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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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项目概况 

1、地理位置及交通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站址

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樊家沟村北，离碛线与湫水河之间，站址处为荒

地。工程区附近紧邻县级公路以及乡村道路，利用原有道路材料、设备

等即可运至沿线施工作业区，交通便利。 

2、建设规模 

新建 1 座规模为 3×10
4
m

3
/dCNG 加气站，接收从井场来的煤层气，

经站内压缩机增压后给 CNG 拖车加气。 CNG 加气站所辖 4 口气井，

集气管道采用无缝钢管。 

3、项目组成 

本工程项目组成包括本工程项目组成包括站场、井场、集气管网。 

1）、站场  

山西三交煤层 CNG 试验工程站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樊家沟村

北， 县道与湫水河之间，站址处为荒地。县道边有零星民宅，地势较为

平坦，交通便利，无其他障碍物。站场紧邻南侧县道。 

一、站场总平面布置 

CNG 站根据使用功能和性质将场区分成生产区、放空区和生活区。

站级别为五级。占地面积约0.87hm
2，占地类型为其他草地，占地性质为

永久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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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区：工艺装置布置在整个场区北侧，主要包括储气井4座、脱水

罩棚1座、压缩机2台、废气回收罐1座、机前缓冲罐1座，加气罩棚1座布

置工艺装置南侧；辅助生产厂房和设施布置在生产区东侧，包括给水泵

房1间、仪表值班间1间和消防水池1座；另外将配电间、发电机控制室、

撬装燃气发电站布置在场区西北角 

放空区：包括放空管1座，用通透式围墙围成一个独立区域。布置在

整个场区东北侧。 

生活区：包括1座综合楼，将其布置在生产区东侧，独立成区，以保

证站内人员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将2间材料库、1间岩芯库布置

在综合楼北侧。 

站场四周围墙均采用实体围墙，墙高为2.2m，在生产区东南侧设

14.0m 宽自动伸缩大门和生活区南侧设6.0m 宽钢大门各1樘，与外部道

路相连。放空区采用通透式围墙，墙高为1.8m，设2.0m宽钢大门1樘与生

活区相连。 

二、竖向布置 

站场竖向布置以合理确定站区标高，使土方工程量最小为原则。查

阅施工资料，站场建设过程土方开挖0.86万m
3，土方回填3.3万m

3，根据

查询的监理资料，调入的土方来外购。 

站内场地采用水泥混凝土面层，与南侧县道相连接。道路结构层为 

C30 水泥混凝土 20cm，5%水泥稳定砂砾 15cm，天然砂砾 35cm；站内

人行道采用 C25 彩色水泥方砖，对站内的色彩起到点缀并达到美化环境

的作用。 

站内场地平均设计标高为 696.50m。生产区场地自然放坡，生活区

设挡土墙，挡土墙长126m。站内生活污水排入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生产污水排入污油污水回收装置，雨水自然排放，排水坡度不小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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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化布置 

绿化设计对改善职工生产空间，减少风沙污染起着重要作用，为此，

在场区内生活区的综合楼前后，在生活区及生产区场地与围墙之间进行

了绿化，结合当地气候条件，选择油松乔木树种等，查阅施工资料知：

绿化面积0.11hm
2。 

四、供排水系统 

给水水源：场区内打1口深水井（产水量≥5 m
3
/h）作为站内的给水水

源。本工程主要用水为生活区生活用水。生活区共40人，最高日用水量：

10m
3。供水取水分别进入消防水池和生活水箱。生活给水系统由生活水

箱和一套全自动稳压供水设备（安装在生活消防水泵房中）供水管线组

成。从生活消防水泵房中接出生活给水干管，负责向站内的综合楼等建

筑物供生活用水。 

排水系统：本工程排水系统采用雨、污水分流制。 

站场室内生活污水与洗涤废水合流进入化粪池与厨房污水经隔油池

经管网收集排入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的污水达到国家一级排放

标准后作为绿化用水，不进行外排。 

站场内雨水采用自然排放和排水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排放，排水沟

采用的是盖板暗排排水沟，排水沟断面尺寸为0.4×0.4m，长108m，采用

浆砌石材料，排水沟出口位于办公楼前的左侧，雨水排至湫水河河道的

河滩地。 

防洪情况：2009年7月，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黄委榆次水

文水资源勘测局进行了《山西三交煤层气项目CNG站试验工程防洪评价

报告》，2009年8月编制完成了《山西三交煤层气项目CNG站试验工程防

洪评价报告》，2010年8月，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意了设计方案，同意

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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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井场 

山西三交煤层气CNG工程位于临县境内，已探明含气面积 

362.6km
2，地质储量558.1×10

8
m

3，可采储量为 334.86×10
8
m

3。现已建成

产气水平井 4 口，产气量为 4×10
4
m

3
/d。 

井场利用了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三交―碛口煤层气开发项目建设的4

个井口， 4 个井口产气量为 4×10
4
m

3
/d ，每个井场防护栏尺寸为

12.0m×15.0m，井位坐标见下表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于2014年1月17日以“水保函[2014]18号”下

发了关于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三交―碛口煤层气开发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

批复，本方案不考虑井场的防治责任范围。 

表 1.1-1                  井位坐标 

井号 
井位坐标 

地面高程(m) 钻井深度(m) 
X Y 

SJP02-1V 4168866.1 19483846.4 684.98 534.00 

SJP03-1V 4167748.8 19480927.4 668.05 650.00 

SJ9-V1 4167777.0 19480926.0 668.8 654.0 

HJ11-V1 4169593.82 19484027.85 692.5 650.00 

3）、集气管线 

集气管线所辖井口数量为4口，单井产量 1×10
4
m

3
/d ，其中三口井

（SJP03-1V、 SJ9-V1、 SJP02-1V），单井计量后进入集气管线输至 CNG 

站，另外一口井（HJ11-V1），计量后直接进站。 

①辖  3 口气井（ SJP03-1V、 SJ9-V1、 SJP02-1V）设计采气量

3×10
4
m
3
/d，D168×4.0(无缝钢管、20＃)4.74km； 

②辖 1 口气井（HJ11-V1）设计采气量1×10
4
m
3
/d，D60×3(无缝钢

管、20＃) 0.05km； 

SJP03-1V井及SJ9-V1 井位于湫水河与黄河交汇处， SJP02-1V井紧

邻湫水河的河道，三口气井设置一条集气干线，管径为 D168（内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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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厚），沿湫水河河道敷设，全长 4.74km。HJ11-V1井位于CNG加气站

北侧，单井管线直接进站，管径为 D60（内径）×3.0（壁厚），全长0.05km。

设计压力均为0.6MPa。   

集气管线主要沿湫水河河道敷设，依据防洪评价报告所述大洪水前

后主河槽最大冲刷深度约 1m，依据《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 

GB/T50423-2007 的 

相关内容，集气管线管顶埋深为2.5m，并做抗浮处理，抗浮措施为

管线上每隔2m设1组50kg的平衡压袋。 

管道沿线地貌主要为河谷地貌。集气管线穿越3次桥涵，1次废弃桥

墩，对穿越处河底采用浆砌片石方式进行保护。浆砌片石用量为296.8m
3
。 

集气管线在施工期间采取了施工导流围堰的形式进行了导流，围堰

采取了编织袋装土，围堰顶宽1.0m，迎水面坡比1：1.0，背水面坡比1：

1.0，堰高1.5m，堰长138m；施工完毕后，对于集气管线的临时占地采取

了土地整治，土地整治面积1.94hm
2
。管线沿线植被自然恢复面积约

1.9hm
2
。 

集气管线占地共计2.27hm
2
，全部为临时占地，占地类型为其他草地、

内陆滩涂和河流水面。 

由于本项目已完工多年，方案为补报方案，结合方案和现场调查，

集气管线在建设过程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含：临时措施：围堰的

临时拦挡，围堰518m
3
。工程措施：施工后的临时占地土地整治1.94hm

2
。  

4）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情况 

2017 年 9 月，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委托山西清泽

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

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7 年 12 月 12

日，山西省水利厅以晋水保函〔2017〕992 号文对该水土保持方案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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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 

1.1.2 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场地勘察期间地形略有起伏，场地由东南向西北略有降低，场地地

貌单元属湫水河Ⅰ级阶地。 

山西三交煤层气 CNG 试验工程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境内，CNG 站

位于碛口镇樊家沟村附近的荒地上。CNG 站覆盖气井数量为 4 口，其中

2 口位于湫水河与黄河交汇处的碛口镇附近，1 口紧邻湫水河，1 口位于

CNG 站北侧 40m 处。 

CNG 站附近河道属弯曲河道，CNG 站所在的左岸为凸岸，右岸是岩

石山体，CNG 站上游附近左岸有石砌护岸。河床以直径约 0.3m 左右的卵

石为主，大的卵石直径甚至超过 1m，同时河床也夹带少量泥沙。 

2）气象条件 

临县地处中纬度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

干燥少雪，春季干旱多风少雨，夏季炎热雨量集中，秋季较为温凉湿润。

随着东北高而西南低、海拔相对高差1267m的地势特征，形成东北寒凉、

西南热暖的明显气候差异。 气候温和，热量丰富，光照充足，降雨较少，

且时空分配极不平衡。 

日照：多年平均大阳总辐射量为 140.7kcal/cm
2
，年均日照时数 

2807h，日均 7.7h，年日照百分率为 63%，日照时数最多的 6 月为 

286.5h，最少的 12 月为 204.7h。 

气温：多年平均气温 8.8℃，年平均气温介于 6.5℃～11.3℃之间。

东北部年平均气温 6.5℃，西南部年平均气温 11.3℃，南北相差 4.8℃，

呈自西南向东北递减趋势，≥10°的活动积温为3127.8°。全县无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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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 160d左右，由东北向西南延长，相差 30d 左右。 

降水：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18.8mm，从东北向西北、西南递减，东北

部白文地区年降水量为558.1mm，西部兔坂地区年降水量为417.6mm，西

南部丛罗峪地区年降水量为454.4mm。在全年降水中，季节差异很大，春

季占14.4%，夏季占 58.2%，秋季占 24.7%，冬季占2.7%。而7、8、9 三

个月总降水量323.9mm，占全年降水量的 62.5%，为雨量集中期。 

蒸发量：多年平均蒸发量为2149.8mm，是降水量的4倍，高于吕梁地

区其他各县。年内蒸发量的极大值出现在5、6、7 三个月，月均367.5mm，

为同期降水量的6.5倍。 

3）河流水系 

吕梁市全境均属黄河流域，以吕梁山为界，河流分为直入黄河和通

过汾河流入黄河两个水系，即黄河支系和汾河支系。黄河支系流域面积

13786km
2
，河流多源出吕梁山西麓，水源多为潜层地下水涌出，水源不

稳定，水量受季节变化影响比较明显，并且受年度间降水量影响的变化

也比较明显。其中较大的河流有黄河干流、岚漪河、蔚汾河、湫水河、

三川河和屈产河。管线沿线主要河流为湫水河 

湫水河古称临水，《水经注》谓之“陵水”。发源于兴县白龙山下湫

水寺，流经临县湫河川至碛口镇汇入黄河。河全长122km，流域面积

1989km
2
，河床比降为 6.5%，多年平均径流量1.05×108m

3
，年平均输沙

量24×104t，1967年实测最大洪峰流量 3670m
3
/s。主要支沟有郝家沟、

油坊沟、代坡沟、太平沟、城庄沟、榆林沟、安业沟、大峪沟、车赶沟、

招贤沟等，长度在 10km以上的一级支沟共有 26 条。 

4）土壤 

区域地表覆盖着深厚的第四纪黄土，有些较陡的沟坡土层侵蚀殆

尽，泥质页岩出露，局部沟道已下切到基岩。区域的土壤主要为黄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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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发育起来的灰褐土和全新统冲积的黄土状粉土或亚粘土。灰褐土主

要分布在黄土丘陵梁峁及沟坡粒组成以粉砂为主。灰褐土虽然具有优越

物质基础，但严重的水土流失及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导致土壤肥力逐年下

降，黄土状粉土或亚粘土主要分布在三川河沿岸河漫滩和 I 级阶地上，

土壤比较肥沃。 

5）植被 

项目所在区域属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植被以灌丛、灌草和草

丛为主，植被覆盖率 18.6%左右。灌丛主要有荆条、酸枣、白羊草灌草

丛等及蒿类、禾本科等草木植物。受水分条件约束，山地阴坡植被茂密，

覆盖良好；阳坡仅分布有稀疏灌丛及旱生草类，覆盖条件一般。 

本区主要作物种类有玉米、小麦、高粱、谷子、豆类、薯类、蔬菜

等。缺乏灌溉条件，但气候资源丰富，养分充足，农业产量较高。 

6）水土流失情况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土壤容许流

失量为 1000t/km
2
·a。 

1.1.3 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工艺 

本工程主要施工内容包括站场和集气管线。与水土保持相关的施工

工艺主要为地面土建工程和管道开挖。土建工程中的土方工程采用机械

为主、人工配合施工，砌筑工程采取人工为主、机械配合施工。 

1、站场施工 

站场施工主要是土方开挖及回填、地面建筑物施工、场地硬化、绿

化等，主要工艺为采用反铲挖掘机开挖、推土机集料及铺料、轮胎碾碾

压、人工平整、植树种草等。土（石）方挖填采用汽车运输。 

2、集气管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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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施工采用机械与人工相结合的方法，开挖的土、渣料临时堆放

于管沟作业带一侧，待管道安装完毕后回填，先填生土，后铺表土；另

一侧放置管道和施工机械。管道采用汽车运输，管道堆放于管沟一侧，

经焊接后用调管机整体敷设于管沟内，管沟开挖、堆土、管道施工安装

的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活动，均在施工作业带内。 

作业带施工期限短，管道焊接完毕、管沟覆土回填后，作业带便可

恢复治理，但由于作业带被施工机械反复碾压，对原地貌和植被损坏严

重，是本工程主要水土流失临时防护的地域。 

管沟采用单斗挖掘机挖掘。回填标准为管道下部 20cm 至管顶上部

30cm 回填细土料，根据管道建设规定，土质管沟可利用原开挖料筛分回

填，然后再用开挖料回填。 

由于本工程管线穿越河流为常流水河流，采用围堰大开挖穿越方式。 

在敷设方式上，为避免河流冲刷及动、静水浮力对管道安全的影响，

本穿越管道采取全断面沟埋敷设的方式；同时为避免弯头应力集中和减

小施工难度，尽量采取弹性敷设。在埋深上，严格遵循《油气输送管道

穿越工程设计规范》GB50423-2013 的有关要求，将管道置于河水冲刷线

以下河床密实卵石层内一定深度，确保管道安全。 

总之，通过有机、协调、科学、合理的施工组织和施工工艺，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使矿井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文和谐

型的标准化企业。 

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1.2.1 项目区水土流失特点 

项目区水土流失的主要形式是水蚀，当地地形起伏较大，在植被少

和植被被破坏的地方，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形成流失程度分布不均，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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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模数反差较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侵蚀时段比较集中。由于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分布不均，多

集中在 7-9 月，形成暴雨，引起较强的侵蚀。 

2）因项目区土壤保水力强，下渗慢，故产流时间较短，土壤抗冲

刷力较强。 

3）流失量受坡度因子影响较大。 

1.2.2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情况 

本工程水土流失分区主要分为：站场防治区、集气管线防治区。 

本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以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相结

合，加强施工时序的安排及管理措施，形成了一个科学、完善、有效的

水土保持防护体系。 

1）站场防治区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和施工监理资料，站场现状已有排水沟 108m、

绿化 0.11hm
2，土地整治 0.11hm

2，彩钢板 126m
2。水土保持方案中无新

增水土保持措施。 

2）集气管线防治区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和施工监理资料，集气管线现状已有植被自然恢

复面积约 1.9hm
2、土地整治 1.94hm

2、围堰 518m
3。水土保持方案中无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 

1.2.3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经验 

本工程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为： 

1）工序安排要合理。施工过程中及时布置工程措施，植物措施适

时跟进，力争尽早形成较为完善的防护体系。尽量缩短场内松散堆料流

失的时段，使之不会受场外来水的冲刷，可减少场内因施工造成的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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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 

2）根据工程进度调整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的布设速度，突出重点，

布设影响某个时段的单项措施，针对性地开展水土保持防治工作，减少

裸露土地造成的水土流失。 

3）结合土石方平衡，及时调运土石，并对堆渣，回填土集中堆放，

堆土要进行围挡。 

1.3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1.3.1 监测目的 

由于方案为补报方案，项目于 2011 年 10 月已经完工，监测的目的

主要为协助建设单位及时、准确掌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

效果，提出水土保持改进措施，减少人为水土流失；及时发现重大水土

流失危害隐患，提出水土流失防治对策建议；提供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技术

依据和公众监督基础信息，促进项目区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及时恢复。 

1.3.2 监测任务 

根据《关于规范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和批复的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项目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任务是： 

（1）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状况进行监测分析，了解水土流

失发生的部位、强度和特点，并及时发现重大水土流失危害隐患，提出

水土流失防治对策建议。 

（2）对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监测评价，提出水土保持改进

措施。 

（4）对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进行监测评价，为建设项目管理运行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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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监测依据 

1.3.3.1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 年 6 月 29 日颁布；2010

年 12 月 25 日修订）；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国务院第 120 号令）； 

③《山西省水土保持监测管理暂行规定》（晋水保第 373 号，2005）； 

④《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国发[1993]5 号）； 

⑤《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12 号）； 

⑥《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16号）。 

1.3.3.2 技术依据 

①《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办水保[2015]139号）； 

②《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GB50433-2008）； 

③《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SL387-2007）； 

④《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效益计算方法》（GB/T 15774-2008）； 

⑤《水土保持试验规范》（SL419-2007）； 

⑥《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1.3.3.3 技术资料 

①《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 12月）； 

②《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水

土保持监测合同》（2017年 9 月签订）； 

1.3.4 监测原则 

为了反映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及其

防治效果，掌握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过程中与投入使用初期水土流失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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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分析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为水土保持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办水保

[2015]139 号），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遵循如下原则： 

（1）调查监测相结合 

全面调查是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而言，包括原地貌水土流失情

况、施工过程中新增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布局和效果等进行全面调

查。为全面了解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环境状况，本项目根据《中

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确定的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开展了全面调查，在全面调查

的基础上确定重点观测区域和对象。 

重点观测是指选择能够代表整个矿区扰动区域的水土流失类型和

强度的分区着重进行监测。观测对象为工程占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

施工过程中弃土弃渣量及流向、并观测需要在施工过程中及时配置水土

保持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的状况及防护效果。 

（2）监测内容与水土保持责任分区相结合 

开发建设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不同防治责任范围分区，具有不同

的水土流失特点，各个责任分区的防治标准亦不同，需要采取相应的水

土保持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监测内容应与这些特点相对应，充分反映

各个分区的水土流失特点、水土保持措施及其效果。 

（3）监测方法及频率与观测内容相对应 

监测的内容均需要多个具体的指标来反映，对于每个指标，需要设

计对应的监测方法、频率。对于地形地貌、地面组成物质等，可通过收

集资料和整理分析或现场调查等方法，获得相应信息；对于植被类型及

其覆盖度、水土保持设施及其效果等，可通过阶段性测量或现场巡查统

计，得到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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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监测分区 

根据省水利厅批准的《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

煤层气加气母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及主体工程设计文件（图纸）

等技术资料，遵循水土保持监测执行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技术规范

和标准、规范性文件及项目有关批复、合同、施工设计文件等规定和要

求，坚持全面监测与重点监测相结合，实地监测、调查监测与巡查监测

相结合，主题工程重点部位与水土保持防治相结合，依据实施可靠、覆

盖项目工程区和水土流失防治区、覆盖水土保持措施种类和地类、可操

作性强、科学合理、经济适用的原则确定项目责任范围，划分结果为：

站场防治区、集气管线防治区。 

1.3.6 监测范围 

本项目工程区监测范围包括站场防治区、集气管线防治区等。各防

治分区的监测单元区域和监测面积为 3.14hm
2
，如表 1-1 所示。 

表 1-1                       监测范围面积表 

项目区 责任范围 建设区面积 直接影响区面积 

站场 0.87 0.87 0 

集气管线 2.27 2.27 0 

合  计 3.14 3.14 0 

1.3.7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受建设单位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

公司吕梁分公司的委托，山西蓝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中石油煤层气

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水土保持监测任务。接受

委托后，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真安排，抽调各方力量组

成了该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落实了项目责任人，制定了分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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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奖惩分明的组织保障机制。 

为了及时掌握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情况，推动监测评

价工作，我公司成立了监测工作组，下设监测资料整理分析小组和野外

调查观测小组，共投入监测技术人员 5 名。  

从 2017 年 9 月接受业主委托开展监测工作到 2017 年 12 月，监测人

员根据项目监测实施细则确定的内容、方法及时间，到现场进行定点定

位和调查监测，随时掌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扰动面积、弃土弃渣及土地

整治、植物措施等各项水保工程的开展情况，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进行

各项防治措施和施工期基本扰动类型的侵蚀强度调查，及时了解项目建

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并做好监测记录，为确保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

作，提供了一定依据。 

1.3.8 监测内容 

根据《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要

求，结合本工程和涉及区域地理环境特点，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确定本项目的监测内容。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采取收集资料、现场勘测、多方调查的方法，

对土石方开挖量、水土保持措施（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水土保持设

施实施情况及土地整治等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1)工程占地面积监测 

通过实地测量表明，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

层气加气母站实际需要监测内容包括站场、集气管线，工程总占地面积

3.14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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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扰动地表面积监测 

根据工程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对工程建设过程中开挖扰动、占压

地表的面积进行测量统计，本工程建设期扰动原地貌的面积为 3.14hm
2
。 

(3)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监测 

通过监测结果分析计算出工程的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拦渣率、植被恢复系数和林草覆盖率等六项防治

指标值，为项目的水土保持专项验收提供可靠依据。 

(4)各侵蚀单元侵蚀模数监测 

项目区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为了监测原地貌侵蚀模数，监测

项目组对建设期间矿井临近原地貌侵蚀单元进行了多次调查监测，通过

对 监 测 结 果 的 分 析 、 计 算 ， 得 出 原 地 貌 土 壤 侵 蚀 模 数 为

2500-4000t/km
2
·a.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区分为站场防治区、集气管线防治区。防治措

施主要有排水沟、绿化等，通过各监测分区的监测数据和现场调查结果，

得出个防治分区在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后的侵蚀模数

953t/km
2
·a。 

1.4 监测内容与方法 

1.4.1 监测内容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水土

保持监测严格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要求，

依据《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并结合本项目的建设特点进行监测。监测范围以防治

责任范围为主。 

为了更好地对比分析施工期内的水土流失情况及其防治措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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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需要对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变化情况进行监测。主要包括地形地貌、

地面组成物质、原地貌植被、水文气象、土地利用现状、原地貌水土保

持措施及质量、原地貌水土流失状况等基本情况，分析掌握项目建设前

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背景值。 

1.4.1.1 水力侵蚀及其危害监测 

监测指标为由水力引起的扰动地貌的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和分布状

况、水土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监测方法为地面监测和调查监测，施

工中及时调查由于施工造成水土流失的危害，如滑坡、塌陷等情况，并

预测其发展趋势。 

1.4.1.2 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的防

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发生的面积。其中监测内容主

要包括项目建设区的实际占地面积、直接影响区的发生的面积、临时占

地面积、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扰动面积、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面积等多项内容。 

1.4.1.3 挖填土石方动态监测 

土石方的开挖回填在不同施工阶段呈现不同的形态，土壤流失状态

也因此不同。为保障施工和土石装运安全与方便，临时堆场都应设置预

防措施或临时治理措施，将水土流失控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不发生

危害。其中，坡面监测是重点。 

弃土弃渣堆放情况及防治措施（拦挡工程、防护工程、排水等）监

测是计算、分析、评价项目建设活动中的一项重要防治指标——拦渣率

的前提基础。其监测内容是弃土弃渣量、弃土弃渣堆放情况（占地面积、

堆土堆渣高度、坡长、坡度等）、拦渣防护措施等。 

1.4.1.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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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的实施是控制因工程建设活动造成项目建设区

水土流失、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按照《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

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设计的总

体布局，全面监测施工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

的实施情况，是客观评价六项量化防治指标的重要依据。主要监测内容

为：排水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拦挡工程、植物措施的实施情况（绿化

和植被恢复—苗木或草种种类、分布、面积或株数等）和临时防护措施。 

1.4.1.5 建设期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 

（1）水土流失面积变化 

建设期土壤流失量的监测内容主要为：防治责任范围内各类水土流

失面积的变化。 

（2）水土流失量变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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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侵蚀沟体积测量法、插钎法进行多点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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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指标包括：水蚀模数、

水蚀影响因子（降雨量、降雨历时、降雨强度、土壤含水率、表层土壤

含水量、地形地貌、地表植被及覆盖度、土地利用状况等）水蚀面积、

侵蚀时段、侵蚀量等。 

（3）对项目区周边造成的危害及其趋势监测：主要对土地生产力

下降、水利设施损害和淤积量、损害的土地面积（侵蚀或淤积面积）等

进行监测。 

（4）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动态监测 

①防护效果：主要监测拦挡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排水工程、植物

措施等在拦挡泥沙、减少水土流失量、坡面稳定、绿化地表、改善生态

环境的效果，确保主体工程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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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林草措施的成活率、保存率、生长情况及覆盖度：主要监测水土

保持方案实施后各防治分区的植被类型、主要树种、盖度、成活率、保

存率等。 

③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主要监测排水等工程

是否有损坏、混凝土裂缝、挡墙断裂或沉降等不稳定情况出现。 

④各项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主要监测各项措施实施后的拦渣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4.2 监测仪器设备 

根据项目监测设计要求，所需主要监测设备如表 1-2。 

表 1-2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设备明细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 产地 单位 数量 

1 雨量筒  国产 个 2 

2 环刀\手柄\削土刀  国产 套 3 

3 土壤分级筛  国产 套 2 

4 电子天平 TG31B 国产 台 1 

5 测尺 5m 国产 个 3 

6 测绳 200m 国产 个 3 

7 钢钎  自制 支 27 

8 手持 GPS  国产 台 2 

1.4.3 监测点布设 

1.4.3.1 布设原则 

（1）监测点应充分代表项目区所有监测分区的水土流失特征； 

（2）监测点应针对项目工程实施和工程构成特性而布设； 

（3）监测点应相对稳定，能够持续开展水土流失监测； 

（4）监测点的数量应能够保证水土流失及其治理成效评价的可信度。 

1.4.3.2 监测点布设 

根据以上布设原则，结合本工程的自身特点，监测点布设大致如下：

施工建设期重点监测站场防治区、集气管线防治区的水土流失情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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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各建设区域共布设各类监测点 3 处，主要调查方法包括测钎法、坡

面侵蚀沟体积量测，降雨量量观测点，调查监测工程措施监测点和植物

措施监测点。水土流失监测点布设情况见表 1-3。 

表 1-3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点布设情况一览表 

防治分区 类型 数量 方法 备注 

站场防治区 水蚀 1 
调查监测、侵蚀沟

体积量测 
 

集气管线场地 水蚀 1 
调查监测、侵蚀沟

体积量测 
 

合计  7   

1.4.4 监测方法 

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规定，结合按照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的要求，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

层气加气母站水土流失监测主要采用了以下方法。 

1.4.4.1 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方法是指定期间采用分区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

测，结合基础资料按监测分区进行统计、分析其变化情况并记录。 

①水土流失背景值调查 

采取重点调查和普查的方法对原地貌水土保持设施类型与数量、地

面组成物质及其结构、地形地貌、原地貌植被及其覆盖度、水土流失状

况进行实地调查。 

②施工扰动面积监测 

利用全站仪、手持 GPS、测绳等测量仪器，按照监测分区测量实际

施工扰动面积，确定防治责任范围，同时测量各监测分区扰动土地整治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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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工程措施调查 

对于土地整治工程、道路硬化工程、裸露地面硬化固化工程、排水

工程、拦挡工程等所有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主体工程，依据设计文件，

按照监测分区进行统计调查，对工程数量、质量、完好程度、运行状况、

稳定性及其安全性进行现场调查监测。 

④植物措施调查 

植被监测按分区进行统计。选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样地进行调查，

样地的面积为垂直投影面积，要求灌木林 5m×5m、草地 3m×3m。样地

的数量一般不少于 3 块。若为线性树群时采用线路调查，每隔 100m 测

定 10m。 

⑤植物措施类型、分布和面积调查 

按照监测分区进行分类调查，对分布面积较大的林草措施采用 GPS

测量其面积；对于分布面积较小的林草措施采用钢尺或卷尺等工具实地

测量其面积。 

⑥林草覆盖度调查 

主要包括草地盖度和各分区林草的植被覆盖度，选有代表性的地块

作为样地进行监测，样地的面积为垂直投影面积。 

草地盖度调查方法：样方面积 3m×3m，用方格法测定。事先准备一

个方格网，网的规格为 3m×3m，网的规格为 1m×1m，上下左右各拉 10

根线，间距 10cm，形成 100 个交叉点。将方格网置于样方之上，用细针

沿交叉点垂直插下，针与草相接触即算一次“有”，如不接触则算

“无”，并做记录。 

⑦植被生长情况调查 

植被生长情况调查包括林木成活率、保存率、种草的有苗面积率和

林草生长及管护情况。生长状况一年调查 1-3 次，成活率在春季、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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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种草后进行 1 次调查，保存率在植物措施实施一年后进行，按植被

面积逐季统计。 

调查造林成活率、保存率时在选定的样方或样行内进行。逐株调查

统计出样方或样行内成活的株数和栽植总株数，计算出样方或样行的成

活率，再计算平均成活率。依据调查时间的不同，统计各阶段的保存率。 

种草有苗面积率测定时在选定的样方内，测定出苗情况，草密度达

到 30 株/m
2
以上为合格，计算出平均有苗面积率。有苗面积率大于 85%

为合格。 

⑧水土流失危害调查 

调查方法以现场调查结合收集资料和询问为主，开展对工程建设活

动破坏土地资源、形成径流泥沙灾害或诱发大型灾害性事故的调查，具

体调查其发生时间、地点、危害程度及面积等。 

1.4.4.2 定位监测 

根据工程施工进度、施工扰动范围、水土流失特点确定可进行实时

地面定位观测的监测项目，对应确定地面定位观测方法。该工程地面定

位观测主要以坡面侵蚀沟体积量测法和插钎法为主。 

（1）侵蚀沟体积量测 

在该建设区域范围内相对稳定的堆积土坡面，布设 4m×5m 的侵蚀

沟观测小区。依据细沟侵蚀发生、发展规律，在小区内从坡上到坡下，

布设 5～10 个等距施测断面，量测每一断面细沟的深度和宽度（要求精

确到毫米），测完每个断面后，绘制小区内细沟分布图，再计算细沟侵

蚀量。在测得单个细沟侵蚀量后，将其累加即可得到小区内细沟侵蚀总量。 

（2）插钎法 

在各监测分区内原地貌和施工扰动地貌分别选择有代表性的空旷

地段，钢钎设置数量按照监测小区面积确定，钢钎间距设为 0.5m×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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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钎直径 1.0cm、长 50cm，铅垂方向打入地面，上端露出 10cm，编号登

记。每次降雨后观测其高度变化，加权平均后为土壤侵蚀厚度。根据侵

蚀厚度结合土壤容重计算土壤侵蚀模数和总的土壤侵蚀量。 

1.4.5 监测频次 

1.4.5.1 地貌 

微地形地貌调查在水土流失背景调查、施工扰动地表时进行。背景

值调查时着重对影响水土流失的地貌类型调查；施工期间，主要调查关

键地貌部位的形态改变（如重点部位的高程、坡形、坡长和坡度）。 

1.4.5.2 地面组成物质 

地面组成物质（土壤）观测在水土流失背景调查、施工扰动地表和

地面监测时进行。背景调查着重土壤类型、土质调查；施工期间，调查

扰动区域土壤堆填情况、发生层次和质地改变。 

每次地面观测和调查时对典型样地表层土壤质地、容重进行测定。

雨季开始、中期、结束，植被恢复期间各观测地面组成物质一次。 

1.4.5.3 植被状况 

植被状况观测在水土流失背景调查、施工扰动地表和地面监测时进

行。背景调查时着重对植被覆盖率调查；施工期间，主要调查扰动区域

植被覆盖度变化、多年生植物破坏状况。 

每次地面观测和调查时均对典型样地、样区植被状况进行测定，并

记录植被群落演化特征。 

1.4.5.4 降雨 

项目区多年降雨状况主要通过收集当地气象观测资料获得。施工期

间降雨情况实时观测。在项目区布设一处降雨观测点，记录所有降雨起

至时间、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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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水土保持设施数量和质量 

对水土保持设施的数量和质量观测两次，分别在水土保持工程完工

和水土保持工程投入使用后的第一个雨季结束时进行。 

1.4.5.6 水土流失状况 

水土流失状况包括土壤流失量、径流、泥沙量等内容，土壤流失量

观测，径流含沙量观测，在背景调查、监测项目结束前各进行一次；同

时在雨季时进行数次，一般每次产流降雨前后均观测，未产流降雨至少

观测一次。 

1.4.5.7 水土保持工程防治效果 

水土保持工程防治效果观测多次，对现存的挡土墙等工程，分别在

水土流失背景调查和监测项目结束前各观测一次；对修建的工程，分别

在修建前、修建初期和水土保持工程完工后、监测项目结束前各观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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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2.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2.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兼并重组整合工程防治责任范围3.14hm
2，

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3.14hm
2，直接影响区面积0.0hm

2。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见表2-1。  

表2-1       项目区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面积       单位：hm2 

项目区 责任范围 建设区面积 直接影响区面积 

站场 0.87 0.87 0 

集气管线 2.27 2.27 0 

合计 3.14 3.14 0 

2.1.2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根据本工程的特点，结合区域自然条件以及不同场地土壤流失特

征，全面考虑今后土地的发展利用方向等因素，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监

测确定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为：站场防治区、集气管线防治区。实际建设

过程中的防治责任范围为 3.14hm
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3.14hm

2，直

接影响区面积为 0.0hm
2。建设期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见表

2-2。 

表 2-2      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监测结果     单位：hm
2 

项目区 责任范围 建设区面积 直接影响区面积 

站场 0.87 0.87 0 

集气管线 2.27 2.27 0 

合  计 3.14 3.14 0 

由于方案为补报方案，防治责任范围都是以施工监理资料为主，调

查为辅，建设期水土流失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为 3.14hm
2，与方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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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一致。 

2.1.3 建设期实际工程扰动监测结果 

依据《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初步设计图纸，结合征地使用范围，在实地调

查的基础上，对工程建设期损毁地表、压占土地面积情况进行测算和统

计，本工程建设扰动地表面积为 3.14hm
2，工程施工过程对少数施工区

域产生扰动，扰动情况汇总结果见表 2-3。 

表 2-3                 扰动地表情况调查表 

项目分区 
扰动地表面积 

扰动形式 治理情况 
方案预测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站场 0.87 0.87 0   

集气管线 2.27 2.27 0   

合计 3.14 3.14 0   

2.2 弃土弃渣动态监测结果 

2.2.1 方案设计弃土弃渣情况 

弃土弃渣包括建设过程中场地的开挖、回填等不可避免的建设活动

产生的弃土、弃渣。 

根据查阅施工资料，本项目挖填方总量8.76万m
3，其中挖方3.16万

m
3，填方5.6万m

3。 

2.2.3 弃土（渣）量监测结果 

弃土弃渣包括建设过程中主井场地的开挖、回填等不可避免的建设

活动产生的弃土、弃渣。 

本根据查阅施工资料，本项目挖填方总量8.76万m
3，其中挖方3.16

万m
3，填方5.6万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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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施工期土石方挖、填方量及平衡表          单位：万 m3
 

序号 项目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弃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1 站场 0.86 3.3 2.44 外购     

2 集气管线 2.3 2.3       

合计 3.16 5.6       

由于方案为补报方案，建设期开挖土方都是以施工监理资料为主，

调查为辅，建设期开挖土方与方案设计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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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确定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见表 3-1。 

表 3-1               方案中的建设期水土保持措施统计表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站场 排水沟 108m 绿化 0.11 hm
2
 彩钢板 126 m

2
 

集气管线 土地平整 1.94hm
2
 自然恢复 1.9 hm

2
 围堰 518m

3
 

3.1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3.1.1 站场防治区 

排水沟：由于建设单位方案为补报方案，监测也为补测，通过咨询

并查阅相关资料站场于 2011 年 4 月 8 日排水沟工程开始施工，2011 年

4 月 28 日排水沟工程完工，在该区共修截排水沟 108m。 

土地整治：由于建设单位委托时间的滞后，通过咨询并查阅相关资

料，站场于 2011 年 3 月 26 日土地整治开始施工，2011 年 4 月 15 日工

程完工，在该区土地整治面积 1100m
2。 

3.1.2 集气管线防治区 

土地整治：由于建设单位方案为补报方案，监测也为补测，通过咨

询并查阅相关资料，集气管线于 2011 年 10 月 2 日土地整治开始施工，

2011 年 10 月 7 日土地整治工程完工，土地整治面积共计 1.94hm
2。 

3.2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3.2.1 站场防治区 

由于建设单位委托时间的滞后，通过咨询并查阅相关资料，站场于

2011 年 3 月 26 日绿化开始施工，2011 年 4 月 15 日工程完工，在该区

土地整治面积 1100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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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3.3.1 站场防治区 

由于建设单位委托时间的滞后，通过咨询并查阅相关资料，2010

年 10 月 5 日开始，2011 年 3 月 10 日回填土方回填，彩钢板 126m
2。 

3.3.1 集气管线防治区 

围堰：通过咨询并查阅相关资料集气管线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围堰

开始施工，2011 年 5 月 12 日围堰工程完工，共修围堰 518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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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量分析 

4.1 各阶段土壤流失量分析 

4.1.1 水土流失量计算方法 

通过对定位观测和调查收集到的监测数据按各个防治责任分区进

行分类、汇总、整理，利用水土流失面积、侵蚀模数和侵蚀时段计算出

各分区水土流失量。 

水蚀量计算公式：Ms=F×Ks×T 

式中： 

Ms——水蚀量（t）； 

F——水土流失面积（km
2
）； 

Ks——水蚀模数（t/km
2
·a）； 

T——侵蚀时段（a）。 

4.2 侵蚀模数的确定 

侵蚀模数的确定主要是通过参考历史资料和收集现场观测结果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认定该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风蚀量极其微小，故忽略

不计。对该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土壤流失量主要依据各分区的水蚀量

作必要分析。 

4.2.1 原地貌侵蚀模数 

依据现场观测结果，结合相关资料，分析得出工程建设区域原地貌

的侵蚀模数。 

原地貌侵蚀单元侵蚀模数观测结果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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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项目建设区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监测分区 原地貌水力侵蚀模数(t/km
2
·a) 备注 

原地貌 
站场防治区 2900 

  
集气管线防治区 3250 

4.2.2 扰动地表侵蚀模数 

施工期是造成水土流失加剧的主要时段，尤其是集中在土建施工

期，由于开挖中加大了地面坡度，改变了植被条件，破坏了土体结构，

使土壤可蚀性指数升高，因此各施工场所根据扰动强度不同，在不采取

任何防治措施的情况下致使土壤侵蚀模数较原地貌侵蚀模数显著增加。

为了更好地反映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及效果，经整理地

面固定定位观测点及临时观测点观测数据得出各地面观测点代表地表

扰动类型区的侵蚀模数。详见表 4-2。 

表 4-2               项目建设区扰动地表侵蚀模数表 

监测分区 扰动后水力侵蚀模数(t/km
2
·a) 备注 

扰动后 
站场防治区 7020 

  
集气管线防治区 6680 

4.2.3 实施措施后侵蚀模数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区分为站场防治区、集气管线防治区。防治措

施主要有：排水沟、绿化等。通过各监测分区的监测数据和现场调查结

果，得出工程建设区域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后的侵蚀模数，详见

表 4-3。 

表 4-3         防治措施实施后各侵蚀单元侵蚀模数统计表 

监测分区 实施后水力侵蚀模数(t/km
2·a) 备注 

实施后 
站场防治区 200 

 
集气管线防治区 1200 

 4.3 各阶段水土流失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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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计算原理，结合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即地表扰动面积），

计算得出原地貌侵蚀单元、扰动地表侵蚀单元、防治措施实施后的水土

流失量。原地貌侵蚀单元水土流失量计算结果见表 4-4，扰动地表侵蚀

单元各阶段水土流失量计算结果见表 4-5，防治措施实施后水土流失量

计算结果见表 4-6。 

依据表 4-4、表 4-5 和表 4-6 中水土流失量的计算结果，得知项目建

设区原地貌年土壤侵蚀量为 99.01t；项目建设区扰动地貌年土壤侵蚀量

为 212.71t；项目建设区防治措施实施后土壤侵蚀量为 28.98t。 

表 4-4          原地貌侵蚀单元水土流失量计算结果 

监测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hm
2） 水力侵蚀模数（t/km

2
·a） 年土壤侵蚀量（t） 

站场防治区 0.87 2900 25.23 

集气管线防治区 2.27 3250 73.78 

合计 3.14  99.01 

表 4-5      各分区扰动地表侵蚀单元水土流失量计算结果 

监测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hm
2
） 水力侵蚀模数（t/km

2
·a） 年土壤侵蚀量（t） 

站场防治区 0.87 7020 61.07 

集气管线防治区 2.27 6680 151.64 

合计 3.14  212.71 

表 4-6           防治措施实施后水土流失量计算结果 

监测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hm
2） 水力侵蚀模数（t/km

2
·a） 年土壤侵蚀量（t） 

站场防治区 0.87 200 1.74 

集气管线防治区 2.27 1200 27.24 

合计 3.14  28.98 

4.4 各扰动土地类型土壤流失量分析 

依据水土流失特点，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原地表单元、扰动地表单

元和实施防治措施单元三大类侵蚀单元。通过计算，得出各扰动地类型

水土流失量，详见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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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各侵蚀单元水土流失量计算结果表          单位：t 

侵蚀单元 原地貌年侵蚀量 扰动期年均侵蚀量 防治措施后年侵蚀量 

站场防治区 25.23 61.07 1.74 

集气管线防治区 73.78 151.64 27.24 

合计 99.01 212.71 28.98 

通过对比，工程施工结束后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施后水土流失

量明显降低。 

 



中石油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分公司临县煤层气加气母站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34 

5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5.1 扰动土地整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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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占

压、堆弃用地，均以投影面积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是指对扰动土地

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的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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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期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3.14hm
2
，构建筑物及硬化面积 1.03hm

2
，

整治面积 2.01hm
2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8.06%。各防治分区扰动土地整

治情况见表 5-1。 

表 5-1            扰动土地整治情况表           单位：hm2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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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土流失总面积

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已初步发挥作用的面积，各项措施的防治面积均

以投影面积计。 

本工程主体工程施工结束后，水土流失面积为 2.11hm
2
，目前完成

治理措施达标面积 2.01hm
2
，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95.26%。见表 5-1。    

5.3 拦渣率与弃土利用率 

拦渣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实际拦挡弃土（渣）量与建设区内弃土

序

号 

防治 

分区 

项目区

面积 

扰动 

面积 

永久建筑及

硬化面积 

水土流

失面积 

河流水

面面积 

可绿化

面积 

水土保持防治措

施面积 

已有植物措施 

1 站场 0.87 0.87 0.76 0.11  0.11 0.11 

2 集气管线 2.27 2.27 0.27 2.0 0.04 1.94 1.9 

  小计 3.14 3.14 1.03 2.11 0.04 2.05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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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量总量的百分比。本项目挖填方总量 8.76 万 m
3
，其中挖方 3.16

万 m
3
，填方 5.6 万 m

3
。拦渣率达到 98%以上，满足防治目标值（96%）的

要求。 

5.4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允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

后的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本项目区属黄河多沙粗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点治理区，土壤侵蚀容许值为 1000t/km
2
·a。根据调查和现场查勘，目

前，该项目治理后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923t/km
2
·a，则土壤流失控

制比为 1.08。 

5.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植被恢复面积占可恢复植被

面积的百分比。 

本工程目前已实施的植物措施治理面积达 2.01hm
2
，除去建筑物、

道路硬化等工程措施占地，可绿化面积为 2.05hm
2
，故林草植被恢复率

为 98.05%。 

5.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的林草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本工

程项目建设区内绿化面积为 2.01hm
2
，工程占地面积为 3.1（3.14-河流

水面面积（0.04））hm
2
，则本项目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6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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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6.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在本项目施工过程中，本单位根据施工情况对项目土壤流失进行了

动态监测，本项目土壤流失情况主要发生在工程土方开挖、填筑、搬运、

临时堆放等过程中，其中开挖、填筑过程中遇降水产生的水土流失量最

大。本项目施工避开了雨季，施工过程中对裸露区域及时进行了硬化和

绿化，有效减少了本项目施工产生的土壤流失。 

工程建设初期，工程施工时土方开挖、填筑，极容易产生水土流失，

但施工单位对开挖和填筑区域进行了硬化和绿化措施，有效防治了土壤

流失，使工程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内造成的土壤流失量逐渐减少。建设

期末，本项目对本次扰动区域内大部分区域进行了硬化和绿化，控制了

各场地土壤流失情况，使水土流失控制比达到了规范标准。 

6.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工程各水土流失防治区均采取了适宜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

工程的总体布局合理，水土保持效果明显，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

要求。 

建设期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整治率 98.06%，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26%，拦渣率达到 98%以上，水土流失控制比 1.08，林草植被恢复率

98.05%，植被覆盖率 64.83%。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六项指标均已达标。本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基本建成，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基

本实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监测结果见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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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监测结果表 

防治目标 原方案目标 治理后目标 达标情况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05 98.06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05 95.26 达标 

拦渣率 0.85 1.08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96 ≥98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1 98.05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5.1 64.83 达标 

6.3 存在问题及建议 

6.3.1 存在问题 

（1）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措施，不仅仅是为环境建设服务，

同时也是为主体工程服务，对于改善矿井环境、保障主体工程的安全运

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没有及时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的委托，导致监测项目组错失了施工期的监测机会，通过调查了解，

在局部施工中有临时防护工程不到位的情况，造成了一定量的水土流失。 

（2）受限场地布设和占地大小原因的站场绿化措施较少。 

6.3.2 建议 

（1）运营期对各防治分区内植物措施进行定期巡查，对于未存活

区域及时进行补植，同时加强后续抚育管理。 

（2）加强对挡土墙、排水等工程措施管理与养护，确保各项措施

能够持续发挥水土保持功能。 

（3）建议在站场内在不影响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增加植被覆盖面积。 

6.4 综合结论 

（1）项目区内各扰动区域已基本按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完成了

排水沟、植物防护等措施。水土保持工程的结构尺寸和数量符合设计要

求，外形整齐，符合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可以起到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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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项目建设区主体工程的施工建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局部

地表形态，经过及时的场地及道路硬化、施工区土地整治、植物防护等

措施，实现了一定的林草植物覆盖，水土流失量和侵蚀程度得到了有效

地控制。  

（3）水土保持植物和工程措施的实施，使施工扰动区的新增水土

流失得到基本治理，原生态区域的生态损失得到了有效补偿。水土保持

措施的有效布设，对改善项目区环境质量、恢复土地利用功能等方面都

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4）经过对监测结果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本项目工程按水土保持

方案要求实施了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现了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的

各项防治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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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植被覆盖率、植被恢复率等六项指标均已达标，实施结果

基本符合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水土保持工程整体上运行情况良好，水

土流失治理效果明显，基本达到水土保持专项验收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