及时排导天然降水，拦挡土体外流；工程完工后，绿化单位入场进行植物措施

施工，避免地表裸露产生的水土流失。 

桥涵工程区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与主体工程保持同步施工，护坡工程

在桥涵工程施工过程中及时拦挡土体外流，避免地表裸露产生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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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工程区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与主体工程保持同步施工，排水设施

在交叉工程施工过程中及时排导天然降水，拦挡土体外流；工程完工后，绿化单位入场

进行植物措施施工，避免地表裸露产生的水土流失。 

7.2.2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与批复的方案设计措施相比，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

基本按照批复的方案设计进行施工。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各分区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1）路基工程区： 

工程措施：方格型骨架植草护坡 670m3，人字型骨架护坡 810 m3，排水沟 4100m3，

边沟 2650m3，表土回填 1.12 万 m3； 

植物措施：喷播草灌护坡 19820m2，行道树绿化 1200 株； 

临时措施：表土剥离 1.12 万 m3，装土草袋挡土墙 1250m，苫布覆盖 2600m2，沉沙

池 9 个； 

（2）桥涵工程区： 

工程措施：预制砼空心六棱块 80m2； 

临时措施：沉淀池 1 个。 

（3）交叉工程区： 

工程措施：排水沟 256m3，表土回填 0.11 万 m3，场地平整 3520m2； 

植物措施：喷播草灌护坡 1680m2, 环岛绿化 3520m2； 

临时措施：表土剥离 0.11 万 m3，装土草袋挡土墙 100m，苫布覆盖 600m2。 

7.2.3 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工程排水措施顺畅，植物措施成活率较高，林草植被恢复率、

植被覆盖度均达到或超过方案设计标准，水土保持措施适宜性较好。 

7.2.4 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 

根据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水土保持排水设施、土地整治工程、植被

建设工程和临时防护工程评定结果均合格，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良好。 

7.2.5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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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95%，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9%，林草覆盖率 27%。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实现值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99.8%，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6%，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9.2%，林草植被恢复率 99.2%，林草覆盖率 30.7%。工程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均达到或超过了目标值，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较好。 

工程水土保持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见表 7-2。 

表 7-2  工程水土保持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表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实际值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4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8.6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4 拦渣率 95 99.2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2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30 30.7 达标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1）水土保持工程管护工作力度较薄弱，存在着一定的管理漏洞，建议建设单位

加大管护力度，且及时实行“三同时制度”。 

（2）在以后同类型项目及时委托具有水土保持监理资质的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监理

工作，及时对施工场地内进行监理。 

（3）在以后开发同类项目时应及时自行或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单位开展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 

7.4 综合结论 

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完成了主体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要求的水

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生态环

境得到改善。 

经试运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运行情况良好，整体上已具有较强的水土

保持功能，达到了水土流失防治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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