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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土保持生态网络体系建设研究
马!浩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

&摘!要'!本文依据深圳市水土流失成因和土地形态$结合土地利用规划*发展现状与基本生态控制线$以保护生

态环境*分类控制水土流失为前提$从'点*线*面(三方面入手$以不断提升区域水土保持功能为目标$构建水土保

持生态网络体系$确定水土保持主攻方向$达到全范围*全方位控制水土流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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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生态网络结构

根据水土保持建设工程类型"将深圳水土保持生

态网络结构划分为)点(线(面*三个类型'

)点*范围包括!居住(商业(公共管理与服务设

施(新型产业(普通工业(物流仓储(公园绿地(余泥渣

土受纳场等'

)点*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增量范围"是水土流

失面积动态变化的主要来源"是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及

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的主要管理和服务对象"是践行海

绵城市的重要区域' 因此该范围应以增加雨水蓄渗功

能的植物和工程措施为主要任务"达到雨水滞留"减少

地表径流"进而减少水土流失的目的'

)线*范围包括!道路(河道(轨道(输变电(管

线等'

)线*是产生水土流失的增量和存量共存区域"是

生态相对敏感的区域"也是水土流失隐患和后果难以

预估的区域"防护的难度较大' 因此该范围应保护和

防护并重"对现状生态基底好的区域加强保护"并对存

在或新增水土流失隐患区域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加

强其沿线范围防护林带建设"通过防护林带增加雨水

下渗量"减少流量与流速并拦截部分污染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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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范围包括!水源保护区(城市区域等'

)面*是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存量区域"是生态极

度敏感区域"遭到破坏后"后果严重且难以恢复"应采

用流域系统保护观念"以保护为重"生态修复为辅' 继

续推进饮用水源水库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整治工程"充

分发挥水库水源涵养林)渗(滞(蓄(净(用*的目的+开

展生态清洁型小流域示范工程"全面控制流域范围内

面源污染"从源头控制水土流失'

!"点式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居住(商业类项目

强化建筑群立面绿色平台的设计要求"将建成区

及新建区的建筑屋顶改造或新建成绿色屋顶花园"对

规划建筑要求一定的屋顶绿化率"并指定绿层结构+将

建筑周边配套绿地改造成带有下凹绿地的雨水花园+

将屋顶及建筑周边配套绿地配备雨水滤存设施
.$/

'

"*"!普通工业(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新型产业(

物流仓储(机场扩建类项目

!!

$普通工业用地周边设置防护绿地"产生有害气

体及污染物的工厂应建设宽度不少于 )#8的防护林

带+

%城市垃圾填埋场和污水处理厂等服务设施用地

的下风向应建设宽 (## '̂##8的防护林带"种植吸尘

%P\"*) 等颗粒物&及吸附有害气体的植物+

&新型产

业类项目采用低碳(环保(可持续的各类水土保持新技

术(新材料+物流仓储类对用地范围内地表采用硬化(

绿化方式进行全覆盖等+

'机场扩建类项目在确保机

场安全运营条件下"营造微地形消化建设过程中的弃

土"增加带形景观水系"有效组织屋顶和绿地雨水收

集(利用"透水材料使用率"增加乡土树种栽植比例"减

少机场运营过程中产生的裸露面积"降低水土流失'

"*(!公园绿地(广场类项目

公园绿地设置低影响开发利用雨水设施
."/

"如!在

凹地及绿地边界设置生态草沟及雨水花园"加强径流

收集"通过管道输送至城市用水地点' 城市绿地与广

场宜利用透水材料(生物滞留池(植草沟等小型(分散

式低影响开发设施消纳自身径流雨水' 周边区域雨水

径流进入城市绿地与广场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前"应

利用沉淀池(前置塘等对进入绿地内的雨水径流进行

预处理"防止暴雨径流对绿地环境造成冲刷破坏'

"*,!余泥渣土受纳场类项目

为扩大受纳容量"余泥渣土受纳场大部分会选择

在山间低地(废弃石场或水塘等位置"这些位置由于地

势低洼"具有一定的雨洪调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起到拦蓄洪水"延缓片区洪峰出现时间的作用' 因此

在余泥渣土受纳场规划阶段"应对原土地利用类型为

山间低地(水塘等"提出占补平衡要求及措施+通过场

地周边拦挡(沉沙措施"场地内洒水降尘措施"运渣车

辆覆盖措施等"加强余泥渣土受纳过程中水土流失防

范+封场后若无其他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将弃土场地进

行景观恢复设计"建成以生态(文化(休闲等为一体的

公园"公园建设落实雨水蓄渗(土壤修复(植物景观作

用等内容'

#"线型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河道类项目

严格水域岸线用途管制"结合河道蓝线和河道管

理范围线的划定"针对现状河道两岸空间不足问题"河

道干流两侧各控制 )#8(支流两侧各控制 (#8的防护

绿化带"建设城市河流水系廊道'

$*河道河岸带生态修复' 河岸带水土保持生态

建设分为以下几类!

$建设河道水源涵养林"利用沿河

堤顶绿化带设置低影响绿地+

%应用生态透水性材料"

在地下配套管道"铺设透水性铺装"一部分雨水顺利渗

透入地下水"另一部分经过滤净化的雨水将通过管道

用于城市其他用水+

&建设生态湿地或滩地"在有条件

的河段利用河岸带空间设置宽窄不一的雨水花带"设

计高低种植池"配植湿地植物"对河道周边雨水进行过

滤净化之后再排入河道+

'采取其他水土保持措施"如

设置入河沉沙前池"防止泥沙进入"方便清理管理'

%*河道生态修复' 改造现有硬质化河底"以自然

卵石(砾石(绿化等为材料"营造深潭(浅滩"缓冲急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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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底生生物创造生存空间"从而借助底生生物改善河

流水土环境"建设生态鱼道"沿河浅滩设置鸟栖木桩"

丰富河流生物多样性+软化现有硬质护岸"采用种植植

被保护河岸的自然原型护岸"种植植被(石材(木材等

天然材料相结合的自然型护岸"在自然型护岸基础上

采用混凝土(钢筋等材料加强抗冲刷能力的多自然型

护岸等"恢复水生生态系统和陆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联

系"提升河道城市重要生态廊道功能"促进整个城市生

态系统稳定'

(*"!城市道路类项目

$*控制道路生态廊道宽度' 根据深圳市绿地规

划中道路廊道规划"铁路(高速公路以及一(二级城市

干线道路两侧各建设不少于 (#8的绿化带宽度"植树

造林成为形成绿色通道"满足道路防护(生物迁徙和城

市景观建设要求' 其中在有条件地段"高速公路两侧

绿化带宽度应不小于 )#8'

%*建设道路低影响开发利用雨水设施
.(/

' 利用

铁路(高速公路及一(二级城市干线道路绿化带"将平

坦的绿地改造为内凹洼地"将立道牙开孔"将周边雨水

引至绿地"配套过滤雨水的地被植物(卵石(渗透井及

渗透管等基础设施"缓解沿路雨涝"收集并利用雨水资

源' 设计阶梯状自然排水设施"排水同时能形成跌水"

丰富城市道路景观' 利用人行道周边绿化带设计绿色

街道雨水蓄排设施"打造舒适的低影响慢行空间'

(*(!轨道类项目

根据#深圳市轨道交通规划%"#$"-"#,# 年&$"深

圳轨道交通总里程远景规划将达到 $#'#R8"估算平均

每年约产生 $)## 万 8

(

余泥渣土"虽然该类项目土建

施工大部分位于地下"对地表扰动相对较小"但若不能

合理合法安置如此大量的余泥渣土"将会造成水土流

失及不可预估的经济损失"因此在轨道交通规划之初

应充分考虑余泥渣土去向"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相

关监管单位需对余泥渣土去向落实情况进行监督"避

免违法乱弃现象的发生' 地上工程建设过程中参考点

式工程建设思路'

(*,!输变电类项目

输变电类项目除以点式工程为特点的变电站外"

其余主要为输变电线路+建成区因受城市空间限制线

路以地埋式为主"非建成区线路多穿越现状山体' 对

于经过非建成区部分的输变电类项目"虽然塔基多采

用高低腿形式"对现状山体扰动较小"但施工过程中的

临时道路(牵张场地对现状山体的扰动不容忽视"因此

开发建设项目裸露地覆盖率(扰动地表治理率必须达

到 $##++地表植被恢复过程中植物种选择以原植物

类型为主"辅以与周边景观相适应的植物类型'

(*)!管道类项目

此类项目以管道开挖回填为主"伴有余泥渣土外

弃' 穿越建成区的管道"必须综合各项规划"将管道工

程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实施+改造类管道工程"开

挖土方的堆放与外弃应满足相关部门的要求"并尽量

采用顶管(拖管等方式施工"减少地表扰动+扰动土地

整治率达到 $##+'

+"面状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自然文化遗产

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

应遵从各项相关管理规定"切实做到对自然文化遗产

的保护+对于必须经过该区域的开发建设项目"在项目

前期需做足水土流失防治费用估算"为施工过程中落

实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提供支撑'

,*"!水源保护区

根据广东省环保厅关于调整深圳市饮用水源保护

区的批复"深圳市修订后的水源保护区面积为

(?(*%"R8

"

"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 为避免林相单

一(崩岗及涨落带裸露造成的水源地生物多样性破坏(

病虫害易发(抗击自然灾害能力减弱(水土流失(森林

景观效果差等带来的水源地环境(质量(安全问题"继

续推行饮用水源水库流域综合整治工程' 其措施包括

生态景观林相改造(崩岗治理及涨落带治理'

林相改造以景观树种(水保树种(本地树种为组成

,$$,



部分"构建水源保护区生态景观林"在原生态植物群落

的基础上体现林相水土保持的功能'

针对库区内部分崩岗问题"采取两种治理模式!

$

拦挡 g补植 g封禁"适用于趋于稳定的崩岗及对景观

影响不大的崩岗+

%削坡g拦挡g补植 g封禁"适用于

对景观影响较大的崩岗'

针对涨落带立地条件差(地表土壤裸露(水土流失

严重的问题"采取梯度种植形式"结合枯水期(丰水期

水位变化"选用适应水位变化的植物品种"实现从水

底---岸坡"从沉水植物---浮水植物---挺水植

物---湿生植物---陆生植物的自然过渡"如狐尾

藻---浮萍---水葱---白千层---深山含笑+空间

上实现从低---高的自然过渡"弥补因水位涨落导致

的水岸交界面地表土壤裸露导致的水土流失"提升水

库外观形象和综合环境效应'

,*(!生态清洁型%人居环境维护型&小流域

针对当前深圳市 ((# 条大小河流存在的面源污染

严重(河道水质恶化(生态退化等问题"总结我国小流域

综合治理的成熟经验和先进理念"结合深圳市近郊人居

环境的需求"打造)生态稳定(风景优美(社区清洁(文

化突出*的示范小流域"全面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减

弱和控制由于城市开发建设产生的面源污染问题'

小流域综合治理以小流域为单元"以水源保护为

中心"以控制水土流失和治理面源污染为主要工作内

容"坚持生态优先和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的原

则"结合小流域地形地势及人类活动情况"依据小流域

地貌部位与河%沟&道的距离"由远及近"将小流域划

分为生态修复区(生态治理区(生态保护区"因地制宜

地布设多种治理措施"构成小流域水土资源保护的三

道防线
.,/

' 根据三道防线特点布设水土流失相关防治

措施'

$*生态修复区' 位于小流域山高坡陡(人烟稀少

地区"一般为坡上部"坡度大于 ")p' 该区以林地和草

地为主"植被覆盖度大于 (#+"水土流失主要表现为

面蚀和溅蚀' 具有生态脆弱(破坏后难以恢复的特点'

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设置保护标识和拦护设施等'

%*生态治理区' 位于小流域内人类活动较频繁

地区"一般为坡中(下部"坡度不大于 ")p' 该区土地利

用类型以建设用地和经济林地为主"植被覆盖度一般

不大于 $#+"水土流失主要表现为面蚀(沟蚀和细沟

侵蚀' 具有人口密集(生产生活集中"水土流失(面源

污染相对严重的特点' 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沿河截污

工程(低影响设施改造与建设(硬质边坡生态修复等'

&*生态保护区' 位于小流域内沟%河&道两侧及

水库周边地带"包括沟%河&道和河滩地"坡度不大于

'p' 该区土地利用类型有水域(未利用地和草地"植被

覆盖度一般不大于 (#+"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主'

具有沟%河&道狭窄影响行洪"生活污水(垃圾滞留沟

%河&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和水质恶化等特点' 采取

的措施主要包括防护坝(生态沟渠(湿地恢复(河%库&

滨带生物缓冲带建设(沟道清理及水系建设等'

)"结"语

城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是城市人居环境和城市生

态安全的有力保障' 针对深圳水难留(水难管(土流

失(尘飞扬等问题"构建水土保持生态网络体系"推广

应用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加大城市径流雨水源头减

排的刚性约束"开展水源地保护(雨洪蓄滞利用(土石

方及弃土弃渣综合利用(P\"*) 等颗粒物综合防控(小

流域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程建设"优化城市

生态格局"打造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

城市*和生态环保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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