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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说明 

2013 年 6 月 21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农经[2013]1179 号文对《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批复。2012 年 5 月 16

日，水利部以水保函[2012]141 号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予以批复。 

2015 年 4 月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式开工。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原设计渣场

征地存在困难及考虑弃渣场后期利用，取消原水土保持方案设置的 1
#
弃渣场、2

#
弃渣场，

重新设置 1个弃渣场。2017 年 2 月，工程开始实施堆渣。截止 2018 年 12 月，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 1.65 亿元，完成已下达投资计划的 98.7%。大坝标和溢洪道标已施工完成，开

挖弃渣及土石方回填已全部完成。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于2017年 7月 26日对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落实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并形成了检查意见，见珠水水保函[2017]382 号文（附件

6）；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于 2018 年 8 月 8 日对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落实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事中评估），并形成了检查意见，见桂水水保函[2018]53

号文（附件 7）。 

水利部办公厅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印发了关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

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按此变更管理规定的要求，经核对分析，

本工程项目地点、规模不构成重大变更，水土保持措施不构成重大变更，但本工程取消

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另行设置了弃渣场，因此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

补充）报告，对变更弃渣场进行报批。 

 

1.1  工程概况 

1.1.1 工程建设主要内容与数量 

（1）项目基本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以下简称“澄碧河水库除险加

固”）坝址位于广西百色市永乐乡南乐村那洞屯附近的澄碧河上，是一座以供水为主，

兼有发电、防洪、旅游等综合效益的大（1）型水利枢纽工程，自蓄水运行后，因各种

原因工程存在一定问题，水库长期处于带病运行状态。为确保工程防洪安全和水库安全

可靠运行，充分发挥水库的各项功能和效益，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构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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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和谐社会，从 2010 年至今对澄碧河水库进行除险加固设计、施工。加固内容主

要为：大坝加固（包括坝体防渗、上下游坝坡、坝内涵管封堵及新建发电放空洞等）、

溢洪道加固（包括溢洪道各段及滑坡体处理等）和进库防汛道路改造修建等。 

（2）项目组成 

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主要包括大坝、溢洪道、发电放空洞及引水洞、防汛

道路等加固设计内容，其中大坝加固主要包括上、下游坝坡加固、混凝土防渗墙加固、

坝顶路面、防浪墙加固及对坝内引水发电管进行封堵；溢洪道加固包括引水渠、闸坝、

消力池、泄水渠加固及滑坡体处理；发电放空洞及引水洞加固设计包括新建发电放空洞、

新建引水洞。 

此外，根据工程施工实施情况，工程还包括交通道路、施工生产区、弃渣场区等项

目。工程项目构成见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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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组成表 

序

号 
工程项目 项目组成（方案） 

占地面积（hm2） 
备注 

方案 初设 施工 

1 

主体

工程

建设

区 

主坝、发

电放空

洞及引

水洞 

上游坝坡削坡加固；混凝土防渗心

墙加固；下游坝坡采取放缓坝坡的

方案进行加固；坝顶路面宽度加宽、

防渗墙结合坝顶拓宽及坝内引水发

电管进行封堵；新建发电放空洞。

15.67 15.67 15.67  

溢洪道

加固 

溢洪道加固主要包括：拆除进水渠

右岸小变形体范围内的混凝土预制

块护坡，对现有溢洪道控制段拆除，

在原位置修建；拆除、重建二级消

力池边墙；对溢洪道泄槽左岸凸出

部分的山体进行开挖，I~III#滑坡体

处理、下游泄槽段河道疏浚。 

2 
交通

道路

区 

进库防

汛道路

改造从百隆二级路沿右岸上原环湖

路至银碧山庄路口；从景区大门沿

上坝公路往左岸至松林岛对面；从

银碧山庄公路至永乐乡府的百盘二

级路叉口；坝首右岸至山顶信号塔

的环山路。新修从懒浩村修建右上

坝公路。 

9.1 9.1 9.1  

临时施

工道路

临时施工道路主要为：右岸坝肩下

发电引水放空洞进口施工临时道

路；大坝左侧库岸下供水隧洞进口

施工临时道路；溢洪道及滑坡体处

理右岸临时施工道路，左岸临时施

工道路；料场、弃渣场道路。 

1.17 2.0 1.52 

施工图阶段临时施

工道路总长

2380m。比方案增加

施工道路长度增加

385m；比初设阶段

减少 960m，主要为

优化大坝区和溢洪

道区临时施工道

路，取消通往料场、

弃渣场临时施工道

路（新设弃渣场已

有道路通达）。 

3 施工生产区 
坝区布置施工区 2 处，溢洪道布置

施工区 1 处。  
1.52 2.03 2.03  

4 土料场区 布置土料场 1 个。 0.82 0.9 0 

施工阶段充分利用

开挖料回填，且采

用其他工程弃土，

取消土料场。 

5 弃渣场区 
本工程布置弃渣场 2 个，分别为大

坝弃渣场及溢洪道弃渣场。 
4.29 5.85 2.68 

施工阶段考虑弃渣

场后期利用及原设

计弃渣场征地较困

难，取消原设计 2
个弃渣场，重新选

定 1 个弃渣场。 

合计  32.57 35.55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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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工程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百色市澄碧河水库管理局； 

工程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水利四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广西桂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佛山市南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广西桂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广西桂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广西水土保持监测总站 

 

1.2  项目前期审批情况 

2010 年 11 月 16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主持召开了澄碧河水库大坝安全鉴定会

议，评定澄碧河水库为三类坝。2011 年 1 月 16 日，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对澄碧河

水库三类坝安全鉴定成果进行了书面核查和现场核查，同意澄碧河水库大坝为三类坝的

结论，以坝函〔2011〕182 号下发了《关于澄碧河水库和六陈水库三类坝安全鉴定成果

的核查意见》，受澄碧河水库管理局委托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广

西壮族自治区澄碧河水库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和《澄碧河水库三类坝安全鉴定成果核

查意见》于 2011 年 7 月编制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经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审查后于 2011 年 12 月编制完成了最

终版的可研报告。2013 年 6 月 21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农经[2013]1179 号

文对该可研报告予以批复。 

2012 年 5 月 16 日，水利部以水保函[2012]141 号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

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予以批复。 

2012 年 9 月 12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以桂环审[2012]193 号文对《广西壮族

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 

2014 年 3 月 5 日，水利部以《水利部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水总[2014]79 号）文予以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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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措施实施情况 

1.3.1  水土保持方案情况 

1.3.1.1  方案编报及审批情况 

受澄碧河水库管理局委托广西桂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禹公司”）负责

编制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桂禹公司根据工程可研报告以及有关的设

计文件和图纸对主体工程建设区、施工生产区、弃渣场区、料场区等工程涉及的区域进

行了现场查勘并收集相关资料，结合工程项目区域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情况，于 2011

年8月编制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送审稿）。2011 年 10 月 27～28 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在百色市主持召开

技术评审会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评审。2012 年 5 月 16 日，水利部以水保函[2012]141

号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进行了批复，主要批复意见如下： 

（1） 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2） 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3） 基本同意本阶段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37.2hm2。 

（4） 原则同意弃渣场和料场场地选取。 

（5）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鉴于项目区涉及广西壮族自治

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主体工程设计和施工组织，努力减少地表

扰动和植被破坏。 

（6）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总投资为 330.3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补偿费 6.6 万

元。具体执行投资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的投资规模确定。 

（7）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安排。 

（8）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 

（9） 建设单位应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保持工程后续设计、招投标

和施工组织工作，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与管理，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1.3.1.2  方案主要内容及结论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15 年，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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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防治标准。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37.16hm2，工程建设将扰动地表面积

32.57hm2，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 13.25hm2，产生弃渣总量 11.99 万 m3（自然方）。若

不采取措施，将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达到 3633t，新增水土流失量达 3325t。施工准

备及施工期是工程建设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时段；主体工程建设区和弃渣场区是本工程

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工程建设不涉及移民安置问题。 

方案土石方开挖总量为 29.39 万 m3（自然方，下同），块石、混凝土拆除 4.63 万

m3，土石方回填总量为 40.26 万 m3；需要在土料场开采土料 3.0 万 m3，需要购买块石

及砂石料共 15.23 万 m3；共产生弃渣 11.99 万 m3。 

水土流失防治分成 5 个一级防治区，分别为主体工程建设防治区、交通道路防治区、

施工生产区防治区、料场防治区、弃渣场防治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由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组成，水土保持工程量为： 

①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2.18 万 m3，回填表土 2.47 万 m3，土地整治 9.9hm2，穴状

整地 10250 个，排水沟 3480m，沉沙池 6 个，M7.5 浆砌石挡墙 85m。 

② 植物措施：种植乔木 5125 株，种植灌木 5125 株，撒播草籽 4.19hm2，植草皮

0.38hm2。 

③ 临时措施：草袋拦渣墙 1770m，临时截、排水沟 5480m，沉沙池 10 个，无纺布

5.52 万 m2。 

按 2011 年第二季度价格水平估算，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为 330.34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149.0 万元，植物措施费 24.19 万元，临时工程费 45.18

万元，独立费用 87.01 万元（含工程建设监理费 10.26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29.8 万元），

基本预备费 18.31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6.6 万元（已缴纳，见附件五）。 

本方案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7%，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9.4%，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拦渣率达到 99.9%，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1%，林

草覆盖率达到 29.4%，可减少水土流失量 3055t，水土流失控制率将达到 84.1%。 

项目区生态环境基本得到恢复和改善，其生态和社会效益明显。从水土保持角度考

虑，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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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1.3.2.1  初步设计报告审批情况及水土保持概述 

（1） 初步设计报告审批情况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3 年 8 月编制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百

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13 年 10 月 15-17 日，水利部水利水电

规划设计总院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报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桂水规计[2013]69 号）进行了审查，并于 2014 年 3 月 5 日，

水利部以水总[2014]79 号文对该初步设计报告予以批复。 

（2） 初步设计阶段水土保持措施调整概述 

初步设计阶段，主体工程对除险加固设计方案进行了细化、优化，不涉及加固内容

增减及布置调整；与可研阶段水土保持方案比较：细化场内临时施工道路，长度由的

1995m增加到 3340m；细化施工生产生活区的布设，占地面积由 1.52hm2增加到 2.03 hm2；

坝区弃渣料增加 0.17 万 m3，溢洪道弃渣料增加 4.29 万 m3，弃渣场占地面积由 4.29hm2

增加到 5.85 hm2；土料场区取土量（用于大坝回填及隧洞围堰填土）增加 0.7 万 m3，占

地面积由 0.82hm2 增加到 0.9hm2。 

① 土石方平衡 

根据初设阶段施工组织设计，本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为 41.97 万 m3（自然方，下同），

块石、混凝土拆除 4.39 万 m3，土石方回填总量为 47.5 万 m3；需要在土料场开采土料

3.7 万 m3，需要购买块石及砂石料共 14.75 万 m3；共产生弃渣 17.31 万 m3。 

与方案报告书相比：土石方开挖总量增加 12.58 万 m3，块石、混凝土拆除总量减少

0.24 万 m3，土石方填筑总量增加 7.24 万 m3，购买砂石料减少 0.48 万 m3，料场开采量

增加 0.7 万 m3，弃渣量增加 4.46 万 m3。土石方平衡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本阶段结合地

勘成果及可研审批意见，对主体工程设计进行了细化。 

② 弃渣场 

初设阶段，弃渣总量 17.31 万 m3，共布置 2 个弃渣场，1#弃渣场距大坝的运距仅为

300m，2#弃渣场距溢洪道的运距为 500m。1#及 2#弃渣场的堆渣容量分别为 7.0 万 m³及

14.5 万 m³。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溢洪道弃渣量 6.13 万 m3 堆存于 1#弃渣场，其余弃渣量

11.18 万 m3 堆存于 2#弃渣场。与批复的方案报告书相比，初设阶段弃渣量增加 5.32 万

m3，弃渣场位置不变，1#弃渣场面积由水土保持方案的 1.42hm2 调整为 1.45hm2，2#弃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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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积由水土保持方案的 2.87hm2 调整为 4.4hm2。 

③ 土料场 

初设阶段，用于大坝回填及隧洞围堰填筑所需取土量增加 0.7 万 m3，土料场占地面

积由方案阶段的 0.82hm2 增加到 0.9hm2。 

（3）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概述 

①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初步设计阶段工程布置及征地资料测算，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工程

40.74hm²，其中项目建设区 35.55hm²，直接影响区 5.19hm²。 

②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 

初步设计阶段沿用了《方案报告书》中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各分区水土流失防治

措施与《方案报告书》也基本一致。 

③ 水土保持监测 

初步设计阶段水土保持监测方案与《方案报告书》保持一致。 

④  水土保持投资 

经复核，按 2013 年第二季度价格水平概算，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总

投资为 396.43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194.47 万元，植物措施费 26.21 万元，临时工程

费 60.05 万元，独立费用 96.28 万元（含工程建设监理费 12.73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29.8 万元），基本预备费 11.31 万元。 

 

1.3.2.2  水土保持招标及施工图设计 

（1） 招标文件 

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共分 6 个标段独立招标。施工Ⅰ标为大坝标，施工Ⅱ标为

溢洪道标，施工Ⅲ标为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标，施工 IV 标为 10KV 线路改造安装工程

标，施工 V 标为水土保持标，施工 VI 标为水情自动化监测标。坝区、溢洪道、弃渣场

及料场等的水土保持措施均纳入 V 标（水土保持标）。 

（2） 施工图设计 

2015 年 7 月，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设计说明》（含弃渣场、料场等水土保持设

计附图）。2017 年 9 月，根据施工中弃渣场变更情况，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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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交了变更弃渣场的水土保持施工图。 

 

1.4  项目开工及前期实施情况 

2015 年 4 月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式开工，大坝、溢洪道、水土保持、机电设

备安装和水情自动化监测等项目全面开工建设，截止 2018 年 12 月，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65 亿元，完成已下达投资计划的 98.7%。大坝标和溢洪道标已施工完成，开挖弃渣及

土石方回填已全部完成。工程施工中除尽可能利用本工程开挖料回填外，还利用其他同

期开展项目的开挖弃土，其中土石料外购正在施工的百色学院项目开挖弃土回填，坝顶

粘土采用正在施工的老乡家园项目开挖弃土回填，未从土料场取土。2015 年 7 月，因原

设计弃渣场征地困难且考虑弃渣场后期利用，百色市澄碧河水库管理局与长江勘测规划

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对弃渣场位置进行优化调整，将原布设的 1#、2#弃渣场调整为施

工图阶段设置 1 个弃渣场，位于澄碧河大坝西侧冲沟内，紧邻 324 国道，距离大坝约

2.5km，弃渣场占地面积 2.68hm2，堆渣容量为 25.5 万 m³。 

2017 年 2 月，工程开始实施堆渣，至 2018 年 12 月，大坝标和溢洪道标已施工完成，

开挖弃渣及土石方回填已全部完成。目前已实施的弃渣场水土保持措施有：坡脚布设有

混凝土挡渣墙，周边设有临时土质排水沟，弃渣场底部冲沟埋设有排水涵管将道路暗涵

水流引至下游，涵管出口设置有消力池和出水渠。弃渣场暂未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为混

凝土截（排水沟）及植物措施。工程施工过程中大坝回填及施工围堰填土采用本工程的

开挖土石料和外购其他同期工程弃土，因此取消初设阶段布置的土料场。 

项目实施现状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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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变更核对分析 

因本工程已于 2015 年 4 月开工建设，对比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阶段主体

工程布置有调整，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

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的要求，对工程是否构成重大变更进行

核对分析。 

 

1.5.1  变更核对 

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第三条、第四条、

第五条规定，对照本工程初步设计阶段与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变化情况、实施阶段与水土

保持方案工程变化情况，对工程是否构成重大变更进行核对。工程变化核对分析情况见

表 1-5-1~2，经对照，不符合第三条、第四条要求补充或修改水土保持方案的情形；但

符合第五条“需新设弃渣场或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以上”，弃渣场变化属于重大变

更，根据第五条规定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报告书。  



 

 

表 1-5-1                             初步设计阶段与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变化核对分析表 

序号 类别 内容 水土保持方案 初步设计阶段 变化情况 
是否构成

重大变动
备注 

 
 
 
 
 
 
 
 
 
 
 

1 

项目

地

点、

规模 

（1）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 

不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

点防治区；涉及自治区划

分的重点治理区。 

不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

防治区；涉及自治区划分的重

点治理区。 
无 否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

加 30% 以上的 

永久征地面积：24.77hm2，

临时占地 7.8hm2；防治责

任范围 37.16hm2。 

永久征地面积：24.77hm2，临

时占地 10.78hm2；防治责任范

围 40.74hm2。 

项目建设区征地面积增加 2.98hm2，防治责任范围

增加 3.58hm2，增加比例 9,6%。（防治责任范围增

加主要由于细化布置后施工临时道路、施工生产生

活区及弃渣场区面积均有一定幅度增加，土料场面

积略有增加，因此引起总占地面积增加）。 

否  

（3）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 以上的； 

挖方 29.39 万 m3（自然方，

下同），填方 40.26 万 m3，

挖填土石方总量 69.65 万

m3。 

挖方 41.97 万 m3（自然方，下

同），填方 31.21 万 m3，挖填

土石方总量 73.18 万 m3。 

挖方增加 12.58 万 m3（自然方，下同），增加 42.8%；

填方减少 9.05 万 m3，减少 22.48%；挖填总量增加

3.53 万 m3，增加 5.1%。 
否  

（4）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

分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

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 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5）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

长度增加 20 % 以上的； 
 

施工道路总长 1995m。 施工道路总长 3340m。 施工道路增加 1345m，增加比例 67.4%。 是 

初步设计报告完成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且已于 2015 年 4 月开工建

设，《变更管理规定》于 2016 年

实施，故该阶段未进行变更。 

（6）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

整累计长度 20 公里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2 
水土

保持

措施 

（1）表土剥离量减少 30% 以上

的； 

表土剥离 4.07 万 m3（其中

新增设计剥离 2.18 万 m3，

主体工程已考虑剥离表土

1.89 万 m3）。 

表土剥离 4.23 万方（其中新增

设计剥离 3.94 万 m3，主体工

程已考虑剥离表土 0.29 万

m3）。 

增加表土剥离 0.16 万 m3，增加 2.3% 否  

（2）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 
以上的； 

植物措施面积 4.57hm2 植物措施面积 10.74hm2 
增加 6.17hm2，增加 135%（植物面积增加主要由于

细化布置后临时占地面积增加，且复垦面积减少引

起）。 
否  

（3）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

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

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各区措施体系与批复方案一致  否  

3 
弃渣

场 

（1）新设弃渣场 共布置 2 个弃渣场 共布置 2 个弃渣场 
因弃渣量增加原水土保持方案设置的 2 个弃渣场

面积增大，位置不变。 
否  

（2）提高弃渣场堆渣 
量达到 20% 以上 

共弃渣 11.99 万 m3（其中

1#弃渣场 5.26 万 m3，2#弃

渣场 6.73 万 m3） 

共弃渣 17.31 万 m3（其中 1#

弃渣场 6.13 万 m3，2#弃渣场

11.18 万 m3） 

1#弃渣场堆渣量增加 3.2%，2#弃渣场堆渣量增加

63.7%。 
是 

初步设计报告完成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且已于 2015 年 4 月开工建

设，《变更管理规定》于 2016 年

实施，故该阶段未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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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实施阶段与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变化核对分析表 

序号 类别 内容 变更前（水土保持方案） 变更后（实施阶段） 变化情况 
是否构成

重大变动
备注 

 
 
 
 
 
 
 
 
 
 
 
1 

项目地

点、规模

（1）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 
不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涉及

自治区划分的重点治理区。 
不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涉

及自治区划分的重点治理区。 
无 否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

加 30% 以上的 
永久征地面积：24.77hm2，临时占地

7.8hm2；防治责任范围 37.16hm2。 
永久征地面积：24.77hm2，临时占地

6.23hm2；防治责任范围 35.19hm2。 

项目建设区征地面积减少 1.57hm2，防治责任

范围减少 1.97hm2（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主要由

于土料场取消，弃渣场调整引起占地面积减

少）。 

否  

（3）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 以上的； 

挖方 29.39 万 m3（自然方，下同），填

方 40.26 万 m3，挖填土石方总量 69.65 万

m3。 

挖方 26.39 万 m3（自然方，下同），填

方 26.69 万 m3，挖填土石方总量 53.08
万 m3。 

挖方减少 3.0 万 m3（自然方，下同），减少

10.2%；填方减少 13.57 万 m3，减少 33.7%；

挖填总量减少 16.57 万 m3，减少 23.8%。 
否  

（4）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

分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

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 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5）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

长度增加 20 % 以上的； 
 

施工道路总长 1995m。 施工道路总长 2380m。 施工道路增加 385m，增加比例 19.3%。 否  

（6）桥梁改路堤或者 
隧道改路整累计长度 
20 公里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否  

2 
水土保持

措施 

（1）表土剥离量减少 30% 以上

的； 

表土剥离 4.07 万 m3（其中新增设计剥离

2.18万m3，主体工程已考虑剥离表土1.89
万 m3）。 

3.08 万方（其中新增设计剥离 2.79 万

m3，主体工程已考虑剥离表土 0.29 万

m3）。 
减少表土剥离 0.99 万 m3，减少 24.3% 否  

（2）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 
以上的； 

植物措施面积 4.57hm2 植物措施面积 5.72hm2 增加 1.15hm2，增加 25.2% 否  

（3）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

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

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除取消土料场外，其他各区措施体系与批复方案一致 利用部分开挖料回填，并采用其他工程弃土。 否  

3 弃渣场

（1）新设弃渣场 共布置 2 个弃渣场 共布置 1 个弃渣场 
因征地问题取消原水土保持方案设置的 2 个

弃渣场，重新选定 1 个弃渣场。 
是 

编制弃渣

场 
补充报告 

（2）提高弃渣场堆渣 
量达到 20% 以上 

  不涉及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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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变更情况分析 

初步设计报告完成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且工程已于 2015 年 4 月开工建设，《水利

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于 2016 年实施，故初步设计阶段

未进行变更，以下只对实施阶段与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变化进行核对分析。 

1.5.2.1  项目地点及规模变更情况分析 

（1）主体工程总布置与水土保持方案基本一致，工程位置未变，布置范围无变化。

因此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三条规定，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需要重新修改或补充水土保

持方案，本项目布置范围微调后不新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

理区，不构成重大变动。 

（2）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三条规

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需要重新修改或补充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37.16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32.57hm2，直

接影响区 4.59hm2。施工图阶段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35.19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31.0m2，直接影响区 4.19hm2。相比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项目建设区减少 1.57hm2；防

治责任范围减少 1.97hm2。变化原因主要为取消土料场、调整弃渣场引起占地面积。因

此，澄碧河除险加固总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减少，不构成重大变动。 

（3）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三条规

定，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需要重新修改或补充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工程土石方总量 69.65 万 m3（自然方，下同），其中挖方 29.39 万

m3，填方 40.26 万 m3；变更后工程土石方总量 53.08 万 m3，其中挖方 26.39 万 m3，

填方 26.69 万 m3；相比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后挖方减少 3.0 万 m3，减少 10.2%；

填方减少 13.57 万 m3，减少 33.7%；挖填总量减少 16.57 万 m3，减少 23.8%，不构成重

大变动。 

（4）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三条规

定，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需要重新修改或补充水土保持方案。经核对，本工程不涉及该内容。 

（5）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三条规

定，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以上的需要重新修改或补充水土保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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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施工道路总长为 1995m；相比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施工图

阶段施工道路总长为 2380m，施工道路增加 385m，增加比例 19.3%，不构成重大变动。 

（6）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三条规

定，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整累计长度 20 公里以上的需要重新修改或补充水土保持

方案。经核对，本工程不涉及该内容。 

 

1.5.2.2  水土保持措施变更情况分析 

（1）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四条规

定，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需要重新修改或补充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表土剥离总量为 4.07 万 m3；相比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施工图阶段表土剥离

总量 3.08 万 m3，表土剥离量减少 0.99 万 m3，减少 24.3%，不构成重大变动。 

（2）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四条规

定，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需要重新修改或补充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保

持方案确定的植物措施总面积为 4.57hm2；相比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后植物措施

总面积为 5.27hm2，增 0.7hm2，增加 15.3%，不构成重大变动。增加原因主要为施工图

阶段地类变化，原主体复垦的耕园地面积减少，林草地面积增加，因此需采取植物措施

面积增加。 

（3）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四条规

定，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

的需要重新修改或补充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实施过程中，除因利用部分开挖料回填和采

用其他同期在建工程弃土回填取消土料场外，其他各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与批复

的水土保持方案中确定的措施体系一致，因此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存在水土保持重要单位

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的情形。 

 

1.5.2.3  弃渣场变更情况分析 

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第五条规定，

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外新设弃渣场的，或者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以

上的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报告书。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

为 2 处，施工图阶段因设计优化和征地困难取消了原设计布置的 2 处弃渣场，新设 1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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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 

经综上核对分析，项目地点、规模不构成重大变更，水土保持措施不构成重大变更，

仅弃渣场因新增构成重大变动，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补充）报告，对变更弃渣

场进行报批。 

 

1.6  弃渣场变更补充设计主要成果 

根据工程实际实施情况，变更新设一处弃渣场，占地面积 2.68hm2，堆渣量 24.10

万 m3（自然方）。 

本次变更主要工程量为： 

①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8040m3，回填表土 8040m3，土地整治 2.68hm2，截（排）

水沟 1430m， C25（2）混凝土挡墙 117m，预制混凝土排水涵管 256.8m。 

②  植物措施：种植灌木 1125 株，草皮护坡 0.7hm2，撒播草籽 1.98hm2。 

③  临时措施：草袋拦渣墙 220m，临时土质排水沟 230m，撒播猪屎豆 0.31 hm2。 

本次变更新增水土保持投资共计 362.14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用 284.85 万元，植

物措施费用 10.05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 3.44 万元，其他费用（仅包括变更方案编制费和

弃渣场稳定评估费）6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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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弃渣场变化情况 

 

2.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弃渣场情况 

根据已批复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报批稿）（广西桂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012 年 1 月），工程建设共计产生弃渣 11.99

万 m3（自然方），共设置 2 处弃渣场（其中 1#弃渣场靠近大坝区，2#弃渣场靠近溢洪道

区），渣场容量为 13.0 万 m3，占地面积 4.29hm2。已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设置情况

详见表 2-1-1。 

表 2-1-1                 水土保持方案弃渣场特性表 

编号 弃渣场名称 弃渣场位置 
占地 
面积 

（万 m2）

堆渣 
高程 
（m） 

容量 
（万 m3）

计划堆渣 
（万 m3） 

 
渣场类型

渣场

级别

1# 坝区弃渣场 坝区西北侧约 300m 1.42 140~152 5.5 5.26 

沟道型 5 级2# 溢洪道弃渣场 
溢洪道西南侧约

500m 
2.87 172~180 7.5 6.73 

合计   4.29 13.0 11.99 

 

方案设计共布置 2 个弃渣场，弃渣场防治措施体系及工程量如下： 

措施布设：堆渣前在弃渣场周边及渣场平台设置截（排）水沟及沉沙池，在弃渣场

外缘坡脚设挡渣墙。弃土前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并采取临时排水、拦挡和苫盖措施。

弃渣结束后对堆渣顶面及坡面进行绿化或复耕。 

工程量：①工程措施：剥离表土 0.83 万 m3，回填表土 0.83 万 m3，土地整治 1.66hm2，

块状整地 3910 个，土方开挖 3280m3，M7.5 浆砌石挡墙 1370m3， M7.5 浆砌石截水沟

1370m3，M7.5 浆砌石沉沙池 24m3；②植物措施：植树（乔木）1955 株，植树（灌木）

1955 株，撒播狗牙根草籽 1.5hm2，植草皮（马尼拉）0.16hm2；③临时措施：草袋装土

临时挡墙 370m3，无纺布 7080hm2。 

 

2.2  初设阶段弃渣场布设情况及变更原因 

根据初设阶段主体工程布置及施工组织设计，共布置 2 个弃渣场，分别为 1#弃渣场

（距大坝约 300m，主要堆置大坝区弃渣）、2#弃渣场（距溢洪道约 500m，堆置溢洪道区

弃渣）。 

与原水土保持方案比较，初步设计阶段变化及原因为： 1#弃渣场、2#弃渣场位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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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化，占地面积增加（坝区弃渣料增加 0.17 万 m3，溢洪道弃渣料增加 4.29 万 m3）；

1#弃渣场面积由水土保持方案的 1.42hm2 调整为 1.45hm2，2#弃渣场面积由水土保持方案

的 2.87hm2 调整为 4.4hm2。 

初设阶段水库工程弃渣总量为 17.31 万 m3（自然方）， 设置的 2 个弃渣场占地面

积为 5.85hm2，占地类型主要为林地、草地、园地及耕地。弃渣场特性见表 2-2-1。 

表 2-2-1                  初设阶段弃渣场特性表 

编号 
弃渣场 
名称 

弃渣场位置 
占地 
面积 

（万 m2）

堆渣 
高程 
（m）

容量 
（万 m3）

计划堆

渣 
（万m3）

 

变更原因 渣场类型 渣场级别

1# 坝区弃渣场 坝区西北侧约 300m 1.45 140~153 7.0 6.13 
坝区弃渣料增

加 0.17 万 m3 

沟道型 5 级 2# 
溢洪道 
弃渣场 

溢洪道西南侧约
500m 

4.4 172~185 14.5 11.18
溢洪道弃渣料

增加 4.29 万 m3 

合计   5.85 21.5 17.31  

 

2.3  施工图阶段弃渣场布设情况及变更原因 

施工图阶段共布置 1 个弃渣场，位于澄碧河大坝西侧冲沟内，紧邻 324 国道（路面

高程约 172.2m），距离大坝约 2.5km，弃渣场占地面积 2.68hm2，堆渣高程 149.2~171.5m，

渣场容量为 25.5 万 m³。 

与原水土保持方案比较，施工图阶段变化及原因为：因原设计渣场征地存在困难及

考虑弃渣场后期利用，取消原设置的 1#弃渣场、2#弃渣场，重新设置 1 个弃渣场，总占

地面积减少。占地类型主要为林地、草地及园地。新设弃渣场紧邻国道，交通方便，不

需新设临时施工道路。弃渣场特性见表 2-3-1。 

表 2-3-1                  施工图阶段弃渣场特性表 

编号 
 

弃渣场 
名称 

弃渣场位置 
占地 
面积 

（万 m2）

堆渣 
高程 
（m）

容量 
（万 m3）

计划堆

渣 
（万 m3）

 

变更原因 
渣场类

型 

渣

场

级

别

变更后 弃渣场 
大坝西侧约

2500m 
2.68 

149.2~1
71.5 

25.5 24.10 新增  
4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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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照片 1 

 

 

弃渣场照片 2 

 

2.4  土石方平衡 

    根据相关施工资料，项目施工过程中土石方开挖量 30.05 万 m3，土石方回填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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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9 万 m3，外借同期施工项目开挖弃土 0.26 万 m3，购买块石及砂石料 16.78 万 m3，

产生永久弃渣 24.10 万 m3，施工实施阶段土石方平衡详见表 2-3-2。 

表 2-3-2                  施工实施阶段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自然方） 

分

区 

开挖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渣 

表

土 

块石、

混凝

土拆

除 

土方 石方 合计 土石方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

向
数量 来源 永久 

去

向

大

坝 
  0.1 1.2 0.28 1.58 19.38 1.1

溢

洪

道

  17.03

正在同期施

工的项目开

挖弃土

（0.26），

购买砂石料

（16.77） 

0.33 弃

渣

场

 

溢

洪

道 

  2.37 6.25 
19.8

5 

28.4

7 
3.61   1.1

大

坝
0.01 购买砂石料 

 

23.77 

合

计 
  2.47 7.45 

20.1

3 

30.0

5 
22.99 1.1  1.1  17.04   

 

24.10 
 

由表 2-3-2 可知，项目实施过程中土石方开挖回填量均与原方案设计有较大变化，

其中大坝实际开挖量、回填量均有减少，大坝永久弃渣量较方案（4.48 万 m3）减少 4.15

万 m3；溢洪道开挖量增加，回填量减少，溢洪道永久弃渣量较方案（6.73 万 m3）增加

17.04 万 m3。因此，工程总弃渣量增加，主要原因为溢洪道开挖量增加，回填利用量减

少引起。  

 

2.5  弃渣场变更主要原因及分析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原设计的 2 个弃渣场在施工图阶段因当地村民另有规划无法征

地，同时当地村民正需大量土石方对 324 国道旁一低洼冲沟地进行平台回填，拟平整后

对该地块进行综合利用；对照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因此，对弃渣场进行优化变更设计，

取消原方案布置的 2 处弃渣场，根据弃土综合利用及减少征占地面积原则新增 1 处弃渣

场。 

新增弃渣场位于澄碧河大坝西侧冲沟内，紧邻 324 国道，距离大坝约 2.5km，弃渣

场堆渣容量为 25.5m3（自然方），占地面积为 2.68hm2，与溢洪道及大坝的施工区域均有

道路通达，周边交通便利。新设弃渣场充分将开挖弃渣用于其他项目填筑料，并优化减

少临时占地面积，符合水保充分利用开挖渣料及水土保持要求。 

新增弃渣场选址位于河岸低洼地，弃渣顶高程略低于周边 324 国道顶高程和居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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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高程，弃渣场底部已埋设排水涵管将国道路基下埋设的暗涵所引水流引至下游。弃

渣场临河道侧根据地形条件需要设置挡墙。本项弃渣场位置不处于对重要基础设施、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行洪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区域；弃渣场下游无公共设施、工业企业、

居民点等建筑。因此，本项目弃渣场选址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根据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图设计，弃渣场边坡采用草皮护坡，

排水涵管顶部平台采用灌草结合恢复植被。根据当地居民对弃渣场的后期土地利用规

划，对弃渣场顶部平台采用播撒草籽进行植被恢复，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有利于后期开

发利用，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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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弃渣场变更设计 

3.1  设计依据 

3.1.1 规范标准及规范性文件 

（1）《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 

（2）《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L575-2012）； 

（3）《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T51018-2014）； 

（4）《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水土保持图》（SL 73.6-2015）； 

（5）《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范》（SL328-2005）； 

（6）《水工挡土墙设计规范》（SL379-2007）； 

（7）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变更管理规定（试行）》

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 

（8）《关于印发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技术文件编制技术要点的通知》（水

总环移[2018]947 号）。 

 

3.1.2 技术及其他资料 

（1）《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2012 年 1 月）； 

（2）《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水保函[2012]141 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

报告（审定稿）》（2013 年 11 月）； 

（4）水土保持施工图（2017 年 9 月）及其他有关资料。 

 

3.2  新增弃渣场 

根据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图，经现场踏勘核对，新增弃渣场除

挡渣墙稍有变化和植物措施暂未实施外，其他均已按施工图施工。根据实际施工情况及

地形条件，西北侧与国道连接的挡墙段（Z1~Z3）不需要实施，挡渣墙长度比原设计减

少，挡渣墙工程量按实际发生计量。 

施工图阶段共布置 1 个弃渣场，为新增弃渣场，位于澄碧河大坝西侧冲沟内，紧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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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国道（路面高程约 172.2m），距离大坝约 2.5km，弃渣场占地面积 2.68hm2，堆渣高

程 149.2~171.5m，堆渣容量为 25.5 万 m³。占地类型主要为林地、草地及园地。特性见

表 3-3-1。 

 

3.2.1  选址评价及地质条件 

新增弃渣场位于澄碧河大坝西侧冲沟内，为低洼地，堆渣高程为 149.2m～171.5m

（最大堆高 22.3m），渣场东北侧有 324 国道（路面高程 170.8m～171.0m）通过，渣顶

高程比道路面高程低约 0.5～0.7m。根据查勘，弃渣场位于冲沟中，冲沟底部局部基岩

出露，两岸覆盖层为残坡积含碎石粘土，厚度 0~5m，下伏基岩为三叠系百逢组砂质泥

岩夹砂岩。弃渣场无断层和滑坡等不良地质现象，场地稳定性好。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澄碧河水库大坝所在区域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为0.1g，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35s，对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 

本项弃渣场布置低洼冲沟内，未在河道及湖泊管理范围内布设弃渣场；不处于对重

要基础设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行洪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区域；弃渣场下游无公共

设施、工业企业、居民点等建筑。综上，本项目弃渣场选址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弃渣场位于国道旁，与溢洪道及大坝的施工区域均有道路通达，能够满足弃土要求。

弃渣场总体布局合理，渣场底部布设了排水涵管将冲沟上游来水引至下游河道，渣场顶

部设置截排水将表面汇水汇至周边河道，避免排水不当引起冲刷和水土流失。从弃土数

量来分析，渣场规模满足水土保持和工程实际需要，其设置规模合理；根据现场踏勘，

本项目弃渣场均不受地质灾害影响，选址合理。 

 

3.2.2  弃渣场级别和设计标准 

弃渣场堆渣高度为 22.3m，渣场容量为 25.5 万 m³，计划堆渣量为 24.10 万 m³。根

据《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L575-2012）标准，考虑各场堆渣量、堆渣高

度及其主体工程和周边可能影响对象的关系等因素，弃渣场级别为 4 级。 

渣场失事对主体及环境照成的危害程度为无危害或较轻，相应的挡渣墙的建筑物级

别为 5 级。弃渣场边坡破坏危害的对象为农业生产设施，对应的边坡防护工程的等别为

5 级。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为 3 级。周边永久截（排）水沟的排水设计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 1h 平均降雨强度。弃渣场特性详见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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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弃渣场措施设计 

弃渣场占地面积 2.68hm2，地类主要为林地、草地及园地。根据现场踏勘，弃渣场

现状已采取表土剥离、挡渣墙、排水涵管及涵管出口的消力池兼冲沙池等措施，因此本

次设计对弃渣场措施进行复核完善。 

 

3.2.3.1  工程措施 

（1）表土 

弃渣前已清理弃渣场范围内的表层土，表土剥离厚度为 0.3m，表土剥离量为

8040m3。表层土清理采用推土机推松、并运至弃渣场占地范围内的临时堆放场堆放。临

时堆存的表层土用于工程完工后对弃渣场区的覆土绿化，表层土回填厚度为 0.3m，采用

挖掘机挖装，自卸汽车运至回填点，推土机摊铺、平整。 

（2）边坡稳定分析 

本工程弃渣渣料主要为土石松散料，以石渣为主。根据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

责任公司施工图阶段设计的“弃渣场水土保持结构图（1/2~2/2）”，堆渣高程为

149.2~171.5m，堆置边坡分 2 级台阶，堆渣边坡坡比均为 1∶1.8，渣体第一级平台平挡

墙 156.8m 高程，并设有 C20 混凝土排水沟；第二级台阶设于 165m 高程，布置马道及

C20 混凝土排水沟，马道及排水沟总宽 3m。因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边坡稳定

分析计算按正常工况和非常工况（地震工况）两种工况进行。采用简化毕肖普法分析堆

渣边坡的稳定，根据地质资料，综合分析后取渣料容重为 19.6kN/m3，正常工况：混合

渣体内摩擦角取 29°，粘聚力为 2.6kPa；非正常工况：混合渣体内摩擦角取 28°，粘聚

力为 2.4kPa； 边坡稳定计算采用北京理正软件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岩土系列软件 6.5PB2

版《边坡稳定计算》进行，抗滑稳定安全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cos/sin)sin[(

)/tantan1/(}sectan]secsec)sin{[(
=K 

'''

RhPRMP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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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iQiiiii

iiiiiiiiiiiiii

ii


  

 

上式中： 

Wi—第 i 条块重量（kN）； 

Vi—第 i 条垂直向地震惯性力（V 向上取“-”，向下去“+”）（kN）； 

Pi—作用第 i 条块的外力（不含坡外水压力）（kN）； 

ui—第 i 条块的单位孔隙压力（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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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第 i 条块宽度（m）； 

αi—第 i 条块底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以水平线为起始线，逆时针为正角，顺时针为

负角）（。）； 

βi—第 i 条块的外力 Pi 与水平线的夹角（以水平线为起始线，逆时针为正角，顺时

针为负角）（。）； 

Ci’，φi’— 第 i 条块底面的有效凝聚力（KPa）和内摩擦角（。）; 

MQi—第 i 条块水平地震惯性力 Qi 对圆心的力矩（kN·m）； 

Qi—第 i 条块水平地震惯性力（Qi 方向与边坡滑动方向一致时取“+”，反之取“-”）

（kN）； 

hPi—第 i 条块的外力 Pi 水平分向分力对圆心的力臂（m）； 

R—滑动面圆弧半径（m）。 

边坡各工况抗滑稳定计算成果见表 3-2-1。 

表 3-2-1                   边坡稳定分析成果表 

序号 
弃渣场

名称 
工况 

安全系数（简化毕肖普法） 
备  注 

计算值 规范值 

1 弃渣场 

正常 1.23 1.2 《水利水电工程水土 
保持技术规范》

（SL575-2012） 
非常（地震） 1.11 1.05 

非常（连续降雨） 1.07 1.05 

 
由表 3-2-1 可知，弃渣场堆置最小滑动安全系数均大于规范要求的最小安全系数，

边坡稳定满足要求。 

（3）挡渣墙 

为防止弃渣场滑塌或散落，堆渣前在弃渣场外缘坡脚设挡渣墙，采用 C25（2）混

凝土重力挡渣墙，并每隔 10m 设一沉降缝，缝宽 2cm，采用沥青木板嵌缝。挡渣墙为衡

重式，墙高 8.8m，顶宽 0.5m，墙背坡度 1∶0.44，挡墙基底宽 5.8m，墙底设 10cm 厚

C15 砼垫层，垫层基础总底宽为 6.8m。挡墙基础埋深 1.8m，外侧平铺块石护脚，挡墙

墙体设置 φ100PVC 排水管，排水管采用梅花型布置，间、排距为 2m，最低一排排水孔

布设在挡渣墙底基础以上 2.1m 处，排水管进口用土工织布反滤包绑扎包裹管口。挡墙

顶高程为 158.0m，墙后填土平台高程 156.8m，施工图设计挡渣墙总长 185m，工程实际实

施中，根据地形条件西北侧与国道连接的挡墙段（Z1~Z3）未实施，实际布设挡渣墙总长

1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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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L575-2012），结合采取的工程措施，对

挡渣墙进行稳定应力计算。因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复核计算分正常工况和非常

工况（地震工况）两种工况进行。挡渣墙土压力按库仑理论计算，弃渣容重取 19.6kN/m3，

渣体等效内摩擦角取 31°，混凝土墙体容重取 24.0kN /m³；墙体与基础的摩擦系数取 0.4，

基础允许承载力为 200kPa。挡渣墙稳定应力计算如下：  

• 土质地基抗滑稳定安全系数计算公式为： 

][ ss K
P

Gf
K 


  

    • 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计算公式为： 

][ t

o

y

t K
M

M
K 


  

    • 基底应力计算公式为： 

W

M

A

G  max
min  

以上三式中： 

Ks——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Kt——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 

f ——基底摩擦系数； 

ΣG——作用在挡土墙上全部垂直于水平面的荷载（kN）； 

ΣP——作用在挡土墙上全部水平于基底面的荷载（kN）； 

ΣMy——对挡土墙基底前趾的抗倾覆力矩（kN.m）； 

ΣMo——对挡土墙基底前趾的倾覆力矩（kN.m）； 

σmin
max——挡土墙基底应力的最大值或最小值（kPa）； 

A——挡土墙基底面的面积（m2）； 

ΣM——作用在挡土墙上的全部荷载对于水平面平行前墙墙面方向形心轴的力矩之

和（kN.m）； 

W——挡土墙基底面面对于基底面平行前墙墙面方向形心轴的截面矩（m3）； 

[Ks]——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允许值； 

[Kt]——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允许值； 

挡渣墙稳定计算结果见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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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挡渣墙稳定计算成果表 

名称 项       目 
计算成果 规范允许值 

正常工况 非常工况 正常工况 非常工况 

弃渣场 

抗滑安全系数 ks 1.27 1.1 1.2 1.05 

抗倾安全系数 kt 4.4 3.72 1.4 1.3 

最大基底应力 σmax（kPa） 197.9 224.3   

最小基底应力 σmin（kPa） 146.1 129.1   

 

挡渣墙基底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抗倾稳定安全系数均满足规范要求，最大最小应力

比 σmax/σmin＜3，最大基底应力＜基础允许承载力，挡渣墙的断面设计满足规范要求。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L575-2012），弃渣场级别为 4 级，对应

挡渣墙级别为 5 级，设计防洪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洪水标准。根据相关资料，对相应频

率洪水进行设计洪水调洪计算和水面线推求计算，计算结果为：溢洪道对应下泄流量为

737m3/s（P=5%），弃渣场挡墙位置对应水位为 155.79m（Q5%=737m3/s）。 

（4）排水系统 

弃渣场位于冲沟内，东北侧有 324 国道通过。据现场实地调查，国道路基下已埋设

有暗涵将上游沟渠汇水通过暗涵排至弃渣场低洼冲沟，暗涵为矩形断面，断面尺寸为宽

1.3m，高 1.4m。因此，堆渣前需在弃渣场底部冲沟埋设排水涵管将道路暗涵水流引至

下游，涵管出口设消力池兼冲沙池，其后设出水渠与周边排水设施衔接。同时，根据《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 50433-2008），为避免雨水汇集形成地表径流，冲

刷或灌入堆渣体内，造成水土流失或泥石流，应按设计要求在弃渣场区域修建截（排）

水沟。根据弃渣场地形条件及堆渣设计情况，设计在弃渣场顶部布设了排水明沟，在弃

渣场靠山坡侧周边布置有截水沟，并将排水与涵管出口的排水设施连接。在平整渣场顶

部时，按照 2‰的坡度向该区域的排水沟倾斜，以利于排水。 

a 排水涵管 

根据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图阶段设计的“弃渣场排水涵管结构

图”，沿堆渣底部冲沟位置埋设有一预制排水涵管长 256.8m，管内径为 2.4m，管壁厚

0.23m，现对涵管过流能力进行复核计算。 

· 设计洪峰流量的确定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 50433-2008），洪峰流量的计算公式

为： 

              Q 洪=0.278kiF 



弃渣场变更设计 

                                                                                                    

30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式中：Q 洪——最大流量，m3/s； 

       k ——径流系数，查《广西水文图集》，取 0.5； 

       i ——频率为 20％的 1h 降雨强度，mm/h； 

       F——山坡集雨面积，km2； 

通过查阅《广西水文图集》及进行相关水文计算，弃渣场排水涵管集雨区洪峰流量

计算成果见表 3-2-3。 

 表 3-2-3             弃渣场排水涵管洪峰流量计算成果表 

序号 名称 
集雨面积 
（km2） 

20 年一遇 1h 降雨强度

（mm） 
洪峰流量 
（m3/s） 

1 弃渣场排水涵管 0.22 101 3.09 

 

· 排水涵管设计流量复核 

排水涵管过流能力复核采用北京理正公司的岩土计算软件计算，按无压流计算，公

式如下： 

iRCQ 000 ；   6

1

00

1
C R

n
  

式中： 

Q —— 流量（m3/s）； 

 ω0 ——过水断面面积（m2）； 

 C0 ——谢才系数（m0.5/s）； 

 R0 —— 正常水深时的水力半径（m）； 

i —— 涵管底坡坡度； 

 n —— 涵管衬砌的粗糙系数。 

其计算结果见表 3-2-4。 

 表 3-2-4                排水涵管过流能力计算成果表 

序号 名称 
管径 D
（m） 

纵坡 
J 

进口水深

h（m）

过水 
面积 

A（m2）

湿周 
X 

（m）

水力 
半径 

R（m）

流速 
V 

（m/s） 

计算 
流量 Q 
（m3/s） 

1 
排水涵

管 
2.4 0.002 1.25 2.38 3.87 0.61 1.38 3.29 

 

由上表可知，弃渣场埋设的涵管在无压流情况满足过流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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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渣顶排水沟及周边截水沟 

在弃渣场顶部设有排水明沟，周边设有截水沟。截（排）水沟均采用 C20 混凝土，

均为矩形断面，尺寸为：沟宽 0.5m，沟深 0.5m，混凝土厚 0.2m。截（排）水沟出口与

涵管排水出口的出水渠连接。 

· 设计洪峰流量的确定 

计算公式同排水涵管洪峰流量的计算公式，通过查阅《广西水文图集》及进行相关

水文计算，弃渣场渣顶排水沟及周边截水沟的集雨区洪峰流量计算成果见表 3-2-5。 

表 3-2-5              弃渣场截（排）水沟洪峰流量计算成果表 

序号 名称 
集雨面积 
（km2） 

20 年一遇 1h 降雨强度 
（mm） 

洪峰流量 
（m3/s） 

1 弃渣场渣顶截水沟 0.016 101 0.22 

2 弃渣场周边截水沟 0.018 101 0.25 

 

· 排水沟设计流量确定 

设计流量采用公式为： 

          RiACQ 设  

式中：Q 设——设计最大流量，m3/s； 

A ——排水沟断面面积，m2； 

C ——谢才系数； 

R ——水力半径，m； 

i ——排水沟比降，1%。 

为了确保渣场排水通畅，根据地形条件，将渣场周边和顶部排水分区规划，渣场顶

面排水沟设置两个排水出口，在排水沟断面设计时按弃渣场排水沟区域洪峰流量的三分

之二考虑，流量为 0.15m3/s。根据地形条件，周边截水沟只设一个排水出口，因此周边

截水沟断面设计流量为 0.25m3/s。截水沟的断面尺寸根据水力学计算成果确定，并考虑

安全超高。经复核计算，弃渣场截（排）水沟过流能力满足要求，计算结果见表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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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截（排）水沟过流能力计算成果表 

序号 名称 
底宽 b
（m） 

糙率
n 

纵坡 
J 

边坡

系数
m 

水深 h
（m）

过水 
面积 

A（m2）

湿周 
X 

（m）

水力 
半径 

R（m）

流速 
V 

（m/s） 

计算 
流量 Q 
（m3/s）

1 
渣场顶

部排水

沟 

0.5 0.015 0.01 0 0.2 0.1 0.9 0.11 1.54 0.15 

2 
渣场周

边截水

沟 
0.5 0.015 0.015 0 0.25 0.13 1.0 0.13 2.04 0.26 

根据表 3-2-6 计算成果，在截（排）水沟底宽一定的条件下是，对比原施工图设计

断面，原截（排）水沟沟深 0.3m，已满足过流要求，本次复核考虑一定的安全超高，同

时考虑施工方便，沟深均取 0.5m，断面见图 3-2-1，截（排）水沟断面尺寸、长度及每

延米工程量见表 3-2-7。 

表 3-2-7                 截（排）水沟断面特性表 

序

号 
名称 底宽 b（m） 沟深 h（m） 长度 L（m）

每延米工程量 

混凝土面积（m2） 
 

开挖面积

（m2） 
1 渣场顶部排水沟 0.5 0.5 1050 0.38 0 
2 渣场周边截水沟 0.5 0.5 380 0.38 0.2 

 

 

图 3-2-1     截（排）水沟断面图 

涵管出口设消力池兼冲沙池，其后设出水渠与周边排水设施衔接。消力池兼冲沙池池

长 8.5m，池宽 3.0m，池深 1.5m；出水渠总长 35.6m，宽 3.0m，深 1.5m；消力池和出水渠

均采用 C25 混凝土。 

 

（5）土地整治 

弃渣结束后，对弃渣场表面进行土地整治，弃渣场顶面的土地整治采用拖拉机牵引

铧犁上下翻土、人工打隔挡。需进行场地整治面积为 2.68hm2，表面覆土厚度为 0.3m，共

需表土 8040m3。穴状整地采用人工挖土、翻土，穴状尺寸为 500×500（穴径×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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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植物措施 

弃渣场按设计稳定边坡堆放后，为更好保持水土，防止因水蚀引起的水土流失，需

对弃渣场进行绿化恢复植被，营造水土。 

根据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图设计，弃渣场边坡采用草皮护坡，

排水涵管顶部平台采用灌草结合恢复植被，灌木采用金樱子，株行距 2m×2m，其下撒

播草籽。弃渣场顶部平台根据其地理位置及后期土地利用规划，采用播撒草籽进行植被

恢复。草种选择狗牙根，播种密度为 80kg/hm2，共种植灌木 1125 株，草皮护坡 0.7hm2，

撒播面积为 1.98hm2。 

 

3.2.3.3  临时措施 

弃渣前先剥离渣场表土，并在弃渣场内临时堆存，用于后期渣场绿化覆土。在堆存

前设置好拦挡、排水设施，堆存期间对堆存表土采取临时覆盖措施。表土堆置高度控制

在 3.5m 内，堆置边坡 1：2。 

堆放土料前，事先将部分表土填入草袋做成草袋装土临时挡墙进行拦挡。挡墙为梯

形断面，其尺寸为：顶宽 0.6m，底宽 1.6m，高 1.0m，坡比 1:0.5。待工程结束后，拆除

草袋临时挡墙，将草袋中的表土留作场地整治用。事先在临时挡墙周边修建临时土质排

水沟，排水沟末端与弃渣场排水沟连接然后汇入沉沙池。排水沟为土质结构，梯形断面，

顶宽 0.8m，底宽 0.4m，高 0.4m，坡比为 1：0.5。草袋临时挡墙长 220m，临时土质排

水沟长 230m。对临时堆土表面采用撒播猪屎豆进行防护，撒播猪屎豆面积 0.31 hm2。 

 

3.2.4  弃渣场工程量 

变更后，水库工程弃渣场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统计见表 3-2-8，水土保持工程防

治措施总布置图见图“GXS252001-1E-B-01（变）”，弃渣场防治措施见图 187（58）

E27-09-23-01R~0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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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弃渣场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 

编号 项    目 单位 数量 
一 工程措施     
1 土方开挖 m3 2594 
2 C25(2)混凝土挡墙 m3 1672 
3 Ф100PVC 排水管 m 278 
4 沥青木板填缝 m2 190 
5 反滤包 个 140 
6 平铺块石 m3 257 
7 C25(2)混凝土消力池及出水池 m3 66 
8 C15（1）混凝土垫层 m3 217 
9 C20(2)混凝土截（排）水沟及马道 m3 995 

10 C15(2)混凝土涵管基础 m3 630 
11 Ф2400 预制混凝土排水涵管（Ⅲ级管） m 253 
12 剥离表土 m3 8040 
13 回填表土 m3 8040 
14 土地整治 hm2 2.68 
二 植物措施     
1 种植灌木（金樱子） 株 1125 
2 草皮护坡 hm2 0.7 
3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2 1.98 
三 临时措施     
1 土质排水沟开挖 m3 55 
2 草袋装土临时挡墙 m3 242 
3 撒播猪屎豆草籽 hm2 0.31 

 

至 2018 年 12 月，目前已实施的弃渣场水土保持措施有：坡脚混凝土挡渣墙，周边

临时土质排水沟，弃渣场底部埋设排水涵管，涵管出口消力池和出水渠。弃渣场暂未实

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为混凝土截（排水沟）及植物措施。其中弃渣场挡渣墙实际实施长度

与原设计施工图纸稍有变化，主要因实际施工中根据地形条件，西北侧与国道连接的挡

墙段（Z1~Z3）不需要实施，挡渣墙长度比原设计减少，挡渣墙工程量按实际发生计量。

混凝土截（排水沟）根据过流能力计算及考虑施工方便，断面尺寸有变化，工程量增加。 

 

3.2.5  措施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变更后，水库工程弃渣场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统计见表 3-2-8，水土保持工程防

治措施总布置图见图“GXS252001-1E-B-01（变）”，弃渣场防治措施见图 187（58）

E27-09-23-01R~0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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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更弃渣场投资概算 

 

4.1  编制原则 

（1）本概算仅计算因弃渣场变更而发生的防护措施等水土保持项目及有关费用。 

（2）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单价采用工程已有单价（即中标合同单价），未完成的

按中标合同单价采用。 

 

4.2  编制依据 

采用中标合同单价进行投资计算。 

  

4.3  费用组成 

费用组成：工程措施费用+植物措施费用+变更方案编制费+弃渣场稳定评估费+水土

保持补偿费。 

工程措施费用、植物措施费用根据中标合同单价计列，已施工的措施按实际发生工

程量计，暂未发生的植物措施按招标工程量计，截（排）水沟按本次断面变化计算的工

程量计列。 

工程施工已基本完成，基本预备费不予计取。 

本工程已于 2015 年 4 月开工建设，水土保持补偿费已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 6.6

万元缴纳（见附件五）。 

 

4.4  投资概算 

经计算，本次变更新增水土保持投资共计 362.14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用 284.85

万元，植物措施费用 10.05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 3.44 万元，其他费用（仅包括变更方案

编制费和弃渣场稳定评估费）63.8 万元。详见表 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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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变更弃渣场水土保持投资概算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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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 

投资 
小计 

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84.85       284.85

1 弃渣场区 284.85       284.85

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0.05     10.05

1 弃渣场区   10.05     10.05

三 第三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3.44       3.44

1 临时防护工程 3.44       3.44

四 变更方案编制费       33.8 33.8

五 弃渣场稳定评估费       30.0 30.0

六 水土保持静态总投资         3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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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变更弃渣场水土保持投资概算表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848527.96

1 土方开挖 m3 2594  13.69 35509.12 

2 C25(2)混凝土挡墙 m3 1672  497.94 832555.68 

3 Ф100PVC 排水管 m 278  46.92 13043.76 

4 沥青木板填缝 m2 190  134.48 25551.20 

5 反滤包 个 140  10.00 1400.00 

6 平铺块石 m3 257  148.53 38208.23 

7 C25(2)混凝土消力池及出水池 m3 66  497.94 32864.04 

8 C15（1）混凝土垫层 m3 217  491.59 106675.03 

9 C20(2)混凝土截（排）水沟及马道 m3 995  441.27 439064.65 

10 C15(2)混凝土涵管基础 m3 630  474.95 299218.50 

11 Ф2400 预制混凝土排水涵管（Ⅲ级管） m 253  3001.11 759280.83 

12 剥离表土 m3 8040  14.04 112881.60 

13 回填表土 m3 8040  18.71 150428.40 

14 土地整治 hm2 2.68  689.15 1846.92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00458.52 

1 种植灌木 株     8977.50 

  金樱子（冠丛高 1.0m） 株 1125  7.98 8977.50 

2 撒播狗牙根草籽 hm2 1.98  2364.15 4681.02 

3 草皮护坡 m2 7000  12.40 86800.00 

  第三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34432.90 

一 临时防护工程      34432.90 

1 土质排水沟开挖 m3 55  13.69  752.95 

2 修建拆除草袋装土临时挡墙 m3 242  130.98  31697.16 

3 撒播猪屎豆草籽 hm2 0.31  6396.10  1982.79 

  第四部分     其他费用      638000 

一 变更方案编制费 项 1    338000 

二 弃渣场稳定评估费 项 1    300000 

  合         计 元     3621419 

 

 



 

 

表 4-5-3                                          单价汇总表                                        单位：元 

 

合同已有单价 
序

号 
名称 单位 单价 

序

号 
名称 单位 单价 

1 土方开挖(1m3 挖掘机，运 0.5km) 元/m3 13.69 10 表层土剥离(1m3 挖掘机，运 0.5km) 元/m3 14.04 

2 C25(2)混凝土（商品砼） 元/m3 497.94 11 回填表土(1m3 挖掘机，运 0.5km) 元/m3 18.71 

3 Ф100PVC 排水管 元/m 46.92 12 修建拆除草袋装土临时挡墙 元/m3 130.98 

4 沥青木板填缝 元/m2 134.48 13 土地整治 元/hm2 689.15 

5 C15（1）混凝土垫层（商品砼） 元/m3 491.59 14 种植灌木（金樱子） 元/株 7.98 

6 C15(2)涵管基础混凝土（商品砼） 元/m3 474.95 15 撒播草籽（狗牙根） 元/hm2 2364.15 

7 平铺块石（干砌块石） 元/m3 148.53 16 草皮护坡 元/m2 12.4 

8 C20（2）混凝土截（排）水沟及马道 元/m3 441.27 17 撒播草籽（猪屎豆） 元/hm2 6396.1 

9 
Ф2400 预制混凝土排水涵管（Ⅲ级管，含钢筋

及接口处理） 
元/m 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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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变更弃渣场投资概算变化情况 

对比批复的初步设计报告概算中弃渣场投资，弃渣场变更增加的投资 223.83 万元，

超出审定的初步设计阶段水土保持投资 56.5%（批复的初步设计报告水土保持总投资

396.43 万元）。对比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弃渣场投资，弃渣场变更增加的投资约 269.45

万元，超出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81.6%（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总投资 330.34 万元）。详

见表 4-6-1~2。 

表 4-6-1           变更弃渣场与初设弃渣场投资概算对比表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初设弃

渣场投

资（万

元） 

变更弃渣

场投资（万

元） 

差值（变

更-初
设） 

备注 

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03.88 284.85 180.97   

1 弃渣场区 103.88 284.85 180.97 
主要原因：施工图阶段变更弃渣场

挡墙断面大，截（排）水沟断面变

化，工程量及投资增加。 

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3.26 10.05 -3.21   

1 弃渣场区 13.26 10.05 -3.21 

变更弃渣场面积减少，变更弃渣场

根据地理位置及后期土地利用规

划，采取平台撒播草籽、灌草结合

及边坡草皮护坡等植物措施，较初

设虽增加草皮护坡面积，但初设弃

渣场地类变化引起撒播草籽面积增

大较多，弃渣场植物措施投资较初

设减少。 

三 
第三部分  施工临时工

程 
17.14 3.44 -13.70   

1 临时防护工程 14.80 3.44 -11.36 
变更弃渣场剥离堆存表土减少，并

优化堆存方式，减少草袋装土挡墙。

2 其他临时工程 2.34   -2.34 大坝和溢洪道施工完成，不再计列。

四 第四部分  其他费用   63.80 63.80   

1 变更方案编制费   33.80 33.80   

2 弃渣场稳定评估费   30.00 30.00   

五 基本预备费(一~三部分) 4.03   -4.03 初设为 3%，变更不予计取。 

六 弃渣场变更总投资 138.31 362.14 2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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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            变更弃渣场与方案弃渣场投资概算对比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弃渣

场投资

（万元）

变更弃

渣场投

资（万

元） 

差值（变更-方案） 备注 

一 
第一部分    工
程措施 

69.14 284.85 215.71   

1 弃渣场区 69.14 284.85 215.71 

主要原因：施工图阶段

变更弃渣场挡墙断面

大，截（排）水沟断面

变化，工程量及投资增

加。 

二 
第二部分  植物

措施 
9.33 10.05 0.72   

1 弃渣场区 9.33 10.05 0.72 

变更弃渣场面积减少，

根据地理位置及后期

土地利用规划，采取平

台撒播草籽、灌草结合

及边坡草皮护坡等植

物措施，较方案草皮护

坡面积增加大。 

三 
第三部分  施工

临时工程 
8.97 3.44 -5.53   

1 临时防护工程 7.40 3.44 -3.96 

变更弃渣场剥离堆存

表土减少，并优化堆存

方式，减少草袋装土挡

墙。 

2 其他临时工程 1.57   -1.57 
大坝和溢洪道施工完

成，不再计列。 

四 
第四部分  其他

费用 
  63.80 63.80   

1 变更方案编制费   33.80 33.80   

2 
弃渣场稳定评估

费 
  30.00 30.00   

五 
基本预备费(一~
三部分) 

5.25   -5.25 
方案为 6%，变更不予

计取。 

六 
弃渣场变更总投

资 
92.69 362.14 2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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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及建议 

 

5.1  结 论 

（1）澄碧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因原设计弃渣场征地困难及考虑弃

渣场后期利用，取消原设计 1#、2#弃渣场，重新设置一处弃渣场。根据水利部“办水保

[2016]65 号”文《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对弃渣场

进行变更。变更新设一处弃渣场，占地面积 2.68hm2，堆渣量 24.10 万 m3（自然方，下

同）。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总占地面积增加减少 1.61hm2，总堆渣量增加 12.11

万 m3。 

（2） 经计算，本次变更新增水土保持投资共计 362.14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用

284.45 万元，植物措施费用 10.05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 3.44 万元，其他费用（仅包括变

更方案编制费和弃渣场稳定评估费）63.8 万元。 

 

5.2  建 议 

（1）弃渣时应有序堆放，并分层堆放碾压，分层厚度 0.5～1.0m，且先石渣后土料。

弃渣结束后要及时平整并恢复植被，充分发挥植物措施在弃渣场水土保持中的作用。 

（2）据现场踏勘，弃渣场堆渣高程及边坡与设计图不一致，截（排）水沟、植草

暂未按设计图纸实施。建议工程弃渣结束后，施工单位按设计要求完成弃渣堆放及相关

水土保持措施。 

（3） 经多次现场踏勘，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提供的现状渣场堆渣量、最终堆渣

量等信息与现场情况可能不符。本阶段暂按照现场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提供的资料进

行复核、设计，弃渣场措施全部实施完成前，经业主、监理单位及设计单位同意后，施

工单位可依照现场情况对未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适当调整，工程量以现场实际发生

量和监理工程师现场核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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