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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六安市霍山县，由霍山海创环保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出资建设运营和管理。

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建设生产类项目，厂址位于霍山县经济开发

区老皇寺村。本工程建设内容为设置 1条焚烧生产线，日处理垃圾 400 t/d；1台

凝汽式汽轮机组；取水泵房及 440m取水管线。

工程于 2019年 4月进行了施工准备，完成了进场道路整修、设置施工场地

围栏等内容，办公生活区在主体工程开工前即开始建设，至 2020年 10月主体工

程全部建成开始试运行。工程总投资：20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约 6300万元。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 4.9005

hm2，其中，永久占地 4.7390 hm2，临时占地 0.1615 hm2。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

为厂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取水管线区和进出厂道路区四个防治分区。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本项目区所属国家土壤

侵蚀类型区为南方红壤区，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表现形式主要为面蚀，水

土流失容许值为 500t/km2·a。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霍山海创环保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2020年 5月委托安徽华筳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安徽华筳水务科技有限公司随即成立了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

明确了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路线和监测要求，对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情况以及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进行了实地监测和调查监测。

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在全面收集和掌握相关技术资料的基础上，对工程位

置、建设内容、项目区及周边地区地貌、植被、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情况进

行了详细调查，拍摄了相关影像资料，并与工程设计单位、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进行了交流，并在重要工程位置设立了监测点和调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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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建设规模

建设规模为 2×75t/h 高温高

压生物质锅炉，配 1×30MW
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

建设单位、联系人 霍山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丁斌超

建设地点 六安市霍山县

所属流域 淮河流域

工程总投资 2.0亿元

工程总工期 19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安徽华筳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王文斌/13866785723

自然地理类型 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防治标准
建设生产类项目一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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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监测、数据分析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实地监测、调查监测

3.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测 实地监测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实地监测、调查监测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调查监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 48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4.90054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140.51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480t/km2/a

防

治

措

施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厂区

表土剥离量0.68万m2；土地
整治面积1.824 hm2；浆砌石
护坡砌石方量为450 m3；排
水沟1180m；沉砂池4个

种植乔木598株，灌木
261株，栽植绿篱400m；
铺设草皮0.604 hm2，撒
播草籽5258 m2

防雨彩条布7557 m2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剥离量0.05万m2；土地
整治面积0.019 hm2

种植灌木24株，栽植绿
篱 240m ， 铺 设 草 皮
0.165hm2

临时袋装土拦挡 180
m3；临时排水沟150 m；
临时沉砂池1个；防雨
彩条布80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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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管线区
表土剥离量0.02万m2；土地

整治面积0.045 hm2 撒播草籽550m2
临时排水沟15 m；临时
沉砂池1个；防雨彩条
布40m2

进出厂道路区
表土剥离量0.02万m2；土地

整治面积0.826 hm2；排水沟
190 m；沉砂池1个

种植乔木95株；撒播草
籽190m2 防雨彩条布171m2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工程建设期间有效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各项指标达到了《开发建设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的要求，实现

了《方案》中提出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总体结论

本工程贯彻执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水土保持措施

落实到位，施工质量符合要求。各监测分区按照水土保持要求，实行了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相结合，有效地减轻了水土流失，改善了环境，起到

了良好的水土保持效果。

主要建议

由于我单位接受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时建设期已结束，工程已基本完成，

监测项目组只能通过查阅施工资料、搜集施工期间影像资料结合现场调查走访

等形式获取工程建设前期的监测资料，缺乏现场监测数据，建议建设单位以后

遇类似工程时，按照《方案》中的水土保持监测要求，及时开展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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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建设项目概况

1.1.1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建设单位：霍山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地理位置见图 1.1-1。

建设规模：配置 1台 400t/d的焚烧炉，装机规模 1台 N8MW汽轮机及 9 MW

发电机。

工程占地：总占地 4.9005hm2，其中永久占地 4.7390hm2，临时占地

0.1615hm+。

土石方量：工程共开挖土方 2.22万 m3，回填方 2.22万 m3。

施工时间：工程于 2019年 4月开始施工准备， 2020年 10月全部完工，施

工工期 19个月。

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建设基本组成见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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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基本组成表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建设地点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

建设单位 霍山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性质 新建 建设期
施工期 19个月

（2019.4～2020.10）

建设规模 配置 1台 400t/d的焚烧炉，装机规模 1台 N8MW汽轮机及 9 MW发电机。

总投资 20000万元 土建投资 6300万元

二、项目组成及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组成

占地类型及面积(hm2) 占地性质

其他草地 农村道路用地
交通运

输
合计

厂区 3.4 0.178 3.4 永久占地

施工生产生

活区
0.26 0.26 永久占地

取水管线区 0.066 永久、临时占地

进出厂道路

区
0.9965 0.9965 永久、临时占地

小计 4.6565 0.244 4.6565
永久占地

4.7390hm2，临

时占地

0.066hm2三、项目土石方工程量（万 m3）

工程分区 开挖 回填 调入 调出 外借 废弃 废弃去向

厂区 1.71 1.60 0.11

施工生产
生活区

0.05 0.05

取水管线
区

0.11 0.11

进出厂道
路区

0.35 0.46 0.11

总计 2.22 2.22 0.1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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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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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厂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和取水管线区、进出厂道路区四部分组成。

（1）厂区

本区由膜处理车间、生化综合池、调节池、垃圾卸料大厅、垃圾池、锅炉焚

烧间、电力室、汽轮机房、冷却塔等组成一个联合厂房，布置在厂区中部及北部，

提高环境质量和生态平衡的目的。

厂区南部由综合楼（含办公、会议室、职工宿舍、职工食堂等）、大门、门

卫房、汽车库、景观绿地及文体活动场等组成，在综合楼和主厂房之间隔有景观

绿地，以减少生产区对生活区的影响。

（2）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堆土场设置在规划厂区的厂前区绿地。

（3）取水管线区

本工程用水水源为地表水，本项目生产用水采用厂区东侧的但家庙河，以但

家庙河作为项目生产用水水源，取水点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经济开发区老

皇寺村，东经：116°22'45.54"，北纬：31°26'43.06"。取水管线沿现有道路铺设约

440m，在河边适当位置建取水泵房，由取水泵取水，管道采用De200孔网钢带聚

乙烯复合管，单管，长度约440m，最大输水能力100m3/h，敷设深度1.2m，输送

到厂区综合水泵房。其水资源论证报告已经编制完成，详见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

泵房基础及管沟开挖选在枯水季节施工。

取水口设在但家庙河岸边，泵房设置在河岸，地面现状为旱地，地面高程

58m左右，占地面积 79m2。

管线线路选择以尽量遵循线路短、管道起伏小、施工土方量少、少占农田、

拆迁量少、造价经济、便于施工和维护等原则，设计敷设管线全长 440m。管道

采用 De200孔网钢带聚乙烯复合管，单管，长度约 440m，最大输水能力 100m3/h，

敷设深度 1.2m，输送到厂区综合水泵房。梯形槽施工，施工结束后覆土平整。

输水管线区占地总面积 0.066hm2，均为临时占地，土地利用现状主要为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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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出厂道路区

厂外道路约 1165m2，道路宽度主要为 7m，位于厂区南侧。

1.1.2 项目区概况

1、地质

项目区所处地质构造部位为华北古陆块的南缘、中新生代合肥坳陷的西部边

缘；土质为中等压缩性土，无自重湿陷性。地质容许承载力不小于 170kpa；项

目区地下水由浅层地下水和中深层地下水构成，浅层地下水含水层由第四纪散堆

积、冲积物构成，岩性以亚沙土和亚粘土为主。浅层地下水矿化度较低，一般小

于 1mL；中深层地下水含水层由第三纪半胶结的四组砂砾岩透镜体组成，透水

性差，矿化性差，矿化度低于 1mL，为低矿化度淡水，单井出水量约 60t/h。

2、地震

根据《安徽省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项目区处在0.05 g

区域即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区，反应谱特征周期值为0.45s。

3、项目区地质条件

本区域地层结构简单，层位稳定，无活动性断裂，无溶岩塌陷，无泥石流，

无自然滑坡体等不良工程地质现象。

4、地形地貌

项目区位于霍山县，所处地貌形态属侵蚀堆积地貌，为垄岗丘陵与东部平原

的过渡地带，地面高程为 67～75m（54黄海高程）。

5、气象

霍山县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主要气候特征是：季风气候明显，雨量

充沛，冷热适中；区域差异和垂直变化大；光、热、水等气候资源丰富。霍山县

境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受季风影响较大。春季多为东、东南和南风，雨水较多，

气候温和；夏季多为南和西南风，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环流笼罩下，雨水多且

较集中，但总体光照仍然充足，气温较高；秋季以西风居多，深秋也有少量偏北



10

风，风力、风速不是很大，雨水较少，天高气爽；冬季受大陆冷高压控制，雨雪

少，北风多，有时也刮东北风或西北风，显得干冷。全县年平均降水量为

1467.9mm，最多年降水量为 2351.3mm，最少年降水量为 732.3mm。夏季是一年

中雨量最集中的季节，其降水量占全年的 44.7%。雨量空间分布有着明显的差异，

山区比丘陵畈区多。全年年均气温在 15.3℃，其中 1月份平均气温为 3℃，7月

份平均气温为 27.9℃，历史极端最高气温 40.20℃（1959年），历史极端最低温

度-11.℃（1969年），酷暑和严寒极少，冷热较为适中。全年≥10℃积温为 4900℃。

年平均蒸发量 1558mm 左右，年均无霜期为 220天。年均风速 1.3 m/s，最大风速

为 14 m/s，风向多为东和东北向。

6、水文

项目区主要河流为东淠河和但家庙河，属于淮河流域的淠河水系。

东淠河发源于大别山北麓，是贯穿霍山县最大的一条河流，主要源流有西支

漫水河和东支黄尾河，佛子岭水库坝下主要支流有孔家河、深水河、戴家河、柳

林河、幽芳河、但家庙河等汇入东淠河，干流东淠河经霍山县城北郊及下符桥镇

团山嘴流出县境，在六安市裕安区两河口与西淠河汇合流入淠河，总流域面积

2697 km2，其中霍山县境内流域面积 1895.3 km2。

但家庙河为东淠河支流，发源于与儿街镇与单龙寺及真龙地乡北坡，向北流

经四顾冲、与儿街、大沙埂、洛阳河、大河厂、圣人山，入东淠河干流，流域面

积 278km2。主河道自四顾冲至团山咀河段长 22.1km。

7、土壤、植被

项目区土壤以黄壤、黄棕壤为主，这些土壤理化性状良好，土体内水、肥、

气、热四大肥力要素供贮协调一致，适应性广，适耕期长，缓冲能力大。

项目区属于落叶、阔叶一常绿阔叶混交林带。有木本和草本植物 3000多种，

其中用材林有 200多个树种，以松、杉和竹类为主，次之有栎、杨、柳、槐、枫、

檀、榆、椿、桦、泡桐等树种；经济林有 100多个树种，以板栗、油茶、油桐、

乌桕为大宗。药用植物有 1600多种，其中珍稀名贵和大宗地道药用植物有霍山

石斛、安徽贝母、杜仲、厚朴、人参、桔梗、枣皮、断血流、药百合、野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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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等，霍山石斛为名贵特产。观赏植物有 1100多种，其中观赏价值高或分

布较广的有雪松、鹅掌楸、天女花、杜鹃花、广玉兰、白兰、含笑、夜来香、望

春花、腊梅、菊花、桂花、兰花等。牧草有几十种，以芭茅、野蒿和巴根草居多，

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率达 71.5%。

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2.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变更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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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全面有效

的治理，建设单位于 2018年 8月委托安徽聚信水务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

了《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霍山县水务局于 2019

年 5月 25日在霍山县组织召开了《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送审稿）》技术审查会。2019年 8月 9日，霍山县水务局下发了《关

于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霍水审【2019】

125号）对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

因工程选址未发生变化，占地面积、土石方量等未发生变化，水土保持方案

未进行变更。

1.2.2 水土保持工作管理

项目建设单位霍山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十

分重视，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实施了有效管理。

1、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批复文件，向地方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

2、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将水保方案中的防治措施纳入了工程总体设计中，

主体工程施工过程中，为保障主体工程安全和防止项目建设引发的大量水土流

失，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完成了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符合“三同时”制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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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审查施工单位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过程

中水土保持措施实行高标准严要求，并要求施工现场配有专人负责监督实施；加

强施工过程的监督检查，严格按设计的规定破土和施工占地，在满足设计规定的

前提下，尽量少占地，少动土；施工建材集中分类堆放，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

减少对土壤和植被的破坏。

4、在施工时间安排上，办公楼、食堂、宿舍、垃圾发电汽机房等建筑物施

工时段主要选在非汛期，建筑物基础的开挖与回填在汛期前基本完成，地表强烈

扰动期避开了本区主要降水期，缩短了堆土存放时间，有利于水土流失控制。

1.2.3 监测意见落实情况

工程建设期间，水保监测单位对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情况以及各项水土

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进行了实地监测和调查监测。监测人员在监测的同时，与建

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进行交流探讨如何做好水保防护措施，并把存在问

题向建设单位提出。例如为尽可能减小对地表的扰动，应严格控制和管理车辆、

施工机械的运行范围；剥离的表土应单独堆放并采取必要的拦挡和苫盖措施；植

物栽种后，加强后期抚育工作，提高植物成活率，尽早发挥植物措施的水土保持

效益；施工区以及道路在未硬化前应增加洒水降尘措施等等，项目建设单位霍山

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监测人员提出的水保防治措施意见十分重视，并将

这些意见反馈给各施工单位，同时要求施工单位及时落实水保措施监测意见。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我单位接受霍山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水土保持监测任务后，水土保持

监测成员随即赴现场进行实地查勘，为尽可能多获取监测资料，监测项目组查阅

了工程设计、施工等资料，对已扰动面积、土石方开挖与回填量情况进行全面调

查、补测，结合工程实际进展情况及《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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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报告书﹙报批稿﹚》要求，监测人员根据项目监测实施方案确定的内容、方法

及时间开展监测工作，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进行各项防治措施和施工期扰动条件

下的侵蚀强度调查，随时掌握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扰动面积、弃土弃渣、水土流失

量及排水沟、沉沙池、土地整治、绿化等各项水保措施的实施情况，及时了解项

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并做好监测记录，为确保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加强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提供了依据

和支撑。

由于我单位接受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时土建工程已完成，为尽可能多获

取监测资料，监测项目组对已扰动面积、土石方开挖与回填量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补测，对厂区内扰动地面土壤侵蚀量进行了估算。

1.3.2 监测项目部设置

2020年 5月，受霍山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我单位承担霍山县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任务，我单位接受委托后，确定了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人员。

1.3.3 监测点布设

监测项目组根据项目建设区的施工特点、建设进度，重点监测厂区、施工生

产生活区、取水管线区、进出厂道路区。按照项目组成、监测内容和监测环境，

两个项目共计布设固定监测点 6个，临时调查点若干。

水土保持监测点布置及监测内容详见表 1.3-2。监测点位置示意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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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水土流失监测点及监测内容情况表

序号 监测区域 监测点位 监测内容
监测年限

（年）

监测频次

（次/年）
监测方法

1
厂区

雨水排水口 水土流失量

2

扰动地表面积、

挖填方量、正在

实施的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建设情

况等至少每月监

测记录 1次；主

体工程建设进

度、水土流失影

响因子、水土保

持植物措施生长

情况等至少每季

度监测记录 1
次。遇暴雨、大

风等情况应及时

加测，水土流失

灾害事件发生后

1周内完成监

测。

沉砂池法

2 主厂房 水土流失量、防护措施 调查监测法

3
施工生产生

活区

临时堆土场 水土流失量、防护措施 简易监测小区

4 雨水排水口 水土流失量、防护措施
调查监测法、

沉砂池法

5 取水管线区 取水管线 水土流失量、防护措施 调查监测法

6
进出厂道路

区
进出厂道路 水土流失量、防护措施 调查监测法

在上述定点监测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了调查和巡查制度，根据工程施工进

度或降水情况及时进行监测或加测。

1.3.4 监测设施设备

GPS：野外监测过程中，运用 GPS定位监测点、导航。

三维激光扫描仪（Leica ScanStation C10）：三维激光扫描仪可用于取土场

和弃土（渣）场地形扫描，获取丰富的点云数据，生成 TIN 网模型，同时可以

获取等高线，进行土、石方体积计算。

移动 GIS 数据采集系统 Yuma2：移动 GIS 数据采集系统 Yuma2 配置有

Terrasync软件，可以加载项目区影像资料。监测过程中，可以对各监测点定位、

拍照、导航并记录外业监测路线。

Contour XL Ric激光测距仪：激光测距仪可以实现地物的距离、高度、角度、

坡度、面积等的测量，而且测程远、精度高，在遇到下雨，大雾等坏天气时，将

工作模式设置成“坏天气”模式，将不受任何影响。使用三脚架，可进行远距离、

精确测量，解决了有些监测点的监测指标无法采集的问题，确保了数据的完整性。

数码摄像机、数码相机：获取项目水土保持野外监测过程中影像资料。

此外，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皮尺、钢尺、测高仪、罗盘等设备保证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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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水土保持监测数据的采集、处理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监测过程中消耗性材料主要包括：钢钎、铁皮、油漆、量筒、测绳、记录笔

和记录纸等。

1.3.5 监测技术方法

本工程采用调查监测、地面定位观测和场地巡查监测等监测方法。

对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如地形、地貌、水系、水利工程的变化、水土流

失的危害、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等情况采用调查监测法。

对重点监测区域和典型监测点降雨量、水土流失量、水土保持工程量等主要

采用地面观测法，辅以调查监测法。

此外，可利用 GPS定位仪、全站仪、简易观测小区等对建设区域地表扰动

面积和水土流失情况进行定位观测。根据需要，对工程建设相关部位水土流失情

况、水土保持工程情况采取巡测方法。

原地貌对照观测区在项目建设区相应监测点附近选取。本工程水土流失主要

调查、监测方法见表 1.3-3。

表 1.3-3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方法统计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 测 方 法

1 降雨强度、降雨量

收集附近水文站和气象站多年观测资料（徐楼站），主要包括降水量、降雨强度、

降水量时程分配和暴雨情况；记录监测期间暴雨出现的季节、频次、雨量、强度

占年雨量的比例。

2 水蚀量 地面监测法：采用桩钉法、侵蚀沟体积法、沉砂池法和径流小区法。

3 植物覆盖度 采用标准地样法，草本 1m×1m，灌木 5m×5m，乔木 20m×20m。

4 林草生长情况
林草生长情况采用随机调查法，记录林草植被的分布、面积、种类、群落、生长

情况、成活率等。

5 堆土场 采用地形测量法，定期测量坡度、堆高、体积等变化情况。

6 植物防护措施监测
植物措施和管护情况监测：绿化林草的生长情况、成活率等采用标准地样法（样

线法），植物措施管护情况采用工作记录检查法和调查访问方法。

7 工程防护措施监测

巡视、观察法确定防护的数量、质量、效果及稳定性。

拦渣工程效果：主要记录运行期间拦渣的工程质量、拦渣量、雨季后拦护效果以

及保护和维修情况；

排水工程效果：排水系统、防护措施的实施效果及稳定性；

土地整治工程：记录整地对象、面积、整治后的地面状况、覆土厚度、整治后的

土地利用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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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扰动土地情况

2.1.1监测方法

本工程采用调查监测、地面定位观测和场地巡查监测等监测方法。

对影响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如地形、地貌、水系、水利工程的变化、水土流

失的危害、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等情况采用调查监测法。

对重点监测区域和典型监测点降雨量、水土流失量、水土保持工程量等主要

采用地面观测法，辅以调查监测法。

此外，可利用 GPS定位仪、全站仪、简易观测小区等对建设区域地表扰动

面积和水土流失情况进行定位观测。根据需要，对工程建设相关部位水土流失情

况、水土保持工程情况采取巡测方法。

2.2 取料、弃渣

2.2.1 取料

工程建设期间，厂区内主要发生的土石方工程有表土剥离、建筑物基础开挖、

排水沟开挖以及景观水池开挖等。厂内开挖土方量能够满足工程土方回填，剥离

的表土量能够满足工程建设后期绿化覆土，建设期间挖填基本平衡，因此不涉及

取土场。

2.2.2 弃渣

工程建设期间，土石方挖填基本平衡，剥离的表土用于后期绿化覆土，建筑

物基础占的这部分土方摊平在厂区内，从而使厂区土石方自平衡。无永久弃土。

2.3 水土保持措施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及效果监测主要采用地面观测、实地量测、资料

分析的监测方法。对于工程防治措施，主要调查其实施数量、质量及进度；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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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稳定性、完好程度、运行情况、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植物措施主要调查其

不同阶段林草种植面积、成活率、生长情况及覆盖度；扰动地表林草自然恢复情

况；植物措施拦渣保土效果。对于临时防护措施，主要调查其实施情况，如实施

数量、质量、进度、运行情况和临时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见表 2-3。

表 2-3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及效果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

防治分

区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厂区

表土剥离量0.68万m2；
土 地 整 治 面 积 1.824
hm2；浆砌石护坡砌石
方量为450 m3；排水沟
1180m；沉砂池4个

种植乔木598株，
灌木261株，栽植
绿篱400m；铺设
草皮0.604 hm2，
撒播草籽5258 m2

防雨彩条布 7557
m2

地面观测

实地量测

资料分析

每季度一次

施工生产
生活区

表土剥离量0.05万m2；
土 地 整 治 面 积 0.019
hm2

种植灌木24株，栽
植绿篱240m，铺
设草皮0.165hm2

临时袋装土拦挡
180 m3；临时排水
沟150 m；临时沉
砂池1个；防雨彩
条布800 m2

地面观测

实地量测

资料分析

取水管线
区

表土剥离量0.02万m2；
土 地 整 治 面 积 0.045
hm2

撒播草籽550m2
临时排水沟15 m；
临时沉砂池1个；
防雨彩条布40m2

地面观测

实地量测

资料分析

进出厂道
路区

表土剥离量0.02万m2；
土 地 整 治 面 积 0.826
hm2；排水沟190 m；沉
砂池1个

种植乔木95株；撒
播草籽190m2 防雨彩条布171m2

地面观测

实地量测

资料分析

2.4 水土流失情况

本项目水土流失情况监测主要采用地面观测、实地量测、遥感监测、资料分

析的监测方法。水土流失面积监测采用实地量测、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土壤

流失量监测采用简易径流小区、侵蚀沟样方测量的方法，动态监测结果，通过相

似区域尺度放大的方法，得出不同分区的水土流失总量。取土潜在土壤流失量以

及变化情况，采用简易水土流失观测场法以及侵蚀沟样方测量法等地面观测方法

进行监测。水土流失危害采用资料分析的方法进行监测。水土流失情况监测内容、

方法及频次见表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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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水土流失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

防治分区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水土流失

面积
水土流失量 水土流失危害

厂区 3.578

开挖边坡、临时堆

土边坡水土流失量

及不同时段变化情

况

造成水土流失

事件的原因、

损失、补救措

施等

地面观测

实地量测

遥感监测

面积监测

每个季度

一次；土壤

流失量、取

弃土潜在

土壤流失

量每个月

一次

施工生产生
活区

0.26
路基开挖裸露地表

水土流失数量及不

同时段变化情况

造成水土流失

事件的原因、

损失、补救措

施等

地面观测

实地量测

遥感监测

取水管线区 0.066
临时堆土边坡水土

流失量及不同时段

变化情况

造成水土流失

事件的原因、

损失、补救措

施等

地面观测

进出厂道路
区

0.9965

开挖边坡、临时堆

土边坡水土流失量

及不同时段变化情

况

造成水土流失

事件的原因、

损失、补救措

施等

实地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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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2019年 8月 9日，霍山县水务局下发了《关于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霍水审【2019】125号）对霍山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共 4.009hm2。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根据实测，结合设计、施工资料及调查，项目建设总占地面积 4.9005hm2，

其中厂区占地面积 3.578hm2，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 0.26hm2，进出厂道路区

占地面积 0.9965hm2，取水管线区占地面积 0.066hm2。本工程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 4.9005hm2。工程分区、占地类型性质及面积见表 3.1-2。

表 3.1-2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成果表 单位：hm2

工程分区 批复范围
实际扰动影响

范围
增减(+/-)

项目建设区

厂区 3.578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6

取水管线区 0.066

进出厂道路区 0.9965

合计 4.009 4.9005 +0.8915

经比较，实际监测与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范围相比，增加 0.8915hm2。

3.1.2 背景值监测

本工程位于南方红壤区，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表现形式主要为面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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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量沟蚀，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

由于监测单位进场后项目已施工，未开展背景值监测，考虑到工程所区域植

被良好，有大量植被覆盖，且施工期降水量与常年同期降水量基本相当，因此，

以本工程水保方案确定的项目区水土流失背景值为实际背景值，即 480t/km2·a。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1）厂区

本区由膜处理车间、生化综合池、调节池、垃圾卸料大厅、垃圾池、锅炉焚

烧间、电力室、汽轮机房、冷却塔等组成一个联合厂房，布置在厂区中部及北部，

提高环境质量和生态平衡的目的。

厂区南部由综合楼（含办公、会议室、职工宿舍、职工食堂等）、大门、门

卫房、汽车库、景观绿地及文体活动场等组成，在综合楼和主厂房之间隔有景观

绿地，以减少生产区对生活区的影响。

（2）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堆土场设置在规划厂区的厂前区绿地。

（3）取水管线区

本工程用水水源为地表水，本项目生产用水采用厂区东侧的但家庙河，以但

家庙河作为项目生产用水水源，取水点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经济开发区老

皇寺村，东经：116°22'45.54"，北纬：31°26'43.06"。取水管线沿现有道路铺设约

440m，在河边适当位置建取水泵房，由取水泵取水，管道采用De200孔网钢带聚

乙烯复合管，单管，长度约440m，最大输水能力100m3/h，敷设深度1.2m，输送

到厂区综合水泵房。其水资源论证报告已经编制完成，详见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

泵房基础及管沟开挖选在枯水季节施工。

取水口设在但家庙河岸边，泵房设置在河岸，地面现状为旱地，地面高程

58m左右，占地面积 79m2。

管线线路选择以尽量遵循线路短、管道起伏小、施工土方量少、少占农田、

拆迁量少、造价经济、便于施工和维护等原则，设计敷设管线全长 440m。管道

采用 De200孔网钢带聚乙烯复合管，单管，长度约 440m，最大输水能力 10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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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深度 1.2m，输送到厂区综合水泵房。梯形槽施工，施工结束后覆土平整。

输水管线区占地总面积 0.066hm2，均为临时占地，土地利用现状主要为农田。

（4）电网输线区

厂外道路约 1165m2，道路宽度主要为 7m，位于厂区南侧。

汇总以上监测成果，本工程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为 4.9005hm2，扰动土地面

积见表 3.1-3。

表 3.1-3 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单位 hm2

工程分区

占地类型

合计 备注
其他草地 农村道路用地

厂区 3.4 0.178 3.578 永久占地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6 0.26 永久占地

取水管线区 0.066 0.066 永久、临时占地

进出厂道路区 0.9965 0.9965 永久、临时占地

小计 4.6565 0.244 4.9005
永久占地 4.7390hm2，临时

占地 0.066hm2

3.2 取料监测结果

3.2.1 设计取料情况

本工程无取土（石、料）场，所用砂、石料采取外购方式。

3.2.2 取料监测

本项目不设取土（石、料）场，厂区和进场道道路开挖土方量满足工程土方

回填，剥离的表土量能够满足工程建设后期绿化覆土，所用砂、石料采取外购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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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弃渣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渣情况

工程建设期间土石方挖填平衡，无弃渣场。

3.3.2 弃土监测结果

工程建设期间土石方挖填平衡，剥离的表土用于绿化覆土及人造景观使用，

部分开挖余土用于生物质项目进场道路建设，无永久弃土。本工程项目建设区以

外无弃渣场。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1、厂区

通过查阅施工、监理、绿化等相关资料，项目区厂区挖方量 1.71万 m3，填

方量 1.60万 m3；施工生产生活区挖方量 0.05万 m3，填方量 0.05万 m3；取水管

线区挖方量 0.11万 m3，填方量 0.11万 m3；进出厂道路区挖方量 0.35万 m3，填

方量 0.46万 m3；项目总挖方量 2.22万 m3，总填方量 2.22万 m3，无弃方。

项目区厂区表土剥离量0.68万m3，回填量0.68万m3；施工生产生活区表土剥

离量0.05万m3，回填量0.05万m3；取水管线区表土剥离量0.02万m3，回填量0.02

万m3；进出厂道路区表土剥离量0.20万m3，回填量0.20万m3；项目总表土剥离量

0.95万m3，总回填量0.95万m3，无弃方。

本工程土石方流向情况及表土流向情况监测成果表，见表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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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土石方流向监测成果表

工程分区 开挖 回填
调入方 调出方

外借 废弃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厂区 1.71 1.60 0.11
进出厂道

路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0.05

取水管线区 0.11 0.11

进出厂道路区 0.35 0.46 0.11 厂区

总计 2.22 2.22 0.11 0.11

表3.4-2 表土平衡流向监测成果

工程分区 开挖 回填
调入方 调出方

外借 废弃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厂区 0.68 0.68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 0.05

取水管线区 0.02 0.02

进出厂道路区 0.20 0.20

总计 0.95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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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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

根据《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本

工程水土保持设计的工程措施工程量，见表 4.1-1

表 4.1-1 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厂区

施工生 产

生活区

取水

管线区

进出厂

道路区
合 计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100m3） 68.0 5.2 2.0 19.9 95.1

土地整治（hm2） 1.824 0.019 0.045 0.826 2.714

斜坡防护（100m3） 4.50 4.5

排水管沟（m） 1180 190 1370

沉砂池（个） 4 1 5

4.1.2 工程措施监测

1、厂区

工程占地范围内宜进行表土剥离且扰动区域采取表土剥离措施，表土剥离量

约 0.68万 m3；后期对厂区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约 1.824 hm2。厂区

排水沟开挖长度 1020m，预计需开挖土方 255 m3，需浆砌石护砌 204 m3；厂区

左侧坡面采用浆砌石护坡，预计浆砌石方量为 450m3。

在主体工程排水沟设置永久沉砂池和厂区左侧坡面下方的排水沟及沉砂池。

沉砂池位于项目排水沟的节点处，将临时沉沙土池改建为浆砌石沉砂池。浆砌石

沉砂池长 2m，宽 1m，深 1m，项目区共设置 4个永久沉砂池，共需开挖土方 8 m3，

需浆砌石护砌 4.8 m3。厂区左侧坡面新增排水沟长度 160 m，开挖土方 40 m3，

需浆砌石护砌 32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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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生产生活区

对工程占地范围内宜进行表土剥离且扰动区域采取表土剥离措施，表土剥离

量约 0.05万 m3；后期对厂区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约 0.26hm2。

3、取水管线区

对工程占地范围内宜进行表土剥离且扰动区域采取表土剥离措施，表土剥离

量约 0.02万 m3；后期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约 0.066 hm2。

4、进出厂道路区

对工程占地范围内宜进行表土剥离且扰动区域采取表土剥离措施，表土剥

离量约 0.20万 m3；后期对厂区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整治面积约 0.826 hm2。

道路沿线排水沟开挖长度 380m，预计需开挖土方 950m3，需浆砌石护砌 76m3。

在主体工程排水沟设置永久沉砂池。沉砂池位于项目排水沟的节点处，将临

时沉沙土池改建为浆砌石沉砂池。浆砌石沉砂池长 2m，宽 1m，深 1m，项目区

共设置 1个永久沉砂池，共需开挖土方 2 m3，需浆砌石护砌 1.2 m3。

表 3.5-2 工程措施监测值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厂区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取水

管线区

进出厂

道路区
合 计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100m3） 68.0 5.2 2.0 19.9 95.1

土地整治（hm2） 1.824 0.26 0.066 0.826 2.976

斜坡防护（100m3） 4.50 4.5

排水管沟（m） 1180 380 1560

沉砂池（个） 4 1 5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方案设计的植物措施

根据《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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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土保持设计的工程措施工程量，见表 4.2-1。

表 4.2-1 方案设计的植物措施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厂区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取水管线区 进出厂道路区 合 计

植物措施

栽植乔木（株） 598 95 693

栽植灌木（株） 261 24 285

栽植绿篱（100m） 4 2.4 6.4

铺植草皮（100m2） 60.38 16.9 77.3

撒播草籽（100m2） 52.58 5.5 1.9 60.0

4.2.2 植物措施监测

1、厂区

厂区进行园林式绿化，厂区右侧征地范围的植物措施，乔木 620 株，灌木

300株，撒播草籽 0.53hm2。

2、施工生产生活区

该区为厂前区最大的空闲地，绿化布置要与厂区绿化布局相结合，进行园林

式绿化，灌木 24株，绿篱 240m，铺植草皮 0.16hm2。

3、取水管线区

管线沿线和取水泵房周边撒播草籽，总面积 550m2。

4、进出厂道路区

道路沿线处栽种乔木，乔木 100 株，在乔木间隙空地撒播草籽，撒播面积

0.02hm2。

表 3.5-4 植物措施监测值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厂区

施工

生产

生活区

取水

管线区

进出厂

道路区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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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措施

栽植乔木（株） 598 100 1391

栽植灌木（株） 261 24 570

栽植绿篱（100m） 4 2.4 12.8

铺植草皮（100m2） 60.38 16.9 154.58

撒播草籽（100m2） 52.58 5.5 2.0 120.08

4.3 临时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3.1 方案设计的临时措施

根据《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本

工程水土保持设计的工程措施工程量，见表 4.3-1。

表 4.3-1 方案设计的临时措施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厂区

施工

生产

生活区

取水

管线区

进出厂

道路区
合 计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长度（m） 150 15 165

沉砂池数量（个） 1 1 2

临时袋装土拦挡
（100m2）

1.8 1.8

彩条布覆盖（100m2） 75.57 8 0.4 1.71 85.7

4.3.2 临时措施监测

1、厂区

在施工期的临时苫盖措施，包括对施工场地开挖和斜坡的临时苫盖。项目区

内临时苫盖需要彩条布 7557 m2。

2、施工生产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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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在临时堆土场。临时堆土场设置面

积 0.008 hm2，采用袋装土挡墙拦护，挡墙高 1.5m，总长 120 m。临时堆土场周

围开挖矩形排水沟，尺寸为底宽 0.5m，深 0.5m，长 150m。在临时堆土场对角设

置 1个临时沉砂池，尺寸为 2 m×1 m×1 m。施工期的临时苫盖措施，项目区内临

时苫盖需要彩条布 800 m2。

3、取水管线区

在取水泵房处开挖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砂池。临时排水沟总长约 15 m，土

方开挖量 37.5m3；临时沉砂池 1个，土方开挖量 2 m3。临时苫盖彩条布 40 m2。

4、进出厂道路区

临时苫盖需要彩条布 171 m2。

表 3.5-6 临时措施监测值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厂区

施工

生产

生活区

取水

管线区

进出厂

道路区
合 计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长度（m） 150 15 165

沉砂池数量（个） 1 1 2

临时袋装土拦挡
（100m2）

1.8 1.8

彩条布覆盖（100m2） 75.57 8 0.4 1.71 85.7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实施了工程

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工程建设期厂区、进场道路均实施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

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挡土墙、土地整治。厂区内布设了完善的排水设施，埋设不

同管径的排水管，雨水检查井。施工过程中实施临时苫盖措施。工程建设后期在

厂区能够绿化的空地全部实施植物措施，且绿化区域采用高标准的园林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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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种的植物品种、档次、数量较方案设计大幅度增加，植物措施目前长势良好，

在美化厂区环境的同时发挥了很好的保水保土作用，有效减少了水土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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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项目总体布局、总图设计，结合实际调查，对项目建设期开挖扰动、占

压地表和损坏的植被面积进行量测统计，本项目扰动原地貌、损坏各类土地和植

被的面积为 4.9005hm2，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 4.9005hm2，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

见表 5.1.1。

表 5.1.1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表

监测单元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厂区 3.578 3.578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6 0.26

取水管线区 0.066 0.066

进出厂道路区 0.9965 0.9965

小计 4.9005 4.9005

5.2 土壤流失量

5.2.1各侵蚀单元土壤侵蚀模数监测

施工期某时段的土壤流失量即等于该时段防治责任范围各时段基本侵蚀单

元的面积与对应侵蚀模数乘积的和。因此侵蚀单元划分及侵蚀模数的监测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项目区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是施工期因项目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对于原地

貌的水土流失评价基本采用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的分类方法和侵蚀模数。

（1）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本项目本工程所在地区属南方红壤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水土

流失容许值为 500t/km2·a。根据水土保持方案中的水土流失调查情况以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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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勘了解到的地区的土壤、植被、地形、地貌情况，确定原地貌背景侵蚀模数为

480t/km2·a。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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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2）；

Ks—— 水蚀模数（t/(km2·a)）；

T—— 侵蚀时段（a）。

（3）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结果

施工准备期（“三通一平”期）：地表植被清除，土地裸露，场地开挖与回填

时地表扰动强烈，土质松软，降水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施工期：主体工程基础开挖区域，地表裸露，降水易产生较大水土流失。其

它区域由于围墙、排水系统建成，场地硬化，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作用，水土

流失强度相对主体工程基础开挖区小。

运行期：扰动土地大部分被建筑物和道路占压，绿化措施已实施，水土流失

强度逐步恢复正常水平。

工程结束后，路面被硬化，路基边坡有护坡措施，水土流失极其轻微。

综合施工区地貌特征、施工时间段、临时防护措施、降水、现场土壤流失状

况监测情况，参考同类型已有的土壤侵蚀模数成果，确定本工程施工期、植被恢

复期土壤侵蚀模数，详见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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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1 施工准备期造成水土流失量监测成果表

预测
分区

预测单元

可能造
成水土
流失面
积(hm2)

原生土壤
侵蚀模数
(t/km2.a)

扰动土壤
侵蚀模数
(t/km2.a)

预测
时间
(a)

水土流
失背景

值
（t）

预测水土
流失量
（t）

新增水
土流失

量
（t）

厂区 厂区 3.578 500 5508 0.5 8.95 98.54 89.59

施工
生产
生活
区

临时堆
土场

顶面 0.045 500 6000 0.5 0.11 1.35 1.24

边坡 0.033 500 10200 0.5 0.08 1.68 1.6

施工生产生活区 0.182 500 5508 0.5 0.46 5.01 4.55

合 计 3.84 3.838 9.6 106.58 96.98

表5.5-2 施工期造成水土流失量监测成果表

预测
分区

预测单元
可能造成
水土流失
面积(hm2)

原生土壤
侵蚀模数
(t/km2.a)

扰动土壤
侵蚀模数
(t/km2.a)

预测
时间
(a)

水土流
失背景

值
（t）

预测水
土流失

量
（t）

新增水
土流失

量
（t）

厂区 厂区 3.578 500 5508 1.6 28.62 315.32 286.7

施工
生产
生活
区

临时
堆土
场

顶面 0.045 500 6000 1.6 0.36 4.32 3.96

边坡 0.033 500 10200 1.6 0.26 5.39 5.13

施工生产生活
区

0.182 500 5508 1.6 1.46 16.04 14.58

取水管线区 0.066 500 5004 1.6 0.53 5.28 4.75

进出厂道路区 0.9965 500 6456 1.6 7.97 102.93 94.96

合 计 4.9005 39.20 449.28 410.08

表5.5-3 自然恢复期造成水土流失量监测成果表

工程分区 预测单元
可能造成
水土流失
面积(hm2)

原生土壤
侵蚀模数
(t/km2.a)

扰动土
壤侵蚀
模数

(t/km2.a)

预测
时间
(a)

水土流
失背景

值
（t）

预测水
土流失

量
（t）

新增水
土流失

量
（t）

厂区
占压及硬化
以外区域

1.3016 500 1020 2 13.02 26.55 13.53

施工生产生
活区

占压及硬化
以外区域

0.182 500 1020 2 1.82 3.71 1.89

取水管线区
占压及硬化
以外区域

0.045 500 1020 2 0.45 0.92 0.47

进出厂道路
区

占压及硬化
以外区域

0.1165 500 1404 2 1.17 3.27 2.10

合 计 1.6451 16.46 34.45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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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建设期水土流失总量为 590.31 t，新增水土流失总量 525.05 t；

其中施工准备期水土流失总量为 106.58 t，新增水土流失总量为 96.98 t；施工期

水土流失总量为 449.28 t，新增水土流失总量为 410.08 t；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总

量为 34.45 t，新增水土流失总量为 17.99 t。具体预测结果见表 5.5-4。

表5.5-4 建设期水土流失预测总量统计

5.2.2土壤侵蚀模数监测

根据现场调查监测，工程建设期间水土壤侵蚀特征如下：

施工准备期：地表植被清除，土地裸露，场地开挖与回填时地表扰动强烈，

土质松软，降水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建设期：工程建设初期由于建筑物基础开挖，临时堆土和基坑表面裸露，降

水易产生水土流失。工程建设后期建筑物占压、道路硬化措施，排水设施建成，

土地整治后植物措施的实施，对水土流失起到很好的抑制，此时水土流失大大低

于工程建设期间的强度。

恢复期：建筑物全部建成后，水土流失面积较小，植物生长逐渐茂盛，逐步

发挥保水保土作用，水土流失强度将维持较低的水平。

类型 区域
原生水土流失量

（t）
水土流失总量

（t）
新增水土流失量总

量（t）

分区域

厂区 50.59 440.41 389.82

施工生产生活区 4.55 37.50 32.95

取水管线区 0.98 6.20 5.22

进出厂道路区 9.14 106.20 97.06

合 计 65.26 590.31 525.05

分阶段

施工准备期 9.60 106.58 96.98

施工期 39.20 449.28 410.08

自然恢复期 16.46 34.45 17.99

合 计 65.26 590.31 5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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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土壤流失量

通过水土流失现场监测以及项目区降雨资料，项目产生水土流失量 590.31t，

其中原地貌产生水土流失量 65.26t，扰动地表新增水土流失量 525.05t。

5.3 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不设取料场和弃渣场。工程建设过程中，大多数砂石材料取自本工程

建设区，少量由施工单位选择手续齐全的砂石料场外购，砂石料提供方承担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通过内部调运，工程建设期间土石方挖填平衡，无弃土弃渣。

5.4 水土流失危害

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十分重视，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实施了有效管理，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实施了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工程建设期内，

水土流失已尽可能降低。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对水土流失起到很好防治作用，

工程建设扰动范围内未出现滑坡、坍塌等严重水土流失危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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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根据监测结果，本工程建设区具有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主要包括工程措

施、土地整治和绿化措施面积，本工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100%，项目建设

期扰动原地貌面积为 4.9005hm2，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 4.9005hm2。项目区平均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100%。各分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详见表 6.1-1。
表 6.1-1 扰动土地整治率统计计算总表

序

号
防治分区

扰动地表

面积

（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m2） 造成水土流

失面积

（m2）

水面面积

（m2）

建筑硬化

面积

（m2）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合 计

1 厂区 3.578 0.148 1.8241 1.9721 0 0 1.7539

2
施工生产生活

区
0.26 0 0.0193 0.0193 0 0 0.2407

3 取水管线区 0.066 0 0.045 0.045 0 0 0.021

4 进出厂道路区 0.9965 0.034 0.8255 0.8595 0 0 0.171

合 计 4.9005 0.182 2.7139 2.8959 0 0 2.1866

6.2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验证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工程方案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也是衡量水土保持工程是否可行的主要指标。经治理后可将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

模数控制为 450t/km2.a。本地区容许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

比为 1.1，有效地控制了因项目开发产生的水土流失。

各分区水土保持治理情况见表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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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序

号
防治分区

扰动地表

面积

（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m2） 造成水土流

失面积

（m2）

水面面积

（m2）

建筑硬化

面积

（m2）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合 计

1 厂区 3.578 0.148 1.8241 1.9721 0 0 1.7539

2
施工生产生活

区
0.26 0 0.0193 0.0193 0 0 0.2407

3 取水管线区 0.066 0 0.045 0.045 0 0 0.021

4 进出厂道路区 0.9965 0.034 0.8255 0.8595 0 0 0.171

合 计 4.9005 0.182 2.7139 2.8959 0 0 2.1866

6.3渣土防护率和表土保护率

本工程涉及的土方工程主要是厂区内场地平整回填、主体工程基础及沟槽开

挖等。

工程建设期挖方 2.22万 m3，填方 2.22万 m3，无弃方。表土剥离量 0.95万

m3，用于厂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绿化及管线区土地整治；土方合理利用保持挖填

平衡。无永久弃土，不设置专门的弃渣场。

本项目无弃土，重点是表土临时堆土区的防护。施工期间由于采取了拦挡

和排水等工程措施，将工程施工所产生的临时堆土（表土）基本上拦住或妥善处

理，可防止表土的再次流失。本项目渣土防护率和表土保护率均为 100%。

6.4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林草面积占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的百分比。本工程设

计水平年综合林草植被覆盖率为 55.4％。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植被恢复面积占防治责任区范围内可恢复植被面积百

分比。各分区及方案设计水平年综合值都能达到 100％。

6.6 防治指标监测评价

汇总以上监测效果指标，见表 6.6-1，可以看出试运行期本项目水土保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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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

表 6.6-1 水土保持防治效果评价表

指标 目标值 评估依据 单位 数量
监测达

到值

评估

结果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98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2.714
100% 达标

水土流失总面积（不含建筑物、水面面积） hm2 2.714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1.1 达标

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t/km2.a 450

渣土防护

率（%）
97

设计拦渣量 万 m3 0.95
100.0% 达标

弃渣量 万 m3 0.95

表土保护

率（%）
92

设计表土保护量 万 m3 0.95
100.0% 达标

表土剥离量 万 m3 0.95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8

绿化总面积 hm2 2.7139
100% 达标

可绿化面积 hm2 2.7139

林草覆盖

率(%)
27

绿化总面积 hm2 2.7139
55.4% 达标

扰动地表面积 hm2 4.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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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7.1.1防治责任范围变化

根据 2019年 8月 9日，霍山县水务局下发了《关于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霍水审【2019】125号）对霍山县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共

4.009hm2。

根据实际监测成果，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9005hm2，与《方案》

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相比增加了 0.8915hm2。

7.1.2取土和弃土变化

本项目项目水保方案中工程建设期挖方2.22万m3，填方2.22万m3，无弃方。

根据实际监测统计，工程建设期间共挖方2.22万m3，填方2.22万m3，无弃方。

与《方案》相比，实际发生的土石方挖填量变化不大，土石方流向与《方案》基

本一致。通过内部调运，工程建设期间土石方挖填平衡，无永久弃土。

7.1.3水土保持防治效果评价

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占地面积 4.9005hm2。工程建设期间占地范

围全部被扰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 4.9005hm2。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本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①渣土防护率 95%，②表土防护率 92%。至设计水平年

项目规划防治目标值为：①水土流失治理度 98%，②土壤流失控制比 1.0，③渣

土防护率 97%，④表土防护率 92%，⑤林草植被恢复率 98%，⑥林草覆盖率 27%。

根据对监测资料的整理分析计算，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防治责任范

围内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 1.1，渣土挡护率 100%，表土保护

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55.4%；各项指标均达水土保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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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设计目标值。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工程在建设期间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土地整治、排水工程以及工程建

设后期土地整治和表土回覆措施；实施的临时措施有剥离的表土单独集中堆放，

并实施苫盖、排水等措施；植物措施采用高标准园林式设计，栽种的乔木、灌木

和草坪长势良好，成活率高，基本实现对厂区裸露土地的全覆盖，发挥了良好的

保水保土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水土保持防治效果。

项目建设过程中，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结合实施，做到工程防

护与生态防护相统一，开发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防治责任范围内

的土壤侵蚀强度低于项目区水土流失容许值；林草措施各项指标符合水土保持方

案设计标准，且质量优良，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明显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由于我单位接受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时施工准备期已结束，监测项目组

只能通过查阅施工资料、搜集施工期间影像资料结合现场调查走访等形式获取工

程建设前期的监测资料，缺乏现场监测数据，建议建设单位以后遇类似工程时，

按照《方案》中的水土保持监测要求，及时开展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7.4 综合结论

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按照《方

案》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整治，落实了水土保持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与临时防护措施，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

本项目水保监测末期，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运行良好，植物措施已全面恢

复，项目区的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总体上发挥了较好的保水保土、改善生态环

境的作用。根据监测结果分析，该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落实到位，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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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防治效果良好，达到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

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的要求，实现了《方案》中提出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总平面布置图



防治责任范围图

防治责任范围 4.9005 公顷


	前言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建设项目概况 
	1.1.1基本情况
	1.1.2 项目区概况

	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2.1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及变更
	1.2.2 水土保持工作管理
	1.2.3 监测意见落实情况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1.3.2 监测项目部设置
	1.3.3 监测点布设
	1.3.4 监测设施设备
	1.3.5 监测技术方法


	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扰动土地情况
	2.1.1监测方法

	2.2 取料、弃渣
	2.2.1 取料
	2.2.2 弃渣

	2.3 水土保持措施
	2.4 水土流失情况

	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3.1.2 背景值监测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3.2 取料监测结果
	3.2.1 设计取料情况
	3.2.2 取料监测

	3.3 弃渣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渣情况
	3.3.2 弃土监测结果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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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
	4.1.2 工程措施监测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方案设计的植物措施
	4.2.2 植物措施监测

	4.3 临时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3.1 方案设计的临时措施
	4.3.2 临时措施监测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5.2  土壤流失量
	5.2.1各侵蚀单元土壤侵蚀模数监测
	5.2.2土壤侵蚀模数监测
	5.2.3 土壤流失量

	5.3 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5.4 水土流失危害

	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6.2土壤流失控制比
	6.3渣土防护率和表土保护率
	6.4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
	6.6 防治指标监测评价

	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7.1.1防治责任范围变化
	7.1.2取土和弃土变化
	7.1.3水土保持防治效果评价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7.4 综合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