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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土屋峪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
治理工程分析

张!玮
%济南市卧虎山水库管理处& 山东 济南!")#$$)'

"摘!要#!小流域治理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利于水利资源和环境保护体系&又有利于土壤和耕

作保护体系&进而促进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转化( 本文以济南市土屋峪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治理工程为实例&介

绍了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总体规划和具体治理措施&包括梯田工程!人工林!堰坝工程等设计及施工技术&可为以

后类似治理工程提供必要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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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是水利部确定的全国第一个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 为全面提升济南市南部山区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水平"更好地促进济南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济南市水利局按照市政府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保

基本'打基础'出亮点&的总体要求"在对南部山区全面

调研的基础上"择优选取市中区土屋峪小流域开展水

土保持生态建设示范工程#

$(工程概况

土屋峪小流域位于济南市市中区"总面积约

%T**QH

"

# 该流域地势南高北低"高程为 () _*%#H"属

低山丘陵区# 项目区南部支沟纵横"比降大"干沟平均

比降约 +T"+^"主要支沟平均比降为 )^左右# 区内

坡度小于 )c的面积约区域占总面积的 +(T"^()c_$)c

+(%+



面积约占 ++T+^($)c_")c的面积约占 "+T(^# 项目

区北部地表相对平坦"地面坡度较小"坡长较短(南部

山高坡陡"易发生水土流失#

#(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

土屋峪小流域属鲁中南水土流失轻.中度侵蚀

区"主要表现为水力侵蚀# 在水力侵蚀中"主要以面

蚀'点蚀为主"其次是沟蚀# 面蚀主要分布在流域内的

各类型坡面(沟蚀主要分布在荒山荒丘'沟道或土质疏

松的荒滩处# 该流域水土流失大致情况见表 $#

表 $(土屋峪小流域水土流失情况

项!目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GH

"

微度 轻度 中度 强烈 小计

耕地 $*&T*% &%T*) "'T#) #T## $"*T)#

经济林 #T## $"T&$ #T## #T## $"T&$

林地 #T## $#+T&& $*$T+( $)T$( "%#T)+

草地 #T## +%T+* "'T$$ #T## %*T*)

水域 #T## )T#% )T#%

合计 $*&T*% "*&T%& "#"T)& $)T$( *%(T*)

比例 -̂ )+T*" *+T+* +T")

%(工程整体布局及治理措施分析

土屋峪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治理工程以区内两条

水系作为轴线"上游布设水土保持林草以及蓄水拦沙

工程(中部做到层层设防"节节拦蓄(两侧整修梯田"完

善灌排蓄体系(下游出口开展村居环境整治"入河前建

设小型湿地作为生态前置库"净化水体# 主要工程治

理措施包括梯田工程'人工林'堰坝工程#

+T$!梯田工程治理技术

梯田工程是该项目区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修梯田工程包括整修堰坎'新建内排水'沉沙池等工

程"本项目整修梯田共 +"T%'GH

"

# 设计原则为%大弯

就势"小弯取直&"保持田面平整"以有利于耕作# 设计

标准为 $# 年一遇 %G最大暴雨"拦截径流 '#^以上"拦

砂 &#^以上/$0

#

+T$T$!堰坎设计分析

根据项目区现有梯田堰坎现状"设计石坎堰为梯

形断面"坎背土面为直立竖墙"临土面为 $q#T+ 放坡"

堰坎顶宽为 #T+H"堰坎结构为浆砌块石"顶部高出田

面至少 #T+H"顶面采用水泥砂浆抹面# 基础形式为矩

形"清基挖深 #T)H,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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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堰坎剖面

堰坎施工步骤及注意事项如下!

0T基础开挖# 采用人工开挖形式"开挖深度符合

要求"对于松软地段需进行夯实和填土"必要时充填

碎石#

AT堰坎砌筑# 采用分层砌筑形式"每层厚度 +#FH

左右"砌筑要求平整'稳定"密实'错缝#

BT养护# 浆砌石养护时间不低于 $)C"定期洒水"

在冬季还需采取必要保温措施#

+T$T"!排水沉沙设计分析

本项目分别在堰坎底部相邻田面内侧及外侧设置

横向和纵向排水沟# 纵向排水沟根据地形沿垂直等高

线方向布设"并在两排水沟交汇处设置矩形沉沙池#

田面排水沟设于田坎下"做成竹节状"然后汇入道路旁

主排水沟# 为便于径流蓄渗"本项目排水沟采用直接

开挖土沟方式施工"沟宽 #T*H"深 #T*H# 沉沙池采用

砌砖抹面结构"净深 #T)H"宽 #T)H"厚度为 #T$)H"池

长 $T#H

/"0

#

+T"!人工林工程治理技术

本项目人工林工程包括水土保持林和经济林两种

形式"可以兼顾项目区水土保持和农民收入#

+T"T$!水土保持林工程设计

0T树种选择# 根据土屋峪小流域特点及当地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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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在坡度较陡'土层瘠薄的荒地选择侧柏作为水保林

树种# 为保证栽植成活率"苗木采用带土球苗木"苗高

#T)H"地径至少 #T)FH(栽种密度!株行距为 "T)Hb

"H""### 株-GH

"

#

AT整地作业# 为熟化土壤'提高成活率"需对栽

种土地进行平整# 本项目采用%小鱼鳞坑&"沿等高线

布设"上下行呈 %品&字形排列# 鱼鳞坑设计长径

#T% _#T'H"短径 #T* _#T)H"坑深 #T%H"坑内侧两端

各开挖宽深 #T"H'倒%八&字形截排水沟,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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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鱼鳞坑剖面

BT造林时间及方式# 本项目设计在春季雨水较

多时造林"采用 *#FH以上容器苗"随起随栽"栽植深于

苗木原土痕 " _)FH"栽后压实/+0

#

+T"T"!经济林工程设计

0T树种选择# 本着%生态与经济兼顾&的原则"选

择价值高'在本地区生长良好的树种作为栽种对象"本

项目最终选择核桃# 要求苗木规格达到苗高 $H"地径

$FH"根系发达"顶芽饱满"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栽种

密度!株行距均为 *Hb)H")## 株-GH

"

#

AT整地作业# 本项目经济林采用大穴整地"具体

规格!长b宽b深 #̀T%Hb#T%Hb#T%H# 回填时"先

将半风化土回填于底部至过半处"再将熟土回填于其

上"最后在上部覆填半风化土#

BT栽植方法# 在挖穴时将表土和心土分别放置"

并均匀掺入农家肥和化肥# 回填时"要求心土和表土

各自返还原位# 填土至地表约 "#FH时"植入苗木"使

苗木根系舒展"培土踏实"灌足植苗水# 为提高造林质

量"第二年要适时进行补植/*0

#

+T+!堰坝工程治理技术

为拦蓄地表径流"解决农田灌溉用水需求"本项目

计划在地质良好'来水丰富'用水需求大的地方修建拦

水堰坝"形成节节拦蓄的沟道景观"包括新建拦水堰坝

$# 座"加高堰坝 $ 座# 设计标准都为 $# 年一遇 %G 最

大暴雨 $")T%HH#

+T+T$!堰坝设计

为了加强堰坝的稳定性"新建堰坝断面采用梯形

断面"浆砌块石结构# 具体尺寸设计见表 "# 本项目

有 % 座堰坝"单宽流量为处于 ) _$#H

+

-<"该类型堰坝

设计如图 +

/)0所示#

表 #(浆砌石堰坝尺寸参考

单宽流量-

,H

+

-<-

堰高-H

断!面!尺!寸

顶宽-H 上 游 坡 下 游 坡

n)

n+

+ _%

$T) _"T#

"T#

$q#

$q# _$q#T+

$q$

$q$T+ _$q$T)

) _$#

n+

+ _%

"T#

"T#

$q#

$q# _$q#T+

$q$T$ _$q$T)

$q$T) _$q$T'

$# _$)

n+

+ _%

"T#

"T#

$q#

$q# _$q#T+

$q$T) _$q$T'

$q$T' _$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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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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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堰坝剖面结构

+T+T"!堰坝施工分析

该类型堰坝适宜建于基础稳定'承载力较大的基

础上"整体性好"断面体积小# 施工注意事项有以下

几点!

0T采用分皮卧砌铺浆法方式施工"每皮高 +#FH

左右"在交接及拐角处设置较大块石"较大空隙先填筑

砂浆"铺浆厚度为 * _)FH#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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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植株萌发迅速"繁殖存活率高且易成形#

*T*!整治效果

从工程的后期监测可以看出"水生植物基本沿河

道两侧均衡生长"乔木等树根可降低暴雨对土层的冲

蚀"草皮等对坡面流水也有过滤作用"发挥了一定的水

质改善功能# 整治后"河道岸坡得到有效保护"河道中

的水华和水质富营养得到有效控制"水体悬浮物
'

%#^ "水体透明度
%

"#^# 生物多样性水平明显提

高"过去很少出现的一些物种"如蛙类'蜻蜓等经常出

现"鸟类等活动频繁#

同时"对清淤疏浚河道的使用周期来看"只进行清

淤河道的使用周期约 $# _"# 年# 而清淤与利用生态

工程技术进行岸坡防护的河道"其生命周期据初步分

析为 +) _*# 年"延长近一倍/%0

#

D(结(论

江阴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和水系连通

试点顾山项目区的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已完成"在项目

区内取得了两方面成效!

0T建设效果!

%

水系贯通"已经形成以%一横两

纵&骨干河网为基础"由塘前村浜'李家桥浜等纵横向

镇级河道与之相连通"各级河道一起构成项目区内体

系完整'功能健全的水系(

&

河道通畅"据初步测算"达

到了河道防洪 $ 遇-)# 年'排涝 $ 遇-"# 年灌溉保证率

%

&)^的标准(

'

水清岸绿"水体自净能力提高"水循

环加快"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

AT示范效果"主要表现!

%

河道不搞取直裁弯工

程(

&

不对清淤整修后的河道横断面进行规则几何形

状改造(

'

岸坡材料尽量少使用整体浆砌块石挡墙和

混凝土等硬质材料"广泛使用了具有生态功能的岸坡

保护(

(

岸坡侵蚀采用了植被防护(

*

河道整治结合了

生态修复(

+

加强了工程后期生态监测和生态评估#

未来两年"江阴还有 ' 个项目区的河道需要连片

综合整治"顾山项目区整治工程经验"特别是生态修复

理念已经开始推广到其他河道工程建设中#

随着生态水利认识的加深"建设生态水利一定是

未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水利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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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砌筑时交错搭接"杜绝出现空缝'孔洞# 本项

目每 $H

"均匀设置一处拉结石#

BT每日砌筑高度应小于 $T#H"每砌筑 + _* 层进

行找平# 若中途停工"必须保证缝隙内灌满砂浆#

'(结(语

土屋峪小流域经过水土保持生态治理后"项目区

水土流失治理度由 "*T#'^提高到 &&T(^"每年可减

少土壤侵蚀量 $T#* 万="减沙保土率为 '#T+^"可有效

减少有机质'总氮'总磷流失"有效减轻洪涝'干旱等自

然灾害"减轻了下游水利工程的防洪压力"对保护当地

农田'交通'工矿'城镇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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