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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填表时间：2020年 3月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习水县城至桐梓县新站公路新（改）建工程

建

设

规

模

习水县城至桐梓县新站公路新（改）建工程项

目地处贵州北部，位于遵义市习水及桐梓县境

内。本工程为新（改）建工程，工程规模为二

级公路全长设计为 103.977km。实际实施

112.6km，公路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计算

行车速度 40km/h，全线路基宽 8.5米（过城镇

段 10m），路面宽度为 7.5m，路面为沥青混

凝土路面。

建设单位全称 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及桐梓县境内

建设性质 新（改）建

工程规模 全长 99.6km

工程总投资 62800万元

建设总工期 41个月

项目建设区 项目征地、占地、使用及管辖的地域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地貌类型 山地区 防治区类型
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告的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和重点

治理区

防治责任范围 150.17hm2 主

要

防

治

措

施

截水沟 2151m，排水沟 69888m，挡土墙约 93m。另具有水土保

持功能的防护工程浆砌片石防护工程总长约 11815m（不界定为水保

措施），撒播草种面积 53.16hm2，种植乔灌木 26957株。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项目建设区 实际占地：150.17hm2

水土流失背景值 2864t/(km2·a)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实际投资：1253.85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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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扰动土地整治率 调查 4、拦渣率 调查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调查 5、林草植被恢复率 调查

3、土壤流失控制比 调查 6、林草覆盖率 调查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分级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90% 措施面积 61.19hm2

永久建筑物、地

面硬化及场地平

整

88.83hm2
扰动地

面面积

150.17h

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0% 99.76% 措施面积 61.19hm2 水土流失面积 61.34hm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5 1.19 实际值 420t/(km2·a) 项目区容许值 500t/(km2·a)

拦渣率 >98% 98.88% 实际拦渣量 21.24 总弃渣量 21.48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 99.72% 植物措施面积 53.16hm2 可绿化面积 53.31hm2

林草覆盖率 >30% 35.40% 林草植被面积 53.16hm2 参与指标评价范围 150.17hm2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根据监测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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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植被恢复

率和林草覆盖率均超过《方案》（报批稿）设计的目标值。

总体结论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正常，已治理区域效果明显，保土效

果良好。

主要

建议

建议项目业主应加强地面裸露区域的植物措施实施力度，及时展开补植工作，并定期对现有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维护管

理，加大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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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建设概况

1.1.1. 项目概况

项目地处贵州北部，习新二级公路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及桐梓县境内，起点为

贵州省习水县城，经习赤路口、良村、大水、温水、茅坪、夜郎镇、蒙渡，终点为桐

梓县新站镇，与崇遵高速公路相接。本工程为新（改）建工程，工程规模为二级公路

全长设计为 103.977km。实际实施 112.6km，公路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计算行车

速度 40km/h，全线路基宽 8.5 米（过城镇段 10m），路面宽度为 7.5m，路面为沥青

混凝土路面。

1.1.2. 项目工程规模及特性

工程名称：习水县城至桐梓县新站公路新（改）建工程

建设地点：贵州省遵义市的习水县和桐梓县境内

建设单位：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贵州省桥梁工程总公司

工程规模：二级公路全长为 112.6km

工程投资：工程总投资 62800万元

工程工期：主体工程于 2006年 8月开工，2009年 12月完工，建设总工期 41个

月；水土保持工程于 2006年 8月开工，2009年 12月完工，建设总工期 41个月

1.1.3. 项目组成

1、方案设计

根据《习水县城至桐梓县新站公路新（改）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以下简称《方案》（报批稿））及其批复，项目区由公路建设区（由公路区、

临时公路区和桥涵区 3个二级区组成）、收费站区、渣场区、料场区 4个一级区组成。

道路总长 103.977km，总占地面积 184.99hm2。

2、实际实施

本项目为补充水土保持实施验收报告，根据业主提供资料，本项目于 2006 年 8

月 29日开工建设，2009年 12月 20日完工并举行通车通车典礼。项目在建设过程中

由于二级公路取消收费政策，取消修建收费站（3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道路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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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变，最后建成道路总长 112.6km；道路为新（改）建道路，挖方中以石料为主，大

部分为项目自用填平，剩余土石方中约 21.48万 m3运至渣场，其余石方均被被周边农

民用于建房，无弃方；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及现场复核，渣场设了 5 个，其中 1#

渣场位于良村镇北方，渣场已经恢复，现渣场被当地农民占用，场内建有一座临时活

动板房；2#渣场位于梯岩村西北方向约 300m，渣场已经恢复，现渣场被活动板房厂

所占用；3#渣场位于古坟评村，被当地农民建房所占用；4#渣场位于夜郎镇东约

1800m，现渣场被黔北加油站所占用；5#渣场位于阳关唐村，现渣场被聚荣合作社所

占用。本项目所需土石方主要来自本项目的开挖土石方，只设了 1个取料场，位于仙

人山北约 300m处，占地 0.25hm2；由于习水县城市建设，习水县城至图书村及坟当

头至良村镇段（13km）被重新改造占用，占地面积约 21.60hm2，不纳入本次验收。

本次验收公路段总长 99.6km，总占地面积 150.17hm2。

实施的项目组成如下：

表 1-1 项目实际组成表

项目区

实际验收占地面积（hm2）
长度

（km）合计
永久

占地

其中 临时

占地

其中

桐梓 习水 桐梓 习水

公路建设区 147.32 147.32 28.18 119.14 0 0 0 99.6
渣场区 2.6 2.6 0.82 1.78 0 0 0
料场区 0.25 0.25 0 0.25 0 0 0
合计 150.17 150.17 29 121.17 0 0 0 99.6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习水县城至桐梓县新站公路处于大娄峭脉中段，基本上为大娄山支脉所覆盖，平

原到夜郎段地貌类型复杂，以山地为主。从夜郎到蒙渡，沿夜郞河岸边地势校为平缓。

桐梓县境内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水热同季、雨量

充沛、无霜期长的气候特点。地貌形态复杂，气候垂直地带变化和小区分异明显，生

态环境多种多样。奇特的地质构造和优越的气候条件，使桐梓得天独厚地蕴藏着丰富

的资源，为综合发展工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形成了农业生产的主体格局。

（2）地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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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域大地构造属于扬子准地台四川台坳与黔北台隆遵义断拱毕节北东向构

造变形区。构造受构造控制明显，呈北东向。由北至南分别有桑木场背斜、官店向斜。

受其影响，岩层产状北东向。

1）地层

项目区域地势发育较好，出露地层自寒武系至第四系，除缺失泥盆、石炭、白垩、

第三系外，其余各系均有分布，其中以寒武、奥陶、二迭、三迭系分布最广。测区内

全为沉积岩，各地层多呈假整合和整合接触。岩性结合有亚粘土；薄至中厚层钙质砂

岩、石英砂岩、粉砂岩互层 3中厚层灰岩夹白云岩、泥灰岩；泥质白云岩与泥岩互层；

中厚层泥晶灰岩夹白云岩、泥灰岩；泥质白云岩与泥岩互层；中厚层泥晶灰岩夹白云

质灰岩等组合。

从区内土壤的水平地带性分布来看，受亚热带气候条件影响，由砂岩、粘土质砂

岩的风化碎屑母质发育成水平地带性黄壤、黄棕壤，但由于地形及母岩变化，在地带

性土壤中也镶嵌着非地带性土壤。项目区土壤垂直地带性发育，以黄壤、山地黄棕壤

为主；非地带性土壊有生物灰岩的溶蚀残余物发育的石灰土；其次有水稻土等土壤分

布。

2）不良地质和特殊地质

主要的不良地质现象有顺层滑坡及崩塌。

碎屑岩地段风化强烈，岩体裂隙发育，上覆土壤较厚，路基开挖破坏了坡体原来

的稳定性，在大气降雨渗透和地下水的影响下，沿岩土界容易产生覆盖层滑坡。

碳酸岩缽段节理、裂隙发育处，如使用不合理的边坡，或在施工进行中大爆破开

挖，也易产生崩裂。顺层滑坡主要发育在岩层走向与路线走向近一致的地段，如平原

至新站段的 K0—K3左右、K5左右、K20左右及 K37—K44等处局部地段。

路线经过上述不良地质路段时，应根据地形、地质及水文地质情况，注意调整路

线平面及纵面，避免大填大挖，采取合理的路基型式并加设支挡防护及排水措施，使

用合理的施工方案，防止滑坡及崩塌的产生及发生。

（3）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根

据《中国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工程区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相当于

地震基本烈度区划等于 VI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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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气候气象

项目区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热量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雨热同季，

年平均气温 13-C-18P，年降雨量 1000毫米一 1300毫米，年日照时数在 1000-1300小

时之内，无霜期在 254—352天之内，全线皆可常年组织施工。

（5）水文

项目区域河流属长江流域，分属长江上游干流区、棊江河及乌江水系，所经主要

河流为习水支流、夜郎河及其支流。桥涵设计时应进行水文资料的调査与分析，合理

确定桥面标高及跨径。

1、习水县自然状况与资源

习水县地形复杂，风光秀丽，气候宜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是典型的

立体自然地理形态，境内出露地层共 9 个系 19 个统 31 个组 2 个群，地层总厚 9900

米。境内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3.6摄氏度，年均积温 4600-6680摄氏

度，无霜期 248天，年均日照 1183.7小时，年均降水量 1420亳米。由于水热条件优

越，生态系统特殊，境内生物资源丰富，物种齐全。境内西北部有目前地球同纬度保

存最完好的中亚热带绿阔叶林植被带 5万公顷，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有白鹤、

橄楞群落等珍贵动植物物种达 1600多种，红层地貌上森林覆盖，由于它奇特性、多

样性和原始自然景观的神秘性，构成了独树一帜的旅游资源。

习水资源富集，开发价值可观。全县耕地面积 8万公顷；森林面积 6万公顷，森

林覆盖率达 9.94%，木材蓄积量大；草山坡 8万多公顷，草茂宜牧；可开发利用的非

耕地 12公顷。境内大量野生勝猴桃、竹茹、刺梨、方竹笋、魔芋、山葵、蕨苔等天

然绿色食品和天麻、杜仲、黄柏等中药材量大面广，开发价值极大。境内有大小河流

246条，总长 1400多公里。其中赤水河在境内 60公里，习水河在境内 71公里，河网

密度每平方公里 0.43公里，年均径流量 18.18亿立方米，水能资源品多质优、蕴藏丰

富，有无烟煤、黄铁矿、重晶石、高岭土、石灰石、白云石、石英砂、大理石等 28

种矿藏已探明储量，可供工业开采。习水是全国煤炭开发重点县。全县储煤面积 920

平方公里，地质储量 48.7亿吨，距地表 600米以内已探明储量 16亿吨，可釆煤层 4

至 6层，每层平均厚度 5米，具有储量大、品质优、发热量高、含硫量低、灰份小、

转化温度高大等特点，是电厂、化工、冶炼等不可多得的优质燃料。全县现有设计生

产能力 300多万吨，年产量已达 200万吨以上的规模，远销重庆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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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利用煤炭优势兴建 4X13.5MW的习水火力发电厂 4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

习水是著名的美酒之乡。全县有一定生产规模的酒厂 60余家，白酒生产能力 3

万吨以上。产品达 130余种，其中 30余种曾获省级部级、国家级乃至国际性大奖。

习酒、习水大曲、贵习酒等系列产品享誉国内外，具有酒体丰满、无色透明、醇厚绵

软、浓香馥郁、回味悠长、留香不息的风格，产品走销国内外市场。

习水是一片红色的土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河”，其中一、二、

四渡就在习水境内。红军四渡赤水河留下的指挥部旧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

志住居，青杠坡战斗、梅溪河战斗等红军与川军、黔军殊死决战的战地遗址，红军书

写的反抗日标语等长征文化遗迹犹存，是昭示后人奋发向上，排除艰险的精神财富。

习水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经考证，一万五千多年前，便有人类在习水繁衍生息，

巴蜀文化的发展和兴盛，在习水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深远的痕迹。境内摹崖石刻、悬棺、

崖墓等文化遗物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以“黔北煤海”、“美酒飘香”扬名于世的习水，有着丰富的矿产、旅游、森林、水

能、非耕地等资源，背靠名城遵义市，面向重庆直辖市，区位条件优越，市场前景广

阔，是投资者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

2、桐梓县自然状况与资源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广布县境。据不完全调査统计，全国植物区系 15个地理

成分中，桐梓既不同程度地具备了 13 个地理成分。数十种珍稀植物中，尤以银杉、

琪桐、银杏等为最。野生动物中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有华南虎、金钱豹、大蛻、

白冠长尾鸡。家畜家禽 11个种类 56个品种，其中以“黔北黑猪“和”桐梓白山羊“著称

国内外。县境已查明剪藏 29种，以煤、硫、石（石灰石、白云石、大理石）等矿为

最。其储量之大、品位之高、开采之便利，为省内少有。煤矿以嗦梓煤田著称于世。

县境内河流均属长江水系，分别流入赤水河、恭江及乌江 3条长江上游干流，水

资源丰富。桐梓河、松坎河、羊磴河为全县主要河流，总长度 831.48公里，河网密度

0.26公里/平方公里。桐梓境内多为岩溶发育的喀斯特地形，矿泉水质优量大，含多种

微量元素。具有极高开发价值。全县水资源总量为 18.228亿立方米，水能理论储量为

20.33万千瓦，其中可开发量 9.67万千瓦，至今仅开发 0.50万千瓦。桐梓属国家电网

覆盖区，有国家电网变电站 6座，总电容量 16万千伏安。县属中小型水电站，总装

机容量 0.73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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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梓境内，苍山如海、风光旖旎、奇山异水、历史胜迹、人文景观、宗教场所数

不胜数。以距县城 10余公里的娄山关毛泽东词碑、遵义战役纪念碑和娄山关溶洞为

代表的娄山关景区，特色在于山水胜迹、夜郎古道、新站太白亭、松坎千年古镇、韩

家店地质奇观、尧龙古寺等代表区历史遗迹特色的景点，这众多的旅游资源都已经和

即将辟为旅游胜地。

桐梓地历来人口流动性大。而今土著罕有，川人居多，且长期隶属四川，民皆川

风、几无黔味。故开发较早，文明程度较高。虽受历代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制约，长

期以传统的自然经济、农业经济为主体，商贸及手工业间有发展，比重不大，却已逐

渐显示其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力。

1.2.2. 水土流失防治情况

项目区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局部地区存在重力侵蚀，经调査统计，占地面

积 184.99成，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147.Ihm2，年均土壤侵蚀量 5297.2t，平均土壤侵

蚀模数 2864t/（km2•a），属强度水土流失区。其中，无明显流失面积 37.89hm2，占项

目区的 20.5%；轻度流失面积 96.29hm2，占项目区的 52%；中度流失 39.75hm2，占项

目区的 21.5%；强度流失面积 11.06hm2，占项目区的 6%。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容许

量 500t/（km2•a）。

根据《方案》（报批稿）及其批复，参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50434-2008），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一级标准。

1、桐梓县项目区域

该区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局部地区存在重力侵蚀，经调査统计，占地面积

28.366h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19.046hm2，年均土壤侵蚀量 590.5t，平均土壤侵蚀

模数 2082t/(km2·a)，属强度水土流失区。其中，无明显流失面积 9.32hm2，占项目区

的 32.8%；轻度流失面积 11.5360，占项目区的 40.66%；中度流失 3.550，占项目区的

12.5%；强度流失面积 3.96hm2，占项目区的 13.96%o 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容许值

500t/(km2·a)。

2、习水县项目区域

该区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局部地区存在重力侵蚀，经调査统计，占地面积

156.624h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128.054hm2，年均土壤侵蚀量 4706.7t，平均土壤侵

蚀模数 2942t/(km2·a)，属强度水土流失区。其中，无明显流失面积 28.57hm2，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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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区的 18.2%；轻度流失面积 84.754hm2，占项目区的 54.1%；中度流失 36.2hm2，占

项目区的 23.1%；强度流失面积 7.lhm2，占项目区的 4.5%。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容许

值 500t/(km2·a)。

1.3.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建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

报审批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与主体工程设计同时开展项目的水土保

持工程的设计。2004年 12月 15日受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贵州龙里水

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管理处开展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2005年 4月 6日，贵

州省水利厅以黔水保[2005]33号对《方案》（报批稿）进行了批复。2019年 12月，

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成立了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小

组，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监测结果显示，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各防治分区均采取了适宜的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水土保持措施的总体布局较为合理，防治效果比较明显，有效地

减少了项目建设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量，基本达到了《方案》（报批稿）中的设计

要求，项目建设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截水沟约 2151m，排水沟约 69888m，

挡土墙约 93m。另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防护工程浆砌片石防护工程总长约 11815m（不

界定为水保措施），乔灌木 26957株，撒播草种 53.16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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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实施

2.1. 监测目标与原则

2.1.1. 监测目标

结合工程建设性质、水土流失特点和工程现状，对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内的水土流失状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水土保持措施数量、质量及运行

效果进行监测：

（1）通过合理运用监测设备，再结合实地调查，分析工程水土流失动态情

况，进一步完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提供依据；

（2）核实水土保持方案拟定的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调查项目区内水土保持

措施的实施情况及防治效果，分析水土保持措施是否满足本项目要求，并提出有

效建议和要求，使工程水土流失防治体系更加完善；

（3）通过布设的临时性监测样点，对监测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以分析工程

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效果，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提供依据；

（4）在监测末期对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进行分析，为开发建设项目管理

运行提供依据；

（5）通过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状况和防治效果的监测，为提高水土流失防

治效果提供技术管理和措施补充设计依据，同时也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积累

科学资料。

2.1.2. 监测原则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中相关指导意见，充分结

合工程实际，确定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遵循如下原则：

（1）全面调查和了解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及防治状况，对项目建设

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及防治效果进行监测分析，对产生水土流失较大的重点防治区

域作重点监测；

（2）将项目区地形地貌、地面组成物质、植被种类进行调查分析；土壤侵

蚀程度与流失量在监测过程中分阶段进行观测；降雨情况、泥沙、水土保持措施

进展与防治效果等因素，在监测进行观测记录和分析项目区；

（3）通过对项目建设中的各项指标监测，对观测记录进行归纳分析，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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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植被覆盖度及工程防治效果等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

（4）按不同防治分区的水土流失和防治措施的特点，通过不同的监测方法

和指标内容，以达到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的目的；

（5）水土保持监测方法及频率与观测内容的指标相对应，监测方法以调查

监测和地面观测为主，兼以其他辅助手段。

2.2.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2.2.1.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19年 12月，建设单位与我公司签订了《习水县城至桐梓县新站公路新（改）

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合同》。根据监测合同，我公司立即成立了习水县城至桐梓

县新站公路新（改）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小组，小组成员共包括 3名技术管

理人员，并制定了监测工作计划。根据监测计划，开展的监测工作主要如下：

2020年 1月初，监测人员首次对项目建设区进行了全面的现场踏勘，收集

整理相关资料，并仔细研究项目区是否存在重大水土流失问题，结合工程建设实

际情况，选定监测样方对已有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现场监测。

2020年 3月，监测小组通过对收集资料的整理、分析、汇总，完成了《习

水县城至桐梓县新站公路新（改）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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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测内容与方法

3.1. 监测内容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贵州省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DB52/T 1086-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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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土流失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如下：

3.1.1. 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

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主要是通过监测永久占地和直接影响区的面积，确定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永久性占地监测

永久性占地面积由国土部门按权限批准，水土保持监测是对红线围地认真核

查，及扰动范围、水土保持设施面积及损毁情况及其动态变化等内容的监测，与

水土保持方案进行对比，分析其变化情况。本项目永久性占地主要为公路段区。

2、临时性占地监测

临时性占地由于土地管辖权不变，在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前必须恢复原貌，水

土保持监测主要监测有否超范围使用临时性占地情况，及用地数量、扰动面积、

损毁水土保持设施面积等及其动态变化情况等，与水土保持方案进行对比，分析

其变化情况，施工结束后原地貌是否恢复。

3、扰动地表面积

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原有地表植被或地形地貌发生改变的行为，均属于扰动

地表行为，扰动地表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主要有扰动地表面积、地表堆放面积、地

表堆存处的临时水土保持措施、被扰动部分能够恢复植被的地方恢复植被情况。

同时依据扰动土地情况，核实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4、直接影响区

对周边未扰动区域产生水土流失影响的位置、面积、土地利用类型等内容及

其变化情况进行监测，以及被影响区域的水土流失是否得有效预防和治理。

5、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

根据永久占地、临时占地和直接影响区的面积，确定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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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料场动态监测

根据《方案》（报批稿）及业主提供资料，经监测人员现场复核和调查，本

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所需土料、石料主要来自本项目开挖土石方，未设置取

料场，所以本项目监测未存在弃渣场的监测。

3.1.3. 弃土弃渣动态监测

包括对各渣场数量、使用情况、位置、土石方流向、实际弃弃土（石、料、

渣）数量、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及动态变化情况等，并与设计进行对比，分析其数

量、面积、位置等产生变化的原因。

3.1.4. 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的内容主要包括：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类型、水土保

持措施的数量与质量等进行调查，监督、管理措施的落实情况，同时评价各个防

治指标的达标情况。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类型分为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两类。其中，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监测主要是对项目区内的拦渣墙、截排水措施及边坡防护等措施的实施数量

及质量、防护工程稳定性、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进行监测；

植物措施主要对实施的植物措施面积、成活率、保存率、生长情况、项目区林草

覆盖率、扰动地表林草自然恢复情况及植被措施拦渣保土效果等进行监测。

3.1.5. 水土流失情况动态监测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包括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数量及动态

变化情况，取土（石、料）与设计数量、位置等特性参数变化情况及相关程序履

行情况，取土（石、料）潜在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等，项目建设对项目区

及周边基础设施、居民点、河流水系等造成的损毁、阻塞、滑坡、淤积等危害发

生情况及变化趋势等。

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主要是在对项目区水土流失因子监测的基础上，对土壤

侵蚀的类型、形式、土壤流失量进行监测。

1、水土流失因子

主要对项目区的地形地貌、气象、土壤、植被等进行调查。

（1）地形地貌：地貌形态、扰动地表类型、坡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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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象因子：项目区气候类型分区、降雨、气温、无霜期、风速与风向

等因子。一般而言，水土流失量与降雨量和雨强关系密切，因此，水土保持监测

需重点监测降水因子。

（3）土壤因子：土壤类型、地面组成物质、土壤容重。

（4）植被因子：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度。

2、土壤流失状况监测

土壤侵蚀量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土壤侵蚀形式、土壤侵蚀强度、土壤侵蚀模

数和土壤侵蚀量等。

（1）土壤侵蚀形式

由于侵蚀外营力与地形、地表物质等因素的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土壤侵蚀

形式，在开发建设项目中，主要包括面蚀、沟蚀、面蚀与沟蚀混合侵蚀等三种形

式。

（2）土壤侵蚀强度

项目各个监测分区的土壤侵蚀强度监测，土壤侵蚀强度分为微度侵蚀、轻度

侵蚀、中度侵蚀、强烈侵蚀、极强烈侵蚀及剧烈侵蚀。

（3）土壤侵蚀模数

单位面积土壤及其母质在单位时间内侵蚀量的大小。是表征土壤侵蚀强度的

定量指标。

（4）土壤侵蚀量

监测项目区内土壤侵蚀所产生的土壤侵蚀总量。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在项目实际的水土流失因

子、土壤侵蚀强度、土壤侵蚀模数和土壤侵蚀量的情况进行监测。

3.2. 监测方法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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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扰动地表

面积、水土流失因子、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等情况进行实

际监测。

本项目建成已久，建设时未作水土保持监测。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结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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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开展情况，调查监测工作开展一次后，就对调查所得数据，结合施工资料及

工程竣工结算资料进行分析、汇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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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各个

分区的面积。

由于本工程竣工时间已久，结合工程实际监测情况，面积监测开展的频次为

一次，对工程防治责任面积进行监测、核实；并对该年度内防治责任面积、弃土

弃渣面积及水土流失面积等进行统计。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监测指标为：永久性占地、扰动地表面积及直接影响区占地面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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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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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的监测主要是在建设期开展。

（2）取土情况监测

在监测过程中，根据实地情况，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统

计，对料场布置个数、位置及其面积、取土量等情况进行监测。

（3）水土流失因子监测

1）项目区地形地貌现状变化情况

通过资料收集、实地勘测的方法，组织地质、水工、水文、水保等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现场勘测、调查进行监测。地形地貌的调查包括地貌类型、小地形及地

面坡度三个方面。

地貌类型：同一地貌类型有相同或相似的地貌形态组成，反映了一定的外表

形态和成因，根据《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地貌类型划分指标见表 3-1。

小地形：在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前，应先确定每个地块的地貌部位和原始坡地

特征。由于项目竣工已久，故扰动较大区域的原始小地形需查阅相关资料加以确

认（水土保持方案或其他相关资料），本水土保持监测需做好该类区域的现状调

查工作，并与原地形进行对比分析。小地形地貌部位划分见表 3-2。

地面坡度：坡度一般分为五级：小于 5°、5～15°、15～25°、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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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于 35°。在平缓坡面较多地区，坡度组成可以分为六级：小于 3°、3～8°、

8～15°、15～25°、25～35°和大于 35°。再通过实地调查、查阅资料，计算

出各级坡度所占面积的数量和百分比。

表 3-1 地貌类型区划分指标

阶梯 地貌类型区 海拔高程（m） 相对高差（m）

平原面

1000～0m

中山区 ＞1000 ＞500

低山区 500～1000 200～500
丘陵区（山前台地） ＜500 ＜200

洼地区（谷地） 可低于海平面 可成负地形

平原区 ＜200 ＜50

表 3-2 地形地貌部位划分

山地 山脊、山坡、山麓

丘地 丘顶（梁）、丘波、丘间凹地、丘间低地

沟地 沟掌、沟坡、阶地、沟底、滩地、冲积扇

2）工程区降雨情况监测

监测指标包括典型地段或重点地段年降雨量、降雨的季节分布和暴雨或产流

降雨情况；当年降雨情况。

项目区监测降雨量主要是通过收集工程所在地贞丰县和安龙县的气象部门

观测资料，并进行资料整理分析求得。

3）地面组成物质

对于土壤因子的监测指标有：土壤类型、地面组成物质、土壤容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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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用野外土壤质地指感法进行识别。

本项目土壤质地采用野外指感法鉴定标准，参见表 3-3。

B 容重测定：用环刀法在土壤剖面上取土，带回室内称重，在进行浸泡后，

计算土壤的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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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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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

细土粒

感觉主要是砂，

稍有土，搓时的

感觉沙沙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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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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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植被状况

植被监测的主要指标包括林草植被的分布、面积、种类、生长情况等。植被

监测主要是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标准地进行调查监测。

I、林地的监测主要监测林木的成活率，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样方，计

算该样方内成活树木个数占样方总造林树木的百分比，如达不到设计要求，应及

时进行补植或重种。

林地的郁闭度可按照式（F1）进行计算。

D＝fd/fe （F1）

式中：D——林地的郁闭度（或撒播草种的盖度）；

fe——样方面积，m2；

fd——样方内树冠（草冠）垂直投影面积，m2。

II、灌木盖度的监测，采用线段法，用测绳在样方的灌木下方水平拉过，垂

直观测灌木在测绳上的垂直投影长度，并用尺测量，计算灌木总投影长度和测绳

总长度之比，即为灌木盖度。采用此法应在不同的位置取 3条线段，求其平均值。

III、撒播草种监测主要是测定撒播草种盖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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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F2）计算项目区撒播草种的植被覆盖度：

C＝f/F （F2）

式中：C——草类植被覆盖度，%；

f——林地（或撒播草种）面积，hm2；

F——类型区总面积，hm2。

纳入计算的林地或撒播草种面积，其林地的郁闭度（或撒播草种的盖度）都

应大于 20%。标准地的面积为投影面积，一般要求乔木林 10m×10m、灌木林

2m×2m、撒播草种 1m×1m。

（4）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情况监测的指标主要包括防治措施的数量、质量，工程措施的

稳定性、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林草植被的成活率、覆盖度，以及各种水土保持

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等，同时评价水土流失防治指标的达标情况。对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的运行情况、完好程度等进行监测；运行期的重点是对林草植被的恢复情

况进行调查，并进行汇总分析。

1）防治措施的数量与质量

水土保持措施的数量主要由建设单位提供以及现场调查，工程的施工质量主

要由监理单位调查后确定。

2）工程防护措施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

通过现场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监测，主要查看其是否存在损害或砼裂缝、拦

渣墙断裂或沉降等不稳定情况出现，做出定性描述。

3）林草的生长发育情况

林草生长发育情况主要包括林木生长情况、植物措施的存活率和保存率、林

草覆盖度等。主要采取植被样方调查法进行观测。

（4）防治指标的达标情况

根据《方案》（报批稿）中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情况及目标，结合实测数据，

衡量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的达标情况，六大指标为：1）扰动土地整治率；

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3）土壤流失控制比；4）拦渣率；5）林草植被恢复率；

6）林草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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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分析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方法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项目建设区内的土地整治面积占扰动地表面积的百分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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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拦渣率 经核实实际存渣量占工程总弃土石渣量的百分数

4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建设区内，植被恢复面积与可恢复植被面积的百分数

6 林草覆盖率 林草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

（5）监督、管理措施的落实情况

采用实地调查、收集业主针对水土保持的相关政策，同时结合工程现场监测、

核实等方式进行。

3.2.2. 巡查

巡查，是按照一定的频率，重点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范围内的水土

流失及其防治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水土流失成效及存在问题，为水土保持措施的

落实提供建议，调查、核实工程建设有无造成水土流失危害或重大水土流失事件，

记录偶然、特殊或典型的现象，同时根据现场情况需要，增加监测对象数量，补

充监测点。

巡查的监测频次为现场工作时开展一次。

3.3. 监测时段

本项目主体工程于 2006年 8 月开始动工，2009年 12月完工，水土保持工

程于 2006年 8月开工，2009年 12月完工，已完工多年。2020年 1月初，我单

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工程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调查工作，调查发现各项水土

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植被恢复效果良好。

2020年 3月，监测小组经汇总、分析相关资料，完成《习水县城至桐梓县

新站公路新（改）建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3.4. 监测点布设

3.4.1. 监测范围及分区

根据《习水县城至桐梓县新站公路新（改）建工程水保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及其批复文件《关于对习水县城至桐梓县新站公路新（改）建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的批复》（黔水保[2005]33 号）号，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

266. 255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 184.99 hm2，直接影响区面积 81. 265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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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及相关文件要求，项目实际

建设情况并结合现场调查，确定本工程的监测范围为 150.17hm2，全部为建设区，

无直接影响区。与《方案》（报批稿）的防治责任范围 266.255hm2相比减少了

116.085hm2，其中，项目建设区减少 34.82hm2，直接影响区减少 81.265hm2。

监测范围及分区具体情况见表 3-5。
表 3-5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范围

分区
实际监测防治责任范围（hm2)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公路建设区 147.32 0.00 147.32

渣场区 2.60 0.00 2.60

料场区 0.25 0.00 0.25

合计 150.17 0.00 150.17

3.4.2. 重点监测区域的划分

根据《方案》（报批稿），结合现场实地调查，该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共划分为 2个一级分区。公路建设区设为重点监测区域。详见表 3-6。
表 3-6 项目监测分区表

序号 一级分区

1 公路建设区

2 渣场区

3 料场区

3.4.3. 监测点布局

在监测过程中，监测小组在本工程项目区布设了 12个调查监测点。

工程各防治分区监测点布设情况详见表 3-7。
表 3-7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情况

序

号
项目区 监测方法 监测内容

监测点

数量

1
公路建

设区

植物样方调查 植物结构及生长情况、实施进度情况、水土流失危害 4

工程措施样地调查
工程措施运行情况及实施进度情况、土壤流失量、水

土流失危害
5

2 渣场区 植物样方调查 植物结构及生长情况、实施进度情况、水土流失危害 2

3 料场区 植物样方调查 植物结构及生长情况、实施进度情况、水土流失危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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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4.1. 水土流失因子监测结果

4.1.1. 地形地貌变化情况

习水县城至桐梓县新站公路处于大娄峭脉中段，基本上为大娄山支脉所覆

盖，平原到夜郎段地貌类型复杂，以山地为主。从夜郎到蒙渡，沿夜郞河岸边地

势校为平缓。桐梓县境内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水热同季、雨量充沛、无霜期长的气候特点。地貌形态复杂，气候垂直地带变化

和小区分异明显，生态环境多种多样。奇特的地质构造和优越的气候条件，使桐

梓得天独厚地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为综合发展工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形

成了农业生产的主体格局。

项目监测期，公路建设区从边坡开挖土石方进行回填、平整，形成了边坡陡

坡，道路内是部分平地和缓坡；项目有 1个料场；5个渣场，由凸地变面为平地；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由于二级公路取消收费政策，取消修建收费站。

4.1.2. 监测时段内降水情况

根据收集的项目区习水县和桐梓县气象站资料分析。项目区属于中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热量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 13-C-18P，

年降雨量 1000毫米一 1300毫米，年日照时数在 1000-1300小时之内，无霜期在

254—352天之内，全线皆可常年组织施工。习水县年均降水量 1420亳米；桐梓

县多年平均降水量 1038.8mm，5～10 月为雨季；多年平均 1 小时最大点水量

42mm。10年一遇最大一小时降水量为 66.78mm；多年平均蒸发量 986.1mm，年

平均相对湿度 80%。

4.1.3. 林草覆盖度变化情况

习水县由于水热条件优越，生态系统特殊，境内生物资源丰富，物种齐全。

境内西北部有目前地球同纬度保存最完好的中亚热带绿阔叶林植被带 5万公顷，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有白鹤、橄楞群落等珍贵动植物物种达 1600多种，

红层地貌上森林覆盖，由于它奇特性、多样性和原始自然景观的神秘性，构成了

独树一帜的旅游资源。森林面积 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9.94%，木材蓄积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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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梓县植被类型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以天然撒播草种为主，山顶以下呈现

草丛—灌木林—乔木林过渡，项目区乔木以栎林及松杉林为主，主要树种有樟、

栲。项目区的林草覆盖率约为 54.95%。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及时采取了水土

保持防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因建设而产生的水土流失。截止目前，项目

区林草植被以人工恢复为主。

4.2.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4.2.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方案》（报批稿）中的设计，该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为 266.255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84.99hm2，影响区 81.265hm2。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由于二级公路取消收费政策，取消修建收费站（3处），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道路走向没变，最后建成道路总长 112.6km；道路为新（改）

建道路，挖方中以石料为主，大部分为项目自用填平，剩余土石方中约 21.48万

m3运至渣场，无弃方；根据建设方提供资料及监测人员现场复核调查，渣场设

了 5个，总占地面积约为 2.60hm2，总弃渣量约 21.48万 m3，其中 1#渣场位于良

村镇北方，渣场已经恢复，现渣场被当地农民占用，场内建有一座临时活动板房，

占地面积为0.52hm2，弃渣量约为4.14万m3；2#渣场位于梯岩村西北方向约300m，

渣场已经恢复，现渣场被活动板房厂所占用，占地面积为 1.12hm2，弃渣量约为

4.96万 m3；3#渣场位于古坟评村，被当地农民建房所占用，占地面积为 0.14hm2，

弃渣量约为 3.54万 m3；4#渣场位于夜郎镇东约 1800m，现渣场被黔北加油站所

占用，占地面积为 0.36hm2，弃渣量约为 4.15万 m3；5#渣场位于阳关唐村，现

渣场被聚荣合作社所占用，占地面积为 0.46hm2，弃渣量约为 4.69万 m3。

本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本项目所需土石方主要来自本项目的开挖土石

方，只设了 1个取料场，位于仙人山北约 300m处，占地 0.25hm2，为石料场，

取料方不大，现料场已全部恢复。由于习水县城市建设，习水县城至图书村及坟

当头至良村镇段（13km）被重新改造占用，不纳入本次监测范围。本次监测公

路段总长 99.6km，总占地面积 150.17hm2。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及相关文件要求，结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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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50.17hm2，全部为建设区，无直接影响

区。与《方案》（报批稿）的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了 116.085hm2，其中，项目建设

区减少 34.82hm2，直接影响区减少 81.265hm2。见表 4-1。：

各分区变化原因主要如下：

1、公路建设区：由于习水县城市建设，习水县城至图书村及坟当头至良村

镇段（13km）被重新改造占用，不纳入本次验收范围，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112.68hm2；

2、收费站区：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由于二级公路取消收费政策，取消修建收

费站（3处），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0.43hm2。

3、渣场区：原方案设计的渣场有 28个，实际实施只采用 5个，占地面积约

2.60hm2，减少了 2.23hm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小了 2.78hm2；

4、料场区：本项目所需土料、石料主要来自本项目开挖土石方石方，只设

了一个取料场，占地面积为 0.250hm2；占地面积减少了 0.12hm2；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减小了 0.195hm2。

表 4-1 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实际监测防治责任范围 增减情况

备注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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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公路建设

区
179.440 80.560 260.000 147.320 0 147.320 -32.120 -80.560 -112.680

收费站区 0.350 0.080 0.430 0.000 0 0.000 -0.350 -0.080 -0.430

渣场区 4.830 0.550 5.380 2.600 0 2.600 -2.230 -0.550 -2.780

料场区 0.370 0.075 0.445 0.250 0 0.250 -0.120 -0.075 -0.195

合计 184.990 81.265 266.255 150.170 0 150.170 -34.820 -81.265 -116.085
注:“+”为增加，“-”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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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及相关文件要求，结合现场

调查，项目建设区实际发生的扰动地表面积为 133.96hm2，与《方案》（报批稿）

确定的扰动地表面积 184.99hm2相比减少了 51.03hm2。项目建设区扰动地表率为

100.0%。各防治区扰动地表面积详见表 4-2。
表 4-2 项目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监测结果表 单位：hm2

项目区

方案设计占地及扰动地表 实际占地及扰动地表

道路长

（km）

土地

面积

占压扰动情况
道路长

（km）

土地

面积

占压扰动情况

扰动

面积

未扰动

面积

扰动

面积

未扰动

面积

扰动

率%
公路建设区 103.977 179.44 179.44 0 99.6 133.44 133.44 0 100
收费站区 0.35 0.35 0 0 0 0
弃渣场区 4.83 4.83 0 0.52 0.52 0 100
料场区 0.37 0.31 0.06 0.25 0.25 0 100
合计 103.977 184.99 184.93 0.06 99.6 133.96 133.96 0 100

4.3. 料场监测结果

1、设计料场情况

根据《方案》（报批稿）及批复，本项目共设置 2个取料场，料场占地 0. 37

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0.27hm2，临时占地 0.1 hm2。

2、实际料场位置及占地面积监测结果

本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本项目所需土石方主要来自本项目的开挖土石

方，只设了 1个取料场，位于仙人山北约 300m处，占地 0.25hm2，为石料场，

取料方不大，现料场已全部恢复。

4.4. 弃土（渣）监测结果

1、方案设计弃土（渣）情况

根据《方案》（报批稿），工程共开挖土石方 360.07万 m3，回填土石方 284.07

万 m3，弃方量为 76万 m3，以上均为自然方。

2、弃土（渣）量监测结果

本项目共开挖土石方 364万 m3、填方 342.52万 m3、剩余土石方约 21.48万

m3运至渣场，实际无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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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5.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5.1.1. 《方案》（报批稿）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

根据《方案》（报批稿），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由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和临时措施等构成。工程措施包括综合护坡、截排水沟、挡土墙、复土工程；植

物措施包括行道树、植被恢复等；临时措施为施工过程中采取的临时防护措施。

具体如下：

表 5-1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汇总表

分区 工程项目 分项 单位 方案设计 备注

公路建设区

截水沟 浆砌片石 m3 20312.00 水保措施

排水沟 浆砌片石 m3 62186.56 水保措施（主体）

综合护坡 hm2 4.50 水保措施

挡土墙 浆砌片石 m3 12870.00 水保措施

圬工防护
浆砌片石 m3 330657.44

不界定为水保措施
混凝土 m3 113797.00

收费站区 截水沟 浆砌片石 m3 216.00 水保措施

渣场区

截水沟 浆砌片石 m3 1159.00 水保措施

综合护坡 hm2 0.22 水保措施

挡土墙 浆砌片石 m3 1008.00 水保措施

料场区 复土工程 hm2 0.31 水保措施

表 5-2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汇总表

分区 植物措施类型 单位 方案设计

公路建设区

小叶女贞 株 610000
柳杉、檫木 株 67000

植草护坡 m2 12000
人工种草 hm2 5.70

收费站区 小叶女贞 株 1000

渣场区

柳杉、檫木 株 270

小叶女贞 株 15600
人工种草 hm2 0.22

料场区 小叶女贞 株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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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汇总表

分区 临时措施类型 单位 方案设计

公路建设区

临时土袋拦挡 m3 7000
雨工布 m2 100000

临时排水沟 m 16000

收费站区
临时排水沟 m3 100

临时沉沙池 座 3

渣场区

临时土袋拦挡 m3 500

临时排水沟 m3 400
临时沉沙池 座 28

5.1.2.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项目实际组成分析，项目由公路建设区和渣场区组成成。防治责任范围

总面积为 150.17hm2。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及实地调查，为有效防治项目区因

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建设单位根据工程《方案》（报批稿），结合项目实

地情况，采取了水土保持措施。截止 2020年 3月，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

主要围绕公路建设区、渣场区和料场区开展。项目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挡土墙、

截排水沟、行道树及撒播草种等；还有道路两侧坡面混凝土浇筑防护工程虽然不

列为水保措施，但也有一定的水保功能。

一、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并结合业主提供的资料，截止 2020年 3月为止，项目建设区

实施完工的工程措施主要有：

截水沟约 2151m，排水沟约 69888m，挡土墙约 93m。

根据现场勘查，在道路沿线两侧间断设有圬工防护——浆砌片石挡墙（路基

防护工程及砌体工程），采用浆砌片石，其主要目的是为防止坍塌、滑坡等不良

地质问题，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水土保持功能，根据水土保持规范结合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 2014年 58号文，主体设计的圬工防护——浆砌片石挡

墙工程不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的工程措施汇总于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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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实施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汇总表

分区 工程项目 分项 单位 实际工程量 备注

公路建设区

截水沟(m) 2021 浆砌片石 m³ 1036.77 水保措施

排水沟(m) 69888 浆砌片石 m³ 46677.12 水保措施

圬工防护

(m)
11815

浆砌片石 m³ 447725.53
不界定为水保措施

浆砌片石 m³ 129694.92

渣场区
截水沟(m) 130 浆砌片石 m³ 66.69 水保措施

挡土墙(m) 93 浆砌片石 m³ 220.88 水保措施

二、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以及结合业主提供的资料，截止 2020年 3月为止，项目建设

区已经实施的植物措施主要有：乔灌木 26957株，撒播草种 53.16hm2。施植物措

施汇总于表 5-5。
表 5-5 实施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汇总表

分区 工程项目 单位 实际工程量

公路建设区

白杨树 株 13500
银杏 株 5200
香樟 株 310
桂花树 株 260
栗树 株 165
冬青树 株 106
黄葛树 株 346
李子树 株 412
桃树 株 256
核桃树 株 341
枇杷树 株 218
皂角树 株 243
马桑 株 5600

撒播草种 hm2 51.76
渣场区 撒播草种 hm2 1.16
料场区 撒播草种 hm2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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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防治效果见下图。

验收段起点

道路沿线 道路沿线

道路沿线 道路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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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料场 1#渣场

2#渣场 3#渣场

4#渣场 5#渣场

道路沿线 道路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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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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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动态监测结果

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

（1）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地地整治率（%）= 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

积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面
= 150.17
150.02

×100%=99.90%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

的百分比。截止 2020年 3月，参与指标评价区域内的项目建设区共扰动土地面

积 150.17hm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为 150.02hm2，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0%，大

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目标值 95%。

各区域扰动土地整治情况详见表 5-6。
表 5-6 扰动土地整治率分析表

项目区

项目建

设区面

积（hm2）

扰动面

积（hm2）

建筑物

及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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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建设区 147.32 147.32 87.42 51.76 8.02 59.78 147.20 99.92%
渣场区 2.60 2.60 1.41 1.16 0.01 1.17 2.58 99.23%
料场区 0.25 0.25 0.00 0.24 0.00 0.24 0.24 96.00%
合计 150.17 150.17 88.83 53.16 8.03 61.19 150.02 99.90%

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建设区水土流失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100%= 61.34

61.19×100%=99.76%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

积的百分比。截止 2020年 3月，参与指标评价区域内的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总

面积为 61.34hm2，该区域内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61.19hm2，水土

流失总治理度为 99.76%，大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目标值 90%。

各分区水土流失治理情况分析详见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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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分析表

项目区

项目建设

区面积

（hm2）

扰动面

积（hm2）

建筑物

及场地

道路硬

化（hm2）

水土流失

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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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建设

区
147.32 147.32 87.42 59.90 51.76 8.02 59.78 99.80%

渣场区 2.60 2.60 1.41 1.19 1.16 0.01 1.17 98.32%
料场区 0.25 0.25 0 0.25 0.24 0.00 0.24 96.00%
合计 150.17 150.17 88.83 61.34 53.16 8.03 61.19 99.76%

5.2.3. 拦渣率

%88.98%100
21.48

24.21%100(%) 
土（石、渣）总量

弃土（石、渣）量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
拦渣率

拦渣率是指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实际拦挡弃渣量与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弃

渣总量的百分比。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弃渣堆至弃渣场，弃渣场修建有挡渣墙，拦

渣效果较好，本项目弃渣总量 21.48 万 m3，实际拦渣量约 21.24万 m3，计算得

拦渣率为 98.88%，达到并高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目标值 98%。

5.2.4. 土壤流失控制比

19.1
420
500(%) 

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量

容许土壤流失量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

流失强度之比。根据监测结果，通水水土流失治理后项目建设区内平均单位面积

土壤流失量为 420t/(km2·a)，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计

算出本项目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9，大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目标值 1.0。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林草植被面积
×100%= 53.31

53.16
×100%=99.72%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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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9年 12月，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53.31hm2（可恢复植被面积

=扰动土地面积-建筑物及硬化占地-工程措施），实际恢复的林草植被面积为

53.16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72%，大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目标值 95%。各

分区分析情况详见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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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林草植被恢复率表

项目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

（hm2）

可恢复植物

面积（hm2）

采取植物措

施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覆盖

率

公路建设区 147.32 51.88 51.76 99.77% 35.13%
渣场区 2.60 1.18 1.16 98.31% 44.62%
料场区 0.25 0.25 0.24 96.00% 96.00%
合计 150.17 53.31 53.16 99.72% 35.40%

5.2.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林草植被面积 ×100%= 150.17
53.16 ×100%=35.40%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总面积的百

分比。参与指标评价范围的项目建设区林草植被面积为 53.16hm2，参与指标评价

范围的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150.17hm2，林草覆盖率为 35.40%，达到并高于水土保

持方案目标值 30%。各分区分析情况详见表 5-9。

5.2.7.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动态分析

通过监测实地调查，结合建设资料，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实施了一系列的水

土流失防治措施，有效减轻了因施工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工程施工结束后，针对项目公路段两侧及料场区均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

施。截止目前，项目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通过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结合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动态监测结果的对

比分析，可以看出，随着项目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逐步完善，项目区植被的逐

步恢复，减轻了项目区因施工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有效改善了项目区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下阶段要加强补植及管护工作，尽量减小项目区水土流失。

5.3. 运行期水土流失分析

根据监测数据分析，本工程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间，尤其是道路边坡

开挖形成的裸露面，土体松散，受降水冲刷形成水土流失。在施工过程中，按照

工程主体设计及《方案》（报批稿），实施了一系列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主要

为综合护坡、截（排）水沟、行道树及种草等措施，有效减轻了项目区因施工建

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工程施工结束后，将根据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对项目区进行了绿化种植，

加强水土保持措施管护，进一步减轻了项目区水土流失。通过实地调查，结合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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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分析，在运行期，项目区水土流失主要是在道路两侧少量表土裸露及植被稀少

等区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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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6.1.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6.1.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与防治达标情况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截止 2020年 3月，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各指标达

标情况详见表 6-1。
表 6-1 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达标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方案目标值 防治标准值 监测结果值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5 99.90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0 >97 99.76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5 >1.0 1.19 达标

4 拦渣率 % >98 >95 98.88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5 >99 99.72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 >30 >27 35.40 达标

从表 6-1中可以看出，项目区内水土保持措施已经较为完善，场区植被恢复

效果好、覆盖率较高，但在道路区道路两侧存在少量区域有地面裸露，建设单位

加强地面裸露区域的植物措施实施力度，并及时展开补植工作。项目区林草覆盖

率达不到目标值，主要原因是项目区硬化面积较大，但也有很好的水保效果。

综上所述，在下阶段的水土保持工作中，建设单位应将水土保持工作重点放

在场区的水土保持措施补充、完善方面。

6.1.2. 综合结论

（1）项目建设区实际征占地面积为 150.17hm2，较《方案》（报批稿）设计

的占地面积 184.99hm2减少 116.085hm2。

（2）项目建设区实际发生的扰动地表面积为 150.17hm2，与《方案》（报批

稿）确定的扰动地表面积 184.99hm2相比减少了 34.82hm2。项目建设区扰动地表

率为 100%。

（3）项目区现有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较好地控制了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

失。据调查，项目建设施工活动没有对周边产生不良影响。

（4）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按照《方案》（报批稿）的设计要求，并结合工程

建设特点合理布设水土保持措施，施工符合要求。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在有效

防治水土流失的同时能与环境美化有机结合，改善了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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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存在的问题及治理方向

项目区整体植被恢复情况良好，有部分区域有所欠缺，建设单位应进行补植。

各分区实施绿化措施后，请业主方加强绿化工程的后期管护工作，定期对现有水

土保持措施进行维护管理，加大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力度，以确保取得更好的水土

保持效益。各分区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损坏的应及时进行修补，建议排水

系统及时进行清理，保证其发挥排水的功效。

6.2. 监测工作中的经验及问题

6.2.1. 监测工作中的经验

通过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加深我公司工作人员对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了

解，为我公司开展其他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得监测

人员更加明确公路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重点，加深监测人员对水土保持相关

理论知识的理解。

6.2.2.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监测工作开展时，本工程已经完工多年，无法对建设期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

完整性的监测，丧失了最好的监测时间，造成了监测数据的空白；项目工程的水

土保持相关资料缺失。针对以上情况，监测小组建议：

1、项目业主单位在以后的项目工程建设中能及时委托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进一步加强林草措施养护管理，保证绿化面积积存率及绿化效果，确保

水土保持功能的正常发挥。

3、完善水土保持工程相关资料的归档、管理，以备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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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7.1.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3、水土保持监测点布置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