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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近年来，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发展迅速，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最大的国

家。 然而，随着抽水蓄能电站规模的日益增大，其施工过程中带来的水土流失问题也日益突出，若不妥善防治，不仅对周
边生态环境、景观和水系等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会影响建成后电站旅游业的发展。 针对抽水蓄能电站的水土流失问题，
在分析抽水蓄能电站水土流失特点及危害的基础上，提出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思路，并对不同的防治分区分别制定了有针
对性的水土保持措施，以期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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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蓄能电站是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电能抽水

资源。

至上水库，在电力负荷高峰期再放水至下水库发电的

抽水蓄能电站扰动面积大，土石方挖填数量多，其

水电站，又称蓄能式水电站。 它具有调峰填谷、调频、

开挖、填筑、机械碾压、车辆运输、弃渣堆放等一系列施

事故备用、调压（ 调相） 等多种功能，在电力系统中发

工活动破坏地表，改变原有地形地貌，使地表原有的水

挥着重要的作用，可配合风电、核电等电源并网运行，

土保持功能大大降低或丧失；电站开挖、填筑、临时堆

。 近年来我国抽

置等形成的裸露面及高陡边坡，在降雨、风力和重力等

站装机容量已达到 ２ ７７３ 万 ｋＷ， 在 建 机 组 ３ ０９５ 万

水系行洪及水质、后期旅游业发展等产生不利影响，甚

ｋ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抽水蓄能电站装机容量最大的

表土等在堆置过程中，若不采取防护措施或防护不当，

亦可作为受端负荷中心的支撑电源

［１］

水蓄能电站发展迅速，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抽水蓄能电

外力作用下产生的水土流失，对周边环境、自然景观、

ｋＷ，此外处于可研（ 预可研） 阶段项目规模近 ５ ０００ 万

至可能造成滑塌，影响工程安全；电站弃渣、中转料和

国家。 然而，随着抽水蓄能电站规模的日益增大，其施

则极易造成水土流失，甚至引起边坡失稳，对堆放场地

工过程中带来的水土流失问题也日益突出，若不妥善

下游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防治，不仅对周边生态环境、景观、水系等带来较大的

２

不利影响，而且会影响建成后电站旅游业的发展。 因

抽水蓄能电站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思路

此，做好抽水蓄能电站的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显得尤为

首先，根据抽水蓄能电站的工程布局、施工扰动特

重要和迫切，此项工作也越来越得到建设单位的高度

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和水土流失影响等，

重视。

遵照分区原则及分区方法进行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一

１

般分为枢纽工程区、交通设施区、料场区、弃渣场及中

抽水蓄能电站水土流失特点及危害
抽水蓄能电站为点型开发建设项目，一般由上水

库、下水库、输水系统、泄洪建筑物、厂房、开关站、水库
淹没区、永久道路、临时道路、料场、弃渣场、中转料场、

转料场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和移民安置区。 同时，根据
《 开发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流 失 防 治 标 准 》 （ ＧＢ ５０４３４—

２００８） 确定水土流失防治等级和制定防治目标。 其次，
在对工程现场及周边同类工程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

表土堆存场、施工生产生活区、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复

合工程平面布置和施工方法、工艺，分析各防治分区水

建区等组成，具有占地面积大、土石方挖填数量多、弃

土流失特点及产生水土流失的环节。 最后，对各防治

渣量大、工期长、投资多等特点。 此外，电站一般选择

分区制定有针对性的水土保持措施，重点做好弃渣场

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区域布置，有的甚至就建在风景旅

和交通设施区的防护措施设计，以期达到水土流失防

游区，电站建成后即可融入景区，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

治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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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对较缓的边坡实施生态护坡措施，如 ＴＢＳ 生态护
坡、拱形骨架植草护坡等。 此外，由于抽水蓄能电站一

枢纽工程区

般位于山区，道路所处地形一般较陡，施工过程中不可

枢纽工程区一般包括水库大坝、库盆、输水系统、

避免会造成土石渣顺坡滚落，不仅压埋下边坡植被，也

泄水建筑物、厂房和开关站、水库淹没区等，该区水土

可能产生大量水土流失。 因此，道路施工前，要对局部

流失环节主要集中在库周、大坝、隧洞、泄水建筑物、厂

高陡坡坡脚实施临时拦挡措施，施工期间不定期清除

房及开关站等的开挖填筑活动。

下边坡堆积的土石渣。

为保护表土资源，施工前须对表土进行剥离并集

对于临时道路，为防治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

中堆置至表土堆存场进行防护，表土层的厚度一般为

失，与永久道路一样也要在施工期间设置截排水沟、边

２０ ～ ４０ ｃｍ，具体剥离厚度通过土壤调查确定，一般耕

坡防护、下边坡拦挡及浮渣清除等措施，但防护标准可

地和园地剥离厚度较大，林草地剥离厚度较小，耕地和

低于永久道路。 此外，临时道路使用完毕后要进行土

园地的表土必须剥离，林草地的表土剥离量建议根据

地整治，按原有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迹地恢复后交还地

工程所需回覆量确定。 其余防治区均须采取表土剥离

方。

措施，剥离方式与之相同，后面不再赘述。
为防止边坡上游汇水冲刷坡面， 考虑沿库岸、 坝

３．３

料场区
料场区水土流失环节主要集中在料场开采期间。

肩、坝坡、洞口、厂房及开关站等边坡边界外侧布设截

为防止上游来水冲刷施工作业面，考虑在料场开采边

水沟拦截、导排；对坡面采用喷混、锚杆支护、混凝土网

界外侧设置截水沟；为排导坡面自身汇水，考虑在开挖

格植草护坡等防护手段，边坡较高时，分级布置马道，

坡面马道内侧设置排水沟，排水沟两端与边坡截水沟

马道内侧设置排水沟，排水沟两端与截水沟相接，最终

相接，最终汇入周边自然水系。 在料场开采结束后，在

汇入周边自然水系。

确保开挖边坡稳定的基础上，对料场平台、马道及开挖

考虑到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后大多兼有旅游观光功

坡面进行清理和修整，并实施绿化措施，以保持水土和

能，进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时要在充分考虑水土保持

改善生态环境，如平台种乔灌木、坡面生态护坡等。 当

功能的基础上，兼顾景观美化的要求。 因此，对大坝坝

料场位于库周时，位于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的开挖边

肩、库周、洞口等硬质边坡实施边坡绿化措施，边坡绿

坡和平台蓄水后将被淹没，可不采取植物措施。

化措施类型众多，一般采用生态护坡和马道种植槽绿
化等形式。

３．２

３．４

弃渣场及中转料场区
弃渣场及中转料场区一般包括弃渣场、中转料场

交通设施区

和表土堆存场，水土流失环节主要为弃渣、中转料和表

交通设施区一般包括永久道路和临时道路。 其中

土堆置活动，该区也是抽水蓄能电站水土流失重点防

永久道路主要为电站运行期还继续使用的道路，如上

治区域之一。 受所处的地理条件限制，抽水蓄能电站

下库连接道路、至开关站道路等；临时道路仅为施工期

工程弃渣综合利用的可行性较小，一般就近设置弃渣

使用，完工后不再继续使用，如施工道路、至弃渣场道

场堆置。 此外，根据施工需要，应就近设置中转料场和

路、至表土堆存场道路等。 该区水土流失环节主要集

表土堆存场临时堆置开挖利用料和表土剥离料。

中在道路施工开挖填筑活动，尤其是下边坡，如不规范

该区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前须对各堆放场进行选

作业，极易溜渣挂渣，产生的水土流失将对下游生态环

址，特别是弃渣场，在满足堆渣容量的基础上，选址还

境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交通

须符合相关规程规范规定，不得违反强制性条文规定。

设施区是抽水蓄能电站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域之一。

一般弃渣场选址应遵循以下原则：不得影响周边公共

对于永久道路，考虑在路堑边坡及隧道洞脸边坡

设施、工业企业、居民点等安全；涉及河道的，应符合治

边界外侧设置截水沟，以排导路堑边坡和隧道洞脸边

导规划及防洪行洪的规定，不得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

坡上游来水；在路堑边坡坡脚设置排水边沟、在路堤边

内设置；禁止在对重要基础设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坡坡脚设置排水沟，以排导路堑、路堤边坡及路面汇

全及行洪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区域布设；避免设置在高

水，各截排水设施通过涵洞与道路两侧现有水系形成

等级公路两侧可视范围、自然保护区、一级或二级水源

完整的排水系统；在道路路肩栽植行道树进行绿化，路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敏感区域内；不得在不良地质区

堑和路堤边坡在采取挡墙、边坡防护等措施的基础上，

域布设，等等。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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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完成后，在渣体稳定性满足规定要求的基础
上按“ 先挡（ 排） 后弃” 的原则进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
主要包括拦挡、截排水、沉沙和植被恢复措施。 拦挡工
程布设于堆渣坡脚，截排水工程布置于渣场顶部及两
侧（ 如截水沟或排水渠） 、马道内侧（ 如马道排水沟） 及
渣场底部（ 如盲沟） 。 拦挡和截排水工程设计标准参

地恢复。

３．６

移民安置区
移民安置区包括生活安置、生产安置和专项设施

复建区。 该区水土流失环节主要为各分项工程开挖填
筑活动，特别是复建道路区，是防治的重点。
抽水蓄能电站生活安置和生产安置一般采用一次

照《 水电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 《 水利水电

性货币补偿方式，不需要采取相应水土保持措施，但当

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和《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采用集中安置方式时，则需要根据生活安置和生产安

等要求，并结合渣场堆渣实际确定，设计的挡墙稳定性

置所处具体位置采取相应水土保持措施，一般包括拦

须满足要求，设计的截排水工程过流能力须满足设计

挡、排水和绿化等措施。

洪峰流量要求。 当上游沟水流量较大时，需要增加沟

对于专项设施复建区，重点对复建道路做好防护

水处理措施，如拦挡坝 ＋排导洞。 沉沙池布设于截排水

措施设计，一般采取排水、边坡绿化、下边坡临时拦挡

水工程》 和《 水利水电工程沉沙池设计规范》 ，并参考

绿化等防护措施，措施设计同弃渣场；对因修建道路新

沟末端，按《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小型蓄排引
《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等进行设计，可兼作蓄水

等措施；对因修建道路新增的弃渣场采取拦挡、排水、
增的表土堆存场和施工场地采取临时拦挡、排水及迹

池。 弃渣堆置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和迹地恢复，库内

地恢复措施。 供水、供电、通信等施工活动扰动较小，

渣场因蓄水后被淹没不需要恢复植被。

一般采取临时覆盖及迹地恢复措施即可。

中转料场和表土堆存场设计思路同弃渣场，但因
其施工后期将被利用，不永久堆置，其防护标准一般低
于弃渣场。 另外，表土堆存场临时堆置表土时间较长，
堆放期间一般采取撒播草籽临时绿化措施。

３．５

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包括永久场地和临时场地，其中

４

结语及建议
（１） 鉴于抽水蓄能电站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

建成后的旅游功能，在进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时需要
充分考虑景观绿化要求，提高防治标准。

（２） 表土作为珍贵资源必须加强保护，施工前须

永久场地一般包括管理用房、业主营地、永久设备库

进行表土剥离，设置专门的表土堆存场进行堆置，堆置

等，临时场地包括承包商营地、施工工厂及仓库、加工

过程中做好防护，施工后期作为绿化覆土。

系统及施工风、水、电系统等。 水土流失环节主要为各

（３） 交通设施区和弃渣场是抽水蓄能电站水土流

场地开挖填筑、碾压等施工活动，主要呈点状分散分布

失重点防治区域，特别是弃渣场的选址及防护是重中

在工程区内，水土保持措施制定时，宜按各场地所处地

之重，渣场所选位置要在满足容量的基础上，进行充分

形地貌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对于填筑边

论证，确保渣体堆置稳定，且不得违背弃渣场选址强制

坡，宜在坡脚设置挡墙进行拦挡；对于上游有一定汇水

性条款规定和不得违反敏感区域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面积的施工场地，为防止汇水对施工场地的冲刷，在各

措施设计标准须满足相关规程规范规定。

场地边坡边界外侧设置截水沟截流、排导，截水沟设计
时应扣除已由交通设施区、枢纽区等截排水工程排导
分流的部分汇水；在施工场地内布置场内排水沟，以排
导场内汇水，防止场地积水；截排水沟出口设置沉沙
池。 为减少各坡面水土流失，在保证边坡稳定的基础
上，应尽可能采取生态护坡措施。 此外，对于永久场地
及承包商营地，结合电站整体景观规划，按园林绿化标
准进行绿化，一般采用栽植乔灌木结合片植花卉和铺
植草皮的方式。 工程结束后，永久场地继续保留使用，
临时场地拆除临建设施，按原有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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