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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勘探开发对泾川县生态
环境的影响及防治对策
杜小龙
（ 泾川县水土保持工作局，甘肃 泾川 ７４４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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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过 ５０ 多年的综合治理与开发，泾川县已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水土流失防治之路，成为黄土高原

沟壑区水土流失治理的典范。 如今油田的勘探开发，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在分析生态环境保护存在主要问题
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防治对策，以期能增强石油企业、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为推进石油勘探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探索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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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县域总面积 １ ４０９．３

ｋｍ 。 经过 ５０ 多年的治理，全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
２

到 ８２．４％，被誉为“ 生态建设一面旗” “ 甘肃省实现绿化

的井场将大量脱油水通过渗坑下渗或就近随意排放，
造成局部严重污染；有的井场将现场清理出的油泥随
意转移处置，扩大了污染范围。

第一县” “ 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县” 等。 国

１．２

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跳板和政策支持。 紧随西部资源开

２２６ 个井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水土流失，尤以丰台镇

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西
发的脚步，泾川县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已经全面展开。
几年的勘探开发，虽然助推了全县经济的发展，但也对
本来就比较脆弱的县域生态环境和采油区的水资源环
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与破坏。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泾川县
水保局抽组 ４ 名水保监察人员，携带测量仪器、照相机
等，对近年来全县石油勘探开发布设的所有井场进行

水土流失严重，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除复耕的 １６ 个井位外， 其他 ３４４ 个井位涉及的

西头王村，玉都镇郭马村、星火村，党原镇高寨村等山
区井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如玉都镇康家村境内布设
的 ＨＨ９４Ｐ４ 井场，由于无集雨坑，采油队开挖水沟把井
场产生的径流直接排入沟道，造成沟岸坍塌，植被毁
坏。 党原镇高寨村境内布设的 ＨＨ３６Ｐ１３ 井场，在场地
平整过程中将弃土推入沟道中，导致沟坡大面积植被

了监督检查，结果显示，采油区环保措施和水保措施落

被压埋，弃置在沟坡上的虚土成了新的水土流失源。

实不到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为水土流失和环

２

境污染状况堪忧，直接威胁着区域内群众的生产生活，
动摇了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１

石油勘探开发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县域内目前共有石油井场 ２４２ 个，井位 ３６０ 个，其

中正在运行的井位 １９６ 个，废弃或者封闭的井位 １０７
个，已经复耕的井位 １６ 个， 正在钻井作业的井 位 ４１
个。

１．１

废水、油泥处置不当，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２．１

石油勘探开发中生态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
（１） 石油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法规落实不到

位，环评工作滞后。 在石油开采过程中，未能严格落实
开发建设项目“ 三同时” 制度，未制定或未按要求落实
相关的污染防治方案，特别是污染前控工作不到位，后
续污染治理措施也没有及时跟进，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难度加大。

（２） 石油企业只看重经济效益和眼前利益，重生

石油钻探过程中，钻井排放的废水、岩屑及泥浆处

产、轻环保的问题依然存在，缺乏中长期的环境保护规

置不规范，随意排放；在进行采油操作的过程中，管线

划，在勘探开发过程中，由于前期投入不足，环保设施

破裂、设施故障及修井喷油等，导致原油泄露的现象时

建设严重滞后，对固体废弃物处置和污水处理不规范，

有发生；有的井场无视地下水污染将含油废水未经处

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随意堆弃，污水随意排放，造成地

理达标就直接排入注水井，对地下水造成潜在污染；有

表污染。

· ２２·

中国水土保持 ＳＷＣＣ

（３） 石油开发进程中企业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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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富裕、生态环境良好、社会平安和谐” 的文明发展、绿

协调沟通，致使环境保护措施落实起来难度很大，加之

色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开发与治理并重、效益与生态共

石油企业从钻探到采油各生产环节对污染防治工作责

赢的目标。

任界定不够明晰，各环节之间污染防治工作严重脱节，
治理主体相互推卸责任，污染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理。

２．２

重点饮用水源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

（１） 石油勘探开发未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和饮用

３．２

全面落实石油开发环境保护各项措施

（１） 严格落实“ 三同时” 制度。 石油企业在勘探开

发工作中，必须认真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严格遵守
水土保持“ 三同时” 制度，企业管理部门要聘请有资质

水源地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部分井场布设位置

的单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水土保持方案，对可

触及或越过饮用水源地保护红线。 如王村镇百泉、章

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及影响程度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

村，汭丰镇郑家沟等主要水源保护区周围，有的井场甚

污染防治措施，对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提出治理方案，

至距水源保护区不足 ５ ｋｍ。

（２） 局部地区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浅层地下水

受到破坏，北部塬区地下水已不同程度受到潜在污染。

２．３

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

通过监督检查发现，２４２ 个井场中只有 ９２ 个进行

明确石油开发各环节的防治责任主体，以便石油企业
从钻探到采油各生产环节同步落实相关防污和治理措
施，使固体废弃物集中安全填埋、污水达标排放，使造
成的水土流失得到及时治理，防止新的水土流失和面
源污染的发生发展，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２） 严格控制石油开发取水、用水。 石油企业在

了简单治理，整修了场地边埂，在边埂内栽植了刺槐，
裸露处撒了一些草籽，但出苗率和成活率都不高，水土

石油开发取水、用水等相关环节，必须对其开采黄土潜

流失仍然存在。 其他井场落实水保方案较差，井场内

水进行有效控制，防止过度开采，生产用水应当尽可能

没有蓄水设施或蓄水设施太小，降雨后场地产生的径

选取地表水和承压水，从而有效保障地下水源的安全。

流较大，常冲毁场地边埂致大量水土外泄。 有的井场
在场地平整中将土推出井场外，但由于没有修筑挡土

３．３

切实落实石油开发环境保护目标责任

（１） 县政府要进一步增加石油开发污染源治理、

墙或拦渣墙，造成沟坡大面积植被被压埋，石油企业也

水土流失治理在政府目标管理考核中的权重，健全考

没有及时对裸露地进行植被恢复，降雨时虚土被雨水

核奖惩机制，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切实履行各自职责，进

冲刷带走，从而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对落实环保

３

责任不力的企业和部门，采取问责、处罚等措施，推动

生态环境保护的防治对策

石油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同步进行。

（２） 石油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内部运行机制建设，

在今后的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工作中，必须坚
持“ 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

形成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切实落实污染和水土流

责” 的原则，认真贯彻《 甘肃省石油勘探开发生态环境

失防治工作职责，有效解决石油开发与生态保护、治理

保护条例》 ，坚持一手抓资源开发，一手抓环境保护，切

各环节脱节的问题；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细化工作

实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全面落实各项环保措施，重点治

职责，修订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在工作中做到有法可

理威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污染源和水土流失重点区

依、有章可循，按照各自法定职责，加强石油钻探、开采

域，促使油田区域的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现提出如下

全过程的环境监督管理，确保各项治理措施落到实处，

防治对策。

促进石油开发和环境保护工作向着规范化、程序化的

３．１

扎实开展石油开发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开展石油

开发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加大对环境保护法、《 甘

方向发展。

３．４

构建完善的石油开发污染防治预警系统

（１） 县政府要加快制订石油开发污染防治应急预

肃省石油勘探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

案，建立预警机制，随时跟踪巡查，一旦发现问题，及时

宣传力度，针对石油企业、地方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群

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的既定防治措施，防止污染蔓

众开展全方位的宣传警示教育活动，鼓励群众举报投

延。 同时，制订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确定土壤环境

诉环保违法行为，切实增强干群参与环保、投身环保的

监测点位，及时对石油探采区污染土壤进行生态修复，

自觉性；分级分批对石油企业、职能部门和乡镇的相关

切实解决石油开发污染问题。

人员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专题培训，进一步扩大生
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覆盖面，切实提升石油开发环境
保护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探索“ 油田生产发展、人民生

（２） 全面落实企地共建工程，由石油企业负责，联

合地方政府构建红河油田地下水监控体系，全面监控
整个油区的地下水位、水质，以便第一（ 下转第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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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雄等：新丰江水库消落带植被恢复措施研究
迅速返青生长，植物配置以草本为主，主要种植铺地
黍，辅以其他类型的乔、草点缀。 平台 １１１．２ ｍ：多年平
均淹没时间为 ７７．４ ｄ，年淹没时间极大值为 ２２６ ｄ，一
年之中淹没时间较平台 １１０．５ ｍ 有所减少，可适当增
加其他 类 型 乔、 草 数 量， 但 仍 以 铺 地 黍 为 主。 平 台

１１１．９ ｍ：多年平均淹没时间为 ５１．２ ｄ，年淹没时间极大
值为 ２２３ ｄ，植物配置采用乔灌草结合方式，可适当增

讨［ Ｊ］ ．长江科学院院报，２０１２，２９（３） ：１３－１６．

［２］ 姚洁，曾波，杜浑，等．三峡水库长期水淹条件下耐淹植物甜

根子草的 资 源 分 配 特 征 ［ Ｊ ］ ． 生 态 学 报， ２０１５， ３５ （ ２２ ） ：

７３４７－７３５４．

［３］ 张艳婷，张建军，吴晓洪，等．长江三峡库区消落带中山杉耐
淹试验［ Ｊ］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２０１５，１３（２） ：５６－６２．

［４］ 江明喜，蔡庆华．长江三峡地区干流河岸植物群落的初步研
究［ Ｊ］ ．水生生物学报，２０００，２４（５） ：４５８－４６３．

加草本植物类型，并加入再力花、花叶芦竹、美人蕉、纸

［５］ 程瑞梅，王晓荣，肖文发，等． 消落带研究进展［ Ｊ］ ． 林业科

均淹没时间为 ３６．４ ｄ，年淹没时间极大值为 １８１ ｄ，植

［６］ 付浚妍．丹江口库区消落带适生植物耐淹耐旱研究［ Ｄ］ ．武

美人蕉、纸莎草等挺水植物。 １１３ ｍ 高程以上区域：以

［７］ 陈天富，林建平． 冯炎基． 新丰江水库消涨带岸坡侵蚀研究

种为凤凰木、红花羊蹄甲或大叶紫薇。

［８］ 付奇峰，方华，林建平．华南地区水库消涨带生态重建的植

５

［９］ 付奇峰，林素彬，黎晨，等．两栖植物在消涨带岸坡生态修复

莎草等挺水植物进行点缀美化。 平台 １１２．６ ｍ：多年平
物配置以乔灌草结合为主，可增加再力花、花叶芦竹、
抚育为主，原则上不扰动，局部间种景观树种，主要树

结

语

通过对新丰江水库消落带水位运行、岸坡侵蚀、土
壤养分、植物等情况的综合分析，指出了新丰江水库消

学，２０１０，４６（４） ：１１１－１１９．

汉：华中农业大学，２０１３：５－６．

［ Ｊ］ ．热带地理，２００２，２２（２） ：１６６－１７０．

物筛选［ Ｊ］ ．生态环境，２００８，１７（６） ：２３２５－２３２９．

中的应用研究［ Ｊ］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０６（２） ：６４－６６．

［１０］ 吴长文，王永喜，付奇峰，等．深圳城郊水库消涨带植被重
建技术［ Ｊ］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２００９，７（５） ：４３－４７．

落带植被恢复的 ３ 个限制因子，即：淹水胁迫和干旱胁

［１１］ 林素彬，付奇峰，陈天富，等．深圳市松子坑水库消涨带生

了相应的措施设计。 目前，已先行开展了部分措施的

［１２］ 付奇峰，林素彬，黎晨，等．水库消涨带铺地黍植被护坡技

迫、岸坡侵蚀、养分缺乏，并针对不同的限制因子，采取
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由于消落带治理是一个世
界性难题，我们提出的治理措施是否能全面解决消落
带治理中存在的技术问题，达到恢复消落带生态系统
正常功能的建设目标，还需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进一步
验证、监测、优化和研究。
［ 参考文献］

态护坡研究［ Ｊ］ ．人民珠江，２００７（３） ：２０－２１．
术研究［ Ｊ］ ．中国水土保持，２００６（７） ：１７－２０．

［ 作者简介］ 陈三雄（１９７６—） ，男，湖北黄冈市人，高级工程师，
博士，主要从事矿区生态恢复、南方水土流失治理
技术研究。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０－１５

（ 责任编辑

徐素霞）

［１］ 汤显强，吴敏，金峰．三峡库区消落带植被恢复重建模式探


（ 上接第 ２２ 页） 时间发现水污染问题，并及时处置到
人才，加快推进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应用环境监测网
位，防止危害扩大。

３．５

络、污染源自动监控等信息化新技术，对排查出的环境

建立健全石油开发生态补偿机制

安全隐患逐一整治，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 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

力；要强化部门间协作配合，实行多部门联动执法检

理，谁受益谁补偿” 的原则，逐步建立资源开发生态环

查，切实加强石油开发环境监督管理，对石油开发全过

境保护补偿机制，对石油开发企业征收相应的生态补

程进行跟踪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提高石油开发环

偿费，并将该资金用于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恢复，使石

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水平。

油开发项目真正富国富民。

３．６

持续加大石油开发环境监管力度
县能源、国土、环保、林业、水利、水保等相关职能

部门，要强化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建立专项基金，加
大石油开发环境监管力度，引进高端科技设备、技术和

［作者简介］ 杜小龙（１９６５—） ，男，甘肃泾川县人，工程师，主要
从事水土流失治理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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