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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藏区风电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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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肃藏区主要涉及甘南藏族自治州及天祝藏族自治县，该区域存在着水土流失加重、水源涵养功能减弱、植被

覆盖度下降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问题。 近年来，不断增加的生产建设项目，对本就处于退化状态且自我修复能力很
差的草原造成了严重破坏，产生了大量的水土流失。 以甘肃藏区天祝县境内松山镇鼎盛松山滩风电场一期工程为例，分
析了风电场不同防治分区的水土流失防治技术，重点介绍了草皮剥离、回铺技术和道路截渗水沟技术在该区应用的特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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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藏区主要涉及甘南藏族自治州及天祝藏族自

形成大量裸露边坡和弃渣，地面坡度发生改变，使表层

治县，是三大高原接壤地带，物种资源非常丰富，是中

土裸露或形成较为松散的堆积体，破坏了原生植被和

国北方野生动物分布“ 偏高值区” 和中国植物区系分
区系统的中国 －日本、中国 － 喜马拉雅及青藏高原三个

地面稳定性，造成土壤结构改变、土壤含水率下降，地
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完全消失。

植物亚区的接壤区。 甘肃藏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
境脆弱，水土流失逐年增加，生态系统不断退化，人为
不合理的生产建设活动是主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随
着生产建设项目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开发建设造成的
水土流失不可忽视。 基于此，我们以天祝县境内松山

图１

镇鼎盛松山滩风电场一期工程为例，对甘肃藏区风电
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技术开展研究。
１

风电场项目水土流失成因和类型分析
风电场风机基础为多点式开挖，对本就处于退化

状态且自我修复能力很差的草原造成严重破坏，产生
大量的水土流失。 一般风电场的建设流程可以概括
为：首先，修建场内道路，平整场地；其次，进行集控中
心、箱变及风力发电机组基础施工，同时还有一些临时
设施需要布设、施工；再次，埋设电缆、架设高压线、集
控中心绿化；最后，风电场投入运行（ 图 １） 。

项目区属风力与水力复合侵蚀区。 对松山镇鼎盛

松山滩风电场的调查研究发现，风电场建设对原地貌
破坏和扰动强烈，形成很多基坑、临时堆土等新的土体
结构松散的再塑地貌。 开挖表土破坏了原地貌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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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１

风电场建设流程

风电场不同分区的水土流失程度分析
占地面积

鼎盛松山滩风电场一期项目总占地 ６３．９４ ｈｍ ２ ，其

中永久占地 ２３．６０ ｈｍ ２ 、临时占地 ５０．３４ ｈｍ ２ 。 占地类
型中天然牧草地 ３８．４０ ｈｍ ２ 、其他草地 １６．８６ ｈｍ ２ 、旱地

４．７２ ｈｍ ２ 、农村道路 ３．５４ ｈｍ ２ 。

将项目区分为风机及箱式变压器区、集电线路区、

道路工程区、集控中心区、施工生产生活等 ５ 个防治分
区。 各防治分区特征见表 １。

各防治分区地表扰动面积的比例从大到小为：道

路工程区（６４．８６％） 、风机及箱式变压器区（ １６．８１％） 、
集电线路区（ １６． ０１％） 、集控中心区 （ １． ７６％） 、施工生
产生活区（ ０．５６％） ，道路工程区和风机及箱式变压器
区施工扰动面积占整个工程施工扰动面积的 ８１．６７％
（ 表 ２） 。

２．２

土石方挖填量

从表 ２ 可看出，鼎盛松山滩一期风电场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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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分区特征

表１

风电场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特征
水土流失特征

水土流失防治重点区域

风机及箱式
变压器区

基础开挖、回填及机组吊装等施工活动， 形成基
坑，造成地表植被消失；临时堆土及扰动区产生风、
水复合侵蚀

工程分散布置，点多、面广，但每
处占地及扰动类型一致，地貌类型
相同

基础开挖土堆放、施工扰动区

集电线路区

电缆沟开挖回填，土方在临时堆放过程中易发生
风、水复合侵蚀

属线性工程，电缆沟开挖回填扰
动强烈，施工期易发生水土流失

电缆沟堆土及施工扰动区

道路工程区

路基清基、平整、碾压破坏和扰动了原地貌，并形
成临时堆土，易发生风、水复合侵蚀

属线性工程，影响范围较大，施工
期易发生水土流失

路基两侧表土堆放、施工扰动区

集控中心区

建筑物基础开挖、回填等施工活动，形成基坑、临
时堆土，扰动区产生风、水复合侵蚀

占地集中，建筑物施工扰动集中、
强烈，施工期易发生水土流失

基础开挖土堆放、场地平整及施
工扰动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期场地平整、混凝土搅拌过程中易发生以风
力为主的侵蚀

占地集中，扰动时间较长，地貌类
型相同

表２

风机及箱式变压器区
集控中心区
道路工程区
集电线路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合

鼎盛松山滩风电场一期建设项目施工扰动特征及土石方开挖量

地表扰动面积
比例（ ％）
（ ｈｍ２ ）

防治分区

计

挖方
数量（ ｍ ）
３

比例（ ％）

数量（ ｍ ）

８．５２

２５ ４４０

６４．８６

１７５ ２８８

５９．４６

１９２ ８０６

５７．８１

０．３６

０．５６

１ ８００

０．６１

１ ８００

０．５４

１０．２４
６３．９４

１６．０１
１００

１０ ２８３

２９４ ７８８

１０２ ８０２

比例（ ％）

４１．４７

２５ １１９

２７．９２

借方

１６．８１
１．７６

８２ ２９８

填方
３

１０．７５
１．１２

表土堆放区、施工扰动区

３．４９

１０ ６５８

１００

３３３ ５０６

３０．８２
７．６３
３．２０
１００

数量（ ｍ ）
３

２０ ５０４
３２１

比例（ ％）
５７．３１
０．９０

１４ ５８０

４０．７５

３５ ７８０

１００

３７５

１．０５

土石方开挖总量２９．４８万 ｍ ３ ，填方量 ３３．３５ 万 ｍ ３ ，借方

平坦开阔，应该严格控制各种车辆的行车路线，避免车

所占比例从大到小为：道路工程区（ ５９．４６％） 、风机及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发挥效益。

量 ３．５８ 万 ｍ （ 均为外购砂石料） 。 各防治分区挖方量
３

箱式变压器区（２７．９２％） 、集控中心区（ ８． ５２％） 、集电
线路区（３．４９％） 、施工生产生活区（ ０． ６１％） 。 工程建
设过程中，风机区和道路区的开挖量占工程总开挖量
的８７．３８％，这两个区域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区域，
同时也是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区域。
３

３．１

甘肃藏区风电场水土流失防治技术探析
不同阶段的防治要求

（１） 施工阶段。 在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扰动地

辆肆意行驶，破坏草原；对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定期巡查，
３．２

３．２．１

不同防治分区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风机及箱式变压器区

风机基础开挖时，应避免切坡开挖，尽量不在雨

季、风季开挖基础，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先将表层腐殖土
和表层植被剥离，剥离厚度控制在 ３０ ｃｍ。 把剥离的
腐殖土和表层植被先期分层堆放在风机吊装场地，施
工期进行洒水养护。 风机基础施工结束后在周边扰动
破坏较为严重的区域和原来植被覆盖较稀疏的区域，
撒播草籽促进风机区植被恢复。 剥离表土全部采取机

表范围，合理有效地配置水土保持措施，积极控制并减

械剥离的方式。 遇强降雨时应停止施工，避免松散土

少工程建设新增水土流失量，有效保护甘肃藏区生态

体崩塌对施工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做好风机周边场地

环境，最终实现区域开发与生态建设的双赢。 在施工

的截、排水，避免风机场地下部被掏空，影响基础的稳

阶段须注重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永久措施与

定性。 对施工期每个风电机组区临时堆放的土方，采

临时措施相结合，点、线、面相结合的原则，形成布局合

用苫布或草帘满铺覆盖的方式防止雨水冲刷或大风造

理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 防治体系的配置按照系
统工程原理，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单项与综合、近期与
远期的关系，力争做到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可操

成水土流失。

３．２．２

集控中心区

集控中心区一般都会选择建在地势比较平坦的区

作性强。 在分区布设防护措施时，既要注重各防治分

域，土石方挖填基本平衡。 集控中心在建设期间需修

区的水土流失特点、防治重点和要求，又要注重各防治

建围墙，这样能有效防止外部的雨水流入场内；集控中

分区的关联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心建成后，除建筑物外，内部道路及广场全部硬化，以

（２） 运行阶段。 风电场运行期间，应注重原生态

防止裸露空地水土流失。 施工期集控中心基础开挖产

环境保护，此时布设的水土保持措施都已开始发挥效

生的临时堆土，用彩条布苫盖，四周用装土编织袋进行

益，应避免对这些区域的二次扰动；甘肃藏区地势相对

拦挡。 施工期末采取乔灌草结合方式进行绿化美化。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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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集电线路区

集电线路区扰动地表面积不大但分散。 集电线路

基础施工时，混凝土基础占据了基坑的大部分，使基坑
回填后产生一定量的余土。 由于草原区集电线路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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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草皮剥离

草皮剥离首先注意季节的选择，尽量选择气候较

湿润、降雨较丰富的季节，一般为每年的 ５—８ 月。 此
时段通常是草地植物的分蘖期与结实期，即草地植物

位置地势较平坦，且余土量较小，因此可将余土堆积在

贮藏的营养物质含量相对较高的时期，该季节植被生

塔腿之间和线杆四周，并夯实压固，以备沉降。 待集电

命力最强，同时气候温暖，植物免受冻害、旱害，易于成

线路区塔架架设完成后，对塔架下方进行土地整治，不

活。 其次，剥离时应严格控制好开挖的深度，必须开挖

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施工期在主体集电线路塔架、混
凝土线杆埋设施工过程中，对挖方临时堆土表面用防
护网苫盖，并在土堆的坡角处用装土草袋进行压边，考
虑到本工程集电线路比较长，因此装土草袋可以循环
利用。 施工期末撒播适生草籽促进植被修复。

３．２．４

场内道路区

风电场施工时，原则上应尽量利用原有道路，将原

有道路进行拓宽和平整，减少对原地貌的破坏。 对挖、
填方边坡的处理既可以减少道路边坡水土流失，又可
以更好地加固路基边坡。 在道路两侧修筑排水沟，将
坡面径流和路面积水直接排入道路旁的排水沟内，保

到根系层以下并保留 ３ ～ ５ ｃｍ 的裕度，以保证根系完

整并与土壤良好结合，确保草皮具有足够的养分来源。
根据甘肃藏区草甸的根系深度估算，开挖的深度控制

在 ３０ ｃｍ 左右。 再次，草皮剥离时严格控制分块大小，
最小边长不应小于 ２５ ｃｍ，防止分块过小切断植物根
系导致草皮枯死，同时为便于搬运，其最大边长尽量控
制在 ５０ ｃｍ 以内。 草皮剥离后，下层有机土对植被的
回植成活十分重要，应将其清理集中堆放，以便回植草
皮时使用。

４．１．２

草皮临时堆存防护

为保证草皮的活性，草皮剥离季节一般选择在春

证径流能顺畅排走。 施工期在道路区还需对临时堆土

夏季节，不容忽视的是，该季节正是当地雨季，剥离的

进行苫盖和用装土草袋进行拦挡，施工结束后清理场

草皮和表土若不加以防护，将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

地并对道路影响区进行土地整治。 施工期末撒播适生
草籽促进植被修复。

３．２．５

施工生产生活区

草皮临时堆存时，应尽量选择背风且地势平坦地
段。 项目区主风向为西北和东南方向，选择在西北和
东南主风方向设置土袋临时挡墙，草皮表面以防风透

施工生产生活区地势较平坦，挖填基本平衡，几乎

气的密目网进行覆盖，避免大风带走草皮蓄含水分，保

不产生弃方。 施工结束后，拆除施工临时建筑物，进行

证草皮存活；表土堆表面用防雨布进行全面覆盖遮挡，

土地整治。 施工期需要对临时堆土、沙料表面苫盖防

避免风力扬沙。 为了减少坡面来水对地表造成冲刷，

护网，并在土堆的四周用石头或砖压边。 施工期末撒
播适生草籽促进植被修复。
４

甘肃藏区风电场水土流失防治技术的特殊性
风电场建设中进场道路、吊装平台及风机机位等

的开挖回填和其他施工活动会对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

在上游侧土袋挡墙周边 ０．５ ～ １．０ ｍ 的范围内布置临时
排水沟，临时排水沟采用梯形断面，底宽 ０．３ ｍ、深 ０．３

ｍ，坡比为 １ ∶ ０．５，开挖完成后需进行过流面夯实。 临
时排水沟通往临时沉沙池，临时沉沙池顺接至自然沟
道内或地势低洼处（ 图 ２） 。 在草皮临时堆存区域洒
水，保持土壤湿润，区域周围设置水沟，保证草皮的需

造成扰动，特别是对原生湿地和草甸的破坏，会引发剧

水量，并可将降水及时排走，避免草皮长期处于淹没状

烈的水土流失，如果不加以有效治理，那么会使该区域

态而腐烂死亡。 必要的时候，可在水中添加草皮生长

水土流失状况持续恶化。 甘肃藏区所处区域的特殊性
决定了其水土流失防治技术也有自身的特殊性。

４．１

所需的肥料， 帮助草皮度过脆弱的 “ 假植” 期。 施 工
时，尽量缩短草皮的临时堆存时间，一方面可提高剥离

草皮剥离、回铺技术

草皮的成活率，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因上层草皮长期占

草皮剥离技术重点包含开挖区域表土剥离技术、

压覆盖导致原地表未剥离的草皮死亡。

堆放点草皮保育技术和再造技术。 草皮剥离阶段要尽
量避免对土壤结构的破坏；草皮保育是剥离的关键和
重点，重点防止堆放过程中产生土体滑坡、雨后冲蚀和
坍塌、草皮结构破坏，以保证施工期末回铺；草皮再造
重点是将剥离的草皮进行回铺，恢复原有的水土保持
功能，合理使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使草皮回铺后达
到最佳的生长状态。

图２

表土堆存防风、防水示意

（ 下转第 ３３ 页）

３３

张杰等：湖北省水土保持区划方法探讨

流失类型区划分比较协调，不再进一步划分；对其他的
三级区采用 Ｗａｒｄ 聚类分析法进行分析。 最终共划分
为 １３ 个湖北省二级区。

（３） 参考《 全国水土保持区划导则（ 试行） 》 ，对形
成的湖北省二级区进行分析评价，确定各区主导的水
土保持功能，采用多段式命名法命名划定的湖北省二
级区，形成湖北省水土保持区划成果。 从区划成果来
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湖北省地区特色和湖北省水土
保持特征，其结果可为编制《 湖北省水土保持规划》 奠
定重要基础。
［ 参考文献］
［１］ 赵岩，王治国，孙保平，等． 中国水土保持区划方案初步研
究［ Ｊ］ ．地理学报，２０１３，６８（３） ：３０７－３１７．

①—鄂西北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②—鄂西

大巴山荆山山地生态维护区；③—鄂北岗地农田防护区；④—鄂西大巴
山南坡保土区；⑤—大洪山丘陵保土区；⑥—鄂东北低山丘陵水源涵养
保土区；⑦—鄂西南武陵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⑧—江汉平原西部丘陵
人居环境维护农田防护区；⑨—汉江平原农田防护区；⑩—鄂东孝－汉－
黄城市群丘陵人居环境维护区；
—鄂东沿江丘陵平原农田 防护区；

—荆南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


—鄂东南山地丘陵保土生

态维护区

图２

湖北省水土保持二级区划

［２］ 承志荣，王新军，王雪晴，等．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江苏省

水土保持区划指标体系研究［ Ｊ］ ． 水土保持通报，２０１３，３３
（６） ：１８１－１８６．

［３］ 李瑞，李勇．层次聚类分析法在贵州省水土保持四级区划
中的应用［ Ｊ］ ．中国水土保持，２０１３（２） ：２１－２２．

［作者简介］ 张杰（１９７２—） ，男，湖北武汉市人，高级工程师，学
士，主要从事水土保持规划咨询及方案编制工作。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０４

（ 责任编辑

李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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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道路截渗水沟技术
４．１．３ 草皮回铺
土质截渗水沟不适宜在进场道路段布设，进场道
回铺草皮时，先回填有机土层，并保证回铺平顺，
路为永久路面，修建土质排水沟不利于进场道路运行
使草皮根部与土壤无缝衔接；草皮回铺后，草隙用腐殖
安全，同时将增加进场道路占地。 土质截水沟适宜布
土填塞密实；回铺和填缝均为人工操作，可将草皮轻轻
设在场内检修道路，开挖边坡比按 １ ∶ １．５，开挖后排水
拍实，防止翘角和鼓包。 在大风大雨季节，还应采取竹
沟上口宽大于 １．２ ｍ。 项目区地貌类型属山前冲洪积
制或木制梢钉对草皮加以固定，防止草皮随下部土层
平原，海拔 ２ ７５０ ～ ２ ９５０ ｍ，相对高差 ２００ ｍ，山势平
流失而发生位移。
缓，沟谷较少，场内道路坡面汇水面积不大，但考虑到
４．１．４ 草皮植后养护
短时强降雨形成的汇流对道路路基会产生一定的冲
根据实际环境条件和回铺草皮生长发育的季节需
刷，对施工期车辆行驶及运行期检修造成不便，因此应
要，适时对其进行施肥、浇水养护，以满足其对养分和
该在道路迎水面一侧开挖土质截水沟。 截水沟会将雨
水分的需要。 回铺后的草皮比较脆弱，需要一段时间
水排至低洼处，因此修筑截水沟时，应因地制宜，顺接道
才能与底层土壤结合，因此在草皮回铺后 １０ 天内，尽
路两侧自然沟道或者将截水沟接至场内地势低洼处。
［ 作者简介］ 杜欣泽（ １９７８—） ，女，甘肃临洮县人，工程师，学
量减少对回铺草皮区域的人为或外力扰动，草皮恢复
士，主要从事水土保持科研工作。
较差区域需要相应延长养护期限。 上层草皮回铺后，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５－１０
及时清除下层原生植被上洒落的腐殖土，恢复原有植
（ 责任编辑 孙占锋）
被的生长环境，促使其及时返青。


赣州市南康区举行水土保持进校园启动仪式

赣州市是全国水土保持改革试验区，水土保持知
识进中小学校是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的要求。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赣州市南康区在该区实验小学举行
了水土保持进校园启动仪式。 在校长主持下，参加仪
式的 ３００ 名小学生统一穿着校服进行了“ 我是水保小

卫士” 的宣誓。 仪式结束后演出了欢乐快板《 赣南水
保谣》 等宣传水土保持的文艺节目。 该仪式是南康区
水土保持进城区学校的启动仪式，标志着该区水土保
持改革试验区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奚星晶 （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水土保持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