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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风能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型能源，云南省风电场项目建设在实现本省风电规划目标的基础上，为我国实现向

低碳、清洁的能源机制转变做出了贡献，其中大理州是云南省风能资源最丰富的 １６ 个州市之一。 在风电场工程建设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扰动地表和破坏植被，导致水土流失加剧。 清水朗山风电场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设计，
规范过程管控，积极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防治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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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日益重视，以及能
源利用结构调整的持续深入

［１］

，我国能源供应和消费

在逐步向低碳、高效、环保的方向迅速转变，风能发展
已成必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风能资源的开发利
用已经成为世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方式之一

［２］

。

云南省风能资源丰富，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云南省风力

发电量达 ８９ 亿 ｋＷ·ｈ，相当于节约标煤约 ２７９ 万 ｔ，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６６９ 万 ｔ；风力发电最高负荷达

５４９ 万 ｋＷ，创历史新高。

云南风电发展突飞猛进，一则因为云南风电开发

支线道路） 、进场道路 ５ ｋｍ、集电线路 ２６ ｋｍ，共启用 ６

个弃渣场和 １ 个生产生活区。 于 ２０１３ 年底正式开工
建设，２０１５ 年初建成投入运行。 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
工作重视，在项目前期及时开展了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开工前及时委托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并在施工过程
中委托相关单位开展了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于 ２０１６

年底顺利通过了云南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
２

风电场工程建设特点
根据场区地形起伏情况和风能资源分布特点，清

较晚、基数小，二则因为云南作为水电大省，有“ 风水互
补” 的优势，即每年 １０ 月至次年 ４、５ 月的枯水期恰好

水朗山风电场主要沿垂直于主导风向的山脊布置风电

州市之一，近年来逐步进入风电开发的高峰期。 风电

程建设土建工程量较大，且生态破坏比较严重；每台风

场工程建设周期短，土建工程施工期间扰动剧烈，特别

机的安装位置为一相对独立的施工点，整个施工区范

是道路工程挖填、风机平台建设和弃渣场及集电线路

围较大，施工点多而分散，风电机组安装平台所需面积

是大风季。 大理州是云南省风能资源最丰富的 １６ 个

沟槽开挖等施工活动，在大风及降雨双重外营力的作
用下，极易产生水土流失，破坏周边植被和土壤生产力

机组，风机以单排布置为主，整个风电场呈条带状。 工

较大 ［３］ ；集电线路区与风机机组区建设特点相似，以施
工点多且分散为主要特点；升压站站址选择在地势相

等。 笔者以中国国电大理清水朗山风电场工程为例，

对开阔和平缓地带，且占地面积相对较大；为满足施工

对大理地区风电场的水土流失特点及水土保持措施设

及大件运输需要，新修大量的进场道路及场内道路，导

计进行总结，旨在为类似地区风电场工程水土流失防

致挖填土石方量较大，且难以恢复；施工生产生活区选

治提供借鉴。

择在交通便利、地势开阔的平坦处，相对容易治理。 清

１

工程概况
大理清水朗山风电场位于大理州云龙县与洱源县

交界的清水朗山一带的近似南北走向的山脊上。 风电

水朗山风电场工程建设特点见表 １。

３

风电场工程水土流失特点及环节
该工程对地表扰动整体以线性为主，呈现点、线、

场安装单机容量为 １．５ ＭＷ 的风力发电机组 ３３ 台，总

面共存状态，水土流失分区明显。 风机机组区和集电

内道路 ２２．５６ ｋｍ（１６．３５ ｋｍ 的主线道路和 ６．２１ ｋｍ 的

场区主要为面状，而道路工程区则以线状为主；扰动区

装机容量 ４９．５ ＭＷ。 新建 ２２０ ｋＶ 升压站 １ 座、新修场

线路区以点状为主，升压站和施工生产生活区及弃渣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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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清水朗山风电场工程建设特点

项目组成
风电场

建设特点
重

场址处于山脊，土建工程量大，生态破坏严

风机机组区

施工区范围大、施工点多且分散

集电线路区

各塔基施工条件差，且施工点多而分散

升压站区
进场道路
道路工程区
场内道路

站址面积较大，选择在地势相对开阔和平缓
地带
路

原生植被破坏严重，且恢复难度大
布设在交通便利、地势开阔的平坦处，便于
治理

属西南土石山区，土壤侵蚀现状以水力侵蚀为主。 但
工程建设对原地表扰动后，除可能产生水蚀外，还可能
产生风蚀，主要因工程扰动区位于山脊，常年风速大，
为风蚀的发生提供了驱动力。 工程建设周期相对较
短，引起水土流失的主要时段为场地平整、基础开挖、
回填等土建工程施工，水土流失主要集中于风机机组
区、道路工程区和弃渣场区。
工程施工期间，各区开挖扰动会造成水土流失，项
目建成后大部分地表被建筑物占压使用或被硬化，部
分植物措施不能立刻发挥应有的防护作用，如遇强降
雨等极端天气仍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水土流失。 水土流
失主要环节见表 ２。
表２

清水朗山风电场工程建设水土流失主要环节

防治分区

风机机组区
集电线路区
升压站区
道路工程区
弃渣场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４

水土流失环节
土

难度大，在施工前对表土进行剥离、收集，并对长势较
好的灌草进行移植，用于后期植被恢复。 在施工过程
中考虑因降雨引起临时裸露堆土的面蚀和沟蚀及大风
天气引起的风蚀，对临时堆土采取临时挡护和遮盖措
施。 首先对风机安装平台进行场地平整，其次为了增
加场地地基及边坡的坚实性和稳定性，减少崩塌、滑坡
发生的可能性，对部分场地进行浆砌石挡护。 开挖后
形成的土质边坡点播草籽进行绿化，岩质边坡进行削

动用土石方量最大，边坡条件复杂，且恢复
难度最大

弃渣场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在满足运输条件的基础上，尽量利用现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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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箱变、安装平台施工扰动区和临时堆
电杆埋设、集电线路架设、基础开挖
场地平整及临时堆存表土

坡使其达到稳定；回填边坡覆土撒播或条播进行植被
恢复；风机平台采用碎石铺垫和撒播草籽进行绿化，碎
石铺垫的面积占整个平台面积的 １ ／ ３，撒播草籽绿化
的面积占整个平台面积的 ２ ／ ３，碎石铺垫部分将风机
机组与施工道路连接在一起，另在风机平台外围布设
排水沟，避免因汇水引起平台边坡发生沟蚀。

４．２

集电线路区
集电线路区水土流失形式基本同风机机组区，但

规模相对较小。 该区域地表扰动较轻，施工前不剥离
收集表土，以减小地表扰动程度和表土堆存期可能产
生的水土流失，但需注意土方开挖堆存及回采工序，使
原有表土回铺后仍处于表层；为保证施工过程中形成
的坡面稳定及塔基安全，在部分坡面布设截水沟，坡脚
布设挡土墙。 对临时裸露堆土考虑遮盖措施，以防降
雨引起的面蚀和沟蚀；施工结束后，除永久建筑占地
外，对其他扰动地表以种草的方式恢复植被。

４．３

升压站区
该工程升压站选址于地势相对平缓的山坡上，场

地平整采取顺坡挖填平整，周边会产生一定的开挖、回
填边坡，边坡高度均小于 ３ ｍ，不属于高边坡。 只考虑

道路路面及边坡的防护

在开挖和回填边坡坡脚处修建挡土墙；在升压站上坡

弃渣及临时堆存表土

面布设截排水沟，并在截排水沟末端布设消力池和站

场地平整及临时堆存表土

内雨水收集池等；考虑后期植被恢复难度大，在施工前
对升压站区内的表土资源进行剥离，用于后期植被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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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对开挖后形成的土质边坡点播草籽进行绿化，回填

根据不同防治分区的水土流失特点，结合主体工

边坡采取覆土撒播或条播方式进行植被恢复。 对升压

程设计，按照突出重点与全面规划相结合、工程措施与

站内未利用土地进行“ 园林式” 绿化，对临时裸露的堆

植物措施相结合、永久措施与临时措施相结合的原则，

存表土进行遮盖和拦挡。

配置适合各防治区的水土保持措施

［４］

。 在布设该工程

水土保持措施时，认真落实了水土保持方针，并从工程

４．４

道路工程区
道路工程安全与畅通是保障风电场顺利建设及运

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服务于工程建设和运行为基本出

行的基本条件，为有效维护道路路基的稳定，防止滑坡

发点，进行了水土保持措施设计。

发生，威胁施工及生产安全，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４．１

风机机组区
风机机组区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基

础开挖环节。 由于该区位于山脊，考虑后期植被恢复

（１） 表土剥离。 考虑后期植被恢复难度大，在施

工前剥离表土，并对长势好的灌草进行移植，用于后期
植被恢复。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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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截 排 水 及 消 能 措 施。 对 大 面 积 切 割 山 坡 路

较大。 因此，需要加强对项目区原生植被的保护，尽量

段，在开挖边坡坡顶设置截水沟，防止坡面径流冲刷、

避免破坏原有植被，施工前做好原有植被的移植工作。

侵蚀挖方边坡和路堤坡脚，避免引起滑坡。 为排泄边

在后期植被恢复中，充分利用场区已有的植被资源，不

坡及路面径流，在道路内侧设浆砌石排水沟。 路面雨

仅能减少苗木购买和运输成本，而且易成活。

水通过横坡迅速排出（ 路面横坡为 ２％） ，进入路面边

沟，再由排水沟引至路基外。 考虑到项目区位于山顶，
地表水系不发育，地下水埋藏较深，为保证后期植物成
活率，便于抚育管理浇水等，还增设了集水蓄水设施。

（３） 道路边坡治理。 对于坡度较大，边坡不稳定

的石质开挖边坡，先进行分台削坡，后在坡脚布设浆砌
石挡墙，最后采用钢丝网护坡；对于土质开挖边坡，先
在坡脚设置挡土墙，后在坡面穴播种草并加盖无纺布，
最后采用竹条固定，以减小风力对无纺布的破坏，提高
草的成活率；对于自然放坡且回填土层较薄的回填边
坡，先按一定等高距设置木桩固坡，后种植灌草，构建
结构稳定的植物群落；对于坡度较大、边坡不稳定的回

在树草种选择时，尽量选择乡土树草种。 该工程
建成后，因植被恢复效果不理想，建设单位协同施工单
位在场内道路 Ｋ０ ＋ ７００ 左侧缓坡处设置了树草种“ 试
验田” ，“ 试验田” 选择于迎风面，土壤相对贫瘠。 “ 试
验田” 占地面积 ０． １２ ｈｍ ２ ，树草种选用了当地的水冬

瓜、香杉、高山杜鹃、华山松、高羊茅、黑麦草、狗牙根、
三叶草等乡土树草种。 经过近 １ 年的试验，长势较好
的乡土树草种为高山杜鹃、香杉、华山松、高羊茅和黑
麦草等。 “ 试验田” 为后期植被恢复提供了重要技术
支持和保障。
６

结

语

填边坡，先在坡脚设置挡土墙，后分台削坡，并按一定

云南省风电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

等高距设置抗滑桩，最后覆土种植灌草。 分级固坡在

坏，甚至一度被暂停审批，可见风电场建设带来的危害

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坡面水力冲刷造成的水土流失，

之大、水土流失之严重。 笔者通过对大理州清水朗山

有利于植被恢复。

风电场工程建设特点、水土流失特点、水土流失环节进

（４） 行道树。 在平缓路段双侧栽植行道树，其他

行分析，探讨了水土保持措施设计，为大理地区风电场

路段则只在道路外侧栽植行道树。 行道树选取乡土树

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及建成后的植被恢复提供参

种，并尽可能利用项目区现有灌木进行移栽。

考，以减少大理地区风电场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

４．５

弃渣场区
弃渣场设计遵循“ 先拦后弃” 原则，并根据弃渣场

防护标准、渣场容量及最大堆高、渣场的地形条件等，
选取不同断面的挡土墙对各渣场进行挡护；根据上坡
面汇水面积大小布设截水沟，结合渣场平台及边坡分
台情况布设排水措施，并配套消能措施；对弃渣形成的
平台及边坡采取灌草结合的方式恢复植被。

４．６

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相对平缓，地势开阔。 场地

平整未形成挖填边坡，对地表扰动较轻，以占压为主。
在施工前对表土进行剥离，并对长势好的灌草进行移
植，用于后期植被恢复；施工过程中对临时裸露堆存表
土进行防护，并在场内布设临时排水措施，防止降雨引
起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对场地进行整治，并覆土恢复
植被。
５

坏。

关于类似工程植被恢复的几点建议
大理地区风电场工程基本处于山脊、 山坡， 风速

大，地表水不发育，植被一旦被破坏，后期的恢复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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