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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主体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 

（2）建设单位：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 

（3）建设地点：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勐永镇； 

（4）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 

（5）建设等级与规模：水库规模属小（1）型，工程等别为四等； 

（6）建设任务：以人畜饮水和农业灌溉为主的水库 

（7）建设总投资及土建投资：总投资 10980.9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6500

万元 

（9）建设工期：工程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开工，于 2017 年 9 月工程完工。

共计总工期为 58 个月 

本工程承担着勐永镇 12021 亩耕地的农业生产灌溉任务和解决农村 22004

人、7064 头大牲畜饮水困难问题。为四等小（一）型水库，工程等别为Ⅳ等，

永久建筑物拦河坝、导流输水隧洞、溢洪道、压力管道等级为 4 级。拦河坝为混

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顶高程 1965.1m，设置 0.8m 高的防浪墙，最大坝高 69.5m，

总库容 329.6 万 m3。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2000）划分，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属山区、丘陵区水利水电工程，水库枢

纽工程永久建筑物洪水标准：设计洪水为 30 年一遇（P＝3.33％），校核洪水为

300 年一遇（P＝0.33％），消能防冲建筑物洪水标准为 20 年一遇（P＝5％）。 

根据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工程区为强震

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2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s，相应地震基本

烈度为Ⅷ度，工程按Ⅷ度设防。 

 

 

  



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 

2 

表 1-1    黑龙潭水库工程特性表 

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一水文    

1.流域面积    

全流域 km2 12.2  

坝址以上 km2 12.2  

2.利用的水文系列年限 年 30  

3.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万 m3 672  

4.代表性流量    

水库多年平均流量 m3/s 0.669  

设计洪峰流量及标准 m3/s 68.4 P=2% 

校核洪峰流量及标准 m3/s 108 P=0.1% 

枯期施工导流流量及标准 m3/s 2.53 P=10% 

汛期施工导流标准及流量 m3/s 68.4 P=5% 

5.洪量    

设计洪水洪量(d) P=2% 万 m3 94 24 小时 

校核洪水洪量(d) p=0.1% 万 m3 145.5 24 小时 

施工洪水洪量(d) P=5% 万 m3 84.8 24 小时 

6.泥沙    

多年平均悬移质年输沙量 t 6100  

多年平均推移质年输沙量量 t 1017  

50 年坝前泥沙淤积高程 m 1937.65  

二水库    

1.水库水位    

校核洪水位 m 1965.05 P=0.1% 

设计洪水位 m 1964.28 P=2% 

正常蓄水位 m 1962.5  

防洪限制水位 m 1965.1  

死水位 m 1937.65  

2.正常蓄水位时水库面积 km2 0.137  

3.回水长度 km 1.37  

4.水库容积    

总库容 万 m3 329.6  

正常蓄水位以下库容 万 m3 279.3  

调洪库容 万 m3 34.2  

兴利库容 万 m3 1161.1  

死库容 万 m3 16.1  

5.库容系数 %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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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6.调节特性   年调节 

7.水量利用系数  0.7  

三下泄流量及相应下游水位    

1.设计洪水位时最大泄量 m3/s 35.6  

2.校核洪水位时最大泄量 m3/s 60.6  

四、工程效益指标    

灌溉年供水总量(P=75%) 万 m3 325.54  

生活供水量(P=95%) 万 m3 220  

工业供水量(P=95%) 万 m3 30  

生态供水量(P=100%) 万 m3 75  

最大引用流量 m3/s 0.72  

六、主要建筑物及设备    

1.大坝型式  粘土心墙风化料坝 

地震基本烈度/设防烈度 度 Ⅷ/Ⅷ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30 

坝顶高程 m 1965.1  

最大坝高 m 69.5  

坝顶长度 m 144 坝顶宽 5m 

2.溢洪道型式   开敞式 

地基特性   风化砂岩 

堰顶高程/宽度 m 1962.5 B=5.0m 

设计泄洪流量 m3/s 35.6  

校核泄洪流量 m3/s 60.6  

总长/消能方式 m 222.47 挑流消能 

3.导流输水隧洞    

地基特性   全强风化花岗岩 

进口底板高程 m 1920.3 无压城门洞型 

隧洞总长 m 441.46 洞身长 421.46m 

闸门孔口尺寸 检修/工作 m×m 0.8×0.8/ 
0.8×0.8 平板门 

断面尺寸/衬砌型式 m×m 1.5×1.8 钢筋混凝土 

消能方式   底流消能 

设计输水流量 m3/s 0.72  

输水洞最大泄量 m3/s 5  

.观测设施    

测压管 支 14  

表面观测点 个  13   

量水堰 个 1 三角 

水位尺 个 43 每个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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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七、施工    

1.施工导流 隧洞导流  坝体度汛 

2.施工期限(总工期) 月 58  

准备工期 月 1  

八、经济指标    

总投资 万元 10980.94  

土建投资 万元 6500  

1.2  工程项目组成 

本工程根据功能划分为枢纽区、压力管道区、料场区、施工生产生活区、施

工道路区、弃渣场区和工程管理范围区。 

1.2.1  枢纽区 

枢纽区包括拦河坝、溢洪道、导流输水隧洞。 

一、拦河坝  

拦河坝坝型为面板堆石坝，采用 C30 钢筋混凝土防渗，变质石英砂岩、千

枚岩填筑，坝高 69.10m，工程区地震烈度为Ⅷ度，工程按Ⅷ度设防。 

（一）坝顶结构及坝坡  

拦河坝坝顶高程 1965.10m，坝轴线长 144m，坝顶宽 5m。坝顶设高为 0.8m

的L型C30钢筋混凝土防浪墙，厚30cm，顶部高程 1965.90m，底部（高程1964.10m）

与混凝土面板、趾板连接形成一个整体的防渗体系。坝顶路面为 15cm 厚的 C15

混凝土，并向下游倾斜 i=2％的坡度，坝顶下游侧设 0.3×0.2m 排水沟。 

（二）坝体分区 

坝体分区采用堆石料场变质石英砂岩、千枚岩填筑坝体，防渗体由上游 C30

钢筋混凝土防浪墙、面板、趾板连接共同组成坝体的防渗体系。 坝顶高程

1965.10m，坝顶宽 5m，清基高程 1896.0m，最大坝高 69.1m，坝顶长 144ｍ。为

减少坝体填筑工程量，从而达到降低工程投资，坝顶上游设 0.8m 高 C30 钢筋混

凝土防浪墙，防浪墙与上游坝体混凝土面板连接，混凝土面板顶部厚 30cm，底

部厚 60cm，底部与趾板连接共同组成坝体的防渗体系。面板后分别设一层垫层

水平厚 3m、一层过渡层水平厚 4m，后接坝体主堆石区（3B），坝轴下游次堆石

区（3C），后坝为超块石护坡（3D）。      

（三）坝坡结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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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坡坡比选择根据规范要求及参照已建工程初步拟定，最

终由稳定计算确定。上游坡为混凝土面板采用一级坡，坡比 1:1.5；下游坝坡设

三级坡，1965.10~1942.10m 为一级坡，1942.10~1919.10m 为二级坡，1919.10m

以下为三级坡，坡比均为 1:1.5。下游坝坡的戗台宽度考虑坝面排水、检修、观

测，变坡处各设 2m 宽的戗台。在下游坝坡设置一道 3.0m 宽的现浇 C15 混凝土

上坝踏步。 

（四）防渗体结构布置 

黑龙潭水库拦河坝为混凝土面板坝，坝顶上游 C30 钢筋混凝土防浪墙与坝

体钢筋混凝土面板连接，面板顶部厚 30cm，底部厚 60cm，底部与趾板连接共同

组成坝体的防渗体，趾板基础与帷幕灌浆紧密结合，形成封闭的防渗体系。基础

帷幕灌浆在趾板以下采用双排布置，孔距 2.0m，排距 2.0m，灌浆孔按Ⅲ序孔布

置。 

（五）垫层、过渡层设计  

由于本工程位于 8 度地震区，考虑到坝体临时挡水渡汛，除要求垫层料为面

板提高平整、均匀、可靠的支持外，还作为面板之后的第二防渗体及反滤体，参

照国内已建的面板堆石坝垫层料的设计，按半透水料设计，要求渗透系数在

10-3cm/s~10-4cm/s 之间，在满足施工的要求下，面板后设一层水平厚 3m 的垫层

料。 

过渡料位于垫层料和堆石料之间，其作用是完成垫层区与堆石料区的粒径、

变形及水力过渡，其粒径继配采用垫层料和堆石料之间的连续级配，过渡层水平

厚为 4m。 

（六）护坡及坝面排水  

拦河坝下游坝面采用 30cm 厚块石护坡。坝坡与岸坡连接处及戗台内侧设置

50×50cmC15 混凝土排水沟，防止山体和坝体地表水对坝坡冲刷。 在下游坝坡

设置一道 3.0m 宽的 C15 混凝土上坝踏步。 

（七）坝基处理  

黑龙潭水库帷幕灌浆的布置主要根据坝型、坝高、基岩地质条件等确定。设

计主要考虑坝基的渗透稳定和两岸存在着绕坝肩渗漏，对坝基及两坝肩进行帷幕

灌浆处理。 根据地质勘察，在未进行基础防渗处理时，正常蓄水位下坝基、坝

肩总渗漏量的计算结果为 Q=128.52 万 m3/年，占总库容的 39％。左、右岸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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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大，由于黑龙潭水库坝体较高（坝高 69.1m），主要考虑坝基的渗透稳定。 

大坝基础处理采用固结灌浆与帷幕灌浆相结合的垂直防渗处理方案，结合地

质剖面及渗透剖面，趾板基础固结灌浆共布置三排，成梅花型布置，排距 3m，

孔距 3m，灌浆孔按Ⅱ序孔布置，灌浆总进尺 1861m。帷幕灌浆在混凝土趾板结

束后进行，帷幕灌浆轴线布置于趾板中部，设计帷幕灌浆采用封闭式帷幕。帷幕

灌浆防渗标准透水率小于 10Lu，左、右岸防渗处理范围向岸内延伸以正常蓄水

位同地下水位交线，左、右岸各延伸 20m，防止绕坝渗漏。帷幕灌浆采用双排孔

布置，孔距为 2m，排距为 2m。帷幕灌浆孔按Ⅲ序孔布置，造孔总进尺 13196.44m，

其中灌浆进尺 12418.9m。 

（二）溢洪道  

溢洪道布置于左岸，为岸边开敞式。全长 222.47m。由引渠段、控制段、泄

槽段、挑流消能段及护坦段五部分组成，采用挑流消能。校核洪水位时 300 年一

遇（P＝0.33％）下泄流量为 60.6m3/s，设计洪水位时 30 年一遇（P＝3.33％）下

泄流量为 35.6m3/s。 

引渠段（里程 0＋000～0＋034.85m），进口底板高程 1961.50m，平坡布置，

由底宽 12.5m 收缩到 8m，矩形断面，采用 50cm 厚的 M7.5 浆砌块石结构。 控

制段（里程 0＋034.85～0＋039.34m），采用 WES 实用堰，堰顶高程 1962.500m，

堰身段长 4.49m，断面形式为矩形断面，堰宽 8m，，为 C20 钢筋混凝土结构。 

泄槽段（里程 0＋039.34～0＋204.90m），采用矩形断面，边墙采用 C15 埋

石混凝土结构，底板采用 C20 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中：里程 0＋039.34～0＋

080.30m 为泄槽Ⅰ段，前 24m 断面从 8.0×5.138m 收缩到 3.0×3.0m，矩形断面，底

坡比降 i＝1/10；里程 0＋080.30～0＋204.90m 为泄槽Ⅱ段，3.0×2.0m 矩形断面，

底坡比降 i＝1/2.35。 

挑流消能段（里程 0＋204.90～0＋209.56m），采用挑流消能，底宽 3m，长

4.66m，鼻坎挑角为 30°，采用 C20 钢筋混凝土衬砌。 

护坦段（里程 0＋209.56～0＋222.47m），长 12.91m，采用 C20 钢筋混凝土

衬砌。 

（三）导流输水隧洞  

导流输水隧洞布置于左岸，结合施工导流以输水要求，导流输水隧洞为无压

隧洞型式，全长 391.56m。设计过流流量为 0.72m3/s。导流洞进口段（里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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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6.00m），长 6m，进口底板高程 1912.00m，底坡 i＝0，采用矩形

断面，底宽从 3.6m 收缩至 1.8m，边墙高从 0.9m 渐变至 1.8m，C20 钢筋混凝土

重力式挡墙，底板厚 40cm。 

导流洞洞身段（里程 0＋006.00～0＋163.06m），其中：里程 0＋006.00～0

＋011.00m 为渐变段，长 5m，底坡 i=1/100，由 1.8×1.8 的矩形断面渐变到 D=1.8

的圆形断面；里程 0＋011.00～0＋108.00m 为直线段一，长 97m，底坡 i=1/100，

洞径 1.8m；里程 0＋108.00～0＋117.00m 为转弯段，长 9m，底坡 i=1/100，洞径

1.8m；里程 0＋117.00～0＋163.06m 为直线段二，长 46.06m，底坡 i=1/100，洞

径 1.8m；采用厚 30cm 的 C20 钢筋混凝土衬砌，洞顶 120°范围内做回填灌浆。 导

流洞封堵段（里程 0＋163.06～0＋183.06m），长 20.00m，采用 C15 埋石混凝土

封堵。 输水洞进口段（里程 0＋014.00～0＋020.00m），长 6m，进口底板高程

1920.30m，底坡 i＝0，采用矩形断面，底宽从 5.2m 收缩至 2.6m，边墙高从 1.7m

渐变至 3.4m，C20 钢筋混凝土重力式挡墙，底板厚 40cm。输水洞拦污栅段（里

程 0＋020.00～0＋022.00m），长 2m，进口底板高程 1920.30m，底坡 i＝0，采用

厚 40cm 的 C20 钢筋混凝土衬砌。 输水洞有压段一（里程 0＋022.00～0＋

132.40m），其中：里程 0＋022.00～0＋025.60m 为喇叭段，长 3.6m，底坡 i=0；

里程 0＋025.60～0＋030.60m 为渐变段，由 1.8×1.8 的矩形断面渐变到 D=1.8 的

圆形断面；里程 0＋030.60～0＋108.00m 为直线段一，长 77.4m，底坡 i=0，洞

径 1.8m；里程 0＋108.00～0＋117.00m 为转弯段，长 9m，底坡 i=0，洞径 1.8m；

里程 0＋117.00～0＋126.40m 为直线段二，长 9.4m，底坡 i=0，洞径 1.8m；里程

0＋126.40～0＋132.40m 为渐变段，由 D=1.8 的圆形断面渐变到 0.8×0.8 的矩形

断面。全段采用厚 40cm 的 C20 钢筋混凝土衬砌。 

洞顶 120°范围内做回填灌浆，并进行全断面固结灌浆。输水洞竖井段（里

程 0＋132.40～0＋135.80m），竖井段长 3.4m，内设两套 0.8×0.8m 的平板铸铁闸

门。  

输水洞有压段二（里程 0＋135.80～0＋369.06m），其中：里程 0＋135.80～0

＋141.80m 为渐变段，由 0.8×0.8 的矩形断面渐变到 D=1.8 的圆形断面；里程 0

＋141.80～0＋150.80m 为直线段三，长 9m，底坡 i=1/100，洞径 1.8m；里程 0

＋150.80～0＋183.06m 为龙抬头段，由两段半径为 20m 的圆弧和一段底坡为 1：

2.5 的直线段组成；里程 0＋183.06～0＋364.06m 为直线段四，长 181m，底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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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100，洞径 1.8m；里程 0＋364.06～0＋369.06m 为渐变段，由 D=1.8 的圆形

断面渐变到 1.8×1.8 的矩形断面。全段采用厚 40cm 的 C20 钢筋混凝土衬砌。洞

顶 120°范围内做回填灌浆，并进行全断面固结灌浆。 

出口明渠段（里程 0＋369.06～0＋391.56m），其中：里程 0＋369.06～0＋

377.06m 为弧形闸门段，长 8m，底坡 i=0，内设 1.5×1.8m 弧形闸门一套；里程 0

＋377.06～0＋384.06m 为消能段，采用挑流消能，底宽 1.5m，长 7m，鼻坎挑角

为 20°，采用 C20 钢筋混凝土衬砌；里程 0＋384.06～0＋391.56m 为陡坎段，长

7.5m，采用 C20 钢筋混凝土衬砌。 

（三）枢纽区占地统计  

枢纽区包括拦河坝、溢洪道、导流输水隧洞。《水保方案》统计占地面积为

2.77hm2，实际占地面积和《水保方案》统计一致。 

表 1-2   枢纽区占地面积统计表 

项目组成 面积（hm2） 

拦河坝 2.30 

导流输水隧洞 0.09 

溢洪道 0.38 

小计 2.77 

1.2.2  压力管道区 

《水保方案》统计压力管道区占地面积为 1.40hm2，本工程需修建约 20km

长的输水管道至香竹林村。实际占地面积和《水保方案》统计一致。 

1.2.3  料场区 

《水保方案》：水土保持方案共规划了 2 个料场，总占地 2.80hm2。 

截至 2020 年 1 月，经现场调查及查阅竣工资料，实际启用 3 个料场，包括

坝壳风化料场、石料场和土料场。占地面积为 8.87hm2，较《水保方案》统计增

加 6.07hm2。 

表 1-3  料场区实际占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方案统计面

积（hm2） 
实际面积

（hm2） 
对比情况

（hm2） 
备注 

料

场

区 

坝壳料场 1.80  4.67  +2.87  库区尾部右岔河左右岸，面积增加 

石料场 1.00  0.42  -0.58  
原规划位于下坝址下游右岸，实际

位于进库道路一侧，距离大坝约

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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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 
方案统计面

积（hm2） 
实际面积

（hm2） 
对比情况

（hm2） 
备注 

土料场   3.78  +3.78  方案未统计，距离大坝约 5km 

小计 2.80  8.87  +6.07    

1.2.4  施工生产生活区 

《水保方案》：主要包括砂石料加工、混凝土拌和系统、施工辅助企业及生

活区占用的场地，占地 0.69hm2，为临时占地。 

截至 2020 年 1 月，经现场调查及查阅竣工资料，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

为 1.39hm2，与《水保方案》相比，增加 0.70hm2。 

表 1-4  施工生产区实际占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方案统计面积（hm2） 
实际面积

（hm2） 
对比情况

（hm2） 
备注 

施工

生产

区 

预制块生产区 0.23 0.23 0.00  一致 

砂料场 0.23 0.23 0.00  一致 

石料加工区 0.23 0.44 +0.21  增加 

水库管理所   0.49 
+0.49  

方案未统

计 
小计 0.69  1.39  +0.70    

1.2.5  施工道路区 

《水保方案》：新修临时道路 5km，路基宽 15m；永久道路原设计长 4.5km，

宽 6m，共计占地为 10.22hm2。 

截至 2020 年 1 月，经现场调查及查阅竣工资料，新修临时道路 7.7km，路

基宽 7m；永久道路长 0.5km，宽 7m，共计占地为 6.03hm2。较《水保方案》统

计面积减少 4.19hm2。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临时道路宽度减少。 

表 1-5  施工道路区实际占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方案统计面

积（hm2） 
实际面积

（hm2） 
对比情况

（hm2） 
备注 

永久道路 2.72  0.48 -2.24  
原设计长 4.5km，实际长 0.5km，并

考虑部分边坡面积 

临时道路 7.50  5.55  -1.95  
原设计长 5km，宽 15m；实际长

7.7km，宽 7m，并考虑部分边坡面积 
小计 10.22  6.03  -4.19    

1.2.6  弃渣场区 

《水保方案》：水土保持方案共规划了 2 个弃渣场，占地 1.55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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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 月，经现场调查及查阅竣工资料，仅启用 1#弃渣场，占地面

积为 4.37hm2，较《水保方案》统计增加 2.82hm2。 

表 1-6  弃渣场区实际占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名称 

方案统计情况 实际启用情况 

备注 占地

（hm2) 
弃渣量

（万m3) 
占地

（hm2) 

弃渣量

（万

m3) 

面积对比

情况

（hm2） 
1#弃渣场 1.06 12.47 

4.37 19.07 +2.82 
原设计布置于大坝下游左右

岸，实际集中布置于右岸，

面积增加 2#弃渣场 0.49 5.77 

合  计 1.55 18.24 4.37 19.07 +2.82 
 

1.2.7  工程管理范围 

《水保方案》统计工程管理范围占地面积为 7.88hm2。 

截至 2020 年 1 月，经现场调查及《初步设计报告》，水库淹设区占地面积为

13.35hm2，较《水保方案》统计面积增加 5.57hm2。 

1.3  水土保持工程概况 

1.3.1  水土保持编制及批复情况 

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实施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建设的水土保

持工作，临沧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于 2011 年 11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编制

《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书》。2012

年 10 月 19 日，临沧市水务局以《关于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临政水复〔2012〕173 号文件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

复（详见附件 1）。 

1.3.2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 

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较《水保方案》统计措施布置，存在以下的变化：  

（1）工程措施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原批复水保方案设计工程措施为枢纽区的块石护

坡、混凝土排水沟和喷锚支护，弃渣场区拦挡和排水沟，料场排水沟。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结算资料，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建

设过程中已实施的工程措施包括有枢纽区的预制块护坡和混凝土排水沟，施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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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管理房）的浆砌石排水沟，道路区混凝土排水沟和挡土墙。 

（2）植物措施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植物措施主要针对管道、

施工生产区、道路区、料场区、弃渣场等实施植树造林。 

根据现场调查，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实际完成植物措施为枢纽工程区草皮

护坡绿化、管道周边绿化、道路区绿化、施工生产区绿化、弃渣场区绿化、料场

区绿化等。 

（3）临时措施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设计临时措施为枢纽区临时排水沟和临时覆盖，施

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排水沟和临时覆盖，料场区的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挡护，弃渣场

的临时排水沟和临时覆盖，道路区临时排水沟和和临时挡护。 

根据现场调查及对工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的临时措施

有枢纽区临时排水沟和临时覆盖，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排水沟和临时覆盖，料场

区的临时覆盖，弃渣场的临时排水沟，道路区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挡护和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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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理规划 

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由云南云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承担。水土保持综合监理的主要任务是：对水保措施实施的进度、投资和质量

进行监督与控制，对水保植物措施、临时防护措施进行旁站、质量检查、计量，

对单纯的水保环保工程措施进行监理；主体工程设计的具有水保功能的措施和为

安全考虑的具有水保功能的措施，由土建监理工程师负责管理，水保监理工程师

仅对这些措施进行巡视监督、提出意见供土建监理参考；参与审核水保措施实施

的设计变更，做好信息管理；开展对环保水保专项设施建设的监理工作；后期对

所有工程防护措施进行巡视，对土建监理提出水土保持要求，完善工程措施，以

达到水土保持单项验收的要求。 

2.1  监理制度的建立 

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使监理工作有章可循，我公司首先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及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制定了《工程监理规划》，在监理规划中，

明确了监理部组织机构，人员分工及职责，制定质量监督制度，落实质量控制责

任，明确监理目标，在质量上、在工期上按合同要求完成。同时本着客观、公正、

科学维护国家利益和建设各方权益的原则，对施工单位提出要求。为了规范监理

工作，制定了《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监理计划》、《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监理

实施细则》、《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水环保监理工作计划》、《耿马县黑龙潭水库

工程安全监理工作计划》、《监理人员岗位职责》、《监理人员工作守则》、《总监办

管理办法》、《总监办处罚实施办法》、《总监办安全生产工作计划》、《总监办车辆

管理办法》、《总监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划》、《总监办矛盾纠纷排查和维稳

工作应急预案》等一系列长期管理制度和办法，使监理工程师职责明确，有章可

循。本着“三控制、二管理、一协调”的原则，对工程建设进行有效控制。 

2.2  现场监理组织机构的设立 

根据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各区域布置特点和主体土建施工标段的划分，监

理部以直线职能式组织机构的型式进行内部管理。为全面履行监理合同，圆满完

成监理任务，我公司在工程项目建设工地设置工程监理部，其名称为：云南云润

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总监理工程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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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组织机构形式及框架 

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监理机构严格按照投标文件设置二级监理机构，即设

置总监理工程师办公室 1 个，总监理工程师办公室下设驻地高级监理工程师办公

室 2 个，2 个驻地高级监理工程师办公室负责项目施工合同段的施工监理服务工

作，其中一驻地负责土建工程的监理工作；二驻地负责绿化工程的监理工作。监

理项目的主要工程内容为土建施工、安全交通工程、预埋管线、绿化施工等；另

设总监办中心试验室 1 个，负责对施工全过程材料试验、土工试验和各种配合比

试验的监理平行试验和抽检试验。投入监理人员 5 人，人员资质符合合同规定，

从开工至今，总监办严格按照招标合同内容要求，从监理驻地建设，各级监理办

公环境，场地建设、住宿和生活设施，监理通讯工具和交通车辆配备、办公室设

备和办公用品均满足合同要求，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合理安排高监、副高监职务，

并设立了以土建、绿化、测量、路面、试验、合同计量、安全等专业监理工程师，

总监办制定和审批了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监理计划、监理实施细则，制定了监

理岗位责任制和监理管理办法，整个总监办及两个驻地办及所有监理人员在耿马

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所有监理人员均在总监和驻地

高监领导下开展工作，并实行岗位责任制。 

根据本工程特征，在工程施工监理实施阶段组建如图所示的监理组织机构： 

由于工程建设时间跨越较长，工程监理按照分批进场进行现场主体和水土保

持监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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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项目驻地办组织形式 

 

 

 

 

 

 

 

 

 

 

 

2.4  监理机构的设置与主要工作人员 

为确保水土保持工程有序进行，确保工程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我公

司项目监理部将水土保持监理并入工程监理同时监理。总监代表、监理工程师、

技术员等累计 5 名人员进驻施工现场，实施监理工作。监理部实行总监理工程师

负责制，即在总监理工程师领导下，监理工程师负责工程的监理工作。本着“三

控制、二管理、一协调”的原则，对工程建设进行有效控制。 

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责任制，由技术负责人严格按设计资料、管理规范

等要求，按照“严格管理、一丝不苟”的管理原则，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施工管理的

各项方针、政策、法规，制定详细的监理组织机构、工作计划和岗位职责，严格

检查审批制度，努力做好施工监理工作，使工程的投资、进度和质量得到有效控

制。水土保持工程工程量，主要通过对设计资料、施工有关材料检查、验收、认

证后确定。在检查中，对不符合水土保持要求的，督促建设单位及承建单位予以

补充完善。 

2.5  检测采用的方法和主要设备 

由于同时施工地点多面广，监理工作以巡视为主，旁站为辅。为及时掌握各

单位工程施工情况，制定了每周例会制和碰头会制，对一周情况进行总结，对下

一周工作作具体安排，避免出现失误。监理过程中，监理部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

责制，即在总监理工程师领导下，监理工程师负责工程的监理工作。 

 

总监理工程师： 
副总监理工程师： 

总监理工程师办公室 

工程、技术、合同、安全

中心试验室 

第一驻地办 

各施工合同段 

第二驻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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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理过程 

3.1  工程质量控制 

工程质量控制是我们监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尽管在具体工作中会遇到种种意

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但我们要求全体监理人员在质量问题上坚决做到质量问题

严格把关。始终坚持用合同文件、设计图纸、技术规范标准以及指挥部有关要求

去检查、评定、验收每个分项工程的质量，特别是对重点工程，隐蔽工程的检查

验收要认真细致，一切要用数据说话，不能凭经验办事。在具体工作中要坚持“严

格监理，热情服务，秉公办事，一丝不苟”的监理工作方针，真正做到了“五严”

即：严格程序、严格标准、严格合同、严肃的态度、严厉的措施，始终坚持耿马

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制定的质量目标。 

1、加强组织管理。监理部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项目监理由总监理工

程师负责，在监理工程师全面控制，层层把关的同时，督促检查施工单位建立质

量保证体系。对施工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严格实行“三检制”，检查“三检制”执

行情况是监理工程师的一个基本内容，没有进行“三检”的工序，单项工程不予验

收签字，并不允许进入下一工序。对不安设计规范施工的，按违规作业处理，发

送整改通知，限期整改，严重的采取停工整顿处理。监理人员在质量上铁面无私，

严把质量关。 

2、严把开工及原材料进场关。每个单位工程开工前，我公司对施工单位的

施工方案，包括现场组织机构负责人员，计划使用的机械设备，进度计划，安全

措施及平面布置等，在分项工程开工报告批准后才能施工。对进场材料，严格控

制。 

3、勤于现场检测，坚持工地巡视和旁站结合。为了保证施工质量，提高工

作效率，我公司会同设计单位、质量监督单位进行联合验收。同时，对施工现场

实行巡回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施工过程中质量问题，将质量事故消灭在萌芽状

态，做到小事就地解决，一般问题当天解决，重大问题七天内解决，避免因问题

拖延而影响施工质量和进度。 

4、在工程质量控制技术上，监理部采取以下措施： 

a、首先，监理人员认真研究方案设计中关于质量方案的要求细节，详细考

虑施工方法和施工工序，以求在施工工序上确保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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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措施的质量控制方面，首先严格按照工程图纸设计

的尺寸进行放线开挖，例如挡土墙工程，当挖好基坑后，对基坑底进行夯实，在

夯实的基础上进行浆砌石衬砌和混凝土浇筑。浆砌石衬砌石块按先大后小，做足

砂浆，粘结缝按 2～5cm 标准严格要求，即不浪费砂浆，又要保证粘结牢靠，砂

浆标号严格按配比执行，保证强度要求，并预留试块以备检验。其次对砌面尺寸

和浇筑混凝土的模板尺寸严格按要求尺寸进行，决不允许在砌面施工中有随意砌

筑或大概尺寸概念存在，以保证工程设计图纸的完全贯彻执行。砌面完成后还需

进行实际测量，检验是否完全符合设计尺寸要求，如石块质量、大小、砂子的含

砂量、水泥的标号及出厂合格证明等，将影响工程质量的不利因素消灭在萌芽状

态，以保证工程的内在质量。另外在工程措施的实施中，严格按照有关技术规范

进行施工，比如在排水工程、边沟、截水沟等的施工中，严格按照《水工混凝土

施工规范》的有关技术标准要求执行，从而保证了所建工程的质量完全符合有关

规定要求。对违反技术规范要求的有关施工措施，坚决予以制止，以保证在建工

程质量。 

5、植物措施实施中的质量控制： 

a、在回填土造型、整地等平整土地基础上下功夫。即按《水土保持综合治

理技术规范》（GB/T16453.1-16453.6-2008）有关技术标准和《园林栽植土质量标

准》（DBT08-231-98）的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底层回填土碾压夯实，达到主体工

程土建设计的标高，按照造型设计平整土地，做到形态美观，线条流畅，表层土

细腻疏松，搅拌均匀后再行压实，对照施工设计进行复核，做到完全符合施工图

纸要求后再进行植物栽植。 

b、在植物措施的布设上按乔木、灌木、草坪的顺序施工，即按设计方案的

株、行距、坑大小，挖坑栽植乔木、灌木后再种草坪。乔灌木的树坑大小，深度

挖好后，经检测完全符合设计要求，才进行树木栽植。草坪种植要求密度均匀，

浇水浸润，保证草坪覆盖率达到 100%，成活率达 95%以上，完全符合《园林植

物栽植技术规范》（DBJ08-18-91）的规范要求。 

c、严把树木、草籽、种苗进场的质量检验关，每一批树木、草皮、草籽种

苗进场前会同甲方代表、乙方技术人员和供苗方负责人严格检查。对种苗的大小、

高矮、规格进行现场抽查和普查。此次植物措施种植的苗木要求带土球种植，进

场前对泥球的大小都要进行抽查和普查，完全符合设计规格及品种要求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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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栽植场地，从操作程序上保证了种苗的先天优势，从而保证植物措施的高质

量。 

d、加强养护管理工作，保证植物措施的成活率和完好率。 

植物种植后保证成活，养护和管理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加强巡视，督促和检

查承建单位做好养护和管理工作。从适地适树的原则出发，根据地理、土壤气候

特点，在植物措施的养护管理上，参照《园林植物养护技术规程》的技术规范要

求，都有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做好记录，落实责任。通过以上措施的认真执行，

保证了工程质量的控制。 

3.2  工程进度控制 

在工程计划实施中的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出现差距时，总监办加强并进行了

有力的督促和协调工作。首先要求各施工单位对各自控制性工程和重点性工程进

行详细分析，排列施工倒排计划，从总监办到驻地办对照“倒排计划”逐项分析，

研究并督促具体落实。但还是由于受到气候、下雨、停电、材料供应紧张等因素

的影响，致使进度计划实施不理想，特别是个别承包人思想有等、靠、要的不良

思想作崇，加上项目组织不力，个别项目经理能力不足等原因，造成个别合同段

桥梁工程，圬工砌体、边坡防护施工等进度不能按照进度计划完成，也直接影响

了正常工作的安排布置。为此，总监办在指挥部的正确指导下，积极协调先进项

目部在机械机具、模板等方面对后进单位帮助，同时致函和现场帮助其后进合同

段安排进度工作，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抽调工作能力较强监理人员进驻后

进项目部，从资金使用、计划安排、材料准备、工序报检现场进行督促监管。同

时在监理范围内加强管理力度，对措施不当，整改不利，管理不严，组织无力的

合同段依照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办法，以及规范赋予监理的权力，

该处理的坚持处理，决不姑息手软，以此努力改进进度计划实施情况。 

为加快工程施工进度，确保工程按合同规定工期按时交工验收是总监办及其

重视的工作之一，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自开建至今，总监办根据指挥部建设工

期的总体安排，按照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工程进度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规

定，认真审核各承包人上报的（总体施工计划）半年度计划，月进度计划，认真

审核上报的施工组织设计，并组织各驻地办必须深入施工现场检查核实投入施工

的机械设备，主要项目管理人数、人员、施工劳务人员数量，原材料的采运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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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是否满足工期进度要求，综合分析影响施工进度的各类因素，发现影响和

阻碍工期进度的不合理计划安排及时要求各驻地办下发监理指令进行调整。 

3.3  工程投资控制 

工程投资的控制包括对预付资金、进度拨款、验收决算等阶段的投资控制，

并进行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采取的主要措施： 

1、组织措施：完善职责分工及有关制度，落实投资控制任务。在工作过程

中，首先经过技术人员的质量验收，签署《工程报验单》，同时在《工程计量表》

上签字认可，把住第一关，然后经指挥部财务人员按合同条款审核计量范围和数

量、单价，确定工程款额，签署计量支付报表，经指挥长批准后，作为建设单位

工程进度拨款的依据。 

2、技术措施：审核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合理开支施工措施费，按合

同工期组织施工，避免不必要的赶工费。 

3、经济措施，及时进行计划费用与实际开支费用的比较分析。 

4、合同措施：按合同条款支付工程款，防止过早、过量的现金支付，防止

资金挪用，减少对方提出索赔的条件和机会。 

3.4  合同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工程项目建

设管理办法》、招标文件、承包合同协议等文件要求，总监办在认真履行监理服

务合同协议承诺的同时，认真阅读、理解和掌握各类合同协议中的所有文件、条

款，以公正的立场监督承包人和业主共同履行合同内容，以此维护双方的合法权

益，并适时组织所有监理人员认真核实承包人合同承诺的施工机械数量及性能，

主要管理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劳务人员组织情况以及劳务分包情况，发现违约

情况及时上报指挥部并下达书面整改书，以此完善合同管理。 

总监办把计量支付管理，即：“三控制、二管理、一协调”监理宗旨做为最重

要工作来履行，从进场开工以来，就严格执行《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工程计量

与支付管理办法》及指挥部各种规定，从招标文件，合同条款及设计图纸为依据，

结合工地现场已完并经检查合格工程实际、客观、公正、及时、准确地做好分项

中间计量工作，做到计量报表清晰，计算公式正确，数量和套用单价准确，计量

证明资料齐全，质量检测合格，并与实物数量吻合方能上报审批，坚决杜绝了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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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漏计、超计等违规现象。 

3.5  工程变更管理情况 

总监办在工程实施计划中对合同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工程变更设计

和合同违约的管理做为一个重要内容来控制，根据《土建施工合同文件》、《耿马

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工程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来规范监理的工作。在实施

过程中，总监办对工程变更设计采取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要求各驻地办及所有

参与设计变更的监理人员对各合同段上报变更意向谨慎对待，对任何变更工程都

必须经实地认证，四方确认，本着对国家、对业主负责，对投资费用控制负责的

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不合理的都不予受理；对已变更而没完善相关程序的变

更的工程，在监理工作中发现也及时督促办理；同时对所有的工程变更设计、不

论是增加或减少，均严格在指挥部的授权范围内进行。 

3.6  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工作主要是整理公司文件、各种报表、施工现场原始记录。将建设

单位与上级部门的指示、文件精神及时贯彻到工作中，对于设计变更及时掌握并

通知施工单位，使其做出相应调整，对于施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并反馈给有

关单位，对各种信息分门别类整理，归档妥善保管。健全监理日志、监理日记及

监理会议记录，加强文字、图表等记录，采集整理的同时，充分利用图片声像手

段及计算机处理技术，加强对信息工作的管理。 

3.7  组织协调 

在组织协调工作中，坚持原则性、科学性、公正性的统一，实事求是，平等

协商，严谨尊重，充分调动有关各方的积极性，认真细致地处理好各种矛盾。 

3.8  内业记录、存档 

对于验收、检测，要求监理人员掌握第一手测量数据，做到测量手稿与检测

报告存档，按有关规定对内业资料及时填写，认真建立技术档案，对于施工中出

现的变更、返工、开工、验收等重要环节，均要求以书面形式申报审批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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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理效果 

4.1  质量控制监理工作成效及综合评价 

4.1.1  工程措施质量评定 

工程质量检验是对质量特性指标进行度量，并与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进行比

较，作为施工工序质量控制和施工质量评定的依据。我公司监理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等，分专业、分项目对技改项目施工质量进行检

验。检验主要分为工程措施质量检验和植物措施质量检验。为保证工程质量，按

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三个阶段实施质量控制，监理工程师、质量监督

机构在工程建设监理、监督过程中，采用的质量检验方法如下： 

Ⅰ、原材料：采用按批次随机抽样检测和仪器测量的方法，对水泥、砂石材

料、砂浆、砼等原材料和半成料或成料，主要是按批次进行随机抽样，样品（试

块）送到由监理部见证和旁站的实验室或具有国家计量认证资质的第三级检测机

构进行试验检测。 

Ⅱ、成品：对浆砌块石、现浇砼、干砌石、砼预制块等工程措施，在施工中，

监理工程师不定期进行抽样检查，严格控制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派监督人员巡视

现场施工质量，并抽查工程施工质量，质量检验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检测法、目测

法、仪器测量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施工结束后，采用钻孔取芯法、目测法、仪

器测量法相结合的方法，对破坏性进行检查检验。 

本项目工程措施质量检验主要按成品检验方法实施，对浆砌块石、现浇砼、

干砌石、砼预制块等工程措施，在施工中，监理人员不定期进行抽样检查，严格

控制工程质量，监理工程师巡视现场施工质量，并抽查工程施工质量，质量检验

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检测法、目测法、仪器测量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施工结束后，

采用目测法、仪器测量法相结合的方法，对破坏性进行检查检验。 

4.1.1.1  工程措施质量 

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总监办全体监理人员始终坚持质量

第一的原则和“严格管理，确保工期，控制投资，争创全优”的方针，严格按照监

理规范和公路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认真贯彻执行《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管理办

法》在施工监理过程中，一是严把材料进场质量检测关，对不合格材料坚决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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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进场用于施工，从源头上把住质量第一关；二是在施工过程中，监理严格把好

工序、工艺质量关，坚持上道工序未经检验，不允许下道工序进行施工；三是对

成品、半成品坚持实行自检、互检、复检和破坏性检验，发现问题及时返工处理，

通过质量检测分段责任到人，上下层层把关，不留施工质量检查死角。在临沧市

工程质量监督站和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多次对工程进行全面检查

及转序验收中，认为内在质量可靠，外观线型流畅美观，得到各级检查组和上级

机关的一致认可。 

4.1.1.2  工程措施质量检验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检验评定都纳入主体工程检验评定，其项目主要有

斜坡防护工程和防洪排导工程等，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共有 190 个，其中合

格 190 个，优良 38 个，总体合格率 100%，优良率 20%，质量等级为合格。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等级评定见表 4-1。 

表 4-1        工程措施工程质量评价情况统计表 

单 位

工程 
分部工程 

分部工程中 分部工程

质量评定

结果 

单元工

程（个） 

验收数

量（个） 

合格数

量（个） 

优良数

量（个） 

优良

率（%） 

斜坡防 

护工程 
枢纽区 

工程护坡 49 49 49 8 16.33  合格 

坝体砼排

水沟 
20 20 20 5 25.00  合格 

植物护坡 3 3 3 1 33.33  合格 

防洪排 

导工程 

施工生产区（管理房） 砼排水沟 1 1 1   0.00  合格 

道路区 
砼排水沟 80 80 80 19 23.75  合格 

挡土墙 37 37 37 5 13.51  合格 

小计 6 190 190 190 38 20.00  合格 

4.1.1.3  临时工程措施评定结论 

项目水土保持临时工程措施的检验评定都纳入主体工程检验评定，本工程水

土保持临时防护工程措施 163 个单元工程，其中合格 163 个，优良 47 个，总体

合格率 100%，优良率 28.83%，质量等级为合格。水土保持临时防护工程措施质

量等级评定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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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临时工程措施工程质量评价情况统计表 

单位

工程 
分部工程 

分部工程中 分部工程

质量评定

结果 

单元工

程（个） 

验收数

量（个） 

合格数

量（个） 

优良数

量（个） 

优良率

（%） 

临时

防护

工程 

枢纽区 
临时排水沟 7 7 7 1 14.29  合格 

临时覆盖 8 8 8 2 25.00  合格 

施工生

产区 

临时排水沟 2 2 2   0.00  合格 

临时覆盖 18 18 18 3 16.67  合格 

料场区 临时覆盖 74 74 74 22 29.73  合格 

弃渣场 临时排水沟 10 10 10 2 20.00  合格 

道路区 

临时排水沟 26 26 26 6 23.08  合格 

干砌石挡墙 8 8 8 4 50.00  合格 

排水管 10 10 10 7 70.00  合格 

小计 9 163 163 163 47 28.83  合格 

4.1.1.4  工程措施评定结论 

根据上述评定情况，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工程措施各单元工程基本达到合格标

准，按照分部工程合格和优良评定标准，本项目工程措施达到合格。 

表 4-3           工程措施分部工程合格、优良评定结论 

评定标准 本项目单元工程

评定结论 合格 优良 

①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②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①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优良率达到 90%

以上，主要单元工程、重要隐蔽工程及关键部位

的单元工程质量优良，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 

②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合格 

4.1.2  植物措施质量检验 

4.1.2.1  植物措施质量检验 

植物措施的质量检验是按照分部工程要求进行的。在材料检验方面，主要检

查苗木、种子、草皮的质量和数量，审查外购苗木、种子的检疫证明；施工单位

自检苗木、种子的质量、数量以及草皮密度和整洁度；工程质量抽检的主要指标

有植树：整地规格、苗木栽植密度、成活率和造型；草坪：均匀度、密度、草块

滚压是否符合要求，有无杂草、秃斑情况，覆盖度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监理人员

主要对单元工程抽查，评定单元质量指标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竣工验收则采取最

后清算的办法，以成活率、合格率和外观质量来确定工程的优劣。 

根据以上质量检验体系和检验方法，本工程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共有 54 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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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工程，其中合格 54 个，优良 8 个，总体合格率 100%，优良率 14.81%，质量

等级为合格。 

表 4-4              植物措施工程质量评价情况统计表 

单位工

程 
分部工程 

分部工程中 分部工程

质量评定

结果 
单元工

程（个） 
验收数

量（个） 
合格数

量（个） 
优良数

量（个） 
优良率

（%） 

植被建

设工程 

压力管道区 线状植被 20 20 20 2 10.00  合格 

坝壳料场 点片状植被 4 4 4 1 25.00  合格 

土料场 点片状植被 4 4 4   0.00  合格 

施工生产区 点片状植被 4 4 4 1 25.00  合格 

道路区 线状植被 17 17 17 2 11.76  合格 

弃渣场 点片状植被 5 5 5 2 40.00  合格 

小计 6 54 54 54 8 14.81  合格 

4.1.2.2  植物措施评定结论 

根据上述评定情况，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植物措施各单元工程基本达到合格标

准，按照分部工程合格和优良评定标准，本项目植物措施达到合格。 

表 4-5            植物措施分部工程合格、优良评定结论 

评定标准 本项目单元工

程评定结论 合格 优良 

①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②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①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优良率达到 90%以

上，主要单元工程质量优良，且未发生过质量事故； 
②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合格 

4.1.3  工程质量评定 

工程质量评定是以单元工程评定为基础的，其评定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和不

合格三级。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质量由施工单位质检部门组织评定，

由我公司监理部门复核。 

工程措施的部分工程质量评定是在分部工程竣工验收意见的基础上，由我监

理部门组成评定小组，对工程的建设过程和运行情况进行考核，根据施工记录、

监理记录、工程外观、工程缺陷和处理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定。参与质量评定的各

方都本着认真负责公正的原则，对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给予了公正客观的评定。 

植物措施的验收，以成活率、保存率为主要评定依据，由我公司监理部门组

成评定小组，进行评定。 

本项目通过以上对单位工程的评定结论，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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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建设达到合格等级。评定标准及评定结果见表 4-5。 

表 4-6          水土保持工程合格、优良评定标准及结论 

评定标准 本项目工程评

定结论 合格 优良 

单位工程质量全部

合格 
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优良率达到 90%以上，

且主要单位工程质量优良 
合格 

4.2  投资控制监理工作成效及综合评价 

耿马县黑龙潭水库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714.23 万元，其中工程措

施投资 214.98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349.94 万元，临时工程 73.90 万元，独立费

用 36.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20.24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9.17 万元。 

通过对比，实际完成投资较原水保方案批复水保投资减少了 111.28 万元，

费用投资减少主要是弃渣场措施量减少，弃渣场堆放面积较设计面积增加，堆放

高度较设计减少，故未布置挡护措施，通过现场调查，植被较好，未出现边坡不

稳定情况；未计列水保监理费，主要是以主体监理为主；基本预备费较水保方案

统计减少。同时植物措施和施工临时工程投资增加。 

总体而言，水土保持投资减少不大，能满足工程水土保持建设要求，是合理

的。 

表 4-7     实际完成投资与水保方案设计投资对比表   万元 

工程或费用名称 
水保可

研 
实际 

对比情

况 
备注 

一、工程措施 329.44 214.98 -114.46 措施量减少 

二、植物措施 306.83 349.94 +43.11 实际结算统计 

三、施工临时工程 52.15 73.90 +21.75 实施措施增加 

四、独立费用 48.46 36.00 -12.46 
 

1.建设管理费 6.47 9.58 +3.11 
按工程、植物及临时措施费用之和

的 1.5%计 
2.建设监理费 19.38 0.00 -19.38 未计列，以主体监理为主 

3.勘测设计设计费 12.92 12.92 0.00 一致 

4.水土流失监测费 9.69 8.00 -1.69 以实际合同计 
5.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

服务费  
5.50 

 
以实际合同计 

五、基本预备费 69.46 20.24 -49.22 
按工程、植物及临时措施费用之和

的 3%计 
六、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9.17 19.17 0.00 

 
合计 825.51 714.23 -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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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纳入主体工程同步实施，水土保持投资从总投资中列支。

水土保持措施施工费用按不同时期完成的工程量分期支付。 

4.3  进度控制监理工作成效及综合评价 

《水保方案》设计的水保临时工程措施施工进度，未明确具体时间。 

实际实施时间为 2014 年 4 月~2018 年 12 月。 

总体上，实际实施的水保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工程措施能满足工程建

设的要求。 

4.4  施工安全与工作成效及综合评价 

施工安全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对施工方案的安全评价来识别工程建设施工中

危险源，以及危险源的危险程度和对施工中重大危险源进行定量的评价，提出有

效的预防措施，达到规范施工企业的安全管理,改善施工生产条件，降低施工安

全事故的风险的目的。 

监理部在施工过程中按“以人为本”的思想，针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施工安全，

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落实： 

1、建立健全的施工安全管理制度，由分管副经理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

部门负责人进行安全检查，安全检查按有关规范、标准进行，并对照安全技术措

施提出具体的检查要求； 

2、要求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戴安全帽，并定期对施工人员进行施工

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3、积极配合安全监督机构开展施工安全检查工作，并填写《施工安全检查

记录表》。 

通过以上几点施工安全保障措施，项目在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过程中做到了无

一安全事故发生，工作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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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验与建议 

5.1  监理工作中的经验 

5.1.1  领导重视、责任落实 

为了做好项目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项目建设之前，

建设单位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公路的建设理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明确了施工

单位的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任务，建立各级领导负责制，并通过专项检查和专

题讨论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监理工作的开展。 

5.1.2  完善机制、提高效益 

我公司结合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特点，提出了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程序和

具体实施细则，并完善了监理机制，提高了效率，保证了工程质量。 

5.1.3  因地制宜、注重实效 

围绕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建设，主要考虑资金效益的最大发挥。在建设过程

中，综合施工现场的环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各项整治提出了相应的技术方

案。 

5.2  建议 

（1）加强对项目区各水土保持设施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不定期对项目区进行抽查，排除不安全隐患； 

（3）加强对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尤其做好绿化措施的管护，以提高

造林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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