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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铁 3 号线一期工程中水土流失
危害及防治对策

储召蒙
#深圳市盐田区防洪排涝设施管理所$广东 深圳!)$'#'(&

&摘!要'!地铁建设项目具有占地面积大*土石方施工作业量多*开发周期长*环境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施工期极

易造成水土流失) 本文以深圳市地铁 ' 号线一期工程为例$分析地铁施工期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并提出防

治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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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深圳市的交通需求

增长迅猛"针对这一发展趋势"深圳市政府为从根本上

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确定了大力发展以城市轨道

交通为主的公共交通系统' 深圳地铁建设项目逐年增

多"地铁建设过程中引发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水土流失

问题已引起各职能部门高度重视' 本文以地铁 ' 号线

一期工程为例"分析地铁项目施工中水土流失特点(危

害及防治对策"以供参考'

("工程概况

$*$!工程概况

地铁 ' 号线一期工程由 " 号线东延线莲塘站后折

返线接出"终至盐田站"线路全长 $"*(&%R8"全线采用

地下敷设方式"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车站 & 座%明挖法

车站 ( 座"盖挖法车站 ( 座&(区间 $(*,(,R8%明挖法

施工区间 #*(&)R8(矿山法施工区间 &*?%R8(盾构法

施工区间 $*?&)R8(Zf\法施工区间 ,*$(,R8&(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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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座' 工程总占地 ($*%,-8

"

"其中永久占地 "?*,)-8

"

"

临时占地 "*"?-8

"

"土石方挖方总量 ((?*($ 万 8

(

"填

方总量 $"%*#$ 万8

(

"弃方 "$"*( 万8

(

%弃于龙华部九

窝余泥渣土二期受纳场&' 工程于 "#$) 年 $" 月开工"

计划于 "#"# 年 $" 月底投入试运营"建设总工期 ) 年'

$*"!项目区环境概况

项目区涉及的地貌类型为冲洪积平原(丘陵"工程

沿线地形复杂"由西向东沿途经过 $$ 处河道及水库"

气候类型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雨量 $?)#88"但

雨量年内分配不均"汛期 ,-? 月降雨量约占年降雨量

的 ')+' 土壤类型为抗侵蚀能力弱的花岗岩赤红壤"

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地铁工程项目水土流失特征

"*$!土壤侵蚀面积广(周期长

地铁项目作为大型建设项目"建设周期长"破坏地

表植被范围广"取土(弃渣量大"施工营地(施工便道占

地面积大"土壤侵蚀周期长'

"*"!土壤侵蚀类型复杂

地铁施工线路长"沿线扰动的地貌类型多样"再加

上地铁施工工艺复杂多样"导致土壤侵蚀类型多样"且

各种类型相互作用(相互重叠"构成了复杂的土壤侵蚀

体系'

"*(!土壤侵蚀强度大

受极端天气影响"近年来深圳市暴雨频发""#$&

年降雨量达到 ""##88"最大日降雨量达到 (##88"强

降雨冲刷裸露地表"产流产沙明显"土壤侵蚀强度大'

#"地铁工程项目水土流失危害

(*$!对河道(水库及近海岸水质的危害

工程项目由西向东沿途经过 $$ 处河道及水库"大

量河道汇水最终排往大鹏湾海域"水土流失携带泥砂

及废弃物将对河道(水库水质及近海岸生态带来严重

危害'

(*"!对市容(市貌及交通的危害

工程沿线经过罗沙路(深盐路等交通要道"一旦发

生水土流失"陆上交通运输线就会受阻"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等会随着雨水散布"将影响城市的市容(市貌'

(*(!对城市防洪安全的危害

近年来"深圳市频繁发生城市内涝"其中重要原因

就是市政管网排水过流能力不足' 水土流失中出现的

泥沙和废弃物将使排水管网过水能力下降"甚至造成

管道堵塞"大量泥沙淤塞河道"向河道倾倒余泥渣土也

会导致河湖库抗洪能力减弱'

(*,!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危害

城市水土流失灾害损失的形态复杂化"不仅造成

原生灾害"而且造成复杂多样的次生和衍生灾害"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从而制约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地铁工程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科学设计并落实施工期防治措施

施工期是地铁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高发期"科学设

计并落实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施

工期水土保持措施配置应根据不同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的特点及水土流失状况进行确定"以工程措施控制大

面积(高强度的水土流失"为植物措施与植被恢复措施

的实施创造条件' 以植物措施(临时防治措施与工程

措施配套"提高水土保持效果(节省工程投资(改善生

态环境' 本文结合地铁 ' 号线一期工程施工工艺(工

程特性(施工布置等"按照不同防治分区提出一些防治

措施建议'

,*$*$!车站工程防治区

车站施工区多位于城市建成区且多为明挖施工"

施工前在项目区域外采用彩钢板或砖砌围挡"将项目

,*$,



区与周边隔离"并在施工围挡周边设置临时排水沟(沉

砂池"在钻孔桩和旋喷桩施工点附近布设泥浆池"收集

泥浆并外运处理"对开挖面要做好彩条布覆盖措施"对

地表 (# )̂#78种植土收集并集中堆放"以用于后期复

绿区表土回覆'

,*$*"!区间工程防治区

区间工程多以暗挖形式施工"实际扰动地表集中

在明挖区间段"开挖初期对地表 (# )̂#78种植土收集

并集中堆放"以用于后期复绿区表土回覆"明挖区间基

坑底部设置砖砌排水沟及集水井"基坑顶部设置排水

沟"每隔 )#8设置沉砂池一座"并在最终排水出口处设

置多级沉砂池'

,*$*(!停车场工程防治区

本工程停车场位于望基湖水库保护范围"占地面

积 $%*?)-8

"

"该区域涉及高边坡开挖(防洪设施迁改(

水库占用等敏感问题"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是整个工

程水土流失防治的核心区域' 施工前对该区域占用防

洪设施(水库等内容进行分析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施

工方案报水务主管部门审批备案"施工中严格按照施

工方案(时序进行施工"确保水库及防洪设施的完全运

行"对高边坡施工区应尽量避开雨季施工"边坡开挖前

应先做好截排水措施"对开挖的土方及时外运"并准备

足量的彩条布"对开挖产生的裸露坡面进行覆盖"对临

时施工便道应及时采取硬化措施'

,*$*,!迁改工程防治区

本工程改迁内容主要包括三类"即植被迁植(管涵

改迁(房屋拆迁' 对施工扰动范围内胸径大于 "#78的

优良乔木"应临时植于附近空地"用于后期复绿"管涵

改迁应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同时做好管涵基础支护及

临时导流措施'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多为临时占地"在施工区周边布

设临时排水沟"并在排水拐角处设置沉砂池"对区域内

裸露地表采取硬化或临时绿化措施'

,*"!加强水土保持监测

为切实落实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的水土流失防治

措施"动态监控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协调主体

工程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进度"准确掌握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成果"及时发现重大水土流失危害隐患"提出相

应的防治对策及优化水土保持措施"施工过程中加强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也是水土保持防治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环节' 地铁建设项目具有施工扰动范围广(强度大(

周期长等特点"施工中应委托具有水土保持监测资质

的单位开展监测工作"并及时向建设单位及水务主管

部门报告'

,*(!加强宣传教育

加强地铁建设项目各参建单位水土保持意识"是

有效实施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关键因素' 项目实施

前"不仅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还要组织各参建单位人

员认真学习水土保持方案相关内容'

,*,!加强监督管理

水务主管部门应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尤其是重点

在建开发建设项目"做到及时发现(及早制止"在此基

础上继续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制度及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

盾日益加剧"地铁等轨道交通项目建设是大势所趋'

地铁建设项目具有施工扰动范围大(建设周期长(水土

流失危害严重等特点"必须从科学设计并落实施工期

防治措施(加强水土保持监测(加强宣传教育(加强监

督管理等方面齐抓共管"才能在发挥地铁建设项目经

济效益的同时"减少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做到国民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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