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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措施布设及现状情况  

1号塔基现状图 4号塔基现状图 

 
 

6号塔基现状图 

 
7号塔基现状图 

渣场区植被恢复 渣场区撒草绿化 

2号塔基面绿化 

渣场区临时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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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项目名称 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

程 
填表时间 2018年 07 月 27 日 

建设单位全称 福贡丰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福贡县马吉乡 

所在流域 怒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1051万元（土建投资 327.05万元） 

工程总工期 6个月（2014年 8 月 2015年 2月） 

 
 
 
建

设

规

模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0.176hm2，110KV线路为单回线路，起始于木

加甲一级水电站升压站,终止于马吉开关站，导线采用JL/G1A-300/40

型钢芯铝绞线，地线为JLB20A-95型铝包钢绞线，线路绝缘子串组合

为悬垂串1×8U70BP，耐张串2×9U70BP，全线使用自立式铁塔架设，

全线使用直线塔5基，单回路耐张塔18基，铁塔基础为现场浇筑C20立

柱式掏挖基础，线路长度为8km。项目总投资 1051万元，其中土建

投资327.05万元，总工期为6个月，工程于 2014年 8 月开工建设，

至 2015 年 2月竣工。 

 
 
 
项目建设区 

 
 
 

0.176hm2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地形地貌气候类型 
高山峡谷地貌 

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区 “三区”公告 
项目所在区域属“省级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

区” 

水土流失预测总量 343.02t 方案目标值 500t/（km²·a）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1.346hm2 水土流失容许值 500t/（km²·a） 

项目建设区面积 0.176hm² 主要防治措施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 

直接影响区面积 1.17hm² 水土流失背景值 796t/（km²·a） 

水土保持监测主要技术指标 

监测单位全称 云南淩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地形地貌变化情况 实地调查 
4、造林成活率、保存率、植被覆 

盖率 
植被调查样方 

2、防护工程稳定性、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 
实地调查 5、水土流失现状 实地调查 

 
 
监

测

内

容 

3、工程占地、扰动地表面积 
 

资料结合实地量测 6、工程措施运行情况 
 

资料结合实地调查 

分类分级指标 
一级目标 

值 
达到值 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9% 扰动地

表面积 

 
0.176hm² 建筑物

面积 

 
/ 

道路及硬化

面积 
 

/ 
植被面

积 
0.176 
hm²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92% 99.9% 治理面积 1.346hm² 水土流失面积 1.346hm²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5 
年均土壤 
侵蚀模数 

796t/km²·a 项目区容许值 500t/km²·a 

拦渣率 98% 99.0% 实际利用量 587.6m3 开挖量 1230.7m3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9% 植物措施面积 0.174hm² 可绿化面积 0.174hm² 

防
治
效
果

 

林草覆盖率 27% 30.97% 林草总面积 0.176hm² 
项目建设 
区面积 

0.176hm²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六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水保方案》拟定防治目标值，有效抑制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 

监
  
测

  
结

  
论

 

 
总体结论 

整体来看，本工程建设单位较为重视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按照工程批复《水保方案》结合实地情况实施了水土流失防治措

施，对抑制项目区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并有效改 
善了项目区生态环境。 

主要 
建议 

运行管理单位加强后期的工程措施巡查和植物措施抚育管理，避免因管理不当而影响植被的存活率，后期项目应在 
动工时及时开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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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项目特性 

项目名称：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 

建设单位：福贡丰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福贡县马吉乡 

项目性质：建设类项目； 

建设内容：建设110KV单回线路8km，起始于木加甲一级水电站升压站,终

止于马吉开关站，导线采用JL/G1A-300/40型钢芯铝绞线，地线为JLB20A-95型

铝包钢绞线，线路绝缘子串组合为悬垂串1×8U70BP，耐张串2×9U70BP，全线

使用自立式铁塔架设，全线使用直线塔5基，单回路耐张塔18基，铁塔基础为现

场浇筑C20立柱式掏挖基础。 

项目投资：工程总投资 1051万元，其中土建投资327.05万元； 

工程工期：6个月，即 2014年 8 月～2015年 2 月。 

 
1.1.2 项目地理位置及交通情况 

 
项目区位于怒江州福贡县马吉乡一线的怒江江岸，除瓦贡公路沿江而上

外，其他区域交通建设相对滞后，多人行马道，对施工中材料运输采取的人背

马驮具有较好的道路基础。 

 

1.1.3 项目规模及特性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0.176hm2，110KV线路为单回线路，起始于木加甲一级

水电站升压站,终止于马吉开关站，导线采用JL/G1A-300/40型钢芯铝绞线，地

线为JLB20A-95型铝包钢绞线，线路绝缘子串组合为悬垂串1×8U70BP，耐张串

2×9U70BP，全线使用自立式铁塔架设，全线使用直线塔5基，单回路耐张塔18

基，铁塔基础为现场浇筑C20立柱式掏挖基础，线路长度为8km。项目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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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万元，其中土建投资327.05万元，总工期为6个月，工程于 2014年 8 月开

工建设，至 2015 年 2月竣工。 

表 1-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项目 计量单位 数量 备注 
一、项目规划总征占地   　 
1、征地面积 m2 1760 　 
二、线路经济技术指标 　 　 　 
1、线路回数 　  单回 
2、导线型号 　 　 JL/G1A-300/40型钢芯铝绞线 
3、地线型号 　 　 JLB20A-95型铝包钢绞线 
4、线路绝缘子串组合 　 　 悬垂串1×8U70BP，耐张串2×9U70BP 
5、直线塔 基 5 　 
6、单回路耐张塔 基 18 　 
7、C20砼浇筑 m3 48.3 　 
三、新增水土保持措施 　 　 　 
1、工程措施 　 　 　 
（1）新增小型弃渣场 个 21 　 
（2）基站排水沟 m 966 　 
（3）表土剥离 m3 61.4 　 
2、植物措施 　 　 　 
（1）塔基绿化面积 m2 958.3 　 
（2）弃渣区绿化 m2 784.1 　 
3、临时措施 　 　 　 
（1）临时编织袋装表土 m3 61.4 　 
（2）临时编织袋装土石 m3 240 　 
（3）土工布覆盖 m2 800 　 
（1）总投资 万元 1051 
（2）土建投资 万元 327.05 
六、项目建设工期 0.5 年 2014年 8月～2015年 2 月 

1.1.4 施工组织 

一、交通条件 

线路沿马吉～福贡公路走线，汽车运输较为便利，但由于线路截弯取直，

部分地段线路走线位置远离公路，其人力运输较为困难，虽然个别地段有新修

机耕道可以利用，但路况较差，还需加以修缮方可利用。全线汽车平均运距

6km，人力平均运距1.5km。区内分布有乡村人行马道和山间小道。有的项目点

仍无路可通，施工环境艰险。 

二、主要材料供应 

工程主要的建筑材料为水泥、砂、碎石等在福贡县城及马吉乡附近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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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电系统及施工通讯 

施工用电可就近从农村电网引入，工程混凝土用量小，施工用水可较近山

箐拉接或马匹较近驮运。因多处于村庄附近（途径），供排水、供电、通信等

基础设施完备。 

1.1.5 工程占地 
根据现场调查及量图测算，项目占地面积为0.176公顷，见表1-1。 

表1-1              项目建设用地分类面积表          单位：公顷） 

 耕 地 林 地     草地 

小 计 旱 地 小 计 有林地 灌木

林 
其他 
林地 小 计 其它 

草地 
合计 

0.017 0.017  0.095  0.037  0.022  0.036  0.0292  0.064  0.176 
 

1.1.6 土石方平衡 
本项目弃渣来源于，全线23个塔基站平台开挖及92个基坑位开挖回填余留

的土石量。水土保持措施要求施工正式开挖前必须剥离表土61.4立方米，装入

袋后，临时堆放于相应的塔基区，作为后期植物措施覆土土源。土石方开挖总

量1169.3立方米，基坑、平台回填利用量526.2立方米，弃土石总量643.1立方

米。项目建设期土石方平衡详见表1-2。 

 

表1-2          建设期土石方平衡及流向表       单位：立方米 
开挖 回填 调出 调入 外借 废弃 

防治区 塔型 
土石方 土石方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土石方 土石方 去向 

5个基站 L 1C1Y1-
ZM2 115.8 52.1 　 　 　 　 　 63.7 5个弃渣

点 

8个基站 L 1C1Y1-
J1 322.4 145.1 　 　 　 　 　 177.3 8个弃渣

点 

8个基站 1C1Y1-J2 588.8 265 　 　 　 　 　 323.8 8个弃渣

点 

1个基站 1C1Y1-
JD 40.3 18.1 　 　 　 　 　 22.2 升压站 

塔基区 

1个基站 1C2Y1-
JD 102 45.9 　 　 　 　 　 56.1 开关站 

合计 23个基站 　 1169.3 526.2 　 　 　 　 　 643.1 　 

 注:挖方+调入+外借=回填+调出 +废弃     

   挖方+调入+外借=1169.3     

   回填+调出+废弃=1169.3     

 
1.1.7 工程施工进度 
根据主体工程资料， 本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014年 8 月—2015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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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为 0.5 年。实际工期与计划工期相符。 

1.1.8 工程投资 
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由福贡丰源水

电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1051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 327.05万

元。 

 

1.1.9工程现状 
 

本项目施工工期为 2014年 8月~2015 年 2月， 施工总工期为6 个月； 

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开展监测工作时， 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

110KV送电线路工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处于林草植被恢复期。 

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主要由塔基区

项目区绿化植被恢复情况较好，基本无裸露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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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基区现状绿化    （一）                             塔基区现状绿化 
（二） 
 
 

 
 

塔基区现状绿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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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概况 
 

1.2.1 项目区自然概况 
 

1.2.1.1 地形地貌 
木加甲河为怒江中上游右岸一级支流，流域地理位置为东经98°41.7′～

98°49′、北纬27°23.8′～27°28.5′。发源于高黎贡山山脉脊部，流域分水岭最高点

高程为3975.5m。河流由西向东流，区间有急苏洛河、木来嘎洛河、开洼洛河等

多条支流加入，最后于福贡县马吉乡木加甲村口处汇入怒江。河流全长约

17.6km，控制集水面积96.3km2。河源与河口高差约2680.5m，河道平均比降

98.2‰。路借洛河位于木加甲河上游，发源于高黎贡山山脉脊部，流域水系有干

流和一主要支流组成，河流方向大致为由西往东，汇入怒江。整个流域呈扇型分

布，水系发育，羽状小支流较多，河段短，坡降大。 

工程区地势总体北高南低，整个地形由巍峨高耸的山脉和深邃湍流的江河

构成，东有碧罗雪山，西为高黎贡山，怒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形成一个从北向

南狭长的“V”型谷地，主干河流的发育受地质构造控制明显，以由西向东走向为

主。工程区座落于横断山脉之高黎贡山山脉北段，地势西高东低，区内最高峰阿

苦皆皆落高3800m，而其紧邻的怒江海拔仅有1290m，为典型剥蚀环境下形成的

高山峡谷型地貌特征。 

1.2.1.2 地质构造与地震 
测区位于经向构造体系的怒江断裂带，区域地质背景复杂，总的构造特征为有

较大面积侵入岩和变质岩分布的褶皱紧密的复式背斜构造。本区自古生代以来，经

历了多次构造运动，区内构造线为近南北向，分别属于歹字型构造和经向构造体

系。 

区内断裂主要发育F2高黎贡山断裂、F3怒江大断裂、F4交统—格拉米断裂、F5

白汉洛—齐得断裂、F6獐子山—托基断裂、F7碧罗雪山深断裂、F8巴东～学矿底断

裂。工程区内无大的断裂分布。F2高黎贡山断裂：呈近南北向延伸，区内全长42公

里，断裂呈舒缓状，主要陡倾，倾斜角近于直立。沿断裂形成宽达1公里的糜棱岩

带，由花岗岩、长英质糜棱岩、糜棱岩化岩石组成。 

F3怒江大断裂：沿怒江西岸呈近南北～北北西向，总体向西倾，倾角较陡，一

般70°～80°,全长154km。沿断裂带糜棱岩、构造角砾岩、糜棱岩化、片理岩化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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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普遍，常形成宽几十米-几百米的挤压破碎带。 

F4交统—格拉米断裂：沿怒江河谷呈北北西向展布，全长63公里。断面呈舒缓

波状，向东倾，倾角较陡80°。断裂带见糜棱岩、断层泥及构造角砾岩。 

F5白汉洛—齐得断裂：断裂大致沿怒江东岸展布，区内全长56公里，断裂延伸

呈舒缓波状，总体微显弯曲，断面东倾，倾角较陡，沿断裂糜棱岩带约宽几十米—

几百米，由糜棱岩至碎裂岩均可见及。 

F6獐子山—托基断裂：位于怒江东侧，呈近南北延伸，东倾，倾角70°～75°。

全长152km。沿断裂发育较好的糜棱岩带，宽300m～1000m。还见构造角砾岩、断

层泥，沿断裂两侧尤其是西侧形成一定宽度的片理化带和岩层揉皱。 

F7碧罗雪山深断裂：呈南北向延伸，断面在延伸和延深上均呈波状弯曲。断面

在北部向西倾，倾角70°～80°；在南部向东倾，倾角80°～ 85°。全长130km。沿断

裂带发育较宽的糜棱岩带，一般宽2km～3km，最宽可达8km。 

F8巴东～学矿底断裂：呈南北向延伸，向西倾，倾角85°，全长103km。 

沿断裂糜棱岩带宽见100m～1000m，破碎带内有石英脉、花岗脉贯入，两侧岩

层挤压倒转，牵引褶曲普遍。 

怒江断裂、西底断层F3：于工程区的东面通过，远离工程区，对枢纽工程的安

全没有任何影响。 

自新生代上新世末期开始，青藏云贵地区急剧上升隆起，滇西地区新构造运动

剧烈，地壳间息性上升，因此怒江河流两岸有多级侵蚀或堆积阶地分布，近代该地

区仍处于强烈上升之中，属应力集中、构造活动强烈地区。 

流域属高山深切割峡谷地形、构造侵蚀堆积地貌。流域构造属冈底斯-念青唐

古拉褶皱系之察隅－腾冲褶皱系。地层主要为砂岩、灰岩、泥岩，局部有玄武岩分

布，其上覆地层主要为硬塑状态粘性土，厚度约0～6.0m不等。山脉及水系走向受

构造线控制和影响，项目区穿梭于高黎贡山脉和碧罗雪山脉两岸,项目区最高点海拔

位于线路北段木更村1830米，最低海拔位于线路终点马吉乡1340米。根据《中国地

震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项目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5g，地震反应

特征周期为0.45s，地震基本裂度为℃度，构造稳定条件一般。 

1.2.1.3 气象 
 

福贡县最高海拔4379m，最低海拔1010m，海拔高差达3369m，气候垂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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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从南到北有南、中、北亚热带和南温带等气候类型。受印度洋季风气候和太

平洋季风气候的双重影响，形成了春季和夏秋间两个雨季的独特气候环境。县城年

平均气温16.9℃，年均降雨量1443.3mm，年日照1479.9小时，相对温度84%，无霜

期267天。 

木加甲河流域位于福贡县和贡山县之间，从距离上更靠近贡山县。用福贡和贡

山气象站30年同步资料统计成果来分析区域气象特性。福贡站海拔1189.7m，贡山

站海拔 1591.3m，均位于河谷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分别为 1433.5 mm和

1724.8mm，多年平均气温分别为16.9℃和14.5℃，反映出了降水随海拔增加而增加、

气温随海拔增加而降低的特性。大于等于0.1mm的降水日数也是贡山站多于福贡

站，分别为223.7天和195.3天。年蒸发量的差别不大，福贡站为1232.4mm，贡山站

为1255.4mm。日照时数也反映出与海拔有一定的关系，贡山站年日照时数

1299.6h，小于福贡站的1371.5h。这些数值虽不能真实代表木加甲河流域的实际情

况，但由于木加甲河流域位于两站之间，两站实测气象要素与流域海拔之间的关系

及变化率对描述木加甲河流域的水文气象特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根据永春河塘

上水文站水文站资料统计，项目区20年一遇最大1小时降水量38.1mm，6小时降雨量

69.3mm，24小时降雨量96.5mm。 
 

1.2.1.4 土壤 
 

福贡县境内土类多样，成土母质较为复杂，河谷地带的冲积扇和阶地是以冲积

坡洪积母质在河流和洪水的搬运堆积山谷出口处和怒江两岸而形成的，而山区主要

以混合花岗岩、混合片麻岩及残坡积母质发育而成。林业用地土壤共分6个土类7个

亚类。土类有：亚高山草甸土（海拔3500m以上）、棕色暗针叶林土（3300m至

3500m）、暗棕壤（2800m至3300m）、棕壤（2200m至2800m）、山地黄棕壤

（1800m至2200m）、1800m以下的山地红壤。亚类有：亚高山灌丛草甸土、高山针

叶林土、粗骨性棕壤、山地黄棕壤、山地红壤。总的来看：流域内土壤的有机质含

量比较高，富含氮、钾，缺磷、偏酸，含砂量大，土壤水含量易饱和，易流失。 

1.2.1.5 植被 
 

福贡县国土总面积412.34万亩，其中林地面积330.88万亩，占80.24%。在林地

面积中，有林地面积为262.18万亩，占国土总面积的63.58%；灌木林地面积为55.63

万亩，占国土总面积的13.49%；疏林地面积为1.95万亩，占国土总面积的0.47%；

http://baike.baidu.com/view/9391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17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8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86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4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94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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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林造林地为4450亩，占国土总面积的0.11%；荒山荒地6万亩，占国土总面积的

1.5%；火烧迹地691.5亩，占0.02%；近期难造林地4.6万亩，占1.1%；苗圃地10.5

亩，占0.0003%。 

福贡县地处怒江峡谷中段，根据《云南植被》的区划系统，本流域所处的地理

位置在植被区划上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高原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地带、

滇西横断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区的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高、中山峡谷青冈、

秃杉林、类芦高草丛亚区（℃Aii-2b）。独特的地形、土壤和气候，使这里的植被

类型复杂多样，成份新老兼备、南北混杂、东西过渡，且保存原始面貌。据《福贡

县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简介》、《福贡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等资料，福贡

县森林植被分为五个类型，即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暖温性针叶林、针阔叶混

交林、寒温性针叶林。植物资源中，仅种子植物就分布有170科809属2800余种。 

福贡县境内陆生植被呈明显的垂直分布，海拔1800m以下为河谷灌丛草坡，系

常绿阔叶林被破坏后的次生类型，以类芦蒿草和蕨菜为主。1800m～2500m为山地

常绿阔叶林，主要由壳斗科、樟科、茶科、木兰科、金缕梅科等高大常绿乔木组

成，也有次生云南松林和松栎混交林；2500m～3100m为云南铁杉、石栎等树种组

成的暖温性针叶林混交林带；2800m～4000m为以杜鹃、箭竹和高山柏三种灌木植

物和蔷薇科、菊科、禾本科、莎草科、龙胆科、毛莨科等杂草组成的高山、亚高山

灌丛草甸。 

据现场踏勘，木加甲河、路借洛河流域发现有维管植物计874种，隶属于158

科、546属。其中，蕨类植物有27科、42属、70种；裸子植物有2科、3属、4种；被

子植物129科、501属、800种（植物名录见附录）。其中，共记录国家二级保护植

物有金毛狗（ Cibotium barometz）、桫椤（ Alsophila spinulosa）和金荞麦

（Fagopyrum dibotrys）共3种。据初步记录，发现金毛狗和桫椤主要分布于木加甲

河、路借洛河流域中下游河谷，流域规划的实施必须注意保护，严禁乱砍滥伐；金

荞麦在整个流域范围都能见到其踪迹，为常见种，零星分布，在云南属广布种。此

外，据云南省林业厅文件云林保护字（1996）第65号关于印发云南省古树名木名录

的通知和实地走访，确定评价区内没有古树名木。 

据现场调查，项目区范围内的植被类型丰富，垂直分布明显：低海拔区人工植

被包括耕地和人工林，天然植被以暖温性针叶林和暖温性灌草丛及灌丛为主；中高

海拔区由于较少受人类活动的干扰，以天然植被为主，类型主要有温凉性针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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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高山沼泽草甸、寒温性针叶林、寒温性灌丛。 

项目区内岸坡较陡，暖温性灌草丛及灌丛是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和暖温性针叶林

经破坏后形成的过渡型次生性植被类型，而以暖温性针叶林和暖温性灌草丛及灌丛

为主的植被通常以稀树灌木草丛的形式存在。该植被中乔木树种主要是云南松；灌

木树种以栎类和云南松为主，覆盖度50%左右；草本植物主要有紫茎泽兰、扭黄

茅、铁扫帚等，覆盖度40%左右。 
 

1.2.2 项目区社会经济概况 
 

1.2.2.1 社会经济概况 
 

工程所在的福贡县全县总面积2756.44平方公里，辖1个镇、6个乡，全县有傈僳

族、怒族、白族、纳西族等20个少数民族，总人口10.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

口的90.1%，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3%，主要是傈僳族和怒族。全县拥有耕地

6625.00hm²，其中旱地占81.4%，农民人均拥有耕地1.30亩，其中人均占有水田仅

0.24亩，表明该县农业生产是以旱地耕作为主。主要农作物有谷物、豆类、薯类，

经济作物有油料、烟叶、药材、蔬菜、水果等。福贡县是以农村经济为支柱，2016

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13.26亿元，同比增长15%；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8392万

元，增长10%；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4.96亿元，增长4.3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9.7

亿元，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62亿元，增长11%；城镇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20861元，增长15%;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68元，增长

15%。 

马吉乡位于福贡县最北端，东邻迪庆州的维西县，南连本县石月亮乡，北接贡

山县的普拉底乡，西与缅甸联邦共和国毗邻，国境线长29.5千米。怒江纵贯全境，

呈南北向V型谷地。东西最狭处为17.5千米，南北长28千米，是怒江峡谷风貌的典

型代表，全乡国土面积521.2平方公里，其中农区224.36平方公里，国有林区276.84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4133.2亩（其中：水田520亩，旱地13529.2亩）。全乡有7个

村委会、79个村民小组、119个自然村，有2717户8863人，其中农业人口2417户

8603人，居住有傈僳族、怒族、白族、汉族等7个民族，其中傈僳族占总人口的97%

以上。木加甲河、路借洛河流域内分布有少量的坡耕地，没有水田。 

流域内木加甲行政村辖木加甲、木固谷、木更、尼底、托朵等11个村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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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农户318户，有乡村人口1034人，其中农业人口11034人，劳动力651人，其中

从事第一产业人数651人。全村国土面积11.0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157.3亩（其

中：水田46.82亩，旱地1,110.48亩），人均耕地1.12亩，林地1233.85亩（其中经济

林果地740.12亩，人均经济林果地0.85亩，主要种植核桃等经济林果）。2011年全

村经济总收入197.8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935元。该村属于贫困村，农民收入主

要以种植和养殖业为主。 

该村2011年底农村经济总收入197.8万元，其中：种植业收入71.5万元，畜牧业

收入70.2万元，林业收入8万元，第二、三产业收入39.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935

元，农民收入以种植业为主。全村外出务工22.10万元。 

截止2011年底，该村已实现通水、电、路，无路灯。全村有328户通自来水，

有328户通电，拥有电视机农户328户；安装固定电话或拥有移动电话的农户数250

户，其中拥有移动电话农户数232户。距离最近的车站5公里，距离集贸市场5里。

该村农户住房以其他结构住房为主；有7户居住砖木结构住房；有22户住在土木结

构住房。 

总体上说，该区域人口不多，开发程度较低（2012年以前），社会经济条件落

后。该村目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交通不便，通村公路年久失修，自然灾害

频繁；基础设施薄弱，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农民增收依然缓慢。该村今后的发

展思路和重点是：大力发展中草药种植（漆树、草果等），养殖山羊、猪、土等。 

1.2.2.2 土地利用现状 
 

（一）福贡县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福贡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报告》，全县土地总面积2756.45万

km2，全州有林地面积64.89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4.1%；灌木林地  

16.344万公顷，覆盖率11.1%。有林地和灌木林地总覆盖率55.2%。  

木加甲河、路借洛河流域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为有林地和有林地、灌

木林地、农业用地、未利用地和少部分道路及建筑用地、河滩地、河道

等，流域内主要土地利用 /斑块类型面积见表2-1。  

表2-1   木加甲河、路借洛河流域土地利用/斑块类型和面积 

土地利用/斑块类型 有林地 灌木林地 草地 农业用地 未利用地 合计 
面积（hm2） 12443 4856.4 23.5 219.3 300.3 17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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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评价区百分数

（%） 
69.7  27.2  0.1  1.2  1.7  100.0  

 

从表2-1中可以看出，流域内考察的土地利用面积为17842.5hm2，在所

划分的土地利用类型中，有林地面积最大，占流域评价区总面积的三分之

二以上，可视为基底，主要分布于河谷的阴坡、山地和河流中上游区域；

灌草丛面积次之，主要的原生地带性植被类型（森林植被）如半湿润常绿

阔叶林和暖温性针叶林受人为干扰破坏后形成的次生性植被，人为活动影

响（砍伐、放牧）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共同主导，主要分布于河谷的阳坡面

和下游河谷区域，呈斑块和条带状分布；农业用地（主要为旱地）面积很

小，仅占流域评价区的1.2%，主要分布在流域下游、居民点附近的缓坡地

带，一般水热条件相对较好；未利用地主要指分布在木加甲河、路借洛河

流域上游、海拔较高的长年积雪区（一般在4000m以上），人迹罕至，约

占流域考察范围总面积的1.7%。  

（二）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 

结合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统计及项目占地资料分析，  项目区占地

0.176hm2 ，均为永久占地，原始占地类型为耕地、林地和草地。  

表  2-2 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耕 地 林 地     草地 

小 计 旱 地 小 计 有林地 灌木

林 
其他 
林地 小 计 其它 

草地 
合计 

0.017 0.017  0.095  0.037  0.022  0.036  0.0292  0.064  0.176 
 

1.2.3 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 
 

1.2.3.1 水土流失现状 

据福贡县水土保持总体规划，福贡县境内各乡镇都存在水土流失的情

况。总的看来，海拔2000m以下沿河谷一带是当地的主要居民区和开发建

设区，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高，加上山高坡陡，植被破坏严重，是水土流

失发育的主要区域。据《云南省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报告》（2000年8

月），福贡县水土流失面积626.13km2，占该县总面积的22.71%，其中：

轻度侵蚀面积396.67km2，占该县总面积的14.39%，中度侵蚀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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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86km2，占总面积的7.68%，强度侵蚀面积17.60 km2，占该县总面积的

0.64%，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2076t/km2.a。  

木加甲河、路借洛河因地势陡峻，侧源、溯源侵蚀明显。福贡县内水

土流失的主要形式是水力侵蚀，尤其在雨季及雨季过后，成土母质和风化

岩体在水和重力作用下，造成滑坡及泥石流的现象常见。木加甲河、路借

洛河流域内森林覆盖率较高，耕地和荒山坡较少，根据《福贡县水土保持

总体规划》，木加甲河路借洛河流域为轻度水土流失区。通过野外实地调

查，结合土壤侵蚀图分析，木加甲河、路借洛河流域人类活动相对稀少，

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侵蚀。  

1.2.3.2 水土保持现状 

项目所在地的福贡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充分发挥

水土保持委员会的职能作用，水土保持委员会针对县域内水土流失现状，

制定了水土保持规划，划分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重点监督区及重点治

理区，并向社会进行了公告，实施分类指导，分区防治措施。水保委下设

办公室在县水利局（即水保办），负责全县的水土保持规划设计、综合防

治、监督执法和技术推广工作。近年来福贡县认真实施水保法和森林法，

采取治理与管理两手抓的做法，加大了水土流失治理和营林造林力度，开

展了以坡面水系治理为主，治沟为辅，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增加林草面

积，建立水源涵养林，对坡耕地进行改造和改良，加强荒山荒坡的治理，

改造疏幼林地，25°以上坡耕地逐步退耕还林等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从而使

全县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  

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确保项目

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建设单位于 2014年5月25日委托大理州宾

川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承担本工程的编制工作。方案编制单位于 2014 年 6 月

28日编制完成了《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14 年 8 月 13日，福贡县水务局以“福水发〔2014〕132 

号文”对该项目水保方案进行了批复。 

在建设过程中， 建设单位福贡丰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

照工程《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表》设计措施进行施工，由于单个项目点较小，在施工过程中对部分措施



21

进行了优化调整，实施了临时排水、弃渣场、表土堆场、及土工布覆盖等措施。

工程建设完工后， 主体设计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已正常发挥其水土保持效

应，有效地控制了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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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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

改方案，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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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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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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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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种类按监测初与

监测末的观测记录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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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测末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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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以调查监测为主，  兼以其他辅助手段，  在全面调查工程区域

水土保持情况的同时，  选取具有代表性区域合理布设监测样点，  

控制监测密度及频率，  对工程区内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测；  

（ 6）本工程为建设类项目，其水土保持监测点宜按临时性监测

点进行设置。  

 

2.2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2.2.1 监测指导思想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水土保持法实施

条例》、《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  水利部令第  

12 号）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  水利部

令第  16 号）等相关  文  件  为  指  导  ，  结  合  《  开  发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技  术  规  范  》（  GB50433-2008）、《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50434-2008) 以及《水土保持监测

技术规程》（  SL277 －  2002 ）等相关技术规范，  依据批复的水

土保持方案，  结合工程建设特点和实际，尊重客观事实，  真实反

映工程水土保持现状及水土保持效果，  针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http://www.mwr.gov.cn/zcfg/20000131/14228.asp
http://www.mwr.gov.cn/zcfg/20000131/14228.asp


24

及时进行反映并提出完善建议，  为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测及防

治方案提供数据支撑，  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专项验收提供依据。  
 

2.2.2 监测工作组织 
 

为确保本项目监测工作顺利展开，  我公司成立由总监测工程

师、专业监测工程师组成的专门的项目监测机构。其中，  总监测工

程师全面负责监测合同的履行，  主持本项目监测机构的工作，  在

项目执行期间保持稳定。  

为保质保量的完成合同要求的各项任务，  本工程实行总监测工

程师负责制，  专业监测工程师受总监测工程师委托行使合同文件赋

予监测单位的权利，  全面负责现场的监测工作。同时组成数据分析

组，  负责实测数据归档、分析以及报告的编写。监测人员组织安排

见表  2-1。  

表 2-1 水土保持监测人员组织安排表 
 

分组 组员 
专业或 

从事工作 
监测上 
岗证号 

工作内容 

朱 武 水土保持、水工 第（5549）号 全面负责监测工作安排与实施 领导

小组 蒋乐英 水土保持、水工 第（5548）号 负责现场协调与工作进度安排 

 
乔昱霖 

 
水土保持 

 
第（5547）号 

水土流失影响因子监测，监测小

区的选点与布设；水土流失状况 
监测 

 
白厚院 

 
水土保持 

 
第（5552）号 

负责水土流失因子监测，植物措

施监测；水土流失危害的调查工 
作，面积测绘 

 
杨 波 

 
水土保持 

 
第（5466）号 

负责监测工作的协调人员组织与

工作进度计划；负责水保设施水 
土流失状况及效果监测 

 
 
 
 
 
技术

小组 

李振翔 水土保持 第（5604）号 负责文本编写 

 
2.2.3 监测设备使用情况 

 
投入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设备主要有钢卷尺、测绘罗盘、GPS 等设备， 

详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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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监测设施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仪器 型号规格 序号 设备仪器 型号规格 

1 笔记本电脑 IBM 5 摄像机 索尼 

2 测绘罗盘  6 数码相机 变焦 

3 录夹 硬塑 7 钢卷尺 5m 

4 专业测绘 GPS 国宝 8 皮尺 30m 

 
2.2.4 监测任务由来 

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确保项目建设

过程中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建设单位于 2014年5月25日委托大理州宾川水利水

电勘测设计院承担《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编制工作。方案编制单位于2014 年 6 月28日编制完

成了《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表》。2014 年 8 月 13日，福贡县水务局以“福水发〔2014〕132 号文”

对该项目水保方案进行了批复。 

根据水利部第 12 号令《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2000 年 

1月 31 日）、水利部第 16 号令《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

（2005年 7 月 8 日水利部第 24 号令修订）及《云南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水利厅第 7 号公告，2006 年 11 月 10 

日）的相关规定，为使本工程按照相关要求落实水土保持措施，通过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建设单位委托云南淩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承担了本工程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 

 

2.2.5 监测工作开展情况 
 

2015年 2月，福贡丰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云南淩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我公司”） 承担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任务后， 我公

司成立了水土保持监测组， 于当月对项目区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水文地质

以及工程布局、土地扰动情况、水土流失情况等进行了实地调查， 收集了该工

程设计资料、水保方案及征占地情况等资料； 

2018年 7月， 我公司监测组成员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及监测数据， 编制完

成了《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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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总结报告》。 
 

3 监测内容与方法  
 
 

3.1 监测内容 
 

3.1.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项目建设区指征占

地区域，仅包括塔基征占地线以内面积0.176公顷。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主要是

通过监测永久占地、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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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建设单位有无超越红线开发的情况。本项目指的是塔基征占地区

域。 

2、直接影响区 

主要监测直接影响区的面积、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情况。根据项目建设特

点及项目建设区域地形地势等情况， 项目直接影响区指征占地区域以外，建设

生产可能影响的区域，包括塔基区上部、及左右两侧外延2米的区域，塔基区下

部20米区域。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 

根据永久占地和直接影响区的面积， 确定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 

 
3.1.2 弃土弃渣监测 

 
弃土弃渣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弃渣场（ 含临时堆渣场） 布置个数及其位

置、弃渣量、弃渣类型、弃土弃渣堆放情况（ 面积、堆渣高度、坡长、坡度

等）； 弃土、弃渣场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及效果、拦渣率； 弃渣堆放地水土

流失对周边的影响。 

本项目临时堆放表土方61.4立方米，永久处置弃渣量643.1立方米。根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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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弃渣来源，采取分散、就近堆放于对应塔基站附近区域。共设计21个临时

表土堆放点、21个弃渣场（不计起点、终点基站），表土临时堆放点平均堆量2.7

立方米，单个堆点规划容量按3立方米设计。 

 

3.1.3 水土流失防治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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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临时措施） 监测主要是对项目区内排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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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林草覆盖率进行监测。 

 

3.1.4 土壤流失量监测 
 

土壤流失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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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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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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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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方法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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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定不

同分区的的地表扰动类型和不同类型的面积。填表记录每个扰动类型区的基本

特征（ 特别是堆渣和开挖面坡长、坡度、岩土类型） 及水土保持措施（ 拦挡

工程、护坡工程、排水工程和植物措施等） 实施情况。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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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

各分区边界走一圈， 确定各个分区的面积。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A 项目建设区  

监测指标为： 永久性占地及扰动地表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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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直接影响区  

监测指标为项目建设压占地区的面积及地类。通过实地调查，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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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皮尺等监测设备实地核算。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的， 结合项

目建设区及直接影响区实地监测面积， 统计项目各个时段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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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工作。 

水土流失面积监测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的，  结合项

目建设区及直接影响区实地监测水土流失面积，  统计项目试运行阶

段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面积。  

（ 二） 植被监测 

植被监测主要是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标准地， 标准地的面积为投影

面积， 一般要求乔木林 20m×20m、灌木林 5m×5m、草地 2m×2m。分别取标

准地进行观测并计算林地郁闭度、草地盖度和类型区林草覆盖度。植被监测主

要是在植被恢复期开展监测工作， 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进行监测。 

（ 三） 其它调查监测 

（1） 水土流失因子 

水土流失因子监测是在建设期和植被恢复期开展监测工作， 但由于本工

程监测开展时， 工程已处于植被恢复期， 故只对植被恢复期进行监测。 

对于项目区的地形地貌因子、气象因子、植被因子、水文因子、原土地利

用情况、社会因子及经济因子， 在现场实地踏勘的基础上查阅相关资料、询

问、对照《水保方案》等形式获取。 

（2）  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动 态 监 测 主 要 是 在 建 设 期 和 植 被 恢 复 期 开 展

监 测 工 作。由于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开展时，  工程已处于植被恢复

期，  故水土流失动态监测主要针对植被恢复期。  

A 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主 要 调 查 的 监 测 指 标 为 项 目 区 内 土 壤 侵 蚀 类 型 、 形 式 及 型

式。对于土壤侵蚀类型及形式，  采取现场识别的方式获取；  土壤侵蚀

强度根据实地踏勘，对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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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降雨情况、监测数据分析，  进而推算出项目建设防治区的在

监测时段内所产生的水土流失量。  

B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 防治措施的数量与质量 

本工程全区水土保持措施的数量主要由业主及监理单位提供， 工程的施

工质量主要由监理单位确定。 

水土保持监测需要对监测重点地段或重点对象的防治措施工程量进行实地

测量， 对于质量问题主要由监理确定。 

℃ 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 

本工程的防护工程主要指排水沟工程， 工程的施工质量主要由监理单位

确定， 监测时主要查看其是否存在损害或砼裂缝、断裂或沉降等不稳定情况出

现， 并做出定性描述。 

℃ 水土流失防治要求及水土保持管理措施实施情况监测。 

植被恢复期水土流失防治动态监测主要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监

测工作。 

主要采用实地调查、问询、收集水土保持大事记、收集业主针对水土保持

相关政策等方式获得。 

调查监测的监测频率为每次现场监测对项目区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稳定情况以及植被生长状况进行调查， 而地形地貌、土壤因子等

水土流失因子只在监测初期全面调查一次。 

 
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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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工程实际监测情况， 面积监测开展的总频次为一次， 对防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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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性占地、扰动地表面积及直接影响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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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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恢复期开展。 

 
3.2.1.2 弃土弃渣情况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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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堆放表土方61.4立方米，永久处置弃渣量643.1立方米。根据表土、弃

渣来源，采取分散、就近堆放于对应塔基站附近区域。共设计21个临时表土堆

放点、21个弃渣场（不计起点、终点基站），表土临时堆放点平均堆量2.7立方

米，单个堆点规划容量按3立方米设计。 
 

3.2.1.3 水土流失防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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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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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监理单位提供， 工程的施工质量

主要由监理单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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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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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沙（ 渣） 保土效果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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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挖填方数量及面积、弃土（ 石） 渣量及堆放面积 

主要是通过收集工程施工监理资料进行分析， 结合实地抽样调查、测量

复核获得。 

（2） 拦渣保土效果 

拦 渣 保 土 效 果 是 水 土 保 持 工 程 措 施 和 植 物 措 施 防 护 效 果 的

综 合 反 映。主要是通过流失强度的变化计算拦渣保土效果。参考

《水土保持综合 治 理  效 益 计 算 方 法 》 （GB/T15774-2008）进行计

算。监测指标主要包括控制的土壤流失量、改善生态环境等。  

5、防治指标的达标情况 

根据《水保方案》中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情况及设计目标， 根据实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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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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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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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监测 
 

定位监测方法主要用于施工期和林草植被恢复期。在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

进行施工期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和林草植被恢复期的土壤流失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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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监测工作开展时， 本工程已全部建设完毕， 故土壤流失量通过

经验推测法进行概算，  土壤侵蚀模数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各分区现状及

结合 《 土 壤 侵 蚀 分 类 分 级 标 准 》 （SL190-2007），  经综合分析得

出。 

经验推测法：  对于监测时段内的侵蚀模数，  可采取人工经验推测的

方 式 概 算 。 即 根 据 实 际 的 坡 度 、 地 面 组 成 物 质 、 侵 蚀 类 型 、 坡

长 、 植 被 盖度等，  直接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

2007）  对各个侵蚀单元的侵蚀模数进行取值，  再根据各侵蚀单元的面

积， 求得全区土壤流失量。  

 

3.2.3 临时监测 
 
临时监测主要是在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 由于工程变动或连续多日降雨等特殊条

件下， 而进行的一种监测。由于临时监测的不确定性， 故监测内容和方法均不确

定，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开展监测工作。由于本工程监测工作开展时主体工程已建

设完毕， 因此未增加临时监测。 

 

3.2.4 巡查 
 

巡查主要是在工程林草植被恢复期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所采用的监测

方法， 尤其注意对于项目区外围的影响情况。巡查的主要内容是水土流失危害

和重大水土流失事件监测。 

（1）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A 对周边河道影响情况  

通过实地踏勘、走访群众等形式进行监测。 

B 对周边水利设施影响情况  

通过实地踏勘的方式进行监测。 

C 其他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实地踏勘、问卷调查等形式进行监测。 

（2）重大水土流失事件监测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结合水土流失状况， 按照现场实际情况开展监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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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3.3 监测时段 
本工程于 2014年8 月开工建设，于2015 年 2 月全部建设完毕。由于建

设单位委托我公司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时， 工程全部建设完毕，故水

土保持监测时段为 2018年 7月～2018年 8 月， 监测时段为1个月。  

3.4 监测点布设 
由于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时， 工程已建设完成， 项目区均已被

建筑物覆盖或实施绿化及硬化， 因此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主要以调查监

测及经验推测相结合。 根据《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SL277-2002）中监

测点布设原则和选址要求， 结合本工程实地踏勘情况，考虑工程水土流失特点

和水土保持措施布局特征， 由于本项目属建设类项目，从土石方平衡计算，单

个弃渣点废弃量不是很大，现根据线路路径，监测人员选择有居民的重点区域

怒江东岸4个基站，作为项目实施效果的一个评价。通过现场调查了解各区域植

物措施、工程措施的完善性和存在的水土流失问题。 

表3-2 水土保持监测调查情况表 
 

序号 监测项目 数量 监测位置 备注 

（1） 工程占地、扰动地表面积  全区 实地调查 

（2） 地形地貌变化情况  全区 实地调查 

（3） 植被生长状况监测样方 1 全区 调查监测 

（4） 工程措施实施及运行情况 1 全区 调查监测 

（5） 水土流失危害  全区 巡查 

（6） 水土流失情况 1 绿化区 调查监测 

（7） 植物成活率、保存率 不定点 绿化区 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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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侵蚀单元侵蚀模数的分析确定  
 

4.1 侵蚀单元划分 
 

4.1.1 原地貌侵蚀单元划分 
 

根据工程区的原地貌及植被情况， 结合《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

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项目建设表》及其批复文件， 将本工程

原地貌侵蚀单元划分为建设用地一个侵蚀单元。 

 

4.1.2 地表扰动类型划分 
 

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用地是在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遵循保护环境、尽可能减少用

地、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进行施工场地、工程布置等永久用地的规划。在工程

建设过程中， 各项施工活动都控制在规划用地范围内。 

为了客观地反映建设项目的水土流失特点， 对建设项目地表扰动进行适

量的分类。施工过程中地表扰动主要为塔基区。工程的开挖过程中具有不同的

水土流失特点。根据监测工作的实际需要和项目建设的工程特点， 在实地调查

的基础上， 依据同一扰动类型的流失特点和流失强度基本一致， 不同扰动类

型的流失特点和流失强度明显不同的原则进行。 

本工程在水保监测介入时， 已处于林草植被恢复期， 根据工程施工特点， 结

合实地调查， 以及各扰动地表类型水土流失特点， 本工程在现阶段对地表扰动类型

主要为塔基。 

 

4.1.3 防治措施分类 
 

建设单位根据本工程各区域的特点， 采取了不同的水土流失防治类型。根

据本工程的特点，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分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三

类。 

工程措施： 弃渣场，项目新增21个小型弃渣场， 

植物措施： 植草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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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 表土临时堆存、施工开挖临时措施、土工布临时覆盖。 

4.2 各侵蚀单元侵蚀模数 
 

4.2.1 原地貌侵蚀模数 
 

根据工程《水保方案》及相关资料，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

110KV送电线路工程塔基建设区原始占地类型为旱地、林地和草地。施工扰动损

坏的原地貌为旱地、林地和草地， 根据云南省2004年土壤侵蚀现状遥感调查相

关规定及取值说明， 本项目区涉及的土地类型侵蚀模数取值，土壤侵蚀模数取

值见表 4-2。 

表4-2           原生土壤侵蚀模数取值        单位：t/k㎡.a 

原生土壤 
序号 地类 自然因素 

侵蚀模数 
备注 

1 林地、草地 植被覆盖率>75％ 400 微度侵蚀 
2 旱地 地形坡度8～15度 4500 中度侵蚀 

 

在原地貌形态下，本项目塔基区域平均原生土壤侵蚀模数为796t/（  

km²·a） 。另外， 结合《云南省 2004 年土壤侵蚀现状遥感调查报告》 

（ 云南省水利厅、云南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2006 年 2 月），确定木加甲一级水

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施工区域原生水土流失属轻微度侵蚀。 

 

4.2.2 防治措施实施后侵蚀模数分析与确定 
 

水土流失量及其流失程度是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开展时， 工程已全部建设完毕， 工程区内不具备布设

监测点的条件， 故土壤侵蚀模数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各区域现状及结合《土壤侵

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 经综合分析得出防治措施实施后的侵蚀模

数。 

通过监测人员现场监测， 结合水土保持措施情况与《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

准》（ SL190-2007），确定本工程目前的侵蚀模数为： 

塔基砼硬化区域不存在水土流失，塔基扰动地表区、弃渣场区及人抬道路

区已于施工后期进行了植被恢复、植草绿化和生态修复，目前已基本被植被覆

盖，长势较好，植被覆盖度高，水土流失呈微度侵蚀，故防治措施实施后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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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侵蚀模数确定为2000t/（ km²·a）。 

表 4-3 各地表扰动类型侵蚀 模数 单位：t/km²·a 
 

扰动地表类型 
土壤侵蚀 

强度 
现状 

塔基区 2000 已被草木覆盖，无裸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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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流失监测结果与分析  
 

5.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5.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依据《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346hm2 ， 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两部分。其中项目建设区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为 0.176hm2；直接影响区为塔基区上部、左右两侧外延2米的区域，塔基

区下部20米区域，面积0.79hm2；人抬道路区，人抬道路总长约31.5km，局部开

挖区域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面积，按总面积的10%折算，约0.38hm2，经计算，

确定直接影响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18hm2 。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批

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5-1。 

表5 -1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地类型 

项目分区 
旱 地 林 地 草地 合 计  

一、项目建设区 0.017 0.095 0.064  0.176  
1、塔基区 0.017 0.095 0.064  0.176  
二、直接影响区 0.12  0.92  0.13 1.17  
1、塔基区 0.12  0.58  0.09 0.79 
2、人抬道路区 0  0.36  0.04  0.38 

合计 0.137  1.015 0.194  1.346  
 

5.1.2 水土保持监测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分析，截至 2018年 7月， 项目位

置未发生变化，故其实际监测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 责 任 范 围 与 方 案 批 

复 一 致 ， 即 为 1.346hm2 ， 其 中 项 目 建 设 区 为0.176hm2 ， 直接

影响区为 1.17hm2。水保监测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5-2 。方案批复的防

治责任范围与监测确定的范围对比见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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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      水保监测确定的防治责任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地类型 

项目分区 
旱 地 林 地 草地 合 计  

一、项目建设区 0.017 0.095 0.064  0.176  
二、直接影响区 0.12  0.92  0.13 1.17  

合计 0.137  1.015 0.194  1.346  
 

 
表5-3 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与监测确定对比分析表 

防治责任范围（hm2） 
序号 项目名称 

水保方案 水保监测 变更情况 
备注 

一 项目建设区 0.176 0.176 0 与方案批复一致 
1 塔基区 0.176 0.176 0 与方案批复一致 
二 直接影响区 1.17 1.17 0 与方案批复一致 
1 塔基区 0.79 0.79 0 与方案批复一致 
2 人抬道路区 0.38 0.38 0 与方案批复一致 

合计 　 1.346 1.346 0 与方案批复一致 

 
 

5.2 弃土弃渣监测结果 
5.2.1 方案设计弃土弃渣情况 

 
本项目弃渣来源于，全线23个塔基站平台开挖及92个基坑位开挖回填余留

的土石量。 

水土保持措施要求施工正式开挖前必须剥离表土61.4立方米，装入袋后，临

时堆放于相应的塔基区，作为后期植物措施覆土土源。土石方开挖总量1169.3立

方米，基坑、平台回填利用量526.2立方米，弃土石总量643.1立方米。项目建设

期土石方平衡详见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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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设计工程土石方平衡分析表 单位：m3 

开挖 回填 调出 调入 外借 废弃 
防治区 塔型 

土石方 土石方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土石方 土石方 去向 

5个基

站 
L 1C1Y1-ZM2 

115.8 52.1 
     

63.7 

5个弃

渣点 

8个基

站 
L 1C1Y1-J1 

322.4 145.1 
     

177.3 
8个弃

渣点 

8个基

站 
1C1Y1-J2 

588.8 265.0 
     

323.8 
8个弃

渣点 

1个基

站 
1C1Y1-JD 

40.3 18.1 
     

22.2 
升压站 

塔基区 

1个基

站 
1C2Y1-JD 

102.0 45.9 
     

56.1 
开关站 

合计 23个基

站 
 

1169.3 526.2 
     

643.1 
 

 注:挖方+调入+外借=回填+调出 +废弃     
   挖方+调入+外借=1169.3     
   回填+调出+废弃=1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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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实际弃土弃渣量监测结果 
 

根据查阅业主提供竣工资料，本工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开挖土石方总量为 

1169.30m3，回填利用526.2m3，废弃 643.1m3，弃渣就近堆放于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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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工程实际土石方情况统计表 单位：m3 

开挖 回填 调出 调入 外借 废弃 
防治区 塔型 

土石方 土石方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土石方 土石方 去向 

5个基

站 
L 1C1Y1-ZM2 

115.8 52.1 
     

63.7 

5个弃

渣点 

8个基

站 
L 1C1Y1-J1 

322.4 145.1 
     

177.3 
8个弃

渣点 

8个基

站 
1C1Y1-J2 

588.8 265.0 
     

323.8 
8个弃

渣点 

1个基

站 
1C1Y1-JD 

40.3 18.1 
     

22.2 
升压站 

塔基区 

1个基

站 
1C2Y1-JD 

102.0 45.9 
     

56.1 
开关站 

合计 23个基

站 
 

1169.3 526.2 
     

643.1 
 

 注:挖方+调入+外借=回填+调出 +废弃     
   挖方+调入+外借=1169.3     
   回填+调出+废弃=1169.3     

 

 
 
 
 
 
 
 
 
 
 
 

42 



43

5.3 地表扰动面积监测结果 
 

本工程实际扰动面积为0.176hm2 ， 扰动地表类型为旱地、林地和草地。

具体各区域扰动地表面积情况详见表 5-6。 

表 5-6 实际扰动地表面积表 
 

工程占地类型及面积 序

号 预测分区 占地面积 
旱地 林地 草地 

1 塔基区 0.176 0.017 0.095 0.064 
 

5.4 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 
 

本工程于2014年8月开工建设， 于 2015年2月完工。建设单位于 2018年 

7月委托我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根据签订的监测合同， 监测

时段为 2018年7月至 2018年8月，共 1个月。 

由于监测工作开展时，本工程已全部建设完毕，不具备布设监测点的

条件，  故土壤侵蚀模数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各分区现状及结合《土壤侵

蚀 分 类 分 级 标 准 》 （SL190-2007），  经综合分析得出。工程施工扰

动后地表类型主要为塔基区。扰动后的土壤侵蚀强度及流失量详

细情况见下表：  

表 5-7 监测时段土壤侵蚀强度取值表 
 

 
分区 土壤侵蚀面积 

(hm2 )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t/km2 ·a）  
侵蚀  
程度  

监测时段内土壤 
侵蚀量(t) 

塔基区 0.176 333.33 微度 —— 
合计 0.176 333.33 微度 —— 

备注： 监测时段为 2018年 7月~2018 年 8月， 0.083a。 

从上表可以看出， 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时， 主体工程已全部完

工，  各区域均被建筑物  、  硬化地表或植被覆盖，  侵蚀模数为

333.33t/km2·a，小于容许值500t/km2·a， 产生水土流失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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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监测结果  
 

6.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根据《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 主体工程主体从塔基安全考虑，根据不同地形情况和上部地

表径流汇集大小，要求布设排水沟。但无设计图纸、无工程量、无投资，方案

按新增设计考虑。 

6.1.1 工程措施 
 

6.1.1.1 水保方案批复的工程措施情况 
 

根据《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得知， 水保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具体

如下： 

℃增加21处小型弃渣场设计。根据弃渣场数量及规划容量，本方案设计弃

渣场库容分别是：库容15立方米5个、25立方米8个、40立方米8个。 

因征占地面积较小，为合理利用征占地面积，各弃渣场设置应尽量利用施

工期临时堆场，一占两用。或者施工期临时堆场挡土墙设置，按永久弃渣场挡

护考虑。永久弃渣场挡土应先堆碎石土，以利于底部排水，上部堆码土方，顶

部覆盖表土后绿化。装土袋选择：承受土压力区域采用编织袋，遇水不腐蚀，

保持挡体的整体性。承受土压力小，以围护为主的区域，采用无纺土工布，遇

水易溶解，利于植物生长，形成微地形植被恢复区。 

弃渣场平面布局设计。袋装土挡土墙稳定性以顺地形线布置为好，但因征

占地限制，不宜过长，须考虑恰当的堆置高度。根据塔基区征地面积框图及土

石方废弃量比较,征地面积大者,弃渣量相应为大,根据此原则，顺地形线长度选

择排水沟之间的最大区域，垂直地形线的宽向控制在塔基中心线以下，塔基两

侧及下部。平面布置总体如下： 

40立方米堆场尺寸（8个）：长7.0～14米、宽２～７米、平均堆高１～1.6

米。 

25立方米堆场尺寸（8个）：长4.8米～10米、宽２～5米、平均高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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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15立方米堆场尺寸（5个）：长4米～8米米、宽1.5～4米、平均高0.6～1.2

米。 

袋装土挡墙断面详见图纸，施工应注意，根据土袋堆码稳定性考虑，大部

分土石可通过土石入袋堆码处理，减小土压力。底部设置DN75PE排水管（不

允用PVC管<承压力不够 >）,间距2～3米（设计按两根布置）。以便充分排

水，底部应先堆码石方。需整体绿化，于堆放区顶部、上部表层覆土或无纺布

袋装表土堆码。 

工程量 :开挖土方 200.6立方米、编织袋装土 339.4立方米、PE排水管

（DN75：壁厚5.6mm）315米。 

℃基站排水沟设计 

最大汇水面径流量计算:杆塔选址处于地形高位,集水面积小,以最大开挖宽

11米,汇水区按5度收缩角形成的集水面积为350平方米,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技术规范》（GB50433—2008）规定，山区排水沟洪峰流量按20年一

遇最大1h降雨强度进行计算。计算公式： KiFQ 278.0    式中：Q—最大清

水洪峰流量，m³/s；k—径流系数，取0.73（根据《云南省水文手册》项目区年

径流系数为0.50，汛期月年径流系数比值为1.23，洪水径流系数取为汛期月径流

系数的1.2倍， k＝1.2×0.5×1.23=0.73。）；i—20年一遇最大1h降雨强度，取

35mm/h（根据《云南省水文手册》查图法确定）；F—山坡汇水面积，km²。计

算出最大径流量为0.0025立方米/秒。 

过水断面计算：按矩形断面、浆砌石材料（糙率n=0.025）、沟底纵坡1%

计算，过水断面宽0.1米、深0.1米的过水流量为0.0041立方米/秒，大于塔基区

最大汇水径流量，满足设计要求。 

断面尺寸拟定：排水沟底板垫层采用5～10厘米碎石或石渣或卵砾铺垫，

上层浇筑厚7～10厘米C20细石砼,排水沟两侧墙采用M7.5浆砌石或C20毛石砼或

C20细石砼（根据现场材料就地回用），设计按C20细石砼考虑。排水沟靠基站

上部设置，将汇水引离平台区，采用两向排水，两侧末段长0.9米段外侧墙作渐

变处理，形成分散排水，利于消能防冲。 

工程量：排水沟总长966米（每基站设置34米排水沟），开挖土方144.9立

方米，浇筑C20砼48.3立方米，干铺片石48.3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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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剥离。剥离量61.4立方米。21个塔基站占地面积0.137公顷，表土剥

离厚度按0.05～0.10m计算。  

6.1.1.2 实际完成工程措施情况 
 

截至 2018年 7 月， 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为21个小型弃

渣场，由于塔基建筑面积较小，山体坡度陡峭，排水顺畅，施工中未修建排水

沟。 

    
       恢复后的临时弃渣场（一）              恢复后的临时弃渣场（二） 
 

 
 

恢复后的临时弃渣场（三） 
 
 
 

6.1.2 植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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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植物措施情况 

 
根据《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得知，水保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具体如

下： 

塔基平台区不宜种植树木（乔、灌）、藤本植物，仅适宜植草。绿化物种

选用狗牙根、白三叶草。人抬道路区，选用旱冬瓜籽、葛藤，不作量化设计，要

求建设方对此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发现流失及时治理。 

（1）各绿化种生物学特性 

℃狗牙根(Bermudagrass)：禾本科(Gramineae)，属暖地型草坪草。极耐热，

喜光稍耐荫，较耐寒，耐践踏，喜排水良好的肥沃土壤中生长。狗牙根播种方

法：开采结束后，进行覆土整地，雨季进行播撒，播种规格70kg/hm2。 

℃大叶型白三叶草（学  名：Trifolium repens）：浅绿色，多年生豆科植

物，主根短，侧根发达，多根瘤。最适宜粘性土壤，如有足够的湿度，其他土壤

类型均可生长，抗酸性较强。冬季积雪厚度20cm，积雪时间一个月，气温在－

15℃的条件下，能安全越冬。在七月份平均温度35℃，短暂极端高温达39℃时，

能安全越夏。持久性好，抗旱性强，耐践踏。植株低矮，能形成致密的草地，同

时具有发达的匍匐茎，很强的耐荫性和适应性，是优良的水土保持草种。 

℃葛藤（学名：Argyreia seguinii (Levl.) Van. ex Levl. ），藤本，高达3米，

茎圆柱形、被短绒毛。叶互生，宽卵形，长10.5-13.5厘米，宽5.5-12厘米，先端

锐尖或渐尖，基部圆形或微心形，叶面无毛，背面被灰白色绒毛，侧脉多数，平

行，在叶背面突起。生于丘陵地区的坡地上或疏林中，分布海拔高度约300-1500

米处。 

℃旱冬瓜（Alnus nepalensis D. Don）： 桦木科（Betulaceae），落叶乔木，

生长迅速，适应性强。适生区年均温度12～18℃，年降雨量800mm以上，相对湿

度在70％以上。属于喜光树种，幼树稍耐庇荫。对土壤要求不严，中性或酸性土

壤均能生长，喜疏松、湿润、肥沃的土壤，稍耐干旱、瘠薄。抗寒能力强，天然

更新能力较强，可萌芽更新。当地有大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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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 实际完成植物措施情况 

 
根据实地调查，截至 2018 年 7月，绿化区域植物措施已全部实施， 且生

长状况较好， 基本无裸露地表，共完成绿化面积1742.4m2 。工程建设实际完成

的植物措施及工程量详见表 6-1。 

表 6-1 工程实际完成植物措施及工程量汇总表 
 

建设区域 植物措施类型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绿化 塔基面绿化 m2 958.3  

 弃渣区绿化 m2 784.1  
合计      1742.4  

 

  
 

6.1.3 临时防护措施 
 

6.1.3.1 水保方案批复的临时措施情况 
 

《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在

主体已有的水保措施的基础上， 新增措施为： 

（1）表土临时堆存措施。每个基站最大剥离量小于6立方米,临时堆放表土容量按6立方

米/个设计。因地势较陡，表土全部装袋后码放，避免  

（2）施工开挖临时措施。（弃渣部分直接按弃渣场设计进行堆放）。根据设计土石开

挖量，本方安要求回填部分尽量将土石方装袋后临时堆放于基柱近旁，保证土石方不沿坡下

滑流失，基柱浇筑完毕及时拆袋回填。因塔基平台及基坑开挖，采取分组开挖（一组基柱浇

筑回填结束后再施工另一组基柱），本项临时措施土石方量为回填量的半数计240立方米

（回填方总量526.2立方米，扣除起点、终点量64立方米，应计算回填总量为480.3立方

米。），采用编织袋装土临时堆放土石量240立方米，每个基站平均堆量为11立方米（21个

基站，不计起点、终点站）。临时堆码设计：按梯形断面高1.5m、顶宽1.5m、底宽3m，长

4m。 

（3）弃渣场临时覆盖措施。临时堆土场，全用编织袋装土码放，编织袋具有一定的防

水和防冲性，可不覆盖。但永久弃渣场，除拦挡墙采用编织袋外，其他堆土区植物措施未发

挥作用前，需进行土工布覆盖。根据典型设计计算土工布覆盖量平方米。 

（4）临时工程量汇总 

℃临时编织袋装表土61.40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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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编织袋装土石240立方米。 

℃弃渣场临时土工布覆盖800平方米。 
6.1.3.2 实际工程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工程于 2014 年 8月动工建设，2015年 2月建设完工。建设单位于 2018年 7月委托

我公司进行该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委托监测时，工程已建设完工， 监测

组无法获取项目在主体工程施工期的监测数据，故工程施工期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

主要通过查阅工程竣工资料获取。经查阅工程竣工资料，工程施工期实际完成的临时措

施为与设计时建设内容及工程量完全符合。 
 

 
无纺布临时覆盖措施 

 
6.1.4 水保方案批复措施和实际完成的水保措施对比 

 
根据福贡县水务局“ 福水发〔2014〕132 号”结合现场调查及查阅工程竣工

资料， 水保方案批复的水保措施和实际完成的水保措施情况进行对比。详见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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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水保方案新增设计水保措施与工程实际完成措施对比分析表 
 

数量 　 
序号 工程 单位 方案设计情

况 
实际完成情

况 变化情况 备注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 小型弃渣场 个 21 21 　 与方案批复一致 

2 基站排水沟 m 966 966 　 临时土质排水沟，完工后恢复绿化 

3 表土剥离 m3 61.4 61.4 　 与方案批复一致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 塔基面绿化 m2 958.3 958.3 　 与方案批复一致 

2 弃渣区绿化 m2 784.1 784.1 　 与方案批复一致 

3 人抬道路区恢复 项 1 1 　 补植补种葛藤、撒播旱冬瓜籽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1 临时编织袋装表土 m3 61.4 61.4 　 与方案批复一致 

2 临时编织袋装土石 m3 240 240 　 与方案批复一致 

3 弃渣场临时土工布覆盖 m2 800 800 　 与方案批复一致 

 
6.2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工程区的水土流失， 确保项

目区建筑物安全、保障安全运行、减少水土流失。根据方案编制的指导思想、

原则和对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执行的等级标准， 结合有关规定要求和监测所得

成果， 对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进行验算分析， 验算公式如下： 
 

① 扰动土地整治率(%)=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永久建筑物占地面积

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 
℃100% 

 

①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100% 

 
 

①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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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拦渣率(%)= 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

弃土（石、渣）总量 
℃100% 

 

① 林草植被恢复 率 (%)= 林草植被面积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00% 

 

① 林草覆盖率(%)= 林草植被面积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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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截至 2018年 7月，本工程扰动土地面积为 1.346hm²， 扰动土地整治面

积为1.346m²，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9%。在扰动土地整治面积中， 项目建

设区占地面积为0.176hm² ，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为0.176hm²。 

6.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截至 2018 年7月， 本工程造成水土流失面积为 0.176hm²（ 水土流失总

面积=扰动土地面积-建筑物面积-硬化面积），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为0.176m²，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99%。 
 

6.2.3 拦渣率 
 

截至 2018年 7月，本工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土建施工开挖表土量61.4立方

米,开挖土石方量1169.3立方米。表土量全部作为后期植草覆土利用，基坑回填

利用土石方量526.2立方米，弃渣量为643.1立方米。塔基站产生弃渣量最大点为

终端塔56.1立方米,线路沿线最大弃渣量40.5立方米，位于单回路转角塔，因量

小，可根据弃渣量所处位置，采取土石装袋后，较近堆放。且项目区内部的开

挖施工等扰动均控制在用地红线范围内， 项目区拦渣率可达99.0％ 以上。 

6.2.4 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参考项目所在区域的土壤侵蚀类型和强度，

本项目区的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 km²•a）。 

通过现场监测， 经过经验推算法计算得出， 监测时段内，本工程目建设

区内基本不产生水土流失量，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333.33（ km²•a），土壤流

失控制比为1.5。 

 
6.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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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7 月， 本工程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0.176hm²（ 可恢复植被面

积=扰动土地面积-建筑物覆盖面积-道路硬化面积-工程措施面积）， 植被恢复

面积 0.176hm²，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9%。 

6.2.6 林草覆盖率 
 

截至 2018年 7月，本工程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为0.176hm²，林草覆盖面积

为 0.055hm²，林草覆盖率为 30.97%。 

6.2.7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分析 
 

通过监测实地调查， 结合建设单位提供资料，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

单位实施了一系列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工程施工结束后， 建设单位逐步完善

了绿化用地区的植物措施， 有效改善了项目区生态环境。通过实地踏勘， 可

以看出，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已完善， 有效的抑制了项目区因施工建设

造成的水土流失， 并有效改善了项目区生态环境。综上所述， 根据工程实际

情况分析， 项目区实施的水土流失防治工程措施运行效果良好， 项目区植被

总体恢复较好， 有效改善了项目区生态环境。 

 

6.3 植被恢复期水土流失分析 
 

通过水土保持监测六项指标可以看出， 六项指标均达到了《水保方案》

拟定防治目标值， 有效控制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目前，塔基区植被生长状况

良好，覆盖度较高，土壤侵蚀强度呈微度。总体来说，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措

施基本到位， 防治效果较好， 各区域水土流失得到了基本控制。 

 

6.4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6.4.1 方案批复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根据福贡县水务局“福水发〔2014〕132 号文”，核定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

资概算为 26.15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9.31万元，植物措施费0.19 万元，临时

工程费3.98 万元，独立费用 7.61万元，基本预备费 0.40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

补偿费0.16 万元，方案编制费4.5万元。水保方案批复水土保持工程概算投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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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6-4。 

表 6-4 水保批复的水保措施投资概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费用 备注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万元 9.31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万元 0.19 　 
第三部分 临时工程费 万元 3.98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万元 7.61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万元 0.40  　 
第六部分 方案编制费 万元 4.50  　 
第七部分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万元 0.16  　 

　 基建期水土保持静态总投资 万元 26.15 　 
　 总投资 万元 26.15 　 
 

6.4.2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截至 2018年 7月，本工程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投资 26.15 万元，实际完成

水土保持投资中，工程措施投资 9.31万元， 植物措施投资0.19万元，临时工程

费 3.98万元，独立费用 7.61万元，基本预备费 0.40万元，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

费0.16万元，方案编制费4.5万元。工程实际完成的水保措施投资详见表 6-5。 

 
表6-5方案新增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概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计

（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93083.38  
一 弃渣场 　 　 　 54809.03  
1 土方开挖 m3 200.60  9.98  2002.69  
2 编织袋土(编织袋装土挡墙) m3 339.40  74.66  25338.34  
3 PE排水管安装（DN75） m 315.00  87.20  27468.00  
二 基站排水沟 　 　 　 38274.35  
1 开挖土方 m3 144.90 9.98  1446.61  
2　 浇筑C20砼 m3 48.30 630.76  30465.48  
　3 干铺片石 m3 48.30 131.72  6362.25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866.56  
一 塔基面绿化 　 　 　 1044.27  
1 覆土 m3 35.00  9.09  318.11  

2 撒播白三叶草籽(撒播面积958.3m2,撒播

白三叶草籽7.67kg(6－8g/m2) 
hm2 0.096  7581.40  726.16  

二 弃渣区（堆土区）绿化 　 　 　 822.29  
1 覆土 m3 25.10  9.09  2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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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撒播白三叶草籽(撒播面积784.1m2、撒

播白三叶草籽7.67kg(6－8g/m2) 
hm2 0.078  7581.40  594.16  

　 第三部分临时工程费 　 　 　 39826.64  
1 临时编织袋装表土 m3 61.40  7.77  477.19  
2 临时编织袋装土石填筑 m3 240.00  74.66  17917.50  
2 编织袋土石撤除 m3 240.00  5.97  1431.95  
4 弃渣场临时土工布覆盖 m2 800.00  25.00  20000.00  
四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76064.95  
1  建设管理费 按一至部分之和的2.0%计算 2695.53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根据本工程的实际综合取定 70000.0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按一至三部分之和的2.5%计

算 
3369.41  

五 第五部分基本预备费 按一至三部分之和的3%计算 4043.30  
六 第六部分方案编制费 　 45000.00  
七 第七部分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hm2 0.159  10000.00  1590.00  
　 静态总投资 　 　 　 261474.82  
　 总投资 　 　 　 261474.82  

 
 

6.4.3 方案批复和工程实际投资对比 
 

工程实际完成投资与方案批复水保投资相比，投资不变，工程实际投资与

方案一致。方案批复水保投资与工程实际完成水保投资对比分析详见表 6-6。 

表 6-6 水保批复投资与实际完成投资对照表 
 

投资（万元）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批复 实际完成 变化情况 
备注 

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费 9.31 9.31 0 与批复方案一致 

 
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费 

 
0.19 

 
0.19 

 
0 

与批复方案一致 

 
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费 

 
3.98 

 
3.98 

 
0 

与批复方案一致 

4 独立费用 7.61 7.61 0 与批复方案一致 

5 基本预备费 0.4 0.4 0 与方案批复一致 

6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0.16 0.16 0 与方案批复一致 
7 方案编制费 4.5 4.5 0  
8 总投资 26.15 26.15 0  

 
 

7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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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7.1.1 水土流失变化与防治达标情况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 截至 2018年 7月，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

测各指标达标情况详见表 7-1。 

7-1 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达标情况 
 

从表 7-1 中可以看出， 本工程建设单位较为重视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 

根据工程批复《水保方案》实施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有效抑制了项目区因施

工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通过各项措施的实施， 截至 2018年 7月， 六项水土

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水保方案》拟定防治目标值。 

综上所述， 本项目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较为完善， 对防治水土流失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7.1.2 综合结论 
 

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位于怒江州福

贡县马吉乡一线的怒江江岸，除瓦贡公路沿江而上外，其他区域交通建设相对

滞后，多人行马道，对施工中材料运输采取的人背马驮具有较好的道路基础。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方案防治目 

标值 
监测结果值 备注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00 99.9 达到目标值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2.00 99.9 达到目标值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到目标值 

4 拦渣率 % 98 99.0 达到目标值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9 99.9 达到目标值 

6 林草覆盖率 % 27 30.97 达到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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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征占地  0 .176hm 2，均为永久占地，项目建设 110KV

单回线路 8km，起始于木加甲一级水电站升压站 ,终止于马吉开关

站，导线采用 JL/G1A-300/40型钢芯铝绞线，地线为 JLB20A-95型

铝 包 钢 绞 线 ， 线 路 绝 缘 子 串 组 合 为 悬 垂 串 1×8U70BP， 耐 张 串

2×9U70BP，全线使用自立式铁塔架设，全线使用直线塔 5基，单

回路耐张塔 18基，铁塔基础为现场浇筑 C20立柱式掏挖基础。工程

总投资 1051万元，其中土建投资327.05万元。工程建设总工期为6个月，即 2014年 8

月～2015 年 2月。 

根据水利部[2013]第  188 号文“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点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治  理  区  复  核  划  分  成  果  ” 福贡县不属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利部《关于划分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划分的

任何区域，属于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2007]165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公告”，工程所在区域被划为“重点预防保护

区”和“重点监督区”，依据相关文件规定，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

执行℃级标准。  

2014年 5月， 本工程建设单位福贡丰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宾川水利

水电勘测设计院承担了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4 年 8月 

13日，福贡县水务局以“福水发〔2014〕132 号”文对《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

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2018 年 7月，福贡丰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本工程的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 

通过实地调查， 结合相关资料分析， 得出： 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为 1.346 hm2 。截至  2018年 7月，  本工程施工扰动土地面积为

1.346hm2 。 

根据工程水土保持工作进展情况分析， 建设单位较为重视工程水土保持工

作， 在施工过程中根据批复《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

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结合实地情况实施了实施了工程、临时措

施及植物措施。经统计， 截至 2018年7 月， 本工程完成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为： 开挖土方200.6立方米、编织袋装土339.4立方米、PE排水管（DN75：壁厚

5.6mm）315米。完成绿化面积1742.4m2 ，临时编织袋装表土61.40立方米，临时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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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土石240立方米，弃渣场临时土工布覆盖800平方米。 

截至 2018年7 月， 本工程建设单位整治扰动土地面积 1.346hm2 。 

根据本《监测总结报告》分析， 截至 2018年 7 月，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

措施的实施， 使得项目区内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9%， 拦渣率为 99.0%，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5 ，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9%，林草覆盖率为 30.97%。六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福贡县木加甲

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拟定防治

目标值。 

 

7.1.3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针对本工程现状，我公司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为建设单位的后期水土保

持工作中提供参考： 

1、运行管理单位（ 福贡丰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加强后期的工程措施

巡查管护及植物措施的抚育工作， 保证项目区水土保持设施能持续发挥水保效

应； 

2、建设单位应高度重视植被恢复期间水土流失治理及管护责任， 与当地

有关部门共同配合， 做好水土保持措施的管理工作， 指派专人负责植被恢复

期水土保持工作， 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7.2 监测工作中的经验及问题 
 

7.2.1 监测工作中的经验 
 

通过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 丰富了我工程同类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资

料与经验， 具体有以下几点： 

（1）通过开展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充实了类似工程的监

测资料，  为同类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通过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使得监测人员更加明确

了建设类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重点。  

（3）通过开展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加深了监测人员对水土

保持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  



59

 

7.2.2 监测工作存在的问题 
 

由于监测工作开展时， 工程已建设完毕。因此无法对施工期的水土流失

情况进行监测， 丧失了最好的监测时间， 造成了监测数据的缺失。 

因此，建议建设单位进一步重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在以后的建设项目

中， 待项目开工便委托监测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以期达到工程水土流

失全过程监控，完善各期间的观测数据，我公司在今后的监测工作中更应明确

工作重点， 加强相关知识的应用。 

 

 

 

 

 

 

 

 

 

 

 

 

 

 

 

 

 

 

 

 

 

 

 

 

 



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110KV送电线路工程水土保持

监测 

 委 托 书 
  

云南淩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根据水利部第 12 号令《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 2000

年 1 月 31 日）、水利部第 16 号令《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

办法》（ 2005 年 7 月 8 日水利部第 24 号令修订） 及《云南省开发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暂行办法》（ 云南省水利厅第 7 号公告，

2006 年 11 月 10 日）的相关规定，为使本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

110KV送电线路工程按照相关要求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现委托贵公司承担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 110KV送电线路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望尽快组织人员开展相关监测工作，并按照合同规定

时间完成《福贡县木加甲一级水电站～马吉开关站 110KV送电线路工水土保持

监测总结报告》的编制。 

 

 

 

                            福贡丰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