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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龟山水库北干渠水电站水土保持
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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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北干渠水电站建设前后的水土保持情况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利用泄水水能发电获得直接

经济效益的同时"可有效保护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减少当地燃煤电厂的污染物排放量"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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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白龟山水库是一座大##%型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坝

址位于平顶山市西南郊沙河干流+ 控制流域面积

#M(&[F

#

"多年平均年降雨量 W)$%)FF+ 沙河天然径流

主要由降雨形成"径流在年际间和年内均分布不均"年

均径流量 O%&M亿F

$

"最大与最小年径流量相差近 #&倍+

水库的北干渠渠首位于坝北头上游 '&&F处"在平

顶山市区与湛河交汇后"渠河合一"在张庄闸下游

O)&F处汇入沙河"根据白龟山水库调度运行计划"泄

量 #&&F

$

P;以下时"从北干渠下泄+ 北干渠的年均泄

水量为 #%'$ 亿F

$

+

为减少煤电的燃料消耗量"减少 De

#

排放造成的

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利用白龟山水库的水电

资源"建设北干渠水电站"利用水库北干渠渠首闸形成

的上&下游水位差和下泄水量发电是十分必要的+ 北

干渠水电站于 #&!' 年初开始建设"#&!M 年 ) 月工程

完工+

#&水电站建设方案

北干渠自渠首至张庄闸汇入沙河"干流全长

$O%W[F"流域面积 !W(%([F

#

$除了水库泄水外"还有区

域的天然径流及经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的城市生活

污水+

,(",



北干渠渠首闸后渠道底部高程 W$%& fW'%&F"通

过北干渠下泄水量和北干渠与入沙河之间的落差"结

合部分类似的已建工程"通过综合分析"北干渠水电资

源可开发量为 )!O'[d+ 经方案论证"采取分三级的梯

级开发方案"分别是渠首闸站#装机 !O&&[d%&姚孟站

#装机 $&&&[d%及张庄闸站#装机 !$O'[d%$多年平均

发电量 !%) \!&

M

[d,5+

,&水电站水土保持分析

项目区土壤主要为褐土"土壤侵蚀类型以水蚀为

主"植被类型为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林草覆盖率为 #$N+

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P#[F

#

,8%"属轻度侵蚀

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P#[F

#

,8%+ 属于平顶山市湛

河区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

$%!"水土保持分析

$%!%!"项目场址水土保持分析

利用已有空闲场地及附近供水&供电资源"不用

新增临时占地$弃土运往弃渣场"弃石运往备料场使

用$减少了扰动面面积"减少新增占地"弃渣场选址

运输距离短"堆放时间短+ 项目选址符合水土保持

要求+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

对土石方挖&填平衡的水土保持"实行移挖作填"

减少弃方"符合水土保持限制性规定+ 主体工程的选

址&占地&土石方&施工工艺以及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均

符合规范要求+

$%#"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水土流失预测

6%项目施工期扰动原地貌&破坏地表及植被面

积 #%&!5F

#

+

A%损坏和占压水土保持设施 &%M(5F

#

"其中林地

&%$O5F

#

"草地 &%$)5F

#

+

2%工程总挖方量 (()MWF

$

"总填方量 ('#'F

$

"总

弃方量 (&!'(F

$

"弃方运往指定料场和弃渣场"工程建

设可能造成土壤流失总量 ##)%)!<$新增水土流失

量 !W)%()<+

水土流失预测分析结果是!本工程水土流失重点

时段为施工期"重点部位为弃渣场+

$%#%#"防治范围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M#5F

#

"其中

项目建设区 #%&!5F

#

"直接影响区 &%M!5F

#

+ 防治区划

分为渠首闸站防治区&弃渣场防治区&施工道路防治

区&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防治措施布设

设计水平年 ) 项防治目标值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W'N"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O)N"土壤流失控制比 !%&"

拦渣率 W'N"林草植被恢复率 W)N"林草覆盖率 #!N+

在防治分区内"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地布设土地

整治&浆砌石排水沟&浆砌石挡墙&浆砌石护坡&绿

化&临时措施等防护措施"形成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

相结合&永久性措施与临时性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

治体系+

$%$"水土保持监测

监测方案主要采用实地调查和定点观测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 施工准备期前进行一次监测$挖&填方

数量"扰动地表面积"破坏植被面积的监测在土建施

工期前和结束后各 ! 次$临时堆土形态及占地面积等

监测"在土建工程施工前&中&末各 # 次$植物措施面

积&成活率与保存率&覆盖率"防治措施数量和治理

面积"每年 ! 次$雨季前&后各 ! 次"雨季每月 ! 次"遇

到大于 '&FFP:降雨或暴雨加测$水土流失量的重点

监测时段为施工期"重点监测部位为弃渣场+

.&水土保持评价

(%!"水土保持投资

水土保持方案总投资 )W%OM 万元"其中防治费

$)%&M 万元#工程措施投资 #W%)(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M 万元"临时工程投资 !%W) 万元%"独立费用 $!%!W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M 万元%"基本预备费 #%&#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W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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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效益分析

防治效益分析主要考虑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后

的基础生态效益"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措施实施所带

来的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分析"主要是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通过

主体工程设计的防护措施和本次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防治措施"项目区水土流失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水

土保持措施全部发挥作用后"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得

到有效治理+ 方案实施后"通过计算") 项指标均达到

防治目标值"见下表+

防治目标分析值与确定的防治目标对比分析表

项""目
防治目标

设计值

设计水平

年目标值
对比分析

扰动土地治理率 W'N WW%'N 达到防治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O)N WW%$N 达到防治目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 !%& 达到防治目标

拦渣率 W'N W)%'N 达到防治目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W)N W)%MN 达到防治目标

林草覆盖率 #!N #W%(N 达到防治目标

""6%扰动土地整治率+ 本项目扰动土地总面积为

#%&!5F

#

"防治责任面积为 #%M#5F

#

+ 到设计水平年

时"闸站内的建构筑物&硬化地表面积 &%'(5F

#

"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面积 &%OM5F

#

"植物措施面积 &%'W5F

#

"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扰动土地整治率达

WW%'N+ "

A%水土流失治理度+ 到设计水平年时"水土流失

防治措施面积为 !%()5F

#

"项目区扣除建构筑物&路面

等永久占地"水土流失面积为 &%(M5F

#

"项目区水土流

失治理度为 WW%$N+

2%土壤流失控制比+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到

设计水平年"防治责任范围内按方案采取水土保持措

施后"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降到 #&&<P#[F

#

,8%"

项目区允许土壤侵蚀模数为 #&&<P#[F

#

,8%"土壤流失

控制比为 !%&+

<%拦渣率+ 开挖土石方除回填&综合利用外"到

设计水平年拦渣率为 W)%'N+

:%林草植被恢复率+ 到设计水平年"植物措施面

积 &%'W5F

#

"项目区可绿化措施面积为 &%)!5F

#

"林草

植被恢复率为 WM%#N+

=%林草覆盖率+ 到设计水平年"林草总面积为

&%'W5F

#

"项目区占地面积为 &%)!5F

#

"项目区林草覆

盖率为 #W%(N+

(%#%#"社会效益

水土保持措施方案实施后"对保护周围的村庄&

农田及下游流域范围内的生产和生活安全"对当地

及周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

(%#%$"生态效益

下泄发电的弃水为流经平顶山市区的湛河提供了

生态用水"对湛河两岸的水生态及水环境提供了可靠

的保证"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

##############################################

"

#上接第 ( 页$

2%根据国家水资源监控系统监测情况"尝试从

'点&线&面(三方面使用用水比例&指标统计等方法对

工业用水量进行测算"测算结果需要采用与其不同的

测算方法进行验证"分析结果的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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