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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加强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和要求,是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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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指出：
“我们既要
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

絮凝后进入油水分离器进行油水分离。分离后的水进入滤池
过滤,至石油类含量低于 10mg/L 后即可回收再利用。
1.2.3 生活污水

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施工期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工地生活区的食堂、洗浴等生

展来说,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加强人们对环境的

活设施。生活污水除少量不固定散排废水外,施工期其余大部

保护意识和要求,是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分生活污水设干化池消毒、沉淀、蒸干处理；施工期食堂污水

水利工程改善城市供水及农田灌溉,对国家经济发展及居
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占地、

采用油水分离器处理后用于生活污水一起干化蒸干处理。
2 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措施

大量的土方开挖回填、机械车辆运转、及施工人员活动等施工

2.1 大气环境保护内容

生产生活活动,都会对周围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弃物、

施工区大气污染主要是施工二次扬尘、混凝土拌和,沙石散

噪声环境、人群健康、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料加工堆放运输产生的扬尘,以及燃油燃煤废气、
对空气的污染。

1 水环境保护

2.2 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1 水环境保护内容

针对施工环境空气质量保护措施,主要包括：

在施工期,包括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拌和养护废水,块石

2.2.1 严格保证开工前做到六个到位,即审批到位、治

料、施工机械冲洗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等。
1.1.1 生产废水
生产废水主要是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拌和养护废水,场地
车辆冲洗系统产生的泥浆水,运输车辆及设备清洗废水,主
要污染物为 SS、悬浮物和石油类。
1.1.2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为施工期间施工人员产生废水,主要污染物质
为 COD、SS 等。
1.2 水环境保护措施

理方案到位、配套措施到位、监控到位、人员到位(施工单
位管理人员、责任部门监管人员)；
2.2.2 施工中严格按要求,必须对施工场地周边设置隔挡
体,并对临时堆放物料进行覆盖,以降低粉尘污染影响程度；
2.2.3 施工机械必须采取除尘措施,如使用尾气排放不达
标的车辆施工作业,不达标的施工机械要安装尾气净化器；
2.2.4 对出入施工场地车辆必须进行百分之百冲洗,严
格加强管理；
2.2.5 对施工现场地面必须进行百分百硬化,定期洒水及时

1.2.1 混凝土拌和、养护废水

清扫,防止浮尘产生,改善环境,遇干旱季节、连续晴天天气,对弃

施工中混凝土拌和、养护将产生碱性废水,针对本工程特点,

土表面、道路和露天地表洒水,以保持其表面湿润,减少扬尘产生

需要在各施工工区设置沉淀池。由于废水中 pH 值较高,应在沉淀

量。据资料介绍,每天洒水 1-2 次,扬尘排放量可减少 50-70%。

池中加入适量的酸调节 pH 值至中性后,再进行沉淀处理。沉淀后

2.2.6 施工中材料及渣土车辆须进行百分百密闭运输,

的上层水用于场地洒水降尘,淤泥经自然干化后运至垃圾填埋场。

对散装水泥等在运输过程中要采用水泥车灌装运输,防止在

1.2.2 机械车辆冲洗含油废水
施工运输汽车及其它机械的大、中修分别在修理厂进行,

运输过程中泄漏,造成大气污染。
2.2.7 水泥堆放在临时搭建的材料库房内；沙石散料采

施工场地只设小型机械及汽车停放保养场地,分散在各施工

用软网覆盖,表面洒水,保持湿润。禁止在大风天进行搅拌作

营地。汽车及其它机械维修、冲洗排放的废水中悬浮物和石

业,风力 4 级以上的天气,应停止土石方的施工作业活动。

油类含量较高,超过污水排放标准,应对含油废水的处理提
出其工艺流程及技术要求。
针对该类废水流量不固定等特点,采用如下处理工艺流

2.2.8 对施工现场必须做到两个禁止,即：禁止现场搅
拌混凝土、禁止现场配置砂浆。
3 固体废弃物环境保护

程：含油废水先汇入隔油池,采取静置的方法,进行初级油水

3.1 固体废弃物环境保护内容

分离,隔油池上设置油水分离管。然后,再定时投加药剂絮凝,

工程施工期间将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弃物,包括工程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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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生产废料等。

杀灭蚊、蝇,防止疾病流行,施工结束后采用生石灰进行消毒处理。

3.2 固体废弃物环境保护措施

5.2.3 施工作业区卫生防疫

通过综合分析,决定对这些废弃物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为防止施工人员随地大小便,结合管理处布置,按施工

3.2.1 施工前对施工场地内垃圾进行清运,清理垃圾全

人数每 6 人 1m2 布设临时厕所。派专人负责消毒、打扫,施

部运往县垃圾填埋场。

工结束后,进行消毒处理与填埋。

3.2.2 工程弃土弃渣临时堆放于工程临时堆土场时,必
须采取必要拦挡和降尘措施。临时堆放结束后须及时统一运
往工程指定弃渣场,弃渣结束后,对渣场设计相应水保、环保

5.2.4 生活饮用水保护
施工人员生活用水经相关部门许可后就近取用井水,经
消毒后作为生活用水。
6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措施进行防护及生态恢复。
3.2.3 施工生活区应设置垃圾桶,安排专门人员清扫。施
工结束后,及时拆除临时工棚,对其周围的生活垃圾、简易厕
所、污水坑等进行清理和填平,并用石炭酸和生石灰进行消毒。
3.2.4 对施工所产生的生产废料、建筑垃圾等,要进行
回收,合理处置。

6.1 生态环境保护内容
工程施工对生态环境影响主要表现为,工程占地造成区
域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对土壤、土地资源产生影响；占地
破坏区域植被,从而影响陆生动、植物生长；工程施工扰动
地表导致原地貌的破坏并造成水土流失。

4 噪声环境保护

6.2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4.1 噪声环境保护内容

施工过程中主要采取对生态影响的消减措施,加强生态

施工过程中噪声主要来自机械搅拌、混凝土振捣、土石
料场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产生的噪音等
4.2 噪声环境保护措施

保护宣传教育,合理安排施工机械的运行方式,减少对区域
内生态系统的扰动。具体措施包括：
6.2.1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所确定的范

为减少项目施工噪声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对施工噪声
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围、面积进行作业,不得随意征占土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在
做好施工组织设计的同时,应严格划定工程征地范围。

4.2.1 对噪声大的机械设备及车辆安装减震机座或消声
器,以控制声源的噪声辐射,并定期进行机械维修、保养,保
证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状态；
4.2.2 合理布局施工营地,尽量将钢筋加工场、物料暂
堆场等产生噪声的场地布置远离居民的区域；
4.2.3 理安排运输时间,施工车辆经过附近居民点时,尽
量减少鸣笛；

6.2.2 工程开工前,需要统一对库区范围内垃圾、杂草
进行清除清运,对河道沿线排污口进行排查整治。
6.2.3 工程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分段施工,避免征占地闲置,
尽量做到边施工边恢复,将工程对陆生植被破坏影响降至最低。
6.2.4 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对坡面表土及植被的破坏,在
施工道路和治理库区附近临时堆料应采取拦挡措施,不能阻碍
下游河道行洪,禁止占压耕地植被,禁止产生阻水、堵路、堵沟、

4.2.4 合理安排施工时序,限制施工时间,噪声大,冲击性强
并拌有强烈振动的施工安排在白天,严禁夜间(22：00 至次日 6：
00)施工,如需连续作业的,应报环保等部门审批,并公告公众。

破坏原有景观及产生次生水土流失危害的现象发生。
6.2.5 施工期间应减少和避免在库区中挖沙、取石、倾
倒建设垃圾等,防止水土流失,避免和减少泥沙和有害物质

5 施工区人群健康环境保护

进入河流和引水库区,影响区域水环境。尤其在鱼类繁殖季

5.1 人群健康环境保护内容

节,跨河施工应选择河流枯水期进行。

施工区人群集中,加之卫生条件相对较差,极易导致传
染病,如痢疾、肝炎等的发生流行。因此,必须加强施工区尤

6.2.6 在工程施工区设置警示牌标明施工活动区,将施
工活动限制在预先划定的区域内。

其是生活区的环境卫生保护工作,禁止垃圾、废弃物、污水

在水利项目施工中,由于多种因素并存,不可避免的对周边

随意抛弃排放,防止滋生蚊蝇,传播疾病,保证施工人群健

环境及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对此,在水利工程实施过程中做好事

康。并设专人进行环境卫生管理。

前预防,事中控制,不仅能够改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

5.2 人群健康环境保护措施

谐发展,还能够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发展地区经济,推动社会经济

对施工区人群健康的保护主要以下措施：

不断进步与发展,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5.2.1 施工人员卫生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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