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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监方案〔2019〕4 号               签发人：林祚顶 

 

关于白鹤滩~江苏±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技术评审意见的报告 

  

水利部： 

2019 年 1~2 月，我中心对《白鹤滩~江苏±800kV 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技术评审，基本同

意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现将技术评审意见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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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白鹤滩~江苏±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 

 

 

 

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2019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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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白鹤滩~江苏±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意见 

 

白鹤滩~江苏±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位于四川省、

重庆市、湖北省、安徽省、江苏省境内。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

送端布拖换流站、送端接地极及接地极线路，新建受端常熟换流

站、受端接地极及接地极线路，新建±800 千伏直流输电线路，

改造部分 500 千伏和 220 千伏线路。 

送端布拖换流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特木里

镇境内，为本项目与规划的白鹤滩~浙江±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工程共用换流站，本次一并进行场平并建设围墙、站外护坡及供

排水等附属设施。本期输送容量 8000 兆瓦，站内建设换流变压

器（24+4）×406 兆伏安、±800 千伏直流出线 1 回、35 千伏接

地极出线 1 回、500 千伏交流出线 7 回，竖向布置采用平坡式布

设。需建设进站道路 1.95 公里、站用水源供水管线 3.00 公里、

站外排水管线 2.00 公里，还建乡村道路 1.80 公里。站用备用电

源线路由拖觉 110 千伏变电站引接，长度 18.00 公里。施工生产

生活区布置在进站道路一侧。施工电源线路由城北 35 千伏变电

站引接，长度 5.00 公里。送端接地极极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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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州昭觉县大坝乡境内，采用双圆环形水平浅埋方式敷设，需

修建检修道路 0.02 公里、站用电源线路 0.85 公里；接地极线路

长度为 28.80 公里，设杆塔 94 基。 

受端常熟换流站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辛庄镇张桥社区

境内，本期建设高端换流变压器（12+2）×394 兆伏安、低端换

流变压器（18+2）×420 兆伏安、无功补偿装置、±800 千伏直

流出线 1 回、35 千伏接地极出线 1 回、500 千伏高端部分出线 5

回、500 千伏低端部分出线 6 回，竖向布置采用平坡式布设。需

建设进站道路 0.65 公里、站用水源供水管线 2 条共计 4.80 公里、

站外生产废水排水管线 4.50 公里，还建乡村道路 2.00 公里。站

用备用电源线路由紧邻换流站的常熟南 500 千伏变电站引接，无

需立塔。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在站区北侧进站道路两侧。施工电

源线路由附近的 10 千伏东平线支线引接，长度 1.60 公里。受端

接地极利用已建成的迈步接地极，极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湟里镇迈步村境内，本次新建部分电缆沟，长度共计 1.50 公里；

接地极线路长度为 152.50 公里，其中，128.5 公里与本项目主线

同塔架设，24.00 公里单独立塔 75 基。 

新建±800 千伏直流输电线路起自送端布拖换流站，沿线途

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昭觉县、美姑县、雷波县，乐

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宜宾市叙州区、屏山县、翠屏区、南溪区，

自贡市富顺县，泸州市泸县、龙马潭区；重庆市永川区、江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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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巴南区、南川区、武隆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

江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宣恩县、恩施市、

建始县、巴东县，宜昌市秭归县、兴山县、夷陵区、远安县，荆

门市东宝区、钟祥市、京山市，孝感市安陆市、大悟县，随州市

广水市、曾都区，黄冈市红安县、麻城市；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

霍山县、裕安区、金安区、舒城县，合肥市庐江县、巢湖市，芜

湖市无为县、鸠江区、芜湖市经济开发区，马鞍山市含山县、郑

蒲港新区、当涂县、博望区；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常州市溧阳

市、武进区，无锡市宜兴市、惠山区、江阴市、锡山区，苏州市

常熟市，止于受端常熟换流站，全长 2087.4 公里（其中四川省

385.8 公里、重庆市 329.0 公里、湖北省 784.8 公里、安徽省 365.4

公里、江苏省 222.4 公里），全线共设杆塔 4487 基。 

项目建设另需拆除 500 千伏交流线路杆塔 13 基、220 千伏

交流线路杆塔 2 基；新建 500 千伏交流线路 4.10 公里，设杆塔

15 基；新建 220 千伏交流线路 0.50 公里，设杆塔 2 基。 

线路施工需设牵张场 514 处，跨越施工场地 1526 处，新建

施工道路 641.0 公里、人抬道路 584.0 公里。 

项目总占地 1404.86 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311.00 公顷，临时

占地 1093.86 公顷；土石方挖填总量 1103.89 万立方米，其中挖

方 545.31 万立方米，填方 558.58 万立方米，需借方 44.94 万立

方米（全部外购），产生余方 31.67 万立方米（拟全部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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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3.73 万立方米用于布拖县特木里镇土地改造，17.94 万立

方米由江苏金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接纳利用）。项目总投资

362.59 亿元；计划于 2019 年 3 月开工，2020 年 12 月完工，总

工期 22 个月。 

项目区地貌类型主要涉及高山、中低山、丘陵及平原；气候

类型区主要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 973.7～1554.3

毫米，年蒸发量 627.8～1754.0 毫米，年均风速 1.4~3.0 米/秒；

土壤类型以红壤、黄壤、棕壤等为主；植被类型主要为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

绿针阔混交林等，沿线林草覆盖率为 25.0%～64.7%；土壤侵蚀

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项目沿线涉及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

丰县、宣恩县、建始县属武陵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孝

感市大悟县，随州市广水市、曾都区，黄冈市红安县、麻城市，

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裕安区、金安区、舒城县属桐柏山大别

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昭觉县、

美姑县、雷波县属金沙江下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宜宾

市叙州区属嘉陵江及沱江中下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重

庆市南川区、黔江区属乌江赤水河上中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重庆市武隆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宜昌市秭

归县、夷陵区属三峡库区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2019 年 1 月 27~29 日，我中心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在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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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武汉市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技术评审。参加评审工作

的有四川省水利厅、重庆市水利局、湖北省水利厅、安徽省水利

厅、江苏省水利厅，建设单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的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主体工程设计牵头

单位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主体设

计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

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

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的代表，以及 7 名水土保持方案评审

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代表和专家查看了项目现场，听取了建设单

位关于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主体工程设计单位关于项目设计

概况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关于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内容的

汇报。经评议，专家组建议通过技术评审。 

经我中心主任专题会议研究，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基本符

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有关文件的规定，基本同意该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现提出技术评审意见如下： 

一、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选线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

析与评价。本项目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基本

同意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提出的提高防治标准、优化施工工

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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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同意对项目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工艺与方法

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三）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

与界定。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基本同意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1404.86 公

顷。 

三、水土流失预测 

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经预测，项目建设可能造成

新增水土流失量 12.45 万吨。布拖换流站站区、常熟换流站站区、

线路工程塔基区为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区域。 

四、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鉴于项目区分段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

理区、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同意本项目水土

流失防治分段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二级标准。基本同意设计水

平年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目标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95%，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96%，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0%，林草植被恢

复率 99%，林草覆盖率 26%。 

五、防治分区及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 

（一）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为山丘区和平原区 2 个一

级区，布拖换流站区、常熟换流站区、送端大坝接地极区、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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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步接地极区、线路工程区 5 个二级区。在此基础上，布拖换流

站区划分为站区、进站道路区、还建道路区、站用外接电源区、

站外供排水管线区、施工生产生活区 6 个三级区；常熟换流站区

划分为站区、进站道路区、站外供排水管线区、还建道路区、施

工生产生活区共 5 个三级区。送端大坝接地极区划分为汇流装置

区、检修道路区、电极电缆区、站用外接电源区共 4 个三级区；

受端迈步接地极区划分为电极电缆区。线路工程区划分为塔基

区、牵张场区、跨越施工场地区、施工道路区共 4 个三级区。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 

六、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基本同意分区防治措施布设及各项防治措施的等级与标

准。 

（一）山丘区 

1.布拖换流站区 

（1）站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临时堆土防护

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措施，以及主体工程设计提出的站

内外截排水、边坡防护、碎石压盖和绿化美化等措施。 

（2）进站道路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临时堆土防护

措施，以及主体工程设计提出的路基排水、边坡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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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还建道路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措施，临时堆土防护措

施。 

（4）站用外接电源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临时堆土防护

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和迹地恢复措施。 

（5）站外供排水管线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临时堆土防护

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和迹地恢复措施，以及主体工程设

计提出的排水消能措施。 

（6）施工生产生活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边坡防护措

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和迹地恢复措施。 

2.送端大坝接地极区 

（1）汇流装置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措施，施工结束后的迹地恢复措

施，以及主体工程设计提出的碎石压盖措施。 

（2）检修道路区 

基本同意施工结束后的迹地恢复措施。 

（3）电极电缆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临时堆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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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施工结束后的迹地恢复措施，以及主体工程设计提出的临

河极环浆砌石砌护措施。 

（4）站用外接电源区 

基本同意施工结束后的迹地恢复措施。 

3.线路工程区 

（1）塔基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施工场地的临

时铺垫、拦挡和围护措施，临时堆土防护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

地整治和迹地恢复措施，以及主体工程设计提出的边坡防护、拦

挡、排水及泥浆沉淀措施。 

（2）牵张场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临时铺垫和围护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

整治和迹地恢复措施。 

（3）跨越施工场地区 

基本同意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和迹地恢复措施。 

（4）施工道路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临时堆土防护

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和迹地恢复措施。 

（二）平原区 

1.常熟换流站区 

（1）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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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临时堆土防护

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措施，以及主体工程设计提出的站

内外雨水汇集及排出和绿化美化等措施。 

（2）进站道路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措施。 

（3）站外供排水管线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临时堆土防护

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和迹地恢复措施，以及主体工程设

计提出的排水消能措施。 

（4）还建道路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措施。 

（5）施工生产生活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场地临时防护

措施，施工结束后的迹地恢复措施。 

2.受端迈步接地极区 

（1）电极电缆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施工结束后的

迹地恢复措施。 

3.线路工程区 

（1）塔基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表土剥离及保护利用措施，施工场地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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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铺垫、拦挡和围护措施，临时堆土防护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

地整治和迹地恢复措施，以及主体工程设计提出的泥浆沉淀措

施。 

（2）牵张场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临时铺垫和围护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

整治和迹地恢复措施。 

（3）跨越施工场地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临时围护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和

迹地恢复措施。 

（4）施工道路区 

基本同意施工期的临时围护措施，施工结束后的土地整治和

迹地恢复措施。 

七、施工组织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和进度安排。 

八、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本项目主要采用

地面观测、调查监测和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监测重点区域为

布拖换流站站区、常熟换流站站区、线路工程塔基区。 

九、水土保持投资估算 

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方法和成果。基本同意水

土保持补偿费 1881.21 万元，其中四川省 437.71 万元，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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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53 万元，湖北省 631.74 万元，安徽省 285.24 万元，江苏省

278.99 万元。 

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建设区

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 

本技术审查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范

畴。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补偿，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