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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调峰供热站(一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概况 

位置 石家庄正定新区 

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空气源热泵机组加电蓄热、一台

58MW、一台 29MW 燃气锅炉、调度中心、循环泵房、高低压

配电、中水处理设备等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万元） 16153.10 

土建投资（万元） 15957 占地面积（hm²） 
永久：1.73 

临时：0.43 

动工时间 2020 年 4 月 完工时间 2020 年 10 月 

土石方（万 m³）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1.40 1.40 0 0 

取土（石、砂）场 无 

弃土（石、渣） 无 

项目区概

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况 无 地貌类型 平原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²·a）] 
20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²·a）] 
200 

项目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项目区不属于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以及其他易

引起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的地区，不占用全国水土保

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t） 26.74 

防治责任范围（hm²） 2.16 

防治标准

等级及目

标 

防治标准等级 北方土石山区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渣土防护率（%） 98 表土保护率（%）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6 

水土保持

措施 

（1）供热站 

①建构筑物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65hm2，剥离表土厚度为 30cm，剥离表土量为 0.20 万 m3，

雨水管网 1 项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655m、临时沉砂池 1 座、洗车平台 1 座 

②道路广场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45hm2，剥离表土厚度为 30cm，剥离表土量为 0.14 万 m3 

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 350m，  

③绿化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63hm2，剥离表土量为 0.19 万 m3，表土回铺 0.63hm2，回

铺表土量为 0.53 万 m3，土地整治面积 0.63hm2 

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0.63hm2，栽植柏树 20 棵 

④（临时堆土场）    

临时措施：临时苫盖 0.18hm2 

（2）代征绿化区 

植物措施：播撒草籽 0.32 hm2 

水土保持

投资估算

（万元） 

工程措施 25.07 植物措施 1.65 

临时措施 8.41 水土保持补偿费 3.02（30229.22 元）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2.00 

水土保持监理费 5.00 

设计费 3.00 

总投资 48.15 



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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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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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新区调峰供热站(一期)工程 

建设单位：石家庄正定新区惠新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项目 

地理位置：位于石家庄正定新区，西至新元高速，冬至西临济街，北至阳光

路，南至隆兴路；北纬 38.13458°，东经 114.58786°。项目区位置图见下图 1-1。 

 

图 1-1 项目位置图 

工程规模：项目为小型工程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空气源热泵机组加电蓄热、一台 58MW、

一台 29MW 燃气锅炉、调度中心、循环泵房、高低压配电、中水处理设备等。 

建设日期：工程已于 2020 年 4 月开工建设，2020 年 10 月完工，建设工期 7

个月。 

工程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为 16153.1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为 15957 万元。

本工程建设投资全部为政府投资。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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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 

1.2.1 项目组成 

本项目由供热站、代征绿化区、代征道路及其他配套工程组成。总占地面积

为 2.16hm2，永久占地为供热站，占地面积 1.73 hm2，代征绿化区面积 0.32hm2，

代征道路 0.11 hm2。项目卫星平面图见图 1-2。 

 

图 1-2 项目卫星平面图 

（1）供热站 

新建供热站包括建构筑物区、道路广场区及绿化区，具体如下所述。 

①  建构筑物区 

构建筑物包括燃气锅炉房、空气源热泵厂房、循环泵房及调度中心、门卫。

总占地 0.65hm2。 

燃气锅炉房、空气源热泵厂房及门卫均为地上一层建筑，循环水泵房为地上

二层建筑，调度中心为地下三层、地上二层建筑。 

燃气锅炉房、空气源热泵厂房、循环水泵房及门卫等建筑物基础开挖深度为

0.67m，调度中心开挖深度为 10.68m。 

供热站建构筑物统计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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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建筑统计表 

建筑编号 建筑名称 基底面积（m2） 建筑高度（m） 建筑层数（层） 

1# 燃气锅炉房 1870.90 12.00 1F 

2# 空气源热泵厂房 2009.0 12.00 1F 

3# 循环水泵房 1814.75 12.00 2F 

4# 调度中心 747.66 12.00 3F/-2 

5# 门卫 24.19 4.20 1F 

合计  6466.50   

 

   

图 1-3 站内建筑物图 

② 道路广场区 

道路为建筑物四周的环形道路，宽 5m，转弯半径为 9m，站内道路全部为沥

青路面，以满足以满足运输和消防通道的要求。广场为调度中心北侧。道路广场

区共占地 0.45hm2。道路广场区见图 1-4。 

   

图 1-4 道路广场图 

③绿化区 

供热站的绿化区总占地面积 0.63hm2。绿化区包含西北角的集中绿化区、建

筑物四周以及道路两侧的绿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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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绿化和建筑物四周的绿化带主要采用绿篱草坪的方式进行绿化，道路一

侧绿化为种植行道树，主要选用的是成活率高、适应性强、低管养的松柏树种。 

目前站内集中绿化已播撒草籽，但由于天气等原因，成活率不高，后期进行

二次播撒，以达到设计标准。见图 1-5 站内集中绿化、1-6 建筑物四周绿化带。 

    

图 1-5 站内集中绿化区现状 

    

图 1-6 建筑物四周绿化区现状 

（2）代征绿化区 

供热站围墙外东侧空地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划为本项目代征绿化区，现

状为，后期由市政统一建设为景观绿化带。为减少水土流失，采取撒播草籽措施，

代征绿化区占地面积共 0.32hm2。 

本项目施工期利用此区域进行建筑材料的临时堆放，施工完成后进行清理并

进行绿化。 

（3）代征道路 

紧邻代征绿化区的东侧为西临济街（南北走向），西临济街宽 18 m，现状为

土路，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证将西临济街西侧 9m 宽道路划为本项目的代征道路，

项目施工及建设期利用此路运输砂石料基建设备等，建设完成后作为供热站进站

道路。后期由市政统一修建为水泥路面。代征道路占地面积为 0.11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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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配套工程 

1）排水 

站内排水系统设计为雨、污分流制。站内雨水、污水分别排入站内雨、污水

系统。地表雨水采用雨水口加暗管系统的排除方式。 

①雨水排放： 屋面雨水由天沟内雨水斗收集后排入室外雨水管网。站内道

路边设雨水口收集地面雨水，经站内雨水管道及雨水调蓄池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②生活污水排放：粪便污水经化粪池处理，然后与其它生活污水合并，排入

站内污水管网。 

2）采暖通风 

采暖：站内调度中心楼采用太阳能槽式集热器，利用溴化锂机组冬季为其供

热，夏季为其供冷。站内厂房供暖也采用太阳能槽式集热器。 

通风：变配电间、燃气锅炉间设机械通风。其他房间采用自然通风。 

3）用电 

本工程由市电供电系统提供电压等级为 10KV 电源。用电负荷等级为二级，

供电系统应满足双路供电性能需求。每个回路均可以接带全部负荷。 

1.2.2 工程布置 

（1）平面布置 

供热站东侧为燃气锅炉房，西侧为空气源热泵厂房、南侧建筑物为循环水泵

房（一层为循环泵房，二层为控制室）、东南侧为调度中心及门卫；站内设环形

道路；建筑物四周及道路两旁设置绿化带。 

紧邻供热站东侧为代征绿化区，代征绿化区东侧为代征道路。工程总平面布

置见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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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项目总体布置 

（2）竖向布置 

项目区竖向布置根据满足场地排水要求和外部道路标高、周边环境等相协调

的原则进行设计。根据现场勘查和资料查阅，项目区位于石家庄正定新区，整体

地势平整。站内占地原高程为 65.50~66.00 m，设计标高为 67.20m。站内土石方

挖填平衡。站内排水通过导流进入地下雨水管网，汇集后排入市政管网。 

1.3 施工布置 

1.3.1 施工生产生活区 

根据施工资料调查，施工生活生产区位于调度中心楼北部的道路广场区域，

占地面积 0.20hm2，主要为施工人员提供生活、办公、材料加工、材料仓储等场

所。施工完毕后进行地面硬化。 

1.3.2 施工运输道路 

项目施工利用附近西临济街、隆兴路，运输方便，未修建临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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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施工用水、用电等布置 

施工用水：从附近村庄供水点拉运。 

施工用电：与电力部门协商后，接驳附近电网。 

1.3.4 临时堆土场 

施工前剥离表层土和地基开挖余土临时集中堆放项目西北角的绿化区，堆土

占地占地面积 0.18hm2。施工过程中对临时堆土裸露区域采取了防尘网苫盖措施，

施工后期后进行绿化。 

1.4 工程占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2.16hm2，占地类型现状为耕地，规划为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永久占地为 1.73 hm2，为供热站占地，其中施工生产生活区和临时堆

土场位于道路广场区与绿化区内，不再重复计算。临时占地 0.43hm2，为代征绿

化区和代征道路占地。占地情况见表 1-2。 

表 1-2                  项目占地情况表                  单位 hm2 

建设项目 占地面积 
占地性质 占地类

型 
备注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0.65 0.65 / 

耕地（规

划为公

共管理

与公共

服务用

地） 

施工生产生

活区与临时

堆土场临时

占用道路广

场区与绿化

区，不再重

复计算。 

道路广场区 0.45 0.45 / 

绿化区 0.63 0.63 /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0） / （0.20） 

临时堆土场 （0.18） / （0.18） 

代征绿化

区 
/ 0.32 / 0.32 

代征道路 / 0.11 / 0.11 

合计 2.16 1.73 0.43 

注：施工生产生活区与临时堆土场位于道路广场区与绿化区内，不再重复计算。 

1.5 土石方流向及平衡 

本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土方挖填总量为 2.80 万 m3，其中挖方总量为 1.40 万

m3（包含表土剥离 0.53 万 m3），回填总量 1.40 万 m3（包含表土回铺 0.53 万 m3），

土方平衡。原地貌为耕地，根据《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规范》，耕作层土壤剥离

厚度一般应在 20 cm～40 cm，此项目实际施工按 30cm 进行剥表。 

（1）供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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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构筑物区 

建构筑物区总占地 0.65hm2，其中调度中心占地面积 0.08hm2，为地下二层

地上三层建筑，开挖深度为 10.68m，开挖工程量为 0.85 万 m3；其余建筑物占地

面积 0.57hm2，均为一层建筑，基础开挖深度 0.67m，开挖工程量 0.22 万 m3。

建构筑物区总开挖量为 1.07 万 m3。回填土方量为 0.43 万 m3，用于基坑回填（含

剥离表土厚度 30cm，剥离表土量 0.20 万 m3，回铺于绿化区）。剩余 0.44 万 m3，

用于场平，提高供热站标高。 

②道路广场区 

道路广场区占地 0.45hm2，进行剥离表土开挖，剥离厚度为 30cm，开挖量为

0.14 万 m3，表土调入站内绿化区。 

③绿化区 

站内绿化区占地面积 0.63hm2，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厚度为 30cm，表土剥离

工程量为 0.19 万 m3，表土回铺量为 0.19 万 m3；并由站内其他工程（建构筑物

区、道路广场区）的土方调入，调入工程量为 0.34 万 m3；共计回铺土方量 0.53

万 m3。 

（2）代征绿化区 

无挖方，无填方。 

（3）代征道路 

无动土。 

（4）场平 

由建构筑物区剩余 0.44 万 m3 土方调入，用于供热站场平，提高标高。 

土石方平衡情况见表 1-3，表 1-4，土石方流向及平衡见图 1-5，图 1-6。 

表 1-3           本项目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序号 项目 总量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①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1.50 1.07 0.43   0.64 ③⑥ 

② 道路广场厂区 0.14 0.14 0   0.14 ③ 

③ 绿化区 0.72 0.19 0.53 0.34 ①②   

④ 
代征绿化

区 
/ / / /     

⑤ 代征道路 / / / /     

⑥ 场平 / 0.44 0 0.44 0.44 ①   

合计 2.80 1.40 1.40 0.78  0.78  

注：施工生产生活区与临时堆土场位于道路广场区与绿化区内，不再做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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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本项目土石方平衡表（表土）        单位：万 m3 

序

号 
项目 总量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①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0.20 0.20 0   0.20 ③ 

② 道路广场厂区 0.14 0.14 0   0.14 ③ 

③ 绿化区 0.72 0.19 0.53 0.34 ①②   

④ 代征绿化区 / / / /     

⑤ 代征道路 / / / /     

合计 1.06 0.53 0.53 0.34  0.34  

注：施工生产生活区与临时堆土场位于道路广场区与绿化区内，不再重复计算。 

 

 

图 1-8    本项目土石方流向图（单位：万 m3） 

 

 

图 1-9   本项目表土流向图（单位：万 m3） 

1.6 自然概况 

1.6.1 地形地貌 

正定新区位于太行山东麓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区内地势平坦，主要为磁河洪

积、冲积所建造，地貌上属于磁河冲积扇的范围，总的趋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坡

降约为 1/1000。 

项目区周围为耕地，地势平坦，无大面积开挖与回填，可利用站内土石方自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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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地质 

正定位于太行山东部的沉积岩石上，没有地震带，地震基本烈度 7 度。地表

向下揭露厚度 17m 范围内，可分为 4 层。最上层为耕土层，厚度 0.4～0.6 m，

第 2 层为轻亚粘～亚粘土，厚度为 2.75～5.5 m，第 3 层为砂类土，厚度为 0.3～

5.28 m，第 4 层为粘土。无不良地质现象。 

1.6.3 气象 

本区地处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

夏季炎热多雨。多年平均气温 13.4℃，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09.9 mm，平均风速

1.4m/s，全年主导风向西北风，无霜期年平均为 198d，累计积温 4789℃，雨季

时段为 6-9 月，标准冻土深度为 56 cm。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

强度为微度，平均侵蚀模数约为 200t/(km²·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²·a。 

1.6.4 水文 

滹沱河是规划区内最大的河流，河床、漫滩宽 3-5km，安全泄洪流量 3600 m3/s，

发源于山西繁峙县，长达 540km，流域面积 30891km2。1980 年以前，平均年

径流量为 23×108m3。滹沱河之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所以流量变化受气候影

响极大，是典型的季节性河流。除汛期外，河床基本呈干涸状态。 

1.6.5 土壤植被 

全区以轻壤土和壤土为主，土质疏松，宜于耕种。植被：主要种植农作物为

小麦、玉米、花生、棉花、大豆等；草本植被多为野生，常见的有蒺藜、车前子、

稗子草、茅草、菅草等；树木多为柳树、杨树、榆树、洋槐、国槐及各种果树。

植被覆盖率 2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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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2.1 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项目符合《水土保持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

相关规定对本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查审批条件。 

本项目避开了：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以及易引起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

的地区；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未占用国家确

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 

项目位于正定新区，属于县级以上城市区域，应执行一级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并

且将渣土防护栏和林草植被覆盖率提高 1%。 

2.2 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评价 

2.2.1 建设方案评价 

项目区位于平原区，各建筑物布置紧凑，占地面积较小，场区内道路广场等基本

做了硬化处理，其他建筑物周围裸露地面采用了植草等绿化措施。项目区建设了雨水

管网收集雨水，收集后集中接入市政雨水管网系统。经过调查，项目施工期间对临时

堆土及裸露地表做了纱网遮盖措施，并在排水不畅处挖排水沟导流等临时措施。项目

整体建设方案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2.2.2 工程占地分析评价 

（1）占地性质 

永久占地面积为 1.73hm2，为供热站占地，占地布置集中，占地面积较小，水土

流失影响较小。 

临时占地面积为 0.43 hm2，包括代征绿化区占地面积为 0.32 hm2，代征道路占地

面积为 0.11 hm2。代征绿地播撒草籽，降低水土流失，后期作为市政景观绿化；代征

道路后期由市政修建道路。 

永久占地为 80.09%，临时占地为 19.91%。永久占地已完成了绿化及硬化，临时

占地后期建设为绿化用地及混凝土道路，水土流失较小。 

（2）占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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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占地原为耕地，后经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划拨为公共设施控制预留用

地，即规划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工程施工前对全区进行剥表，后期用于绿化，

最大限度保证的土壤的肥力， 

综上，本工程占地性质和类型符合水保要求。 

2.2.3 土石方平衡评价 

（1）土石方量 

项目建设过程中土方挖填总量为 2.80 万 m3，其中挖方总量为 1.40 万 m3（含表

土剥离 0.53 万 m3），回填总量 1.40 万 m3（含表土回铺 0.53 万 m3）。 

（2）各区土石方情况 

①供热站 

站内挖方包含地基开挖 0.87 万 m3，全站表土剥离 0.53 万 m3；站内回填包括地

基回填 0.43 万 m3，剥离表土和地基开挖的余土临时堆放于绿化区，并进行纱网苫盖

防护，后期将地基开挖余土用于场平，剥离的表土回铺于绿化区。 

②代征绿化区 

无动土。 

③代征道路 

无动土。 

综上，项目对扰动范围内的表土进行了保护，剥离厚度为 30cm，符合《耕作层

土壤剥离利用规范》。基础挖填站内平衡，减少调运，无弃渣弃土，符合水保要求。 

2.2.5 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设置评价 

根据实地调查，并查阅相关建设资料，项目区土石方平衡，无弃方，没有设置弃

土场。 

2.2.6 施工工艺与方法评价 

本工程涉及的施工主要为基坑开挖。由于项目占用耕地，基坑开挖之前，对供热

站占地区域内的表土进行了剥离存放，基坑开挖过程中进行了边坡支护，既保持了边

坡稳定，又将边坡坡度尽可能放大，减少土石方开挖量和开挖面积，减少水土流失，

符合水保要求。 

另外项目施工期间对临时堆土、裸露地表采取了遮盖措施，减少了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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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临时遮盖图 

2.2.7 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 

（1）供热站 

①剥表 

主体设计对供热站占地区域内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厚度为 30cm，后期回铺于绿

化区进行绿化。 

②绿化 

主体设计对供热站占地区域内进行绿化，播撒草籽，并在道路两旁栽植行道树。 

③雨水管网 

主体工程设计站内铺设地下雨水收集管网。 

（2）代征绿化区 

无。 

（3）代征道路 

无。 

2.2.8 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中提出的水土保持

工程界定意见，提出纳入本方案的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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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供热站的表土剥离、绿化以及雨水管网系统。 

表 2-1               项目区主体工程已有水土保持措施表 

项目 措施类型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供热

站 

建构筑

物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100m3 20 258.89 0.52 

雨水管网系统 项 1 8.00 8.00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100m3 18.32 1136.21 2.08 

临时沉砂池 座 1 53261 5.33 

道路广

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100m3 14 258.89 0.36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100m3 0.56 1136.21 0.06 

绿化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100m3 19 258.89 0.49 

表土回铺 100m3 97 1106.46 10.73 

土地整治 hm2 63 783.29 4.97 

植物措施 
播撒草籽 hm2 0.63 649.06 0.04 

栽植柏树 棵 20 800 1.60 

合计      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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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3.1 水土流失现状 

项目区位于石家庄正定新区，现状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强度为微

度，平均侵蚀模数约为 200t/(km²·a)。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²·a。 

3.2 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分析 

项目区水土流失主要由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由于大雨和大风等自然因

素为土壤侵蚀提供了较强的侵蚀动力，并且项目建设过程基坑开挖与回填、土石方调

运等均会导致土壤抗侵蚀能力的下降，综上因素才是土壤侵蚀量增加的根本原因。 

3.3 水土流失量调查 

本项目已经施工完成，属于补报水土保持方案，水土流失量以调查为主，来进估

算侵蚀量。 

3.3.1 预测单元 

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工程施工期。由于地表开挖、基础作业等，

破坏了项目区原有地表形态，根据工程的施工特点，测算单元为建构筑物区、道路广

场区、绿化区。 

3.3.2 预测时段 

本工程总的水土流失量调查时段分为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施工期为 2020 年 4

月到 2020 年 10 月，本次施工期测算时间按 1 年计。自然恢复期按 3 年计。 

3.4 预测结果 

3.4.1 项目区背景土壤流失量 

为了对项目建设引起的新增水土流失和项目水保措施完成后减少的水土流失进

行调查，项目区背景土壤流失量为 5.1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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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项目区施工期及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 

表 3-1                         侵蚀模数表 

序

号 
调查及预测单元 

侵蚀模数 t/(km²·a) 

原地貌侵

蚀模数 

施工期侵蚀

模数 

自然恢复期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1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200 400 / / / 

2 道路广场区 200 450 / / / 

3 绿化区 200 315 315 230 200 

4 代征绿化 / 200 240 240 215 200 

5 代征道路 / 200 450 / / /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土壤流失量预测按

下式计算。当预测单元土壤侵蚀强度恢复到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以下时，不再计算。 

水土流失预测公式： 

jiji

n

i

ji

j

TMFW 
==

=
1

2

1  

式中： 

W——土壤流失量，t； 

j——预测时段，j=1、2，指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 

i——预测单元，i=1、2、3、···、n； 

Fji——某时段某单元的预测面积，km²； 

Mji——某时段某单元的土壤侵蚀模数，t/(km²·a)； 

Tji——某时段某单元的预测时间，a。 

 

表 3-2                       水土流失量计算表 

序

号 
调查及预测单元 

面积

（hm2）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侵蚀模数

t/(km²·a) 

侵蚀量

（t） 

侵蚀模数 t/(km²·a) 侵蚀

量（t）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0.65 400 8.11 / / / 0 

2 道路广场区 0.45 450 6.32 / / / 0 

3 绿化区 0.63 315 6.19 315 230 200 1.16 

4 代征绿化 / 0.32 240 2.40 240 215 200 1.02 

5 代征道路 / 0.11 450 1.54 / / / 0 

合计 2.16  24.56    2.18 

根据调查，项目区施工期土壤流失量 24.56t，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 2.1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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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新增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工程建设新增的水土流失量为项目实施扰动后的流失量减去项目背景流

失量。据调查，原地貌水土流失量为 5.16t，工程建设水土流失总量 26.74t，是原地貌

水土流失量的 5.18 倍，新增水土流失量的 21.58t。 

表 3-2                  水土流失测算对比表 

序号 调查及预测单元 面积(hm²) 
原地貌侵蚀量

(t) 

工程建设侵蚀

量(t) 

水土流失

量(t) 
倍数 

1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0.65 2.30 8.11 5.81 3.53 

2 道路广场区 0.45 0.90 6.32 5.42 7.02 

3 绿化区 0.63 1.15 7.35 6.2 6.39 

4 代征绿化 / 0.32 0.59 3.42 2.83 5.80 

5 代征道路 / 0.11 0.22 1.54 1.32 7 

  合计 2.16 5.16 26.74 21.58 5.18 

3.5 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1）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工程建设中大量开挖填筑土方，将扰动损坏地表植被和结皮，使土壤失去抗蚀作

用，在受到降水及大风时产生水土流失。 

本工程施工现场在进行土方作业、建筑材料装运、水泥混凝土拌和时，除施工机

械本身产生的废气和烟尘外，还产生粉尘污染空气，降低环境质量，施工过程中对易

造成大气污染的建筑材料采取集中堆放和调运，并加盖了篷布措施。 

（2）对公路的影响 

工程施工期间的土石方开挖、回填及临时堆放，避免了弃土弃渣淤积临近道路的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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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措施 

4.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项目区位于河北省石家庄正定新区，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流失

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水保[2013]88 号）和《河北省水利厅

关于发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冀水保[2018]4 号），

项目区不属于国家及河北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但考虑工程位于正定

新区范围内，属于县级城市区域，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T50431-2018），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应执行一级标准。见表 4-1。 

表 4-1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表 

防治指标 标准规定 
按降水

修正 

按侵蚀强度

修正 

按地形

修正 
其他 

采用

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0.9  +0.1   1.0 

渣土防护率（%） 97  +1   98 

表土保护率（%） 95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7 

林草覆盖率（%） 25  +1   26 

4.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区划分 

4.2.1 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总占地 2.16hm2，其中，永久征地 1.73hm2，为供热站占地；临时占

地 0.43 hm2，为站外的代征绿化和代征道路用地，由于项目施工中对永久占地和

临时占地区域都有扰动，因此本方案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占地总面积

2.16hm2。 

4.2.2 防治区划分 

依据主体工程布局、工程单元不同、施工特点及施工时序，将项目划分为供

热站、代征绿化区、代征道路 3 个一级分区，供热站分为建构筑物区、道路广场

区、绿化区、施工生活生产区、临时堆土场 5 个二级分区。水土流失防治分区见

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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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水土保持防治分区表 

防治分区 
面积（hm2） 小计（hm2）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0.65 

2.16 

道路广场区 0.45 

绿化区 0.63 

施工生活生产区 （0.20） 

临时堆土场 （0.18） 

代征绿化区 / 0.32 

代征道路 / 0.11 

注：施工生产生活区与临时堆土场位于道路广场区与绿化区内，不再重复计算。 

4.3 措施总体布局 

本项目施工已完成，通过与业主沟通及现场调查，本项目实际施工的水土保

持措施由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工程措施包括表土

剥离与回铺、土地整治等，植物措施包括植物绿化等，临时措施包括临时排水沟、

临时苫盖、洗车平台等，措施布设后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良好，达到水土流失防治

标准。 

（1）工程措施 

施工期对各分区进行表土剥离，绿化工程施工前现对绿化区域进行表土回覆，

土地整治，然后进行植物措施。 

（2）植物措施 

对绿化区采用常绿灌木栽植与撒播草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植被恢复。 

（3）临时措施 

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临时堆土采取临时苫盖措施，同时做好项目区临时排水

等措施，在施工进出口设置洗车平台，以减轻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 

根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水土保持措施体系，本方案针对工程建设过程中个

防治分区的水土流失情况，因地制宜地布置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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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表 

序号 
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工程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1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雨水管网系统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临时沉砂池 

洗车平台 

2 道路广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3 绿化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回铺 

土地整治 

植物措施 植物绿化 

4 （临时堆土场）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5 代征绿化区 / 植物措施 播撒草籽 

6 代征道路 / / / 

注：①施工生产生活区与临时堆土场位于道路广场区与绿化区内，除临时堆土场的“临时苫

盖”外不再单独布设水土保持措施； 

②代征道路无扰动，故无相应水保措施。 

 

图 4-1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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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分区措施 

4.4.1 供热站 

（1）建构筑物区 

1）工程措施 

①表土剥离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基础开挖前先对建构筑物区域进行了表土剥离，面

积为 0.65hm2，剥离表土厚度为 30cm，剥离表土量为 0.20 万 m3，表土剥离后运

至临时堆土场进行临时堆放，并采取了临时苫盖措施，待绿化施工前作为绿化覆

土回铺。 

②雨水管网 

项目主体工程实施雨水管网，收集项目区内雨水，最终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2）临时措施 

①临时排水沟 

为增强对雨水的导流作用，在建构筑物区各建构筑物周边设置临时排水沟，

排水沟长度 655m。 

②临时沉砂池 

为防止泥土被雨水冲刷带走，造成水土流失，在排水沟末端设置临时沉砂池

1 座。 

③洗车平台 

施工过程中在施工机械进出口处设置洗车平台 1 座。 

（2）道路广场区 

1）工程措施 

①表土剥离 

道路广场施工前已对道路广场区域进行了表土剥离，面积为 0.45hm2，剥离

表土厚度为 30cm，剥离表土量为 0.14 万 m3，表土剥离后运至临时堆土场进行临

时堆放，并采取了临时苫盖措施，在绿化施工前作为绿化覆土回铺。 

2）临时措施 

①临时排水沟 

为增强对雨水的导流作用，在道路一侧设置临时排水沟，排水沟长度 3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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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化区 

1）工程措施 

①表土剥离 

在对主体工程施工前，已对区域内可剥离表土区域进行了表土剥离，可剥离

表土面积为 0.63hm2，剥离表土厚度为 30cm，剥离表土量为 0.19 万 m3，表土剥

离后运至临时堆土场进行临时堆放，并采取了临时苫盖措施，在绿化施工前作为

绿化覆土回铺。 

②表土回铺 

在对绿化区进行绿化施工前，将各分区剥离表土回铺至绿化区，回铺表土量

为 0.66 万 m3。 

③土地整治 

对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然后恢复植被，土地整治面积 0.63hm2。 

2）植物措施 

①植物绿化 

根据现场调查和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对绿化区域采用灌木栽植与播撒草籽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绿化，绿化面积共计 0.65hm2，乔木主要选用的是成活率高、

适应性强、低管养的乡土树种，如柏树等；草籽主要选用野牛草草籽，经查阅资

料统计，项目区共栽植柏树 20 棵，撒播野牛草草籽共计 0.63hm2。 

（4）施工生产生活区 

由于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道路广场区内，工程施工完成后进行硬化，用作道

路广场，本部分工程量均已计入道路广场区内，不再重复计算。 

（5）临时堆土场 

为防止临时堆土流失，需要对临时堆土进行防尘网苫盖，经调查统计苫盖面

积共计 0.18hm2。 

4.4.2 代征绿化区 

1）植物措施 

为防止水土流失，对代征绿化区进行播撒草籽，播撒面积为 0.32hm2。 

4.4.3 代征道路 

代征道路无扰动，故无相应水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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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水土保持工程量表 

序号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保持措施 
措施布置 工程量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措施位置 单位 数量 内容 单位 数量 

1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可剥离表土区域 hm2 0.65 表土剥离 100m3 20 

雨水管网系统 供热站内 项 1 布设雨水管网 项 1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占地区域周边 m 655 土方开挖 100m3 18.32 

临时沉砂池 排水出口 座 1 土方开挖 100m3 1 

洗车平台 施工出入口 座 1 洗车平台 座 1 

2 道路广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可剥离表土区域 hm2 0.45 表土剥离 100m3 14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占地区域周边 m 350 土方开挖 100m3 0.56 

3 绿化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可剥离表土区域 hm2 0.63 表土剥离 100m3 19 

表土回铺 绿化区域 hm2 0.63 表土回铺 100m3 97 

土地整治 绿化区域 hm2 0.63 土地整治 100m2 63.41 

植物措施 植物绿化 绿化区域 hm2 0.63 
栽植柏树 棵 20 

撒播草籽 100m2 61.1 

4 
（临时堆土

场）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堆土区 hm2 0.18 防尘网苫盖 100m2 18 

5 代征绿化区 植物措施 植物绿化 绿化区域 hm2 0.32 播撒草籽 100m2 32.37 

注：①施工生产生活区与临时堆土场位于道路广场区与绿化区内，除临时堆土场的“临时苫盖”外不再单独布设水土保持措施； 

②代征道路无扰动，故无相应水保措施。 

 



新区调峰供热站(一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5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河北利鼎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3 

 

5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5.1 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5.1.1 投资估算 

根据调查，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 48.14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25.07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1.65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投资 8.40 万元，独立费用 10 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3.02 万元，按照 1.4 元/m2计算。水土保持方案投资见下表。 

表 5-1             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估算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

费 

植物措施

费 

设备

费 
独立费 合计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5.07 

一 

供热站 

建构筑物 8.52    8.52 

二 
道路广场

区 
0.36    0.36 

三 绿化区 16.19    16.19 

四 代征绿化区 0    0 

五 代征道路 0    0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65 

一 

供热站 

建构筑物  0   0 

二 
道路广场

区 
 0   0 

三 绿化区  1.63   1.63 

四 代征绿化区  0.02   0.02 

五 代征道路  0   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8.41 

一 

供热站 

建构筑物 7.41    7.40 

二 
道路广场

区 
0.06 

 
  0.06 

三 绿化区 0.93    0.93 

四 代征绿化区 0    0 

五 代征道路 0    0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0.00 10.00 

一 建设管理费    2.00 2.00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5.00 5.00 

三 设计费    3.00 3.00 

  一至四部分合计     45.12 

  水土保持补偿费     
3.02

（30229.22） 

  总投资     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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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工程措施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5.07 

一 建构筑物区    8.52 

 表土剥离 100m³ 20 258.89 0.52 

 雨水管网 项 1 8.00 8.00 

二 道路广场区    0.36 

 表土剥离 100m³ 14 258.89 0.36 

三 绿化区    16.19 

 表土剥离 100m³ 19 258.89 0.49 

 覆土平整 100m³ 97 1106.46 10.73 

 土地整治 100m³ 63.41 783.29 4.97 

 

表 5-3                  植物措施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65 

三 绿化区    1.63 

一 播撒草籽 hm² 0.63 416.67 0.03 

 栽植柏树 棵 20 800 1.60 

四 代征绿化区    0.02 

 播撒草籽 hm² 0.32 416.67 0.02 

 

表 5-4                临时措施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8.40 

一 建构筑物区    7.41 

 临时排水沟 100m³ 18.32 1136.21 2.08  

 临时沉砂池 100m³ 1 53261 5.33  

二 道路广场区    0.06 

 临时排水沟 100m³ 0.56 1136.21 0.06  

三 绿化区    0.93 

 临时遮盖 100m² 18 515.74 0.93  

 

 

表 5-5              独立费用计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合计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0.00 

一 建设管理费   2.00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项 1 5.00 

三 设计费 项 1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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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水土保持补偿费表               

分区 
水土保持补偿面积(m²) 元/m² 总计(元)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6466.50 1.40 9053.1 

道路广场区 4471.40 1.40 6259.96 

绿化区 6341.58 1.40 8878.215 

代征绿化区 / 3237.41 1.40 4532.374 

代征道路 / 1075.41 1.40 1505.574 

合计 21592.32 1.40 30229.22 

5.1.2 效益分析 

设计水平年末综合防治指标：水土流失治理度 99.0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9%，表土保护率 98.11％，林草植被恢复率 98.65％，林草覆盖率

43.52％，通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区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实现防治目标。 

本方案设计水平年的防治效果具体分析如下： 

（1）水土流失治理度 

设计水平年末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07％。 

表 5-2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成果表 

项目分区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²) 

水土流失治理

达标面积(hm²) 

水土流失治理

度（%）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供热站 

建筑物区 0.65 0.65 100 

道路广场区 0.45 0.44 97.78 

绿化区 0.63 0.62 98.41 

代征绿化区 / 0.32 0.32 100.00 

代征道路 / 0.11 0.11 100.00 

合计 2.16 2.14 99.07 

（2）土壤流失控制比 

计算公式：土壤流失控制比=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本项目所在地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²·a)，方案各项措施实施后土壤侵

蚀模数可达到 200t/(km²·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 

（3）渣土防护率 

计算公式：渣土防护率(％)=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弃土量/弃土总量×100％ 

工程施工期间由于采取了拦挡等措施，能够有效地防治临时堆土、堆料产生

的水土流失，拦渣率基本能达到 99％以上。 

（4）表土保护率 

设计水平年末表土保护率为 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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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表土保护率计算成果表 

项目分区 
可剥离表土总量(万 m³) 

保护的表土量(万
m³) 

表土保护率

（%）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供热站 

建筑物区 0.20 0.19 95 

道路广场区 0.14 0.14 100 

绿化区 0.19 0.19 100 

代征绿化区 / / / / 

代征道路 / / / / 

合计 0.53 0.52 98.11 

（5）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 

计算公式： 

林草植被恢复率(％)=绿化面积/可绿化面积×100％； 

林草覆盖率(％)=人工绿化面积/项目建设区总面积×100％； 

工程施工结束后，对扰动地表经覆土平整后，恢复原有功能。经分析，设计

水平年末林草植被恢复率可达到 98.65％，林草覆盖率 43.52％。 

表 5-4            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计算成果表 

项目分区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覆盖率（%） 

一级

分区 
二级分区 

可绿化面

积(hm²) 

绿化面

积(hm²) 

计算

结果 

工程占地
(hm²) 

人工绿化

面积(hm²) 

综合结

果(%) 

供热

站 

建筑物区 / / / 0.65 / / 

道路广场区 / / / 0.45 / / 

绿化区 0.63 0.62 98.41 0.63 0.62 / 

代征

绿化

区 

/ 0.32 0.32 100.00 0.32 0.32 / 

代征

道路 
/ / / / 0.11 / / 

合计 0.95 0.94 98.65 2.16 0.94 43.52 

（6）方案设计水平年各项目防治指标与设计标准对比，六项指标均达到了

防治目标。 

表 5-5                    防治效果对比表 

项 目 目标值 依 据 实现值 结果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水土流失总面积 99.07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侵蚀模数容许值/治理后侵蚀摸数 1.0 达标 

渣土防护率（％） 98 实际拦渣量/弃渣量 99.00 达标 

表土保护率（％） 95 保护的表土总量/可剥离表土总量 98.84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绿化面积/可绿化面积 98.65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6 人工绿化面积/扰动地表面积 43.52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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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结论 

工程建设没有水土保持方面的制约性因素，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本工程建

设可行。项目施工期间需做好水土保持措施的监督管理工作，以确保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同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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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措施布设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保持措施

措施布置 工程量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措施位置 单位 数量 内容 单位 数量

供热站

建构筑物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可剥离表土区域 hm2 0.65 表土剥离 100m3 20

雨水管网系统 供热站内 项 1 布设雨水管网 项 1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占地区域周边 m 655 土方开挖 100m3 18.32
临时沉砂池 排水出口 座 1 土方开挖 100m3 1
洗车平台 施工出入口 座 1 洗车平台 座 1

道路广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可剥离表土区域 hm2 0.45 表土剥离 100m3 14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占地区域周边 m 350 土方开挖 100m3 0.56

绿化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可剥离表土区域 hm2 0.63 表土剥离 100m3 19
表土回铺 绿化区域 hm2 0.63 表土回铺 100m3 97
土地整治 绿化区域 hm2 0.63 土地整治 100m2 63.41

植物措施 植物绿化 绿化区域 hm2 0.63
栽植柏树 棵 20
撒播草籽 100m2 61.1

（临时堆土场 ）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堆土区 hm2 0.18 防尘网苫盖 100m2 18
代征绿化区 植物措施 植物绿化 绿化区域 hm2 0.32 播撒草籽 100m2 3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