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源县青石嘴圆山道路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概况

位置

本工程位于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项目区位于青石嘴镇东

片区，门源县至青石嘴镇 S302 省道相通。工程道路西起

于已建圆山路，东止于圆山大道，交通条件便利。

建设内容

城市主干路，道路总长 547.786m，红线宽度 30m，设计时

速 40km/h；雨水管道 953m，雨水口 28 座，雨水检查井 17

座；污水管道 650m，污水检查井 18 座。

建设性质 新 建
总投资

（万元）
1100

土建投资（万元） 901.2 占地面积（hm2）
永久：1.64

临时：0.20

动工时间 2020.10 完工时间 2021.12

土石方（万 m
3
）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1.51 0.86 0.42 1.07

取土（石、砂）场 工程所需混凝土骨料均外购

弃土（石、渣）场
无弃渣场（表土余方对存于门源县城建部门表土堆存场，

土石方余方回填于门源县建筑垃圾填埋场）

项目区概

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况
祁连山-黑河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

地貌

类型
河谷阶地地貌

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t/km
2
.a] 435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

2
.a] 1000

项目选址

（线）水

土保持评

价

主体工程选址（线）避让了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和全国水土

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实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

位观测站，工程位于祁连山-黑河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有一定的水土保持

制约性因素，在水土保持设计时通过采取提高防护标准，严格控制扰动地表和植

被损坏范围、减少工程占地、加强工程管理、优化施工工艺，可以达到有效防治

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的目的，主体工程选线没有明显的水土保持约束性因素。

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预测水土

流失总量

本项目建设扰动地表面积为项目征占地面积 1.84hm
2
，损毁植被的面积 0.08hm

2
，

工程在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间可能产生水土流失总量 216.15t，

水土流失背景值为 19.62t，新增水土流失量为 196.53t。

防治责任

范围（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共计 1.84hm2，行政区划隶属于门源县。

防治标准

等级及目

标

防治标准等级 西北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表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9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8 表土保护率（％） 96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覆盖率（％） 13

水土保持

措施

1.主体工程区

主体工程设计的表土剥离、表土回覆、雨水管网、和绿化都具有较好的水土

保持功能，根据主体工程区施工的特点，主体工程区仍缺少边坡绿化措施和施工

期的临时苫盖、临时排水和沉沙措施。



（1）表土保护措施

①表土剥离（主体设计）

主体工程设计要求在路基施工前对道路新建占用耕地范围内不满足路基荷载

要求的腐殖土、耕植土等表层土进行单独剥离，要求将主体工程占用耕地部分的

表层土全部清基剥离，剥离下来的表层土用于人行道、绿化隔离带绿化覆土，以

达到保护、利用表土资源，减少工程后期绿化投入。经估算主体工程区共剥离表

土 0.24 万 m
3
（自然方）。

（2）截排水措施

①雨水管道、雨水口及雨水检查井（主体设计）

本工程采用雨污分流制。为防治地表径流对道路的冲刷产生破坏，有效防治

水土流失。本项目雨水排水系统主要由排水管网、雨水口和检查井组成，雨水系

统顺接已建成圆山路雨水管网，最终排入道路沿线周边自然水体中。雨水口沿行

车道每隔 21—41m 布设一座，采用 C25 砼现浇，并加盖预制混凝土装配式雨水箅

子盖板。经统计，DN300 雨水支管 505m，DN400 雨水干管 307m，DN500 雨水干管

239m，篦雨水口 30 座，钢筋砼雨水检查井 20 座。

（3）植物措施

本项目绿化工程为道路设计宽度 30m 范围内的绿化工程，包括 2m 绿化隔离带

和人行道行道树绿化。

①绿化隔离带（主体设计）

绿化隔离带选用榆叶梅灌木及黑麦草、早熟禾草植草，形成道路景观，绿化

面积 0.11hm
2
。

②行道树（主体设计）

人行道上种植行道树，采用柳树，共种植行道树 273 株，绿化面积 0.12hm
2
。

③边坡绿化

对路基边坡采取植草绿化，绿化面积为 0.11hm
2
，采用人工撒播，披碱草、早

熟禾、中华羊茅，比例按 8:1:1 混播，播种量为 225kg/hm
2
，化肥二胺 150kg/hm

2
，

尿素 75kg/hm
2
。播种时间在施工结束后第一个造林种草季节（最好为春秋季节），

采用人工播种方式，播深 2cm～3cm，播后稍镇压，草籽播种后 15 天左右进入苗期

管理，苗期管理要，时防虫防病和清除杂草，苗期管理 30 天后便可进行一般性的

常规管理，常规管理主要是清除杂草、防病。

（4）临时防护措施

①临时排水沟

为减轻新建路基施工期间周边地表径流对施工区域的冲刷，减轻水土流失，

本方案设计在项目施工前期，于道路占地范围内开挖临时排水沟，并于临时排水

沟与现有排水设施衔接处设置临时沉沙池。临时排水沟开挖位置结合地形布置在

路基边坡两侧。临时土质排水沟采用梯形断面，沟道底宽 0.4m，沟深 0.4m，内外

坡比 1:0.25，排水沟下游顺接沉砂池，经图纸测算分析，主体工程区共需布设临

时排水沟总长约 1090m。



②临时沉沙池

临时沉沙池沿临时排水沟布置，临时排水沟汇集的雨水经沉沙后，直接汇入

附近排灌沟渠或水体。临时沉沙池断面形式为梯形，沉砂池底部 2*2m，池顶

2.5*2.5m，池深 1.5m，池壁人工夯实。经图纸测算分析，主体工程区共设置临时

沉沙池 3 座。

③临时苫盖

本项目道路路基开挖、填筑，过程中将堆土形成一定面积的松散裸露边坡，

绿化工程、人行道铺砖施工前地表裸露，易受降雨淋蚀冲刷造成水土流失。为减

轻水土流失，本方案设计在对其采用密目网进行临时苫盖盖。经计算分析，共需

密目网 4900m
2
。

根据管线施工经验，管线开挖的土方在回填前会临时堆放在管线两侧，而堆

置的土方因结构松散，遇大风、暴雨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因此本方案新增对管线

开挖的土方采取临时苫盖措施，经估算共需 3200m
2
。

主体工程区共需密目网临时苫盖 8100m
2
。

2.施工生产区

施工生产区缺少表土剥离、土地整治、临时苫盖、临时排水和沉沙措施。

（1）表土保护措施

①表土剥离

施工生产区占用耕地，对耕地腐殖土、耕植土等表层土进行剥离对存于临时

堆土场进行保护，用以后期回覆复垦以达到保护、利用表土资源。表土剥离厚度

0.3m，剥离面积 0.10hm
2
，经估算主体工程区共剥离表土 0.03 万 m

3
（自然方）。

（2）土地整治措施

土地整治包括场硬化层清理、表土回覆，复耕等。

①硬化层清理

工程结束后对施工生产及临时堆料区内筑路材料进行及地表硬化层进行清

理，清除的硬化层运至门源县建筑垃圾填埋场场进行回填，清理厚度 10cm，清理

面积为 0.10hm
2
，清理 0.01 万 m

3
。

②表土回覆：施工生产生活区退场前，进行表土回覆，表土来源于施工生产

区剥离堆存的表土，平均覆土厚度约 0.30m，表土回覆量 0.03 万 m
3
。

③复耕：覆土平整后为便于复垦，对恢复区域采用机械结合人工方式整地，

人工施肥，翻耕深度 20cm，面积 0.10hm
2
，土地整治交由农户使用，恢复原有土地

性质。

（3）临时防护措施

①临时苫盖

为防治遇暴雨、大风天气，场地松散裸露，产生较大的水土流失，因此对施

工生产区采取临时苫盖措施，经计算，共需密目网 500m
2
。

②临时排水沟

为了拦蓄降雨径流对施工生产生活区的冲刷，防治水土流失，本方案新增临



时排水措施。在施工生产生活区四周布设临时排水沟，通过临时沉沙池沉沙后汇

入就近的水体或主体工程区的临时排水沟，最终汇入周边自然沟系。临时土质排

水沟采用梯形断面，沟道底宽 0.4m，沟深 0.4m，内外坡比 1:0.25，排水沟上下顺

接主体工程临时排水沟，经测算分析，主体工程区共需布设临时排水沟总长约 70m。

3.临时堆土场区

方案补充临时堆土场区表土剥离、土地整治、临时苫盖、临时拦挡、临时排

水和沉沙措施。

（1）表土保护措施

①表土剥离

临时堆土场区占用耕地，对耕地腐殖土、耕植土等表层土进行剥离对存于临

时堆土场进行保护，用以后期回覆复垦以达到保护、利用表土资源。表土剥离厚

度 0.3m，剥离面积 0.10hm
2
，经估算主体工程区共剥离表土 0.03 万 m

3
（自然方）。

（2）土地整治措施

土地整治包括表土回覆，全面整地等。

①表土回覆：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堆土场进行表土回覆，表土来源于临时堆土

场剥离堆存的表土，平均覆土厚度约 0.30m，表土回覆量 0.03 万 m
3
。

②复耕：覆土平整后为便于复垦，对恢复区域采用机械结合人工方式整地，

人工施肥，翻耕深度 20cm，面积 0.10hm
2
，土地整治交由农户使用，恢复原有土地

性质。

（3）临时防护措施

①临时拦挡

临时堆土场堆存表土 0.16 万 m
3
，占地合计 0.10hm

2
，在堆存期间对其采取临

时编织袋拦挡措施，为防止临时堆土场和临时拦挡之间雨后积水，在袋装土临时

挡墙低洼处设置一定数量排水管。土袋装填土装土为所堆放的表土，编织袋装土

后绑扎封口，装土有效长度 0.5m，厚 0.25m，宽 0.3m，装土扎口后顺袋长逐条码

放，码高 0.5m，底宽 0.6m，垒筑时上下层间要咬茬错缝踩实，在堆放结束后即拆

除运走利用。经估算需编织袋拦挡长 150m，码砌底宽 0.6m，顶宽 0.6m，高度为

1.0m，经估算需编织袋土填筑、拆除 45m
3
,编织袋 1200 条。

②临时苫盖

为防止临时堆土场堆存期间因堆积体松散裸露，遇大风、暴雨时易产生较大

的水土流失，因此要求在遇大风、暴雨时，对其采取临时覆盖措施，经过估算，

共需密目网 1000m
2
。

③临时排水沟

为防止临时堆土场因降雨径流冲刷产生较大的水土流失，需在临时堆土场周

围设置用于临时排水的临时排水沟，通过临时沉沙池沉沙后汇入就近的水体或主

体工程区的临时排水沟，最终汇入周边排灌沟渠或水体。临时土质排水沟采用梯

形断面，沟道底宽 0.4m，沟深 0.4m，内外坡比 1:0.25，排水沟上下顺接主体工程

临时排水沟，经测算分析，主体工程区共需布设临时排水沟总长约 70m。



④临时沉砂池

临时沉沙池沿临时排水沟布置，临时排水沟汇集的雨水经沉沙后，直接汇入

附近自然沟系。临时沉沙池断面形式为梯形，沉砂池底部 2*2m，池顶 2.5*2.5m，

池深 1.5m，池壁人工夯实。主体工程区共需设置临时沉沙池 1座。

4.施工过程中的临时防护措施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设计原则，在工程建设期以临时工程为主。本工程的临

时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建筑材料运输、堆放过程中全程防护

在建筑材料、弃渣运输过程中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治沿途洒落，造成水土流

失。料场加工的成品料应集中堆放，必要时设置排水设施，大风时进行必要的遮

盖措施。

（2）加强管理，提高施工人员水土保持意识

严格按照主体工程所规定的施工时序和本方案制定的水土保持防护体系施

工。同时，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使施工人员了解

水土流失的危害和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在施工中自觉执行有关规定。

水土保持

投资估算

（万元）

工程措施
58.10 万元

（其中主体 57.31 万元）
植物措施

11.64 万元

（其中主体 11.47 万元）

临时措施 3.29 万元（新增）
水土保持补

偿费
2.76 万元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0.18 万元

科研勘测设计费 3.50 万元

水土保持监理费 0.50 万元

总投资 87.44 万元（其中主体 68.78 万元）

编制单位 青海森鼎环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门源回族自治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

人及电话
范 杰 法定代表人 周洛/13897016177

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 25 号万方城

A 座 1405 室
地址

青海省门源县门源县浩门镇政

府大楼 4 楼

邮编 810003 邮编 810300

联系人 范杰 18797385100 联系人及电

话

赵永智/13139103577

电子信箱 357186763@qq.com 电子信箱 /

传真 / 传真 0970-86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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