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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云南大理宾川孔新庄 100MW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代码 2203-532924-04-01-142213
建设单位联系

人
高应馗 联系方式 13648831922

建设地点 云南省（自治区）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区）乔甸镇、宾居镇（街道）

地理坐标
东经：99度 24分 47秒～99度 25分 54秒
北纬：26度 31分 17秒～26度 32分 15秒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太阳能发电 4416
用地面积（hm2）/

长度（km）
127.419hm2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

填）

宾川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宾发改投资备案〔2022〕1 3
号

总投资（万元） 50219.56 环保投资（万元） 654.54
环保投资占比

（%）
1.3% 施工工期 12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是：

专项评价设置

情况

电磁环境影响专项评价：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

（HJ24--2020），220kV升压站应设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

规划情况

云南省大理州太阳能光伏电站规划报告（2021-2025）》：

大理州宾川县光伏电站场址规划涉及全县规划场址21个，总装机

3080MW，具体为：1.老鹰岩四、五期场址（110MW）；2.肖家山场址

（250MW）；3.前所场址（100MW）；4.桔果场场址（100MW）5.孔新

庄场址（150MW）；6.凤山场址（120MW）；7.乌龙坝场址（150MW）；

8.沙湾场址（480MW）；9.宝丰寺场址（200MW）10.瓦溪场址（80MW）；

11.红岩场址（250MW）；12.上杨柳场址（65MW）；13.岩淜场址（135MW）；

14.龙口场址（220MW）；15.大村场址（130MW）；16.箐门口场址（80MW）；

17.帽山场址（40MW）；18.马房场址（50MW）；19.下杨柳场址（120MW）；

20.芭蕉箐场址（200MW）；21.大梅地场址（50MW）。本项目为“5.

孔新庄场址（100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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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符

合性分析

与《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太阳能光伏电站选址规划报告（2021-2025）

》的符合性分析

光伏发电项目的选址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应遵循以下

原则：

（1）太阳能资源：场址应具备较好的资源条件。（2）对敏感因素

进行避让；①国土：不能占用基本农田；②林业：光伏电站不可侵占二

级以上公益林，光伏阵列禁止使用有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采

伐迹地、火烧迹地，以及年降雨量 400mm以下区域覆盖度高于 30%的

灌木林地和年降雨量 400mm以上区域覆盖度高于 50%的灌木林地；③

生态红线：不能占用生态红线；④矿产：不能占用采矿权范围、探矿权

范围；不占用水资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军事敏感设

施等。（3）所选场址为坡地时，则要求坡向尽量为南向，且倾角不能

过大；同时周围无高大山体等遮挡物，空气质量优良、阳光接收条件好。

（4）场址无地质及水文气象灾害；（5）为节约土地资源，光伏场址需

充分考虑与农（林、牧、渔等）的结合。（6）交通便利，接入系统条

件好。（7）场址应符合当地国民经济、土地利用、矿产资源、旅游、

交通、生态环境等各类规划。

本项目站址涉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州城镇、乔甸镇，云

南大理宾川孔新庄 100MW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100MW。

总装机规模未超过《规划》中限定的规划装机容量，项目所在区域的年

水平面太阳总辐射量为 6378.8MJ/m2（或 1771.9kWh/m2），根据《太阳

能资源评估方法》(GB/T37526—2019)，判定其太阳能资源属于很丰富

区。

根据宾川县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项目站址范围拟用地范围林地资

源查询情况的复函（附件 7），本项目占地范围不涉及风景名胜区，不

涉及国有林地，不涉及国家级、省级公益林。原报规用地面积约 3526.31

亩，涉及盖度大于 0.5的灌木林地约 166.96亩，涉及 35.9亩中央财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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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补贴用地，已在选址红线确定过程中进行避让，调整后现占用地面积

127.419hm2，约 1911.285亩，满足要求。

根据宾川县文化和旅游局出具的项目选址意见（附件 8），项目不

涉及旅游规划范围，地面上无文物项目，同意选址。

根据宾川县交通运输局出具的项目选址意见（附件 9），项目不涉

及铁路保护范围，周边边界涉及宾南告诉乔甸隧道进出口，距离约 300m

（见附图周边关系图），满足避让达 200m以上的选址要求；项目选址

对区域公路边界线进行了避让，不涉及跨越、穿越情况。选址符合要求。

根据宾川县水务局出具的项目选址意见（附件 11），项目不涉及划

定的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范围，不涉及河道管理范围，不涉及取水许可

事项。周边涉及滨海大沟及消力塘选址，要求避让 15m。项目设计选址

对滨海大沟及消力塘选址进行了避让，最近距离约 25m（见附图周边关

系图），满足选址要求。

根据宾川县应急管理局出具的项目选址意见（附件 12），项目不涉

及安全生产许可范围，项目边界距离宾南告诉乔甸隧道进出口约 300m

（见附图周边关系图），满足避让达 200m以上的选址要求；边界 1km

范围内不涉及炸药仓库设施，满足避让达 300m以上的选址要求。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宾川县人民武装部出具的项目选址意见（附件

13），项目不涉及军事设施，满足选址要求。

根据宾川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项目站址范围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查询情况说明（附件 14），本项目占地范围不占用宾川县生态保护红

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原报规用地面积约 3526.31亩，涉及稳定耕地 72.39

亩，已在选址红线确定过程中进行避让，调整后现占用地面积

127.419hm2，约 1911.285亩，满足要求。

综上，项目选址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基本农田、稳定

类耕地、生态红线、文物遗址保护单位、文化旅游项目范围、铁路、公

路保护范围、河道管理范围、水利项目范围、不涉及国家级及省级公益

林等，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地及其他生态敏感区，环评建议建设单位

将云南大理宾川孔新庄 100MW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打造成农光结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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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示范工程，以促进云南省贫困地区区域发展。项目包括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以及相应的配套并网设施，并在场区内的土地上进行农业开发，

为农光互补复合型光伏项目，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的农业+光

伏的复合利用模式，非纯地面光伏电站。

综上，项目符合《云南省大理州太阳能光伏电站规划报告

（2021-2025）》的相关要求。

其他符合性分

析

1、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光伏发电是利用半导体界面的光生伏特效应而将光能直接转变为

电能的一种技术。光伏发电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

（2010年4月1日正式实施）中所称的可再生能源中的一种。云南大理宾

川孔新庄100MW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太阳能

资源，对缓解当地电力供需矛盾起到一定作用，符合云南省及我国能源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可再生能源在满足能源需求、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

经济发展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为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颁布

了《可再生能源法》，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光伏发

电属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管理有关规定》（2006年2月7日，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中所称的可再生能源中的一种。

本项目为复合型光伏项目，经查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项目不属于产业政策中规定的限制类和淘汰类，本项目为农光

互补复合项目，

属于第一大类“鼓励类”中第四十一条“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中第90项“地面集中光伏电站（总容量大于6000千瓦，且接入电压等级

不小于10千伏）”。且项目已于2022年3月1日取得了《云南省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为2203-532924-04-01-142213。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2、与《国家能源局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规划：坚持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完善体系。优化

太阳能开发布局，优先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扩大“光伏+”多元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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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光伏规模化发展。稳步推进“三北”地区光伏电站建设，积极推动

光热发电产业化发展。建立弃光率预警考核机制，有效降低光伏电站弃

光率。2020年，太阳能发电规模达到 1.1亿千瓦以上，其中分布式光伏

6000万千瓦、光伏电站 4500万千瓦、光热发电 500万千瓦，光伏发电力

争实现用户侧平价上网。在四川、云南、贵州等水能资源丰富的西南地

区，借助水电站外送通道和灵活调节能力，推进多能互补形式的大型新

能源基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风电、光伏发电、水电的互补效益，重点

推进四川省凉山州风水互补、雅砻江风光水互补、金沙江风光水互补、

贵州省乌江与北盘江“两江”流域风水联合运行等基地规划建设。

本项目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项目规划额定装机容量 100MW，

实际安装容量为 97.9MW，光伏电站项目所在区域年太阳能总辐射为

6254.86MJ/m2，根据《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GB/T37526—2019)，判定

其太阳能资源属于很丰富区，故本项目与《国家能源局能源发展“十三

五”规划》相符。

3、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符合性分析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年 12月）中“四、主要

任务”提出：“1、全面推进分布式光伏和“光伏+”综合利用工程。继

续支持在已建成且具备条件的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用电集中区域规

模化推广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积极鼓励在电力负荷大、工商业基础好的

中东部城市和工业区周边，按照就近利用的原则建设光伏电站项目；结

合土地综合利用，依托农业种植、渔业养殖、林业栽培等，因地制宜创

新各类“光伏+综合利用商业模式，促进光伏与其他产业有机融合；创新

光伏的分布利用模式，在中东部等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人人千瓦光伏”

示范工程，建设光伏小镇和光伏新村”。

本项目为农/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以及相应的配套并网设施，并在场区内的土地上进行农/林业开发，为农/

林光互补光伏项目，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的农/林业+光伏的复

合利用模式，符合《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年 12月）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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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相符性分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月2日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

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明显提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

升；农民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持续缩小。

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运用

现代科技和管理手段，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生态经济的优势，提

供更多更好的绿色生态产品和服务，促进生态和经济良性循环。加快发

展森林草原旅游、河湖湿地观光、冰雪海上运动、野生动物驯养观赏等

产业，积极开发观光农业、游憩休闲、健康养生、生态教育等服务。创

建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镇和精品线路，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

态旅游产业链。

云南大理宾川孔新庄100MW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项目符合《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要求。

5、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为切实保护和改善长江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展和改革委及

水利部于2017年印发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并决定开展

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工作。长江经济带战略环评将通过国家、省、

市三级互动，基于指导制定落实“三线一单”工作，系统提出流域管控

要求和近远期生态环境战略性保护的总体方案，以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

绿色经济示范带、引领国内重大区域流域的绿色发展。《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要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

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基础，相关规划要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空间管控要

求，不符合的要及时进行调整。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

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

变用途。

根据宾川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项目站址范围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查询情况说明（附件14），本项目占地范围不占用宾川县生态保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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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本项目占地范围已避让公开版生态保护红线，也不

属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第89号）中所列的禁止类项目。故本项目的建设基

本符合《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相关要求。

6、与《云南省能源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云南省能源保障网五

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符合性分析

2016年 10月 1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云南省能源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云南省能源保障网五年行动

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云政发〔2016〕85号）。根据《云南

省能源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十三五”云南能源发展的重点

任务中提出：“二、优化开发绿色能源，建成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三）

适度发展光伏发电”，具体要求为：按照集中开发与分布式利用相结合

的原则，在适宜区域适度建设地面光伏电站，发挥太阳能利用对扶贫开

发的带动作用，推进我省太阳能的多元化利用。地面光伏发电建设布局。

适度在太阳能资源优良、无其他经济利用价值土地多的地区，建设地面

光伏发电项目；支持建设以“自发自用”为主要方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

做好地面光伏发电项目资源储备。在适合建设光伏发电的贫困乡村，积

极推进光伏扶贫项目建设，促进贫困人口增收。

本项目属于光伏发电项目，项目规划额定装机容量 100MW，实际安

装容量为 97.9MWp，项目所在区域年太阳能总辐射为 6254.86MJ/m2，根

据《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GB/T37526—2019），判定其太阳能资源

属于很丰富区；根据宾川县自然资源局、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宾

川县分局、宾川县交通运输局、宾川县文化和旅游局、宾川县水务局的

查询结果，本项目占地范围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基本农田、

生态红线、文物遗址保护单位、文游项目范围、铁路、公路保护范围、

河道管理范围、水利项目范围、不涉及国家级及省级公益林；此外，项

目区范围不涉及占用宾川县现有饮用水水源保护地及其他生态敏感区。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符合《云南省能源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

出的“有序开发”、“生态优先”原则，有效了避让生物多样性富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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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环境敏感区域，且不涉及环境敏感区域，项目的建设符合《云南省

能源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和云南省能源保障网五年行动计划

（2016—2020年）》的相关要求。

7、项目与《云南省能源局关于推进太阳能光伏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符

合性分析

2016年 2月 25日，云南省能源局以“云能源水电〔2016〕15号”

发布了《云南省能源局关于推进太阳能光伏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未来云南将不再发展纯地面电站，

而是将光伏产业发展重点转向光伏农（林、牧、渔）业、光伏提水、光

伏制冷（脱水、保鲜），光伏制热（烘干、食品加工）、户用光伏扶贫

以及城市、工业园区的屋顶分布式领域，推进光伏多元化利用。环境敏

感区域不得建设光伏电站（敏感区指：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特殊生态

环境及特有物种、鸟类通道、自然保护区、湿地、风景名胜区、风俗保

护区，以及其他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发展敏感区等）。在光伏扶贫方面，

《意见》还鼓励项目业主前两年拿出不低于总收益的 5%，后两年拿出不

低于总收益的 10%用于协助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建设单位拟将孔新庄光伏电站项目打造成农/林光结合开发示范工

程，以促进云南省贫困地区区域发展，项目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以

及相应的配套并网设施，并在场区内的土地上进行农/林业开发，为农/

林光互补光伏项目，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的农/林业+光伏的复

合利用模式，非纯地面光伏电站。此外，本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湿地、民俗保护区、鸟类通道、公益林等环境敏感区，项目

区的植被以旱地和干热性稀树灌木草丛为主，动植物种类多样性较低，

生态环境现状总体质量较差，环境不敏感。

综上分析，本项目与《云南省能源局关于推进太阳能光伏开发利用

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光伏电站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设要求不产生冲突。建

设单位须按照《意见》认真落实其他要求。

8、与《大理州“十四五”配电网规划》的相符性

根据《大理州“十四五”配电网规划》，2020—2025年大理电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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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电源 2107.5MW（含本项目），新增电源中，新增 13座光伏电场，新

增风电总装机 799.5MW。其中 220kV电压等级并网光伏电场 2座，220kV

并网总装机容量为 289.5MW；110kV电压等级并网光伏电场 11座，110kV

总装机容量为 510MW。新增光伏 1308MW（含本项目）；计划投产 25

座光伏发电站，其中 220kV电压等级并网光伏电场 4座，220kV并网总

装机容量为 287MW；110kV电压等级并网 8座，装机容量为 482MW；

35kV电压等级并网 13座，总装机容量为 499MW。

根据《大理州“十四五”配电网规划》成果：预计至 2025年，大理

州全社会用电量为 246.04 亿 kW·h，最大用电负荷为 3946.95MW，

2020~2025年电量、负荷递增率分别为 8.68%、8.01%。

本项目规划额定容量 100MW，实际安装容量 97.9MW，大理州“十

四五”配电网规划中已对本项目进行了规划，故本项目的建设满足《大

理州“十四五”配电网规划》。

9、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的相

符性分析

为进一步加强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席会议组织编制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划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6个优先区域，

提出了 9大保护优先领域和 34项行动。2013年 2月 5日云南省人民政府

十二届第二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2012-2030年）》，作为我省未来 20年生物多样性资源有效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的指导性文件。

根据《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将云

南的滇西北高山峡谷针叶林区域、云南南部边缘热带雨林区域、滇东南

喀斯特东南季风阔叶林区域、滇东北乌蒙山湿润常绿阔叶林区域、澜沧

江中游一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区域、云南高原湿地区域等6个区域

划分为一级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在综合考量生态系统类型的代表

性，生态系统的特有性及其特殊生态功能，物种的特有性、丰富度、珍

稀濒危程度、区域代表性、科学研究价值和分布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基础

上，进一步划定了18个二级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涉及16个州市101个
县（区），总面积9.5万km2，占云南国土面积的23.86%，并针对6个优先

区域提出了9大保护优先领域和34项行动。
表1-1个一级优先区域和18个二级优先区域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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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优先区域 二级优先区域

1 滇西北高山峡谷针叶

林区域

①高黎贡山北段温凉性针叶林区；

②梅里雪山－碧罗雪山寒温性针叶林区；

③云岭山脉寒温性－暖温性针叶林区；

④香格里拉山原寒温性针叶林区

2 云南南部边缘热带雨

林区域

①高黎贡山南段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区；

②铜壁关热带雨林区；

③南汀河热带雨林区；

④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区

⑤红河湿润雨林区

3 滇东南喀斯特东南季

风阔叶林区域
①滇东南喀斯特东南季风阔叶林区域

4 滇东北乌蒙山湿润常

绿阔叶林区域

①乌蒙山湿润常绿阔叶林区；

②金沙江下游干热、干暖河谷区

5
澜沧江中游－哀牢山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区域

①澜沧江中山宽谷常绿阔叶林区；

②无量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区；

③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区

6 云南高原湿地区域

①滇中高原湖泊区；

②滇西北高原湖泊区；

③滇东北高山沼泽化草甸区

本项目位于宾川县，项目所在地不属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

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中划定的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范围，本项目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

相对位置详见附图。根据宾川县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项目站址范围拟用

地范围林地资源查询情况的复函（附件 7），本项目占地范围不涉及风

景名胜区，不涉及国有林地，不涉及国家级、省级公益林。原报规用地

面积约 3526.31亩，涉及盖度大于 0.5的灌木林地约 166.96亩，涉及 35.9

亩中央财政造林补贴用地，已在选址红线确定过程中进行避让，调整后

现占用地面积 127.419hm2，约 1911.285亩，满足要求。

本项目在最大程度保护项目场址及周边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本项目

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不冲突。

10、与《大理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2014-2020年）》协调性分析

2014年 9月，《大理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方案（2014-2020年）》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经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 17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实施方案》结合大理州植被分布和土地利用现状、生态系统类型

的典型性、生态区位与服务功能、物种丰富度与珍稀濒危程度、科学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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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等因素，概括了大理州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分析了保护现状，阐明了

方案实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实施方案》将大理州划分出 5个保护优

先区域，提出了就地保护体系建设、迁地和离体保护体系建设、生物多

样性调查和监测体系建设、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

护能力建设等 5大优先保护领域，制定了 30项优先启动的项目及实施计

划。目标是到 2020年，大理州生态系统完整性及生物物种多样性的保护

力度不断加强，全州物种多样性减少与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得到明显遏制，

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得到有效保护，关键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和特有物

种得到优先保护，生物多样性研究水平和管护水平能满足有效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的需求，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得到普遍提高。

本工程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等环境敏感

区，也不涉及国家级、省级公益林，永久基本农田。本工程的建设会使

区域内部分植被面积、植物种类有所减少，但不会对整个区域的植被类

型造成显著影响，不会造成物种灭绝，更不会使区域内植被类型的多样

性发生改变，影响较小。动物在施工活动等各种干扰增大的条件下均可

以逃离而不致造成个体死亡，动物原来的栖息地丧失迫使动物外迁，但

由于当地大多数动物密度不高，且被破坏的栖息地在当地所占比例有限，

影响较小。本项目在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和生态恢复措施的前提下不

会对所在区域生态环境产生大的影响。因此本工程与《大理州生物多样

性保护实施方案（2014-2020年）》没有冲突。

11、“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①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符合性分析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

意见》，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的意见》（云政发〔2020〕29号），全省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划分为优

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 3类，共 1164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383个，包含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主要分

布在滇西北山区、南部边境山区、哀牢山和无量山、滇东南喀斯特石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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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防治区、金沙江干热河谷、高原湖泊湖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域。

重点管控单元：652个，包含开发强度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环境

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和大气环境布局敏感、弱扩散区等，主要分布在滇

中城市群、九大高原湖泊流域、各类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城镇规划区

及环境质量改善压力较大的区域。

一般管控单元：129个，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区域。

本项目选址位于大理州宾川县乔甸镇，根据宾川县自然资源局、大

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宾川县分局、宾川县文化和旅游局、宾川县水

务局的查询结果（见附件），项目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未涉及占用生态保

护红线及永久性基本农田。

表 1-2项目与云南省“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单元

名称
管控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分析

生态

保护

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

空间。执行省人民政府发布

的《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

将未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

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重要湿地、基本草原、

生态公益林、天然林等生态

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

域划为一般生态空间。

根据宾川县自然资源局、大理白族

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宾川县分局、宾

川县文化和旅游局、宾川县水务局

的查询结果，本项目用地区域未涉

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及永久基本农

田，不涉及未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

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重要湿地、基本草原、国家二级公

益林中的有林地、天然林等生态功

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等一般

生态空间。

符合

环境

质量

底线

水环境质量底线：到 2020
年底，全省水环境质量总体

良好，纳入国家考核的 100
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优

良（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

例达到 73%以上、劣于 V
类的比例控制在 6%以内，

省级考核的 50 个地表水监

测断面水质达到水环境功

能要求；九大高原湖泊水质

稳定改善，达到考核目标；

珠江、长江和西南诸河流域

优良水体比例分别达到

68.7%、50%和 91.7%以上；

州市级、县级集中式饮用水

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

比例分别达到 97.2%、95%
以上；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

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95%以

根据大理州生态环境局发布的《大

理白族自治州 2020 年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2020年大理州各级环境

监测站分别对州内红河、长江、澜

沧江等三大水系的 6个湖泊、25条
河流进行了水环境质量监测，共设

61个测点。水质类别符合Ⅰ类的测

点有 1个，占 1.6%；水质类别符合

Ⅱ类的测点有 26个，占 42.6%；水

质类别符合Ⅲ类的测点有 26个，占

42.6%；水质类别符合Ⅳ类的测点有

6个，占 9.8%；符合Ⅴ类水质标准

的测点有 1个，占 1.6%；劣于Ⅴ类

水质标准限值的测点有 1 个，占

1.6%。2020年全州 6个地级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洱海一水厂、洱

海二水厂、洱海三水厂、鸡舌箐五

水厂、洱海凤仪水厂、洱海六水厂

年度达标率均为 100%。2020 年全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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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州 16 个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年度达标率均为 100%。

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到 2020
年底，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

体保持优良，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总量较 2015年
下降 1%；细颗粒物（PM2.5)
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
等主要污染指标得到有效

控制；州市级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优

良天数比率达到 97.2%以

上。

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 2020年生态

环境状况公报》，2020年，全州环

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良好。12个县

（市）年评价结果均符合环境空气

质量二级标准；按日均值评价，12
个县（市）优良天数比例在 99.5%～

100%之间，其中大理市优良天数比

例为 99.7%，出现轻度污染 1 天，

超标污染物为臭氧。宾川、弥渡、

巍山、南涧、祥云、洱源、鹤庆 7
个县优良天数比例均为 100%，全州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9.81%。根据

本次现状调查结果，项目区 TSP的

日均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符合

土壤环境风险防控底线：到

2020 年底，全省土壤环境

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

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

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

险得到基本管控；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80%左

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不

低于 90%。

根据本次项目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

查，项目区域无大型土壤污染项目

分布，土地利用现状为荒草坡地，

类比分析，项目区土壤环境质量满

足土地利用要求。

符合

水资源利用上线：到 2020
年底，全省年用水总量控制

在 214.6亿立方米以内。土

地资源利用上线：到 2020
年底，全省耕地保有量不低

于 584.53 万公顷，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489.4万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

在 115.4万公顷以内。

本项目占地不涉及基本农田，不涉

及耕地。

太阳能电池板的清洗废水直接顺着

流在太阳能电池组件下面的林地草

本作物上，作为林地草本作物灌溉

补充水，不外排。实现了资源利用。

本项目不占用基本农田

符合

资源

利用

上线

能源利用上线：到 2020年
底，全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较 2015年下降 14%，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国家

下达目标以内，非化石能源

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

重达到 42%。

本项目属于清洁新能源开发项目，

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界的太阳能资

源，太阳能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

源，且本项目建成后，预计项目多

年 平 均 上 网 发 电 量 为

157653.66kWh，与燃煤电厂相比，

以供电标煤煤耗 315g/kW·h计，每

年可节约标煤 49.66t，相应每年可

减少多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将大

大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还可节

约大量淡水资源，每年节约淡水 2
万 m3，并减少相应的废水排放，还

能减少燃煤电厂产生的噪声及燃

料、灰渣运输处置带来的环境问题

和生态影响。因此，本项目的建设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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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污染物减排效益，项目

建设不违背能源利用上线要求。

生态

环境

准入

清单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标准和有关政策，根

据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划分

情况，明确总体管控和分类

管控要求，制定各类管控单

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

差别化生态环境管控措施。

本项目属于光伏发电（林光互补）

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符合云南

省新能源开发利用规划。项目选址

位于祥云县普淜镇，属于一般管控

单元，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

求，项目建设和运行应满足产业准

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规

定的要求。

项目不属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

清单指南（试行）》（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第

89号）中所列的禁止类项目。

符合

一般

管控

单元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

求，项目建设和运行应满足

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

标准等管理规定。

根据生态红线查询结果可知，本项

目用地范围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及

基本农田；项目符合国家现行产业

政策和云南省新能源开发利用规

划；项目不设置总量控制指标；施

工期和运营期按相关污染物排放标

准要求进行管理。

符合

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云政发〔2020〕29号）的相关要求。

②与《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理白族自治州“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符合性分析

2021年 10月 2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理白族

自治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发〔2021〕

29号，项目与大政发〔2021〕29号文的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表 1-3项目与宾川县重点管控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分析

单

元

名

称

管控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

性分

析

宾川

县工

业集

中区

重点

管控

单元

空间布局约束：

1.限制矿电冶金等重污染型行业布局。严

格按照《铅锌行业规范条件》、《铜冶炼行业

规范条件》和《锡行业规范条件》等冶金行

业规范条件中相关要求执行。

2.不得布置高架源及废气高排放的项

目。

3.大力发展以柑橘、葡萄为主的高原特色

农业。

4.水泥熟料项目必须坚持等量或减量置

换，遏制水泥熟料产能增长。支持现有

企业围绕发展特种水泥（含专用水泥）开

本项目不在宾川县

工业集中区重点管

控单元，且本项目不属

于矿电 冶 金 等 重 污

染型行业、水泥熟料项

目、高架源及废气高

排放的项目，本项目为

农光互补复合光伏发电

项目，农业部分将考

虑种植中药材、葡萄

等经济作物。

不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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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质增效改造。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推进现有企业改、扩建项目生产工

艺优化提升，减少大污染物排放量。

2.按照先节水、后用水的原则进行水

管理。严格废水排放，废水预处理

达到集中处理要求后，进入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废水达标排放率达

100%。废水不能纳入集中处理设施

的企业，必须做到达标排放。

3.严格固体废物管理，确保固废处置

率达到 100%.同时做好危险废物的

处理处置及监管工作。

本项目不在宾川县

工业集中区重点管

控单元，本项目为新

建农光互补复合，运

营期不排放大气污

染物。运营期按照先

节水、后用水的原则

进行水管理，升压站

产生的少量废水经

处理后回用，不外

排。固体废弃物分类

管理，升压站产生的

少量危废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处置。

不冲

突

环境风险防控：1.加强企业在线监控

的监管，确保在线监控设备运转正

常。2.建立环境风险预测预警体系，

工业企业应有完善的风险防范措

施，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定期演练。

本项目不在宾川县

工业集中区重点管

控单元，且项目升压

站设置一个事故油

池，事故油池底部和

四周设置防渗措施

（等效黏土防渗层

Mb≥6.0m ，

K≤1.0×10 -7cm/s）；

主变压器及压力油

罐等设有泄压装置；

规范设置废检修油

暂存间。环境风险可

接受。

不冲

突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1.企业工业用水

鼓励优先使用再生水，保障取用地

下水环境安全。2.加强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管理，企业应提高清洁生产水

平，要求水重复利用率≥85%。

本项目不在宾川县

工业集中区重点管

控单元，且项目升压

站产生的少量废水

经处理后回用，不外

排。清洁废水循环利

用，用于浇灌电池板

下方的植物。

不冲

突

宾

川

县

县

城

城

镇

生

活

污

染

重

点

空间布局约束：严格执行畜禽规模

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可养区的管

理规定，加强禁养区日常监管，切

实巩固关闭搬迁成果，限养区实行

养殖总量控制，推行适度规模化集

中养殖，严格按规定配套建设畜禽

养殖废弃物处理设施。

本项目不在宾川县

县城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单元，不属

于畜牧养殖类项目。

不冲

突

污染物排放管控：1.加强污水管网提

升改造建设县城污水处理率不低于

90%。2.推进生活拉垃圾分类处理以

及餐厨垃圾的资源回收利用，使城

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以上。

本项目不在宾川县

县城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单元，且项

目产生的生活拉垃

圾进行分类处理。

不冲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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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控

单

元

环境风险防控：1.全面推行建筑工地

扬尘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严格渣

土运输车辆规范化管理，严格执行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2.严禁洗车污

水、餐饮泔水、施工泥浆等通过雨

水口进入管网后直排入河。3.严禁未

密闭和未冲洗运输车辆进入城市核

心区行驶

本项目不在宾川县

县城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单元，且项

目建设期进行洒水

降尘，不进行渣土的

运输，施工废水设置

沉淀池收集回用，不

外排。

不冲

突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1.鼓励将城市污

水处理厂再生水、分散污水处理设

施尾水以及经收集和处理后的雨水

用于河道生态补水。2.执行禁燃区管

理规定，禁燃区内禁止使用高污染

燃

料，推进“煤改气”“煤改电”，

进一步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率。3.提高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本项目不在宾川县

县城城镇生活污染

重点管控单元，本项

目属于农光互补复

合光伏发电项目，运

营期不燃煤；采用农

光互补提高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

不冲

突

宾川

县力

角镇

城镇

生活

污染

重点

管控

单元

空间布局约束：严格执行畜禽规模

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可养区的管

理规定，加强禁养区日常监管，切

实巩固关闭搬迁成果 .限养区实行养

殖总量控制，推行适度规模化集中

养殖，严格按规定配套建设畜禽养

殖废弃物处理设施。

本项目位于宾川县

乔甸镇，不属于宾川

县力角镇城镇生活

污染重点管控单元。

不冲

突

污染物排放管控：1.向城镇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的，应当符

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2.加快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建设，因地制宜的选择污水处理

工艺。3.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回收

利用，建立分类投放、收集、运输、

处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

本项目位于宾川县

乔甸镇，不属于宾川

县力角镇城镇生活

污染重点管控单元。

不冲

突

宾川

县矿

产资

源重

点管

控单

元

空间布局约束：1.加快退出矿山的生

态修复。 2.严格执行禁止开采区规

定，新建矿山严格控制最低开采规

模和最低服务年限。3.严格尾矿库建

设项目准入，严控新增环境污染风

险。

本项目属于农光互

补复合光伏发电项

目，不涉及宾川县矿

产资源重点管控单

元，不属于矿产资源

开发项目。

不涉

及

污染物排放管控：1.严格执行排污许

可证制度 .推行清洁生产制度，减少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污染物排放。

2.加强绿色勘查开采新技术、新方法

和新工艺研发与推广积极推进绿色

勘查与开发。3.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

废物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储（暂）存、

转运、处置。

环境风险防控：1.矿山采选区、废水

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储存场所等应

配备完善的防扬散、防流失、防渗

漏措施，严防对水体和土壤造成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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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2.对堆放的废石、弃渣等通过平

整、覆土、种植等措施开展复垦还

绿。

资源开发效率要求：1.从源头减少废

水产生，实施清（雨）污分流，充

分利用矿井水、循环利用选矿水。

2.提高矿产资源回采率和综合回收

率，大力开展粉煤灰、炉渣、冶炼

废渣、尾矿等资源化利用。

根据上表分析，本项目不涉及宾川县工业集中区重点管控单元、宾

川县县城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单元、宾川县力角镇城镇生活污染重点

管控单元、宾川县矿产资源重点管控单元。

根据宾川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项目站址范围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查询情况说明（附件 14），本项目占地范围不占用宾川县生态保护红

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本项目为农光互补复合光伏发电项目，项目的建设

与《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理白族自治州“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发〔2021〕29号）相关要求不

冲突。

12、与“国家林业局关于光伏电站建设使用林地有关问题的通知”符合

性分析

2015年 11月，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关于光伏电站建设使用林地有关

问题的通知”（林资发〔2015〕153号），通知指出各类自然保护区、森

林公园（含同类型国家公园）、濒危物种栖息地天然林保护工程区以及

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为禁止建设区域。其他生态地位重要、生态

脆弱、地形破碎区域，为限制建设区域。

光伏电站的电池组件阵列禁止使用有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

采伐迹地、火烧迹地，以及年降雨量 400mm以下区域覆盖度高于 30%的

灌木林地和年降雨量 400mm以上区域覆盖度高于 50%的灌木林地。

根据宾川县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项目站址范围拟用地范围林地资

源查询情况的复函（附件 7），本项目占地范围不涉及风景名胜区，不

涉及国有林地，不涉及国家级、省级公益林。原报规用地面积约 3526.31

亩，涉及盖度大于 0.5的灌木林地约 166.96亩，涉及 35.9亩中央财政造

林补贴用地，已在选址红线确定过程中进行避让，调整后现占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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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19hm2，约 1911.285亩，满足要求。

本项目已经对上述禁止建设和限制建设区域进行避让。项目选址阶

段已开展林业用地勘察，针对上述禁建区和限制建设区域进行避让，本

项目的建设与国家林业局“关于光伏电站建设使用林地有关问题的通知”

（林资发〔2015〕153号）中的相关要求基本相符。

13、与云南省能源局关于《推进云南省太阳能光伏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

相符性分析

2016年 2月 23日云南省能源局发布了《关于推进太阳能光伏开发利

用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云南省

委九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在适宜地区适度建设光伏电站，发挥太阳能光伏利用对精准扶贫的带动

作用，把发展高原特色光伏农业和光伏扶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

推动太阳能光伏多元化开发利用。云南省不再发展纯地面光伏电力，未

来发展重点主要在光伏农（林、牧、渔）业、光伏提水、光伏制冷（脱

水、保鲜）、光伏制热（烘干、食品加工）户用光伏扶贫及城市、工业

园区的屋顶分布式光伏领域。云南省光伏电站建设应优先选择具备就近

接入电网的有利条件及负荷集中的滇中、滇东和滇南区域。支持在边远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开展光伏扶贫工作。

本项目为农光互补项目，符合云南省能源局关于《推进云南省太阳

能光伏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

14、与《云南省主体功能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2014年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以云政发〔2014〕1号文印发《关于云南

省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的通知》，规划中将全省国土空间按照开发方式分

为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3类主体功能区。根据

《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云政发〔2014〕1号），宾川县属于国家

农产品主产区，该区域的功能定位为：农产品主产区是保障粮食产品和

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基地，全省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地区，现代农业的

示范基地，农村居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社会主要新农村建设的示范

区。农产品主产区要以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为重点，切实保护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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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粮食生产，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效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能源空间布局也提出“……

依托太阳能和生物质能源分布建设新能源示范基地……依托资源优势，

稳步发展太阳能发电和热利用……”。

本项目为太阳能发电项目，可有效缓解当地电力供需矛盾，为农产

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电能。项目的开发空间布局与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

能源开发空间布局基本一致，且本项目环评针对光伏开发提出了相应环

境保护措施，项目建设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相符。

15、与《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的相符性分析

根据《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本项目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宾川县乔甸镇，属于滇中、北中山峡谷暖性针叶林生态亚区（Ⅲ2），

Ⅲ2-3白草岭中山山原林业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该区域的主要生态特

征：以中山山原地貌为主。河谷地区的年降雨量在600-800毫米，高原

面上的降雨量为1000~1200毫米。现存植被主要是云南松林。西部土壤

以红壤为主，东部主要是紫色土，宾川河谷地带分布有一定面积的燥红

土。主要生态问题是：农业结构不合理、水土流失严重。主要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为：金沙江中段山原地区的水源涵养与生态农业建设。保护措

施与发展方向为：山区加大封山育林的力度，严格退耕还林，控制矿产

资源的开发。河谷区调整土地利用方式，推行清洁生产。

本项目为光伏电站的建设，光伏电站建设尽可能的利用荒地和裸

地，只有少部分稀树灌草地覆盖的土地，本项目是利用荒地、裸地进行

光伏发电+生态治理的创新应用，项目既可有效的提升宾川县境内荒草

地的利用价值，农业种植、电站运行维护优先使用当地贫困户，为项目

所在地宾川县乔甸镇农民尤其是贫困人口致富增收；也可长期生产无污

染的清洁电力，为宾川县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助力。且光伏电站建设

后将采取严格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植被恢复措施，恢复周边植被，对于防

止生态环境荒漠化及区域水土保持是有益的。项目拟采用“农业种植+

光伏发电”的方案进行建设，即在光伏组件下面开展喜阴中药材等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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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为推进云南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助推乡村振兴，项目深入实

施林下经济发展行动。故本工程的建设与《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中的

保护措施与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16、与”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的相符性分析

①项目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符合性分析

表1-4本项目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符合性分析

分类 具体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加大综合治理力

度，减少多污染

物排放

深化面源

污染治理

项目采取施工现场设置连续，密闭的围挡，施

工现场和施工道路定期洒水降尘，物料运输车

辆等覆盖篷布，合理设置运输车辆运输路线等

措施，减少施工场地扬尘的影响

符合

②项目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符合性分析

表1-5本项目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符合性分析

分类 具体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着力节约保

护水资源
控制用水总量

本项目施工用水主要为施工用水及员工用水，

运营期主要为光伏组件清洗用水，用水量较少

，满足要求。

符合

③项目与《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符合性分析

表1-6本项目与《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符合性分析

分类 具体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加强污染源监

管，做好土壤污

染预防工作

加强工业废物处

理处置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旧电子

元件等，暂存于仓库后合理处置，不会

对土壤及地下水产生污染。

符合

综上，项目符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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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地

理

位

置

宾川县孔新庄光伏场址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乔甸镇孔新庄区域北面山

坡地带，场址中心距离县城直线距离 9km。场址范围介于东经 100°35′18.56"～

100°37′13.427"、北纬 25°42′10.12"～ 25°40′13.1"之间，场区海拔高度介于

1500m~1900m之间。场址区域内植被覆盖率一般，主要为荒草地。场址地形开阔，

适宜光伏建设。项目采用 540W单晶硅组件，分 4个片区，共布置 32个方阵，装

机容量 97.9MW。

工程场址位置示意如图 2-1。

图2-1场址范围示意图

项

目

组

成

及

1、项目区太阳能资源总述

（1）宾川县太阳能资源

宾川县太阳水平总辐射值（GHI）分布如图 2-2所示，宾川县年总辐射量在

6000～6400MJ/m2之间，宾川县位于大理州东部，是云南省太阳能资源最佳开发

区域中的一个县，其年平均太阳总辐射为 6425.2MJ/m2·a，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638

1#片区

2#片区

3#片区
4#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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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模

小时，年平均日照百分率为 60%。宾川县境内无地形影响的大部分地区的日照丰

富，太阳辐射能量较高，坝子周边地形海拔一般在 1500米以上，空气透明度高，

太阳辐射在大气中的损耗较少，年内月太阳总辐射值变化基本平稳，工程开发利

用价值较高，有利于太阳能能源的稳定输出。宾川县中部地区为高值区，太阳总

辐射大部地区一般在 6400MJ/m2以上，东北部和中西部区域在 6200~6400MJ/m2

之间，西部区域在 6000~6200MJ/m2之间。

（2）场址区太阳能资源

根据《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QX/T89-2018）给出的划分方法，项目光伏

电站场址年太阳总辐射量为 6254.86MJ/m2·a，据此判定其太阳能资源丰富程度为

很丰富，资源等级为 B级。场址水平面年平均太阳总辐射值最低月与最高月之比

为 0.715，场址太阳能资源稳定度属于很稳定级别，有利于电能稳定输出。场址

空气质量好，透明度高，太阳辐射在大气中的损耗较少。场址无沙尘天气，气温

年内变化不大，气候条件有利于太阳能资源开发。

2、工程任务

本项目主要工程任务为发电，规划装机容量为 97.9MW，配套建设 1座 220kV

升压站，终期规划 1台主变 1×150MVA。光伏发电系统均采用 540W的 PERC单

晶硅电池组件，共计 32个组串式逆变方阵方阵组成。包括 26个 3150kW光伏方

阵，2个 2950kW光伏方阵，2个 2750kW光伏方阵，1个 2000kW光伏方阵和 1

个 2600kW 光伏方阵。采用每个方阵配置 155~240 个组串（每个组串由 28 块组

件串联）。一个方阵的组串经过组串式逆变器将直流电转变成交流电，并通过箱

变将电压升至 35kV。97.9MW阵列经 4回 35kV电缆集电线路输送至 220kV升压

站 35kV的母线后并入电网。35kV集电线路拟采用电缆直埋方式敷设。

3、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云南大理宾川孔新庄 100MW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单位：国能宾川新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乔甸镇孔新庄一带

建设内容：新建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同时配套建设 1座 220kV升压站，终

期规划 1台主变 1×150MVA。光伏组件规划装机容量 100MW，实际装机规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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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MW，采用 540Wp单晶硅组件，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总占地面积 127.419hm2，

其中光伏阵列占地 96.688hm2。年平均发电量 157653.66MW•h，年平均等效满负

荷利用小时数为 1399.76小时。

工程等级：本项目为大型光伏发电系统。光伏阵列支架及基础使用年限为 25

年，建（构）筑物的主要设计安全标准为：二级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丙类建筑抗

震设防类别，丙级地基基础设计等级，50年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防洪标准为

50年一遇。

建设工期：2022年 7月～2023年 7月，总工期 12个月。

总投资：工程总投资 50219.56万元。

项目服务周期：25年

4、环评评价内容

项目开发方式为光伏+农业，利用光伏板下空地和板间空地开展苗圃或茶树

种植，因目前无农业种植具体方案，本次环评不进行评价，要求农业种植部分另

行办理环保手续，本次环评仅对农业种植提出种植建议。

本次环评包括光伏生产区（太阳能电池板发电方阵）和升压站工程建设过程

和运营期间环境影响评价。

5、工程建设内容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总用地总面积 127.419hm2，其中永久占地面

积 1.601hm2，临时占地面积 125.818hm2。本工程主要任务为发电，主要工程内容

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及环保工程等。根据场址的地形地质条件，本工程规划

装机规模 100MW，实际总装机规模为 97.9MW，太阳能电池阵列拟采用单晶硅光

伏组件进行开发。同时在光伏电站场区内配套建设一座 220kV升压站，安装主变

1台 1×150MVA。

5.1项目组成

本项目主要由主体工程光伏发电系统、逆变器、升压站、集电线路和公辅工程、

环保工程组成。工程组成见下表：
表2-1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

类

别

工程

名称
建设内容

主

体

工

程

光伏

发电

系统

本工程设计总装机容量为 97.9MW，主要由光伏阵列、箱逆变单元、升压系

统等部分组成。年平均发电量 157653.66 万 MWh，年平均利用小时数

1399.76h。
采用 540W单晶硅光伏组件，布置 26个 3.15MW方阵、2个 2.95MW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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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 2.75MW、1个 2.00MW方阵和 1个 2.60MW方阵，共计 32个方阵。

光伏发电系统合计采用 208572块峰值功率为 540Wp的单晶硅光伏组件；497
台 196kW 组串式逆变器；26台 3150kVA箱式变压器，2台 2950kVA箱式变

压器，2台 2750kVA箱式变压器，2600kVA箱式变压器及 2600kVA箱式变

压器各 1台；

太阳能方阵支架采样固定支架，支架最佳倾角为 21°，薄壁型钢结构，支架

离地最小高度为 2.5m。支架每个单元排列 2×14块 540W单晶硅光伏组件（1
个组串），组件竖向放置。

每个方阵配置 155~240个组串（每个组串由 28块组件串联）。一个方阵的

组串经过组串式逆变器将直流电转变成交流电，并通过箱变将电压升至

35kV，97.9MW阵列经集电线路汇至升压站 35kV的母线后并入电网。

集电

线路

场区通过 4回集电线路接至新建 220kV升压站 35kV侧，集电线路采用电缆

直埋方式敷设，直埋壕沟截面尺寸有 0.9m×1.0m和 1m×1m，总长约 69km。

本工程不包含送出线路，送出线路单独立项。

升压

站

拟建 220kV升压站位于光伏场占地范围内，占地面积约 0.769hm2。升压站

围墙尺寸为 122m×53m（围墙内面积），为北偏西 11°布置，大门位于站区

南侧，升压站南侧为生活区，北侧为生产区。

生活区布置 1栋综合楼（中控室、宿舍、办公室）、仓库及消防水泵房、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

生产区采用环形道路闭合，生产区域为：主变压器、35KV配电室（含继保

室、接地变及小电阻成套装置、蓄电池室）、户外 GIS及事故油池。整个站

内共布置 30米高独立避雷针 2根。

储能区位于升压站西侧，场地围墙尺寸 65.2m×20.5m（围墙内面积），区域

内部布置有 6座 5MWh 电池箱和 6座 2.5MW升压站变流舱。

辅

助

工

程

交通

工程

进场道路及场内道路标准为路基宽 4.m，路面宽 3.5m，采用 30cm石渣路面。

整个场区新建及改造道路长 22.69km，其中新建道路 15.30km，改扩建道路

7.39km。

临时

施工

场地

本项目不单独布设料场及弃渣场，工程所需砂石料全部外购。施工场地 1个，

位于项目 1#光伏片区太阳能方阵西南侧，包括材料堆场、材料加工场和施

工生活区，占地 7500m²。

公

用

工

程

供电 站内 35kV母线供电

供水
项目区周边水资源充足，项目施工建议就近拉水，生活用水外购或村庄供水

管网供给。

排水

雨污分流系统。场地雨水经沟渠收集后顺地势低点汇流至站址外；施工期设

置旱厕，粪便污水经收集后用于区域农地绿化施肥，其他较清洁的洗手废水

以及生产废水等经沉淀池收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运营期

员工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以及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回用于站区

绿化，不外排。光伏组件清洗废水在擦拭过程中少量被蒸发，其余清洗废水

流在光伏板下的植被上，由植被吸收、土壤吸收或自然蒸发，项目废水不外

排。

环

保

工

程

废气

施工期：施工场地定期洒水、材料堆存采用土工布覆盖，减少大风天气作业

量等。

运营期：升压站内厨房内设置 1套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厨房油烟。油烟净化

器处理效率不小于 60%，厨房油烟经净化处理后引至屋顶排放。

废水
施工期：废水收集沉淀池，1个，3m3。

运营期：隔油池（0.54m3）+化粪池（4m3）+污水处理设备（2m3/d）

噪声
施工期：加强设备保养、维护及施工管理

运营期：选用低噪设备、加强基础减振，建筑物隔声

固体 废光伏组件由供应商负责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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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 在升压站主变压器底部设事故集油收集池，收集箱变和 SVG 配套变压器在

检修或是事故状态下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应急处理后收集到的变压油集中收

集至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

区内设置垃圾桶，产生的垃圾分类收集，能回收利用的回收利用，不能回收

利用的垃圾集中收集至附近村庄统一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化粪池等污泥委托当地农民定期清掏做农肥；

升压站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 1个，面积 5m2，收集暂存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

升压站置一般废物暂存间 1 个，面积 10m2，收集暂存项目产生的废光伏组

件，后期由光伏组件生产厂家统一回收利用。

标识

牌
分散在项目周围设置环保宣传牌及环境保护警示牌

绿化 结合水土保持措施在升压站区、道路区以及光伏占地内进行绿化。

生态

工程措施：尽量少占地，表土隔离保护，施工完毕后将剥离的表层土回填覆

土，平整土地，挖方、填方占地范围内实现平衡，无弃土；加强施工管理，

杜绝对非占地生态环境的扰动和破坏。

动物保护措施：减少施工扰动对动物生境的破坏，禁止捕杀，加强施工人员

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教育；

植物保护措施：绿化及植被恢复以当地物种为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控制施工扰动区域，提高员工环保意识等。在原有土地植被类型的基础上农

作物植被恢复，实现农光互补。

临时措施：临时用地堆土进行遮盖，在临时堆土场四周设置排水沟，堆土场

采用临时围挡措施，施工期配置洒水车。

农光互补
因农光互补方案的涉农部分方案暂未确定，目前无农业种植具体方案，本次

环评不进行评价，要求农业种植部分另行办理环保手续。

表2-2 项目光伏电站技术经济指标表

项目 单位 参数 备注

征占地范围 hm2 127.419 永久+临时

年均发电量 万 kW.h 157653.66
标称总装机容量 MWp 100
实际总装机容量 MWp 97.9

光伏组件

峰值功率 Wp 540
开路电压（Voc） V 49.5
短路电流（Isc） A 13.85

工作电压（Vmppt） V 41.65
工作电流（Imppt） A 12.97
峰值功率温度系数 %/K -0.35
开路电压温度系数 %/K -0.284
短路电流温度系数 %/K +0.050
第一年功率衰减 % 2
第十年功率衰减 % 0.45

第二十五年功率衰减 % 0.45
外形尺寸 mm 2256×1133×35
重量 kg 32.3
数量 块 208572

跟踪方式 / 固定

安装角度 （°） 21
196kW组

串式逆变

最大直流功率 kW 216
最大直流电压 V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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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最高转换效率 % 99.01
中国效率 % 98.52

最大功率跟踪（MPPT）范围 V 500-1500
最大直流输入电流 A 270

交流输出电压 V 800
输出频率要求 hz 50±4.5hz

功率因数 >0.99
外形尺寸 mm 1035×700×365
重量 kg 86

防护等级 IP66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 -25～+60

数量 台 497

就地升压

变压器

容量 kVA 3150/2950/2750/2600/2000
台数 台 26/2/2/1/1

额定电压比 kV 35±2*2.5%/0.8

出线回路
出线回路数 回 4
电压等级 KV 35

220kV升

压站

台数 台 1
容量 MVA 150

额定电压比 kV 230±8×1.25%/35

土建工程

光伏组件支架钢材量 t 2840.03
支架基础混凝土 m3 5350.22
支架基础钢筋 t 767.53
房屋建筑面积 m2 1564
施工总工期 月 12

上网电量

统计

标称装机容量 MW 100
实际装机规模 MW 97.9

年平均上网电量 MWh 157653.66

经济指标

设备及安装工程 万元 37014.87

建筑工程 万元 8856.19

其他费用 万元 4449.56

基本预备费（2%） 万元 1006.41

工程静态总投资 万元 49815.59

静态单位千瓦投资 元/kW 4422.99

5.2光伏发电系统区

光伏发电系统主要由光伏阵列、箱逆变单元、升压集电系统等部分组成。

（1）太阳能光伏阵列

光伏阵列结合用地范围和地形情况，尽量避免子方阵的长宽度差异太大，以达

到用地较优、节约连接电缆、日常巡查线路较短的最佳布置方案，整个布置避让了

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公益林、有林地等敏感因素。

①光伏方阵



—27—

本工程共计 4个光伏片区，建设规模为 100MW，拟采用 540Wp的单晶硅双

面光伏组件 208572块，采用固定倾角的运行方式，由 26个 3.15MW方阵、2个

2.95MW方阵、2个 2.75MW、1个 2.00MW方阵和 1个 2.60MW方阵组成。光伏

阵列面倾角采用 21°，工程实际装机容量 97.9MW。

②光伏组串

每个光伏支架布置 2排，每排布置 14块 540Wp单晶硅光伏组件，一个光伏

支架布置 1个组件串，每个组件串由 28片光伏组件串联后接入组串式逆变器。

3.15MW方阵配置 240个组串（每个组串由 28块组件串联），16台 196kW

的组串式逆变器，1台容量为 3150kVA双绕组箱变；

2.95MW方阵配置 225个组串（每个组串由 28块组件串联），15台功率 196kW

的组串式逆变器，1台容量为 2950kVA双绕组箱变；

2.75MW方阵配置 210个组串（每个组串由 28块组件串联），14台功率 196kW

的组串式逆变器，1台容量为 2750kVA双绕组箱变；

2.6MW方阵配置 195个组串（每个组串由 28块组件串联），13台功率 196kW

的组串式逆变器，1台容量为 2600kVA双绕组箱变；

2.0MW方阵配置 155个组串（每个组串由 28块组件串联），10台功率 196kW

的组串式逆变器，1台容量为 2000kVA双绕组箱变。

③光伏支架及基础

光伏支架由 208572块 2256mm×1133mm单晶硅光伏组件按 2（行）×14（列）

的布置方式组成一个支架单元，共用 7449个光伏支架，支架最佳倾角为 21°。组

件竖向放置，支架东西向跨距为 161220mm，东西向联排布置。光伏支架最低沿

高于地面 2.5m。

光伏支架采用单桩支架结构，主要由斜梁、横梁、前斜撑、后斜撑、钢柱、

抱箍和单桩基础等关键构件组成。单桩光伏支撑结构采用 2个斜支撑支起斜梁、

横梁，从而托起光伏电池板，钢斜撑与钢柱之间连接通过抱箍实现，具有简洁、

高效的特点。光伏组件与横梁用不锈钢螺栓连接，每块光伏板用 4个螺栓固定在

横梁上。横梁与斜梁通过螺栓连接。

固定支架采用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基础，光伏区基础直径 300mm，入土

2500mm，出土高度依据现场地形条件及施工条件控制在 1.0m以内。基础内预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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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与上立柱套接连接。基础混凝土应振捣密实及光滑平整，确保立柱与基础

可靠连接。

（2）箱逆变单元

①组串式逆变器：本工程采用 196kW 型组串式逆变器进行开发，共计 497

台。组串式逆变器不单独做基础，逆变器托架采用连接件及抱箍固定于光伏支架

立柱上。本工程总计 32个光伏子方阵，配置 3150kVA箱式变压器 26台，2950kVA、

2750kVA箱式变压器各 2台，2600kVA、2600kVA箱式变压器各 1台。

②箱变基础：基础为砌体结构筏板基础，基础长 5.33m，宽 2.8m，高 2.1m，

埋深 1.45m，基础露出地面 0.65m。基础底板厚 300mm，侧壁为厚 240mm的砌砖

墙，四角设构造柱，顶部设圈梁，顶板设进人孔及钢盖板。箱变与基础顶部预埋

钢板焊接，朝向箱变开门一侧砌筑踏步及操作平台，侧壁开电缆孔。为满足环保

要求，在箱变基础靠油箱一侧设事故油池。

（3）光伏区集电线路设计

全站装机容量通过 4回 35kV电缆集电线路输送至 220kV 升压站 35kV的母

线后并入电网。每回电缆集电线路额定输送功率 15.75MW（AC）~22.05MW，4

回集电线路电缆采用 70-150-300-400mm2变截面设计。35kV集电线路拟采用电缆

直埋方式敷设，各方阵经升压站箱变升压后，每回集电线路中的箱变高压侧采用

首尾串接的方式并入一回集电线路（根据方阵布置情况局部采用分支箱）。

电站的系统总效率按 80.66%考虑，光伏组件功率衰减首年小于 2%、第 2年

起每年组件功率衰减为 0.57%。经计算，本项目 25年运行期内多年平均上网电量

为 157653.66万 kW·h，年平均满负荷利用小时数为 1399.76hr。

（4）光伏电池组件清洗

光伏阵列的电池组件表面清洗可分为定期清洗和不定期清洗。定期清洗一般

每两个月进行一次，制定清洗路线。清洗时间安排在日出前或日落后。不定期清

洗分为恶劣气候后的清洗和季节性清洗。

由于并网光伏电站工程占地面积较大且场区地形复杂，距离道路较远处不利

于机械清洗，故本光伏电站工程的清洗方式考虑靠近道路及方便清洗车辆进入的

区域采用机械清洗，其他区域采用人工清洗。

（5）复合型农光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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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复合型“农光互补”模式进行开发建设。本项目通过发展光伏农业、

林业，利用光伏板下空地和板间空地开展农业或是林业种植。根据组件安装设计

的方法：冬至日真太阳时上午 9:00至下午 3:00 时光伏阵列不被遮挡。因此，在

大部分时间内，组件阵列中的植物都将处于光照被罩的情况下，因此，适合种植

的作物应该耐阴或喜阴；同时，由于光伏阵列设计的要求，所种植的作物宜超过

2m。

本光伏电站光伏阵列区除支架占地为永久占地外，其余均为临时占地，拟全

部用于农业种植。可以实现多种形式的农业种植，如中草药等经济作物，实现农

光互补。本次农业种植内容不纳入评价内容，另行办理环评手续。

（6）围栏

为了便于管理，沿光伏发电场阵列外侧设置钢丝网围栏，围栏高度1.8m，围栏

长29.6km。围栏占地统计入各区中不单独计列。

（7）防腐设计

钢构件采用金属保护层的防腐方式。钢结构支架、钢管桩上部、连接板及拉条

均采用热浸镀锌涂层或镀镁铝锌防腐，热浸镀锌须满足《金属覆盖层钢铁制件热浸

镀锌层技术要求及实验方法》(GB/T13912-2002）的相关要求，镀锌层厚度平均不

小于 65μm。防腐前需对钢结构除锈处理，除锈等级应达到 Sa2.5的质量要求。

5.3升压站

①平面布置

在光伏电站内建设 220kV升压站 1座，光伏发电区拟以 4回 35kV集电线路

输送至 220kV升压站 35kV配电装置。本期建设 220KV升压站、综合办公楼以及

其配套的环保设施。

考虑生产和生活的不同要求，升压站总布置将场地划分为生产区和生活区两

部分。进站道路从升压站南侧进入站内，生产区和生活区分开布置，各分支道路

可方便到达各建筑物和设施旁。站内道路均为混凝土路面，道路宽度 4.5m，道路

转弯半径 9m。

储能站紧挨着升压站布置，设置于升压站东侧。

②电气部分

A、主变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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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站配套建构筑物主要包括 220kV 主变 1 台，本期工程新建 1 台节能型

SZ18-150000/220，230±8x1.25%/35接线的三相双绕组有载调压变压器，接线组别

YN，d11，阻抗电压 Ud=14.0%，实现 35kV 光伏发电电能升压至 220kV 后和电

网的连接。主变压器基础采用独立式基础，基础四周设置集油坑，集油坑与事故

油池连接，事故油池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凝土为抗渗混凝土。

主变排油系统包括主变集油坑、排油检查井、排油管道、事故油池。排油坡

度不小于 1%，事故油池容量满足最大一台主变油量 100%的容积，并在事故油池

内做了油水分离措施。

B、220kV接线：

本工程升压站 220kV侧采用单母线接线。终期规划 1个主变进线间隔，2个

出线间隔，一个母线 PT间隔。

本期建设 1个主变进线间隔、1个线路出线间隔、1个母线 PT间隔，预留 1

个线路出线间隔。220kV配电设备采用六氟化硫全封闭组合电器（GIS）布置于

预制舱内。

本次评价不含送出线路。

C、35kV系统接线

升压站 35kV侧按终期规模规划，采用单母线接线，一次建成。建成 1个主

变进线间隔、4个光伏厂区集电线路间隔、1个母线设备间隔、1个无功补偿间隔、

1个站用变间隔、1个接地变及小电阻成套设备间隔，1 个储能进线间隔，共 10

个配电间隔。35kV配电装置选用户内成套装置 KYN61-40.5高原型铠装移开式开

关柜。

本工程的监控采用集中控制方式，采用计算机网络监控系统（NCS）、微机

保护自动化装置和就地检测仪表等设备来实现全站机电设备的数据采集与监视、

控制、保护、测量、远动等全部功能，并可将光伏电站的运行参数、现场情况等

重要信息通过以太网络上传至用户指定的远方监控计算机实现远方监控。

D、储能区

储能区位于升压站西侧，场地围墙尺寸 65.2m×20.5m（围墙内面积），北偏

西 11°布置，区域内部布置有 6座 5MWh电池箱和 6座 2.5MW升压站变流舱。

③升压站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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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站内建筑物有综合楼、生活楼、消防水泵房、固废物资临时存放仓库及

值班室等。升压站建筑主要依据使用功能进行设计，建筑专业在满足功能要求的

前提下，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范、规程以及视觉造型美学原理，进行平面布

置、防火分区、安全疏散、立面造型、色彩处理等方面的全方位设计，以保证满

足功能使用要求。建筑以自然采光为主，人工照明为辅的原则进行设计。升压站

建筑设置有满足规范要求的门窗，保证良好的采光质量

综合楼、35kV配电室、仓库、水泵房、值班室等，总建筑面积约 1564.15m2。

A、综合楼

综合楼为 2层框架结构，1层布置有：办公室、蓄电池室、继保室、餐厅、

食堂等；2层：宿舍、中控室、会议室、资料室、活动室、洗衣房等。建筑面积

1216.8m2。

B、35kV配电室

35kV配电室层数 1层，框架结构，层高为 6.5m，建筑平面简洁，主要满足

工艺需要。建筑面积 209.35m2。

C、消防水泵房及仓库

消防水泵房及仓库层数 1层，框架结构，层高为 4.5m，建筑面积 138.0m2。

D、采暖、通风

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为南方非采暖区，常年气温舒适，冬季寒冷天气短暂。

升压站内不设集中供暖设备，办公室、休息室等房间在冬季需要考虑采暖，采用

新型电暖气采暖。库房、泵房通风机选用防爆型，通风系统兼事故通风，保持室内

负压，进风量为排风量的 80%。

公共卫生间采用自然进风，机械排风通风方式，通风换气次数为 7次/小时，卫

生间侧墙设置排风机，将风排至室外；宿舍卫生间采用自然进风，机械排风通风方式，

通风换气次数为 7次/小时，卫生间设通风器并在卫生间内设置风道，将风排至室外；

厨房部分采用专业的厨房设备来排除油烟。其余建筑物可采用自然通风。

E、给、排水

升压站用水量按人均综合用水量100L/人·d，15人计，日用水量为1.5m3/d，升压

新建200m3蓄水池，满足用水量要求。生活用水采用变频泵加压，以枝状管网供水

到升压站各用水点。生活用水质必须达到饮用水水质标准，如不满足需设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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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生活供水来自周边引入自来水。

升压站采取雨污分流排水方式。污水汇集后流入化粪池，经化粪池澄清过滤后

排入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用于项目区绿化，废水出处理后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中道路清扫及绿化标准。升压站内日常维

护及相关人员较少，生活污水排放量小，本阶段暂时考虑在生活楼附近埋设1套生

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采用“接触氧化+MBR”工艺，设计出水水质满足《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中道路清扫及绿化标准。项目

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废水处理后回用标准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中道路清扫及绿化标准。

5.4项目道路工程区

场址内有数条简易乡村道路，拟对部分简易道路进行改扩建作

为本项目的进场道路。场内道路由已有乡村道路接入，尽量避开耕地

区域，以减少挖填方、避免破坏自然冲沟，沿线尽可能地靠近或通过较多

的光伏阵列。进场道路及场内道路标准为路基宽 4.0m，路面宽 3.5m，采

用 30cm 石渣路面。整个场区新建及改造道路长 22.69km。

项目道路工程区总占地面积 22.076hm2，包括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其中，

施工道路占地面积约 21.32hm2，为临时占地；升压站进场道路占地 0.756hm2，为

永久占地。

5.5公用工程

（1）给水系统

本项目用水主要包括生活用水、光伏方阵冲洗用水等。施工期、运行期生

产用水生活用水取自站址附近村庄供水管网，直饮水采用桶装矿泉水。

（2）排水系统

采取雨污分流系统，场地雨水经沟渠收集后顺地势低点汇流至站址外；施工

期设置旱厕，粪便污水经收集后用于区域农地绿化施肥，其他较清洁的洗手废水

等经沉淀池收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施工期生产废水设置沉淀池沉淀后

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员工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预处理后经一体化污

水处理设备处理后达标回用，不外排。项目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厂区绿化，废

水处理后回用标准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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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路清扫及绿化标准。

光伏组件清洗废水在擦拭过程中少量被蒸发，其余清洗废水流在光伏板下的

植被上，由植被吸收、土壤吸收或自然蒸发，项目废水不外排。

（3）供电系统

项目施工用电将从区域电网接入，满足施工负荷要求，光伏电源建成后此电

源用作备用电源；运营期站内 35kV母线供电。

（4）通信设施

施工厂址无线通信信号能满足正常通信要求，场内施工通讯系统采用无线通

信系统。

6、用地性质及用地方案

本工程建设用地分为永久用地和临时用地。永久性用地包括：升压站、箱变

基础、电缆分接箱以及电缆井等；临时用地包括：光伏阵列、直埋电缆沟、场内

施工道路、渣场、临时生活、生产设施绿化等。

本工程装机规模为 97.9MW，共布置 32个光伏子方阵，新建 220KV升压站

1座。

项目总用地总面积 127.419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1.601hm2，临时占地面积

125.818hm2，详见下表：

表 2-3 工程用地面积汇总表

项目 序号 项目 占地面积（hm2） 备注

永久占地

1 升压站 0.769
2 箱变及分支箱基础 0.076
3 进场道路 0.756
4 小计 1.601

临时占地

1 太阳能电池板方阵用地面积 96.688
2 场内道路用地面积 21.32
3 直埋电缆用地 3.850
4 施工营地 0.750
5 表土堆场 1.87
6 其他未利用地 1.34
7 小计 125.818

合计 127.419
7、项目主要设备使用情况

项目拟采用设备清单如下表所示：

表 2-4 电气主要设备及安装材料清单

序

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34—

一、光伏区

1 光伏组件 540Wp/块单晶硅电池组件 块 208572
2 组串式逆变器 196kW组串式逆变器

台

497
3 通信柜 / 32

4 箱式变压器

3150kVA油浸式箱变，华变 S11 26
2950kVA油浸式箱变，华变 S11 2
2750kVA油浸式箱变，华变 S11 2
2000kVA油浸式箱变，华变 S11 1
2600kVA油浸式箱变，华变 S11 1

5 直流光伏电缆 H1Z2Z2-K-1x4mm2，1500V耐压 km 935
6 MC4插头 对 14898
7 逆变器安装支架 套 497
8 通讯柜安装支架 套 32
9 3kV电缆及电缆附件

9.1 低压电力电缆 ZC-YJLHV22-1.8/3kV-3x95 km 125
9.2 1kV动力电缆 ZC-YJV22-0.6/1kV-4x4 km 1.3

9.3 35kV电力电缆
ZC-YJLV22-26/35-3x70/150/300/

400 m 24580

10 直埋光缆 GYTA53型 24芯光缆 km 35 冷缩

11 方阵监控系统子站 套 1
二、220kV升压站

（一）主变

1 主变压器 1×220kV 台 1
（二）220kV户外 GIS间隔

1 220kV户外 GIS
主变进线间隔

/ 间隔 3

2 204kV氧化锌避

雷器

YH10W-204/532GY，海拔

2000m，配在线监测仪
台 3

4 线路电压互感器
A相，TYD220/√3-0.005GH，
220/√3/0.1/√3/0.1kV，0.5/3P级

台 1

（三）35kV配电装置

1 主变进线柜 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等 套 1
2 电缆进线柜 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等 套 4

3 无功补偿柜 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等 套 1

4 站用变柜 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等 套 1
5 接地变柜 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等 套 1

6 母线设备柜

含干式电压互感器、熔断器、避

雷器、智能操控显示装置、过电

压控制器等

套 1

7 储能系统柜 断路器等 套 1
8 分段隔离柜 台 1

（四）无功补偿装置

1 动态无功补偿装

置（SVG)
±39MVarSVG，直挂式，水冷，

厂家成套供货
套 1

2 干式接地变及小

电阻成套装置

DKSC-600/35，600kVA，
35±2×2.5%/0.4kV，ZN，Ud=6.5% 套 1

3 小电阻接地成套

装置
67.3Ω，300A-10s 套 1

（五）站用电



—35—

1 35kV站用变压器
SCB11-850/35，850kVA，

35±2x2.5%/0.4kV，Ud=6.5%，D，
yn11

台 1

2 10kV施工变压器
850kVA，10.5±2x2.5%/0.4kV，D，

yn11，Ud＝6% 台 1

（六）电缆敷设设施

1 35kV电力电缆 ZC-YJV22-26/35-3x300 m 200
2 35kV电力电缆 ZC-YJV22-26/35-3x70 m 100
3 10kV电力电缆 ZC-YJV22-8.7/15-3x70 m 100

（七）升压站防雷接地

1 水平接地体 60×6接地扁钢 m 3500
2 接地连接线 50×5接地扁钢 m 2000
3 接地极 50×50×5镀锌角钢 L=2500mm 根 200
4 构架式避雷针 针高 30米 套 2
5 独立式避雷针 针高 30米 套 2

（八）照明部分 项 1
（九）电气二次设备

1 微机综合自动化

监控装置

包括：监控主机，显示器，基础、

支撑、运用、通信、开发软件等
套 1 含监控系统

计算机电缆

（十）远动及通讯部分

1 115M光设备 双光接口板配置 台 1
2 PCM设备 套 1

3 通信电源
每套包括 48V/200Ah高频模块，

两组 100Ah蓄电池
套 1

（十一）储能系统

1 箱式储能系统
额定容量 2.5MW/5MWh，并网电

压等级 35kV 4 套

2 能量管理系统
接受 AGC调度指令平滑出力、削

峰填谷，一次调频等功能
1 套

8、劳动定员

项目劳动定员15人，年运行365天。

总

平

面

及

现

场

布

置

1、项目总平面布置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27.419hm2，主要包括光伏阵

列区、升压站、分区集电线路以及道路平面布置。光伏阵列区为南向、东南向、

西南向坡，供 4个片区，光伏场区集电线路沿运维通道集约布置，合计规划 4条

集电线路接入 220kV升压站 35kV一侧。

升压站布置在 1#光伏区东南侧，交通条件较好，可通过已有道路直接到达。

升压站围墙内占地面积为 0.769hm2。

道路主要根据地形及光伏板矩阵布设，充分利用已有道路进行物资运输，部

分新建。整个场区道路为 22.69km，其中新建场内道路15.3km，改造道路7.39km。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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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宽3.5m，路基宽4.0m。

2、光伏阵列布置

光伏阵列结合用地范围和地形情况，尽量避免子方阵的长宽度差异太大进行布

置，以达到用地较优、节约连接电缆、日常巡查线路较短的最佳布置方案，整个布

置避让了基本农田、公益林、有林地等敏感因素。

本工程采用540Wp双面单晶硅光伏组件，装机容量为97.9MW，规划布置26个

3.15MW方阵、2个2.95MW方阵、2个2.75MW、1个2.00MW方阵和1个2.60MW方阵

。光伏阵列区共计4个片区均为地势较平缓的山顶及山脊。

采用了固定式支架，固定支架组件均采用竖向排布。拟采用两排竖铺方案，组件

倾角为21°。光伏支架形式考虑采用固定支架的形式，支架由立柱、檩条、上立柱

、下立柱等钢构件组成。光伏组件支架基础采用灌注桩基础+单立柱支架方案。

3、升压站总平面布置

本升压站位于孔新庄场址范围内 1#光伏片区东南侧平缓山顶上。根据站址地

理位置、周围环境及电气总平面布置，兼顾运行管理的方便，将升压站生产和生

活分开。储能站紧挨升压站布置，设置于升压站西侧。

进站道路从升压站南侧接入，路面宽 4.5m，路基宽 5.5m，从站区东侧进站。

升压站围墙尺寸为 122m×53m（围墙内面积），占地面积 6466m2，为北偏西

11°布置，大门位于站区南侧，升压站南侧为生活区，北侧为生产区。生活区布置

1栋综合楼（中控室、宿舍、办公室）、仓库及消防水泵房、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生产区采用环形道路闭合，生产区域为：主变压器、35KV配电室（含继保

室、接地变及小电阻成套装置、蓄电池室）、户外 GIS及事故油池。整个站内共

布置 30米高独立避雷针 2根。

升压站生产区整体布局为长方形，220kVGIS 配电装置采用户外布置于升压

站西侧。主变压器露天布置于升压站中部，主变 220kV侧采用 JL/G2A-240软导

线引至 220kVGIS主变进线套管，主变 35kV侧采用绝缘管母线接至 35kV主变进

线柜。主变中性点设备布置于油坑边，采用软母线与主变中性点套管连接。

35kV配电装置及站用变布置于 35kV配电室，35kV开关柜单列布置。接地

变布置于 35kV配电室室外的空地上。

SVG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布置于生产区西北侧无功补偿装置场地，控制柜及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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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模块等布置于 SVG预制舱内，隔离开关、电抗器等户外布置于室外无功补偿

装置场地。

两组蓄电池分别独立布置于综合楼内蓄电池室。继电保护设备、通信设备、

低压配电屏、直流配电屏布置于继电保护室。

升压站设环形道路，作为设备运输、巡视、消防的通道。

4、道路布置

根据光伏电站的总体布局，场内道路应尽量紧靠电池组件，以满足设备一次运

输到位，方便支架及电池组件安装。设备运输按指定线路将大件设备如箱变等按指

定地点一次运输并安装到位，尽量减少二次转运。

站区内通行车辆道路宽度均为 4.0m，消防通道路面宽 4.5m，消防通道及主干

道转弯半径均按 9m。路面为混凝土路面，站内道路为城市型道路。生产区内除设

备基础外，地坪均铺设约 100mm厚公分石，在必要时可设操作地坪和 1.5m宽运

行小道、0.6m宽操作小道（采用 C15混凝土地坪）。生活区内除建筑外均做绿化，

在主要道路旁的绿化带可进行绿化种植。

5、施工布置情况

本工程工期较短，且工程区距离宾川县较近，附近有多个乡镇，交通方便，

根据项目区现场条件及项目施工组织安排，设计将临时施工场地布设在 1#光伏片

区东南侧空地内，占地面积为 0.75hm2。生活区用于施工人员临时居住、办公等；

施工生产区包括钢结构加工、堆放、太阳能组件堆放、材料加工区。施工场地主

要以工棚和活动板房的形式布置。占地面积计入施工场地区内。

（1）砂石料生产系统

本项目不设砂石料加工系统，仅布置砂石料堆场。

（2）混凝土生产系统

本项目采用商品混凝土，建构筑物基础及现浇混凝土梁柱等混凝土强度等级

采用 C25，建构筑物基础垫层等采用混凝土强度为 C15。

（3）安装加工厂及露天设备堆放场地

安装加工厂及露天设备堆放场地包括机械停放场、设备堆放场及组装场地。

根据本项目场地范围较大的特点，露天堆放场地布置在升压站西侧方阵空地内。

通过一条施工运输通道与站区相连，提高材料设备的运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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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弃渣场布置及土石方平衡

（1）弃渣场布置

根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及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开挖土石方全部进行综合利

用，不产生弃渣，未无需布设弃渣场。

（2）土石方平衡

1）光伏板阵列区

本项目太阳能电池方阵依地形布设，不进行场地平整，固定支架基础采用钻

孔灌注桩基础，灌注桩入土深度 2.5m，孔直径 300mm，支架共有 7449个。根据

主体资料及水土保持方案，支架基础产生土石方约 0.13万 m3，全部用于回填。

箱变及分支箱基础面积 0.076hm2，平均开挖深度 1.9m，开挖方为 0.144 万

m3，开挖土石方全部用于基础回填。

集电线路土石方来源主要为电缆壕沟、电缆井及塔机基础开挖产生的土石

方。根据主体设计，集电线路开挖土石方 8.04万 m3，全部用于回填。

本项目光伏发电区共开挖土石方 8.284万 m3，回填土石方 8.284万 m3，不产

生废弃方。

2）升压站区

升压站土石方来源主要为场地平整产生的土石方，根据主体设计方案，升压

站场地平整面积 0.769hm2，升压站区共产生开挖土石方 6.4 万 m3，回填 6.4 万

m3，不产生永久弃方。

3）道路区

道路工程土石方来源主要为路基开挖土石方。本区占地面积 22.076hm2，平

均开挖深度约 0.8m，经计算，本区开挖土石方 17.7万 m3，场地回填 17.7万 m3，

不产生废弃方。

4）施工场地区

施工场地区土石方来源主要为场地平整，本区占地面积为 0.75hm2，平均开

挖深度 0.52m，经计算，本区开挖土石方 0.39万 m3，场地回填 0.39万 m3，不产

生废弃方。

综上，项目共开挖土石方32.774万m3（表土剥离1.74万m3，开挖土石方31.034

万 m3），回填土石方 32.774万 m3（其中绿化覆土 1.74万 m3，土石方回填 3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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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m3，不产生永久弃方。

表 2-5 项目土石方平衡及流向汇总分析表 单位：万 m3

序

号
项目组成

挖方 填方
弃

方
表土

剥离

土石方

开挖

绿化

覆土

土石方

回填

1
光伏板阵

列区

支架基础 0.007 0.123 0.007 0.123 0

2
箱变及分支箱基础 0.008 0.136 0.008 0.136 0

集电线路 0.427 7.613 0.427 7.613 0
合计 0.440 7.844 0.440 7.844 0

3 升压站 场地平整 0.340 6.060 0.340 6.060 0
4 道路工程 路基开挖 0.940 16.760 0.940 16.760 0
5 施工场区 场地平整 0.021 0.369 0.021 0.369 0
6 合计 32.774 32.774 0

图 2-1 项目土石方平衡流向图

施

工

方

案

1、施工条件

（1）工程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宾川县孔新庄光伏场址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乔甸镇孔新庄村、上三家、

下三家村西北面山坡地带，场址中心距离县城直线距离 9km。场址及其周边有多

条公路通过，交通运输条件较为便利。

场址区域极端灾害性天气较少，有利于光伏电站的建设和投入使用。

（2）材料来源

本工程所需的主要材料为砂石料、水泥、钢材、木材、油料等。主要建筑材

料来源充足，砂石料可以从场址附近砂石料场采购；水泥、钢材、生活及小型生

产物资以及其它建筑材料（木材、油料）等可从宾川县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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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用水、用电条件

施工用水：项目施工用水包括建筑施工用水，施工机械用水，生活用水等。

本项目施工生产、生活用水拟采用水罐车从附近村庄上取水，供混凝土拌合

及其他生产、生活使用。光伏基础施工用水采用水罐车直接拉水分别送至各光伏

阵列区域，供灌注桩基础浇筑、箱变基础浇筑使用。

用电条件：项目施工用电可引接附近村庄 10kV农网。

（4）通信系统

本项目施工现场内部通信采用无线电对讲机通信方式以及移动电话方式，场

址区域通信系统能够满足通信要求。

2、施工时序

主体工程施工按以下施工顺序进行：施工前期准备→道路施工→钻孔灌注桩

安装、升压站建设→光伏阵列支架安装及配套电器设备安装→光伏阵列设备调

试、电缆敷设→并网调试→竣工投产。

3、施工工艺

光伏电站工程主体工程施工主要包括：太阳能电池板方阵施工、电缆和光缆

敷设、升压站施工等。

光伏电站的建设首先要修建简易道路、平整场地，建设施工营地，然后安装

固定支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等相关光伏发电组件和逆变器等电器设备，并同步

建设主变和配套电气设备，然后进行光伏电板安装，升压站建设及电缆沟敷设，

最后完成集电线路和接线工作。工程竣工后经验收合格投入运营。本工程施工期

施工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2-2施工期工艺流程图及排污节点图

施工工艺如下：

（1）土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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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件施工本着先地下后地上的顺序，本项目建设 220kV升压站以及综合办公

楼，化粪池、隔油池以及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等，升压站总占地面积为 0.769hm2。

接地网、地下管道主线与相应的地下工程设施（电缆沟道）同步施工，电缆管预

埋与基础施工应紧密配合，防止遗漏。根据项目可研报告，升压站施工产生的弃

渣量不大，用于场区低洼处回填或是筑路。本工程不设置单独的弃渣场，土石方

就地平衡。

项目施工期设置施工营地，为降低施工营地对周边敏感目标的影响以及考虑

交通便利等因素，本项目施工营地待工程施工结束后拆除施工设备，清运出场，

营地所在区域进行复垦或是植恢复。

施工营地需进行混凝土现场拌和，施工营地主要污染物为搅拌过程中产生的

粉尘，施工废水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建筑物均使用板房，建设完成后即

拆除，拆除后还可以继续使用，不产生废物，对周边环境无影响。

（2）光伏阵列基础施工

光伏阵列基础施工包括桩孔的开挖、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

1）桩孔的开挖

a）根据施工现场坐标控制点首先建立该区域的测量控制网，包括基线和水平

基准点，定出基础轴线，再根据轴线定出基坑开挖线，利用白灰进行放线。灰线、

轴线经复核检查无误后方可进行挖土施工。

b）土方开挖采取以机械施工开挖为主，人工配合为辅的方法。桩孔采用钻

孔机进行开挖，施工过程中要控制好基底标高，严禁超挖，开挖的土石按照项目

工程公司指定的地点及要求进行堆放。

c）开挖完工后，应将基底清理干净，经勘察单位进行桩孔验收，验收合格后

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d）桩孔开挖完毕，在混凝土浇筑前应对桩孔进行保护。

2）钢筋工程

将预先编好的钢筋笼放入桩孔中，调整好高差，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

步工序。

3）混凝土浇筑

采用现场拌合站集中搅拌、小型自卸汽车运输、人工浇筑、插入式振捣器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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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的施工方案。基础混凝土浇筑前应对设计院图纸和供货厂的设备图纸进行严格

核对，无误后方可进行浇筑。钢筋在浇筑前必须清理干净，以保证混凝土和钢筋

的粘结力。

混凝土施工前要了解掌握天气情况，降雨时不宜进行混凝土浇筑，尽量避免

冬季施工。

4）基础混疑士养护

混凝土的养护主要是为了保证混凝土有一定温度和湿度，基础混凝土浇筑完

成，及时进行覆盖。

（3）光伏发电组件支架安装

电池组件支架和光伏组件支架制造、安装工程包括固定支架的制作及安装施

工。支架制作的关键问题是控制其焊接变形和连接螺栓孔的精度。保证单个构件

工作的直线度、扭曲及装配、加工后各构件连接的准确性等。要在下料、校正、

组装、焊接、构件校正、加工等各道工序的制造工艺上加以保证。总体施工顺序

｛测量（标高）就位准备→膨胀螺栓孔钻制→安装膨胀螺栓→安装立柱→安装横

梁→安装榔条｝等。

（4）电池组件安装

本工程太阳电池组件全部采用固定式安装，待太阳电池组件基础验收合格

后，进行太阳电池组件的安装，太阳电池组件的安装分为两部分：支架安装、太

阳电池组件安装。电池阵列支架表面应平整，固定电池组件的支架面必须调整在

同一平面；各组件应对整齐并成一直线。

安装电池组件前，应根据组件参数对每个电池组件进行检查测试，其参数值

应符合产品出厂指标。一般测试项目有：开路电压、短路电流。应挑选工作参数

接近的组件在同一子方阵内。应挑选额定工作电流相等或相接近的组件进行串

联。

安装电池组件时，应轻拿轻放，防止硬物刮伤和撞击表面玻璃。组件在支架

上的安装位置及接线盒排列方式应符合施工设计规定。组件固定面与支架表面不

吻合时，应用铁垫片垫平后方可紧固连接螺丝，严禁用紧拧连接螺丝的方法使其

吻合，固定螺栓应加防松垫片并拧紧。

将太阳电池组件支架调整为 21 度倾角进行太阳电池组件安装。安装太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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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组件前，应根据组件参数对每个太阳电池组件进行检查测试，其参数值应符合

产品出厂指标。一般测试项目有：开路电压、短路电流等。应挑选工作参数接近

的组件在同一子方阵内，应挑选额定工作电流相等或相接近的组件进行串连。

电池组件电缆连接采取串接方式，插接要紧固，引出线应预留一定的余量。

组件到达现场后，应妥善保管，且应对其进行仔细检查，看其是否有损伤。必须

在每个太阳电池方阵阵列支架安装结束后，才能在支架上组合安装太阳电池组

件，以防止太阳电池组件受损。

电池组件支架安装工艺见下图：

图 2-3施工期电池组件支架安装工艺流程图及排污节点图

（5）汇流站工程施工

汇流站内主要建筑物为框架结构。框架结构的施工顺序为：施工准备—基础

开挖—基础混凝土浇筑—框架柱、梁、板、屋盖混凝土浇筑—砖墙垒砌—电气管

线敷设及室内外装修—电气设备入室。

结构施工设钢脚手架，柱、梁、楼板、屋盖施工采用满堂脚手架立模浇筑，

混凝土振捣采用插入式振捣器振捣。混凝土施工过程中，应对模板、支架、预埋

件及预留孔洞进行观察，如发现变形、移位时应及时进行处理，以保证质量。浇

筑完毕后 12h内应对其进行养护，在其强度未达到 1.2N/mm2以前，不得在其上

踩踏板或安装模架及支架。

（6）逆变器安装

逆变器及相关配套电气设备安装于逆变升压配电间内，基础为槽钢，进出电

缆线配有电缆沟。逆变器和配套电气设备通过汽车运抵配电间附近，采用吊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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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器吊到配电间门口，再采用液压升降小车推至配电间安装位置进行就位。

基础槽钢固定在配电间基础预埋件上，焊接固定。调整好基础槽钢的水平度，

逆变器采用螺栓固定在槽钢上，并按逆变器安装说明施工，安装接线须确保直流

和交流导线分开。由于逆变器内置有高敏感性电气设备，搬运逆变器应非常小心，

用起吊工具将逆变器固定到基础上的正确位置。

直流开关柜与逆变器安装在同一基础槽钢上，配电柜经开箱检查后，用液压

式手推车将盘柜运到需安装的位置，然后用人工将其移动到安装的基础槽钢上摆

放好，等所有的盘柜就位摆放好后就进行找正，配电柜与基础槽钢采用螺栓固定

方式，接地方式采用镀锌扁钢与室内接地母线连接。配电柜安装好后，再装配母

线，母线螺栓紧固扭矩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7）电缆桥架安装与电缆敷设

根据电气设计要求，场内集电线路采用直埋壕沟与电缆桥架相结合的方式。

直埋壕沟直接在原地面进行开挖，埋设电缆，再用软砂和土回填。直埋壕沟截面

尺寸如图。对基岩出露较多区域，开挖难度较大，则采用电缆桥架方式。

电缆桥架及电缆的使用规格、安装路径应严格按设计进行，电缆桥架的安装

层数应符合设计规定。电缆桥架及电缆到达现场后，应严格按规格分别存放，严

格其领用制度以免混用。电缆敷设时，对每盘电缆的长度应做好登记，动力电缆

应尽量减少中间接头，控制电缆做到没有中间接头，桥架上每敷设完一层电缆应

及时整理绑扎好，不允许多层电缆敷设完后再一起整理。对电缆容易受损伤的地

方，应采取保护措施，对于直埋电缆应每隔一定距离做好标识。电缆敷设完毕后，

应保证整齐美观，进入盘内的电缆其弯曲弧度应一致，对进入盘内的电缆及其他

必须封堵的地方应进行封堵，在电缆集中区设有防鼠杀虫剂及灭火设施。

（8）道路工程施工

本项目道路分为进场道路及生产区道路，道路均由挖掘机等机械进行清理，

前期仅作为建材运输使用，待生产区的光伏电板建设完成之后，再进行硬化处理。

道路标准断面结构自上而下分别为：15cm碎石基层，压实路基。泥石路面一般的

施工工序为开挖路槽，备料运料，铺料，整形，碾压。

对光伏电站工程进场道路应按照“充分利用既有道路、超长件设备运输可采

用临时方案通行”的原则采用单车道设计，路基横断面为 0.5m（路肩）+3.0m（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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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0.5m（路肩），施工道路路基宽度 4.0m，路面宽度 3.5m，20cm泥结碎

石路面，施工道路长约 22.69km。进场道路应结合地形条件设置错车道，错车道

间距应控制在 300~400m，错车道路基宽度应控制在 6.5~7.0m，错车道路基有效

长度为 50m。

4、主要施工设备

主要施工机械汇总见下表：

表 2-6主要施工机械汇总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汽车式起重机 50T 台 4
2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6m3 辆 3
3 内燃压路机 15t 辆 1
4 反铲挖掘机 1m3 台 4
5 钎入式振捣器 CZ-25/35 只 8
6 电焊机 交直流 台 5
7 钻孔机 台 20
5、建设周期

本工程建设期 12个月，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施工准备、施工设施、交

通工程（进站道路修建、场内施工道路修建）、土建工程（汇流站土建工程、箱变

土建工程）、光伏阵列支架工程（支架灌注桩工程、支架安装、集电线路基础工程）、

设备安装工程（光伏阵列设备安装及调试、逆变升压单元安装及调试、集电线路安

装及调试、升压站电气设备安装及调试）、联动调试及试运行、收尾工作及竣工验

收。

本工程施工进度的制约因素主要为土建工程、光伏阵列基础和支架施工以及光

伏组件安装，总工期 12个月，计划如下：

（1）施工准备，第 1月 1日至第 1月 30日，共 1个月；

（2）场内施工道路新建，第 2月 1日至第 4月 30日，共 3个月；

（3）光伏支架基础浇筑，第 3月 1日至第 7月 30日，共 5个月；

（4）箱变及分支箱基础混凝土浇筑，第 3月 15日至第 7月 150日，共 4个

月；

（5）光伏组件安装，第 4月 15日至第 9月 15日，共 5个月；

（6）220KV升压站安装、调试，第 3月 15日至第 5月 15日，共 2个月；

（7）场内电缆敷设、电气安装调试，第 5月 15日至 8月 15日，共 3个月；

（8）光伏组件并网，第 8月 1日至第 10月 30日，共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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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部光伏组件投产并网，第 9月 15日至第 11月 30日，共 2.5个月；

（10）收尾工作和竣工验收，第 12月 1日至第 12月 30日，共 1个月；本

工程施工工期共 12个月。

6、工程运行方案

本项目所建设的光伏一体化发电系统，主要由光伏列阵、并网逆变、低中压输

配电、监控等几部分构成。

1、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主要发电原理

光伏发电系统是利用半导体界面的光生伏特效应而将光能直接转变为电能的

一种技术，这种技术的关键元件是太阳能电池组件。再配合功率控制器等部件就形

成了光伏发电系统装置。

2、本项目发电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图 2-4本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及排污节点图

本项目规划容量100MW，实际装机容量97.9MW，由32个光伏子方阵组成，光

伏阵列面倾角采用21°。约208572块540Wp单晶硅电池组件构成，接受光能后再组

件电极电子作用下形成直流电。直流电进入各单元各自的逆变器及就地升压变压器

就地升压至35kV交流电，后以4回35kV线路接入220kV升压站35kV一侧。

根据运营期工艺流程以及项目可研资料，项目拟配置两组 300Ah阀控式密封铅

酸蓄电池，主要用于应急照明，更换频率约为 4年 1次。废铅蓄电池属于《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的危险废物，危废编号为：HW31含铅废物，危废代

码 900-052-31。废铅蓄电池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7、退役期工艺

退役期对光伏电站设备进行拆除。首先拆除全部光伏组件以及支架，按照光伏

组件和支架安装时的反顺序，采用起重设备拆除，运输到指定地点，作残值处理。

变压器等设备器材配件材料等有使用价值的可做拍卖处理。埋设的电缆、光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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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拆除，交由废品回收站处理。对于项目区的土地要根据原有使用性质进行复垦。

本环评建议建设单位委托相关单位对本项目做土地复垦方案，保障项目区土地

适用。

对项目建设施工中，开挖基础上翻的沙砾、石头一律清理到项目区外指定地点，

不得就地推平或掩埋，清理了沙砾和石头后，要对土地进行平整，对于荒地等区域

种植当地特色植物，以防止水土流失现象产生。

8、建设工期与施工人员

本项目工程建设工期为 12个月，施工人员高峰期 100人/d。目前，该项目尚未

动工建设。

营运期劳动定员共有 15人，年工作 365日。

9、土地利用、征地与拆迁

本项目占用地属于荒地等用地，不涉及拆迁，但在征用前，应按照相关标准给

予征地费或青苗补偿。

其

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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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生

态

环

境

现

状

（一）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试行），

生态环境现状要求：说明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功能区划情况，以及项目用地及

周边与项目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生态环境现状。其中，陆生生态现状应说明项目

影响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植被类型，明确影响区域内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含

陆生和水生）及其生境分布情况，说明与建设项目的具体位置关系。故项目生态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如下：

1. 主体功能区规划

项目位于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根据云南省环境保护厅于 2009 年 11 月 17

日印发的《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宾川县为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其功能定位如

下：

功能定位：农产品主产区是保障粮食产品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基地，全

省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地区，现代农业的示范基地，农村居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区。

农产品主产区主要以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为重点，切实保护耕地，稳定粮

食生产，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有效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2. 生态功能区划

根据《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本项目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

县乔甸镇，属于滇中、北中山峡谷暖性针叶林生态亚区（Ⅲ2），Ⅲ2-3 白草

岭中山山原林业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包括华坪、永胜、永仁、大姚县大部

分地区和宾川县以北地区，面积 25664 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6.70%。

该区域的主要生态特征：以中山山原地貌为主。河谷地区的年降雨量在

600-800 毫米，高原面上的降雨量为 1000~1200 毫米。现存植被主要是云南松

林。西部土壤以红壤为主，东部主要是紫色土，宾川河谷地带分布有一定面

积的燥红土。主要生态问题是：农业结构不合理、水土流失严重。主要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为：金沙江中段山原地区的水源涵养与生态农业建设。保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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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与发展方向为：山区加大封山育林的力度，严格退耕还林，控制矿产资源

的开发。河谷区调整土地利用方式，推行清洁生产。

3. 项目用地及周边与项目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生态环境现状

项目建设不涉及水生生态环境，因此就项目用地及周边与项目生态环境影响

相关的生态环境现状主要包括项目影响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植被类型，影响区

域内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分布情况，说明与建设项目的具体位置关系等

内容。

（1）土地利用类型

本项目位于大理州宾川县，占地面积约 127.419hm2，土地利用现状为主

要为未利用地、荒草地、园地和建设用地，其中未利用地是最大的土地利用

类型，为 69.795h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54.77%；其次是荒草地，为 56.275hm2，

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44.17%；第三为建设用地共1.337h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1.05%；

其他地类还有园地、其他用地等，占地面积相对较小。这反映出评价区人类活动影

响明显的特点。项目建设完成后于光伏板下种植农作物，不改变农用地的用地

性质。项目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1项目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一览表 单位：hm2

项

目

序

号
项目

占地面

积

占地类型及面积
备

注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果园

荒草

地

其他

园地

其他

用地

永

久

占

地

1 升压站 0.769 0 0 0 0.769 0 0
2 箱变及分支箱基础 0.076 0 0.076 0 0 0 0
3 进场道路 0.756 0.756 0 0 0 0 0
4 小计 1.601 0.756 0.076 0 0.769 0 0

临

时

占

地

1 太阳能电池板方阵用地 96.688 0 66.537 0 30.151 0 0
2 场内道路用地 21.32 0.581 0 0 20.740 0 0
3 直埋电缆用地 3.850 0 1.842 0.006 2 0.002 0
4 施工营地 0.750 0 0 0 0.750 0 0
5 表土堆场 1.870 0 0 0 1.865 0 0.005
6 其他未利用地 1.340 0 1.34 0 0 0 0
7 小计 125.818 0.581 69.719 0.006 55.506 0.002 0.005

合计 127.419 1.337 69.795 0.006 56.275 0.002 0.005

（2）植被现状

1）植被类型

依据《云南植被》专著中采用的分类系统，遵循群落学－生态学的分类原则，

采用 3个主级分类单位，即植被型（高级分类单位）、群系（中级分类单位）和

群丛（低级分类单位），各级再设亚级或辅助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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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云南植被区划，本区域位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Ⅱ)，西部（半湿润）

常绿阔叶林亚区域（ⅡA)，高原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地带（ⅡAii)，滇中、北

中山峡谷云南松林、高山栎类林亚区（ⅡAii-1b)。在植物区系上，该地区属泛北

极区，中国－喜马拉雅植物亚区。宾川县主要的植被类型有干热河谷稀树灌木草

丛、暖温性针叶林、暖温性针阔混交林、干热河谷硬叶常绿栎林等。

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区自然植被以次生植被为主。由于区域内气候偏干热，

土层瘠薄，加之受人为干扰破坏严重，植被长势较差，其中以干热性灌丛和干热

性稀树灌木草丛居多。依据《云南植被》分类系统遵循群落学－生态学的分类原

则项目区的植被类型分别有硬叶常绿阔叶林、暖性针叶林、稀树灌木草丛、灌丛、

人工植被（旱地和果园）等。本项目环评区域调查到的植被可划分为 3个植被型、

3个植被亚型、5个群落。（见表 3-2）。各植被类型具体分布情况见评价区植被

图。

表 3-2 评价区植被类型统计表

自然植被

Ⅰ.硬叶常绿阔叶林

（Ⅰ）干热河谷硬叶常绿阔叶林

（一）栎类林

（1）铁橡栎群落

Ⅱ.暖性针叶林

（Ⅱ）暖温性针叶林

（二）云南松林

（2）云南松群落

Ⅲ.稀树灌木草丛

（Ⅲ）干热性稀树灌木草丛

（三）含余甘子、清香木的中草草丛

（1）扭黄茅、旱茅群落

（2）坡柳群落

（3）膏桐群落

人工植被

Ⅰ人工桉树林

Ⅱ耕地（玉米等）

Ⅲ果园

注：I、II、III…植被型；（I）、（II）、（III）…植被亚型；（一）、（二）、（三）…

群系；（1）、（2）、（3）…群从。

2）植被类型分布及面积

①硬叶常绿阔叶林

金沙江中下游及其支流地区是硬叶常绿栎类林的现代起源中心和分布中心之

一。青藏高原的隆起使古地中海古老的硬叶常绿栎类林逐渐形成两个现代中心，

西侧以近地中海为中心，属冬雨夏旱的亚热带气候；东侧以我国川西南、滇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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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滇北的金沙江流域中下游为中心，属夏雨冬旱的气候。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适

应干旱的硬叶常绿栎类林，在金沙江流域分布广泛，类型丰富多样，这一古植被

类型的历史残余在金沙江河谷充分发育和演化。西南季风区冬旱夏雨干湿季分明

的气候条件与古地中海沿岸冬雨夏旱的气候相似，使得硬叶常绿栎类林中适应干

旱及干湿季分明的种类在地质变迁中保留下来，并进一步演化，形成川滇高山栎

（Quercusaquifolioides)、铁橡栎（Q.cocciferoides)、锥连栎（Q.franchetii)、川西

栎（Q.gilliana)、帽斗栎（Q.guayavaefolia)、长穗高山栎（Q.longispica)、矮高山

栎（Q.monimotricha)、黄背栎（Q.pannosa)、光叶高山栎（Q.rehderiana)、灰背栎

（Q.senescens)、匙叶栎（Q.spathulata）等十余种。

群落外貌有残留植被的特征，乔木层较稀疏，层盖度 35%左右，受人为干扰

的痕迹明显，部分地区呈灌木状。乔木层主要种类有铁橡栎、清香木

（Pistaciaweinmannifolia）等。

灌木层高 1.5-2.0m，层盖度 20-25%，主要种类仍有干热河谷常见种如余甘子

（ Phyllanthusemblica) ， 另 有 野 漆 （ Toxicodendronsuccedaneum) 、 盐 肤 木

（Rhuschinensis)、薄皮木（Leptodermispilosa）等种。

草本层高 1m左右，层盖度 75%以上，主要种类有鬼针草（Bidenspilosa)、荩

草（Arthraxonhispidus)、毛萼香茶菜（Rabdosiaeriocalyx）等。

②暖温性针叶林

暖温性针叶林是本区域内分布最广的一类森林植被，评价区内记录有 1个群

系，即云南松林。云南松群落是评价区内云南松林中分布较广的一类群落，其主

要分布评价区海拔 1500-2000m 之间的山地上。在本评价区有零星分别。群落一

般高 8m左右，群落盖度约 80%，群落结构简单，仅有乔木层和草本层。乔木层

高约 8m，层盖度 75%左右，以云南松（Pinusyunnanensis）为单优种；草本层高

约 0.6m，层盖度 40%左右，没有明显的优势种，主要有鬼针草、荩草、毛萼香茶

菜、蒿、狗屎花（Cynoglossumamabile）等。

③扭黄茅、坡柳群落

干热性稀树灌木草丛，是评价区内的主要植被景观类型，以扭黄茅和坡柳为

特征种，划分扭黄茅群落。评价区内的干热稀树灌木草丛部分有明显的稀树层，

个别地段残留有余甘子、清香木等矮小乔木树种。群落主要分布在河谷海拔 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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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侧坡地上，呈荒草坡状。群落高 1.5m左右，群落总盖度 90%左右，以草

本层为优势层。

坡柳群落主要分布于海拔 1500m以下的坡地上，主要见于光伏布置区附近的

山坡坡地上。群落高约 1.5m，群落盖度 60%左右，群落结构简单，只有灌木层和

草本层。灌木层高约 1.5m，层盖度在常在 65%以上，物种以坡柳（Dodonaeaviscosa）

为 优 势 ； 草 本 层 高 约 0.8m ， 层 盖 度 约 15% ， 物 种 主 要 有 扭 黄 茅

（Heteropogoncontortus)、旱茅、铁扫帚等。

④膏桐群落

膏桐群落主要分布于海拔 2000m以下的村子附近或路边、田边地埂上。群落

高约 1.5m，群落盖度 70%左右，群落结构简单，只有灌木层和草本层。灌木层高

约 1.5m，层盖度在常在 70%以上，物种以膏桐（Jatrophacurcus）为优势，其他常

见清香木、余甘子等；草本层高约 0.8m，层盖度约 25%，物种主要有旱茅、铁扫

帚、狗屎花、戟叶酸模（Rumexhastatus）等。

⑤人工植被

宾川县仍是以农业种植为主，适种作物主要有：葡萄（VitisviniferaL.)、橘子

（Citrusreticulata）等。评价区由于沿河的山坡较陡，受影响的农地并不多，但是

由于当地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仍是农业种植，因此对于施工占用农地将对当地的

生产、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山坡上当地居民栽种一些旱地作物，主要种植葡

萄（VitisviniferaL.)、橘子（Citrusreticulata），多呈梯地状的大面积分布，受影响

的主要是在工程占地区。

除了以上植被类型外，还分布一定面积的辣椒（Capsicumfrutescens)、茄子

（Solanummelongena)、番茄（Lycopersiconesculentum）、黄瓜（Cucumissativus)、

生姜（Zingiberofficinale）等蔬菜分布。

各植被类型分布情况见附图。

3）植被资源及保护物种现状

①植被资源现状

评价区地处滇中北部内陆高原区和北亚热带丘陵季风气候区，位于金沙江流

域，根据云南植被区划，评价区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Ⅱ)，西部（半湿润）

常绿阔叶林亚区域（ⅡA)，高原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地带（ⅡAii)，滇中、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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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峡谷云南松林、高山栎类林亚区（ⅡAii-1b)。在农业区划上，本区域属于金

沙江干热河谷经作区。在植物区系上，该地区位于东亚植物区、中国－喜马拉雅

植物亚区。

评价区内缓坡或阶地为荒草地，大多数地区均呈现金沙江流域典型的干热河

谷植被景观，森林覆盖率极低。

本项目评价区的海拔范围在 1500～2220m，区内植物种类以灌木和草本植物

为主，主要乔木树种有云南松、铁橡栎、黄连木等；主要灌木种类有坡柳、余甘

子、盐肤木、青刺尖等，主要草本植物有扭黄茅、旱茅、戟叶酸模、荩草、牛膝

等。

据调查记录的统计结果，本项目评价区内蕨类植物共有 8科、11属、13种；

裸子植物 2科，3属，4种；被子植物 65科，183属，211种。详见附录 1：本项

目评价区维管束植物名录。

②野生保护物种现状

通过对本项目评价区植物种类的专项调查，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 2021》评价区范围内没有发现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没有本地特

有的植物分布。

③野生保护物种现状

根据云南省林业厅文件云林保护字（1996）第 65号《关于印发云南省古树名

木名录的通知》和实地踏查结果，评价区内没有珍贵稀有的名木古树。

综上，项目区及周边 200m范围未发现有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

也未发现区域特有种，也无名木古树分布。

（3）动物现状

野外调查工作的重点为光伏布置区、升压站及进厂公路沿线，其次是与评价

区相邻的地区；主要调查区域海拔 1500m—2220m。主要调查评价区内的两栖类、

爬行类、鸟类、兽类的种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分布情况。

1）陆生动物种类

根据现场调查、询问以及调阅宾川县收集的相关资料、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

析，目前评价区分布有陆栖脊椎动物 69种，具体分布在各纲中的数量状况，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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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表 3-4陆栖脊椎动物各纲下分类及数量

分类 目 科 属 种

两栖类 1 4 4 4
爬行类 2 5 6 7
鸟类 9 21 40 48

哺乳类 5 8 9 10
小计 17 38 59 69

①两栖类

根据对拟建项目区及周边现场调查及文献记载，区域分布有两栖动物 4种，

隶属 1目 4科 4属（详见附录 2）。

②爬行类

根据对项目区及周边现场调查及文献记载，区域分布有爬行动物 7种，隶属

2目 5科 6属（详见附录 2）。

③鸟类

根据对项目区及周边现场调查及文献记载，区域分布有鸟类 48 种，隶属 9

目 21科（其中鹟科含 4亚科），40属（详见附录 2）。

但实际调查表明，由于评价区范围狭小，实际存在的物种数量可能远远小于

资料记载的数量。且由于野外调查时间有限，无法准确判明具体的种类数量。

④兽类

根据对现场调查及文献记载，项目区及周边分布有哺乳动物 10 种，隶属 5

目 8科 9属（详见附录 2）。

2）区系特点

①两栖类

在项目区及周边分布的 4种两栖动物全部为东洋界成分，迄今未发现有古北

界成分和古北东洋两界成分分布。在 4种两栖动物中，东洋界广布种占优势有 2

种，占全部两栖类种数的 50%；西南区的物种有 1种，占全部两栖类种数的 25%；

华南区种类有 1种，占全部两栖类种数的 25%。无华中区种类和华中—华南区种

类分布。

②爬行类

在项目区及周边分布的 7种爬行动物中，东洋界种类占优势，有 6种，占全

部爬行动物种数的 85.7%；古北东洋两界种类有 1 种，占全部爬行动物种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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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未发现有古北界成分分布。在东洋界种类中，西南区种类占优势，有 4

种，占全部东洋界爬行动物种数的 57.14%；华南区种类有 2种，占全部东洋界爬

行动物种数的 28.57%；华中华南区种类有 1 种，占全部东洋界爬行动物种数的

14.28%；无华中区种类分布。

③鸟类

资料分析表明，无论从全部鸟类来看还是从繁殖鸟类来看，东洋种都占优势，

在一半以上，此外，古北界种占有相当的比例。

表 3-5评价区鸟类区系从属分析

区系从属 东洋界 古北界 广布种 小计

种数 24 6 18 48
% 50.0 12.5 37.5 100.0

④哺乳类

在项目区及周边分布的 10种哺乳动物中，东洋界种类占绝对优势，有 6种，

占全部哺乳动物种数的 60%；古北东洋两界共有种类有 2种，占全部哺乳动物种

数的 20%；未发现有古北界种类分布。西南区种类有 2种，占全部东洋界种数的

20%；无华中区种类分布；也无华中华南区种类分布。

3）珍稀濒危保护动物

①两栖动物

在项目区及周边分布的 4种两栖动物中，无国家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分布；也无珍稀濒危动物分布。

调查未发现该地区特有种类分布。

②爬行动物

在项目区及周边分布的 7种爬行动物中，无国家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分布；也无珍稀濒危动物分布。

调查未发现该地区特有种类分布。

③鸟类

在所记录的 48种鸟类中，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3种，全为Ⅱ级保护动物，仅

占全部鸟类种数的 6.25%；全部为猛禽类，其中鹰类 2种、鸮类 1种，为常见的

种类。

上述种类中，猛禽活动范围较大，因工程影响区范围狭小，故实际分布数量

稀少。调查未发现该地区特有种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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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参见表 3-6。

表 3-6评价区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名录

序号 种类 学名 保护级别

1 [黑]鸢 Milvusmigrans Ⅱ
2 红隼 Falcotinnunculus Ⅱ
3 斑头鸺鹠 Glaucidiumcuculoides Ⅱ

a.[黑]鸢

是一种常见的猛禽。多单个栖息于高大的树木顶部突出处，或电杆顶部，或

建筑物顶部。飞翔时常发出尖锐的哨音；视觉敏锐，俯视地面，一旦发现猎物，

俯冲直下，抓获猎物之后迅速腾空飞去。在云南省分布于海拔 500～3600m。资

源状况为常见种，属国家 II级重点保护种类。

b.红隼

广分布物种，踪迹几遍及全省。以昆虫、两栖类、小型爬行动物、小型鸟类

和小型兽类为食。国家 II级重点保护动物，工程影响区可见。项目区偶见。

c.斑头鸺鹠

为小型猫头鹰，但大于领鸺鹠（G.brodiei)。多见于农田、居民点附近的高大

树木上。多单个活动，昼时可见。以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为食物。分布于海拔 300～

2500m的区域内，资源为常见种。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II 级。

由于上述 3种鸟类分布范围较广，运动能力较强，只要采取较有效的保护措

施，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动物保护法规，工程修建不会造成它们的濒危和灭绝。

④哺乳类

在项目区及周边分布的 10种哺乳动物中，无国家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分布。

调查未发现该地区特有种类分布。

（4）脊椎动物资源现状评价

1）种群小，无资源优势

评价区目前共记载陆栖脊椎动物 69种，但种类的特点是种群小。由于脊椎动

物各个类群均存在种群小数量少，难以形成一定的资源规模。所以一旦种群遭到

人为的过度捕猎等破坏往往难以恢复，而一些种类对环境有严格的最适要求，环

境一旦稍微变化，均会导致数量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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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型有害兽类种群数量大

在评价区及其周围地区，小型兽类，尤其是啮齿类活动痕迹十分多，而且种

类 和 数 量 均 较 丰 富 ， 该 类 群 有 云 南 兔 （ Lepuscomus ） 、 赤 腹 松 鼠

（Callosciuruserythraeus）、褐家鼠（Rattusnorvegicus）、社鼠（Rattusniviventer）

等种类。

3）保护种类和珍稀种类较少

本次评价范围区域内无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列为重点保护动物名单中的 I级

动物。爬行类中无国家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未发现该地区特有

种类分布；鸟类中仅有３种被国家列为 II级重点保护动物，但它们已主要在评价

范围外活动；兽类中无国家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未发现该地区

特有种类分布。

4）缺乏狭域分布的特有种类

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兽类等类群中均无局限分布于评价区的特有属、种。

项目区海拔相对较高，区域内较为干旱，植被物种单一，场地内多为稀树灌

草丛，同时受人为干扰较大，项目区地处“水果之乡”，周边果园较多。总体上，

评价区域周边环境中陆栖脊椎动物物种数量很少。调查表明，项目区及评价范围

内没有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分布。

4、环境敏感区分布现状

（1）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自然保护区现状

1981年 1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通知》（云政

发〔1981〕310号），将苍山洱海设立为省级自然保护区，1994年晋升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国函〔1994〕26号）。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大理白族自

治州的大理市、漾濞县、洱源县 2县 1市境内，保护区总面积 79700hm2，划分为

3 个功能区，其中核心区面积 17000hm2，缓冲区面积 38500hm2，实验区面积

24200hm2。

保护区由苍山、洱海两大部分组成，主要保护对象为：高原淡水湖泊水体湿

地生态系统；第四纪冰川遗迹高原淡水湖泊；以苍山冷杉—杜鹃林为特色的高山

垂直带植被及生态景观；以大理裂腹鱼为主要成分的特殊鱼类区系。



—58—

2）拟建项目与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本项目位于宾川县乔甸镇，不涉及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项目位于该

自然保护区东侧，距离自然保护区界限最近距离约 28km。因此，本项目的建设

不会对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造成影响。项目与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置关系图见附图 10。

（2）大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风景名胜区现状

大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位于大理市、洱源县、漾濞县、宾川县、剑川县、巍

山县境内，是 1982年经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根据《大理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2007-2025》，风景名胜区由四部分组成：苍山洱海

风景区、鸡足山风景区、石宝山风景区和巍宝山风景区，总面积 1012km2。

大理风景名胜区以高原山水、冰川地貌遗迹、生物多样性、南诏大理古迹及

民族文化等为主要景观，景区划分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外围保护地带（非

法定范围），其中景区一级保护区 236.5km2、二级保护区 262.7km2和外围保护地

带 412.4km2。

2）拟建项目与大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关系

工程建设场地不涉及该风景名胜区，周边较近的风景名胜区为苍山洱海风景

区和鸡足山风景区。本项目位于苍山洱海风景区东侧，最近距离约为 28km，未

涉及该风景名胜区；本项目位于鸡足山风景区南侧，距离鸡足山风景区外围保护

区最近距离约 32km。因此，本项目的建设不会对该风景名胜区造成影响。

本项目与风景名胜区的位置关系图见附图 10。

（二）声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位于宾川县乔甸镇、州城镇农村地区，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标准。通过现场勘查，项目周边无生产企业，主要污染源主

要来自居民生产生活及已有道路行车产生的声源。类比同类型有道路通过的山区

农村环境、声环境能够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区标准要求（昼间

≤60dB(A)，夜间 50dB(A)），声环境质量较好。同时，项目委托云南升环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 16日对项目升压站及较近村庄进行了现状监测，监测

结果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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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声环境检测结果一览表单位：Leq[dB(A)]

点位 日期 时间 监测结果 2 类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升压站

2022.04.16

昼间 46.3 60 达标

夜间 42.1 50 达标

铁城村
昼间 48.6 60 达标

夜间 43.5 50 达标

根据监测数据可知，项目区及周边敏感点声环境质量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

（三）境空气质量现状

项目位于大理州宾川县，区域大气环境功能区划为二类区，执行《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 2020年环境状况公报》，2020年全州环境空气质量

总体保持良好。12个县（市）年评价结果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按日均

值评价，12个县（市）优良天数比例在 99.5%~100%之间，宾川、弥渡、巍山、

南涧、祥云、洱源、鹤庆 7个县优良天数比例均为 100%，全州平均优良天 30数

比例为 99.81%。评价范围内区域可满足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

标准要求，为环境空气达标区域。

（四）地表水水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区地表水系属桑园河水系，桑园河为金沙江右岸一级支流，项目区附

近地表水有滨海大沟、输水南干渠、桑园河、乔甸西沟、臭水箐水库，小山头水

库，秧田箐水库，海稍水库，其中输水南干渠由西向东汇入桑园河，为桑园河支

流；臭水箐水库，小山头水库，秧田箐水库出水汇入乔甸西沟，由西向东南最终

进入海稍水库；滨海大沟由西向东汇入海稍水库。根据云南省水利厅《云南省水

功能区划（2014年修订）》桑园河水质类别为Ⅲ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海稍水库水质类别为Ⅳ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根据“支流不低于干流”的执行标准要求，

项目周边输水南干渠、桑园河水环境功能区划为Ⅲ类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滨海大沟、臭水箐水库，小山头水库，秧田

箐水库、乔甸西沟、海稍水库水环境功能区划为Ⅳ类水，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

为调查项目区地表水的环境质量现状，本次收集了云南天博环境检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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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21年 10月对桑园河（纳溪河）进行现状监测的监测数据，监测点距离项目

北侧光伏地块约 500m，监测结果见下表。

表 3-8 地表水环境检测结果一览表单位：mg/L

项目 日期 时间 样品编号
监测

结果

Ⅲ类标

准限值

达标

情况

pH 值（无量

纲）

2021/10/9 14:51 DB20211008001-1-1-1 8.3
6~9

达标

2021/10/10 15:13 DB20211008001-1-2-1 8.2 达标

化学需

氧量

2021/10/9 14:51 DB20211008001-1-1-1 4L 20 达标

2021/10/10 15:13 DB20211008001-1-2-1 4L 达标

五日生化需

氧量

2021/10/9 14:51 DB20211008001-1-1-1 0.5L
4

达标

2021/10/10 15:13 DB20211008001-1-2-1 0.5L 达标

氨氮
2021/10/9 14:51 DB20211008001-1-1-1 0.025L

10
达标

2021/10/10 15:13 DB20211008001-1-2-1 0.025L 达标

总磷
2021/10/9 14:51 DB20211008001-1-1-1 0.01L

0.2
达标

2021/10/10 15:13 DB20211008001-1-2-1 0.01L 达标

总氮
2021/10/9 14:51 DB20211008001-1-1-1 0.16

1.0
达标

2021/10/10 15:13 DB20211008001-1-2-1 0.15 达标

石油类
2021/10/9 14:51 DB20211008001-1-1-1 0.01L 0.05 达标

2021/10/10 15:13 DB20211008001-1-2-1 0.01L 达标

检出限+L 表示检测结果低于方法检出限

根据监测数据可知，项目区域桑园河地表水质量现状可以满足《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

（五）地下水环境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项目场地无地下水泉眼出露，区域地下水水质满足《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六）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所在地属于农村环境，经现场踏勘，项目所在区域的土壤环境相对较为

原始，周边无大型污染类项目，土地利用类型为旱地、草地以及未利用地等，植

被覆盖度较好，土壤环境质量较好。

与项目有关的原

有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问题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不存在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问题。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目

标

根据现状调查，本次评价区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也没有以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

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无文物保护单位，无具有特殊历史、文化、科学、民族

意义的保护地等环境敏感区。根据现场调查。

①水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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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区地表水保护目标主要有滨海大沟、输水南干渠、桑园河、乔甸西沟、

臭水箐水库，小山头水库，秧田箐水库，海稍水库，保护地表水环境不因本项目

的建设而水质恶化。其中输水南干渠、桑园河水环境功能区划为Ⅲ类水，执行《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滨海大沟、臭水箐水库，小山

头水库，秧田箐水库、乔甸西沟、海稍水库水环境功能区划为Ⅳ类水，执行《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

②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厂界外 200m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居住区、文化区和农村地

区中人群较集中的区域等保护目标，维持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质量达到现有的大

气环境水平，保护级别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 2018年修

改单二级标准。

③声环境保护目标

厂界外 50m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本工程评价区域处于农村地区，属于声

环境功能区划的 2类区，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区标准要求。

④生态保护目标

经现场踏勘，项目 200m范围内不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

自然白虎地、世界自然遗产、生态保护红线等区域，不涉及重要物种的天然集中

分区、栖息地，重要水生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迁徙鸟类

的重要繁殖地、停歇地、越冬地以及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等重要生境，不涉及重要。

⑤环境敏感点保护目标

经调查，本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珍稀

物种集中分布区等环境敏感区，工程影响范围内也未发现古树名木分布。拟建光

伏电站的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下表。

表 3-9拟建光伏电场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要

素
保护目标

坐标/m 保护内

容

相对厂

界方位

及距离

环境

功能

区划

保护级别
X Y

声

环

境

项目占地红线 5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分布 /

大

气
铁城村

35066323.5
21

2853107.56
7

32户
105人

项目西

北侧约

二类

区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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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220m （GB3095-2012
）中二级标准；

吃凉水
35068768.8

87
2853599.33

2
28户 92

人

项目东

北侧约
420m

地

表

水

环

境

滨海大沟
位于项目区南侧约 25m，由西向东汇入海稍水库，不

流经项目区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2002
）Ⅳ类水质标准

乔甸西沟
位于项目区南侧约 80m，由西向东汇入海稍水库，不

流经项目区

臭水箐水

库

位于项目区南侧约 55m，出水汇入乔甸西沟，由西向

东汇入海稍水库，不流经项目区

小山头水

库

位于项目区东南侧约 500m，出水汇入乔甸西沟，由

西向东汇入海稍水库，不流经项目区

秧田箐水

库

位于项目区南侧约 800m，出水汇入乔甸西沟，由西

向东汇入海稍水库，不流经项目区

海稍水库 位于项目区东侧约 1900m，不流经项目区

输水南干

渠

位于项目区西北侧最近距离约 20m，不流经项目区，

自西南向东北汇入桑园河（纳溪河）

《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

（GB3838-2002
）Ⅲ类水质标准

桑园河 位于项目区北侧最近距离约 150m，不流经项目区

生态环境
保护项目占地及周边 200m范围内，保护区域生态系统的功能，尽量少

破坏项目区内动植物，控制和减少水土流失

评

价

标

准

（一）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1、环境空气

拟建项目位于乔甸镇，工程区域人烟稀少，区域环境可按农村地区考虑，环

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见下表。

表 3-10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 平均时间 二类区浓度限值 单位 标准名称

SO2

年平均 60
ug/m3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GB3095-
2012）

24h 150
1h 500

NO2

年平均 40
ug/m324h 80

1h 200

TSP 年平均 200 ug/m3
24h 300

PM10
年平均 70 ug/m3
24h 150

PM2.5
年平均 35 ug/m3
24h 75

CO 24h 4000 mg/m3
1h 10000

O3
最大 8h 160 ug/m3

1h 200
2、地表水

工程区不涉及水体，项目周边的地表水体主要有滨海大沟、臭水箐水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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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水库，秧田箐水库、乔甸西沟、海稍水库，输水南干渠、桑园河。根据云南

省水利厅《云南省水功能区划（2014年修订）》，桑园河水质类别为Ⅲ类，执行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海稍水库水质类别为Ⅳ类，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根据“支流不低于干

流”的执行标准要求，项目周边输水南干渠、桑园河水环境功能区划为Ⅲ类水，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滨海大沟、臭水箐水

库，小山头水库，秧田箐水库、乔甸西沟、海稍水库水环境功能区划为Ⅳ类水，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具体标准值见下表。

表 3-1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mg/L）
项目 pH（无量纲） CODcr BOD5 NH3-N 石油类 总磷 总氮

Ⅲ类标准 6~9 ≤20 ≤4 ≤1.0 ≤0.05 ≤0.2 ≤1.0
Ⅳ类标准 6~9 ≤30 ≤6 ≤1.5 ≤0.5 ≤0.3 ≤1.5
3、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经现场踏勘，项目所在区域无地下水出露点，项目区域地下水尚未发现过度

开采现象，目前评价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较好。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具体见下表。

表 3-1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标准值表

序号 污染物项目 Ⅲ类

1 pH 6.5～8.5
2 溶解性总固体（mg/L） ≤1000
3 硫酸盐（mg/L） ≤250
4 氨氮（mg/L） ≤0.5
5 细菌总数（个/mL） ≤100
6 耗氧量（CODMn法.以 O2计）/（mg/L） ≤3.0
4、声环境

项目所在地为农村地区，地执行 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标准，

见下表。

表 3-13声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Leq[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5、土壤环境

本项目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15618-2018）中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详见下表：

表 3-14土壤环境执行标准（单位：mg/kg）

序号 监测项目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

中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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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值 pH≤5.5 5.5＜pH≤6.5 6.5＜pH≤7.5 7.5＜pH

2 铜 50 50 100 100
3 锌 200 200 250 300
4 铅 70 90 120 170
5 镉 0.3 0.3 0.3 0.6
6 镍 60 70 100 190
7 汞 1.3 1.8 2.4 3.4
8 砷 40 40 30 25
9 铬 150 150 200 250
6、电磁环境

项目所在地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相关规定：公众曝

露工频电场强度限值为 4kV/m，公众曝露工频磁感应强度限值为 0.1mT。

7、水土流失强度评价标准

执行国家水利部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分级指标

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土壤侵蚀分类分级

标准》，见下表：

表 3-15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级别 侵蚀模数（t/km2·a)
微度侵蚀（无明显侵蚀） ＜500

轻度侵蚀 500--2500
中度侵蚀 2500--5000
强度侵蚀 5000--8000

极强度侵蚀 8000--15000

剧烈侵蚀 ＞15000

（二）污染物排放标准

1、大气污染物

施工期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中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度限值，TSP≤1.0mg/m3。

运营期油烟废气执行 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小型饮食业单位

（基准灶头数≥1，<3），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mg/m3；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

除效率 60%。

表 3-16饮食业单位的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和油烟净化设施最低去除率

规模 小型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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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污染物

施工期设置旱厕，粪便污水经收集后用于区域农地绿化施肥，其他较清洁的

洗手废水等经沉淀池收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施工期生产废水设置二级

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营运期废水主要为升压站办公生活污水，办公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

理后全部回用于项目内绿化，不外排。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20）中城市绿化用水标准，详见下表：
表 3-17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单位：mg/L
项目 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执行标准

pH 6~9
色（度） 30

嗅 无不快感

浊度（NTU）≤ 10
溶解性总固体（mg/L） 1000

BOD5（mg/L）≤ 10
氨氮（mg/L）≤ 8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0.5
铁（mg/L）≤ ——
锰（mg/L）≤ ——

溶解氧（mg/L）≥ 2.0
总氯（mg/L）≥ 1.0（出厂），0.2b（管网末端）

总氯（mg/L）≤ 接触 30min后≥1.0，管网末端≥0.2
大肠埃希氏菌MPN/100mL，或

CFU/100mL
无 c

b用于城市绿化时，不应超过 2.5mg/L。
c大肠埃希氏菌不应检出。

3、噪声

施工期执行 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标准限值，见

下表。

表 3-18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dB（A）
时段 昼间 夜间

限值 70 55
运营期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限值，

见下表。

表 3-19工业企业厂界噪声限值 Leq[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4、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中在标准。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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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环保部公告 2013年第 36号）相关规定。

5、电磁环境

①工频电场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公

众曝露控制限值电场强度限值 200/f（4kV/m）；

②工频磁场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公

众曝露控制限值工频磁场限值 5/f（0.1mT）。

其

他

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结合国家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原则，本项目运营期

无生产废气产生，仅有少量升压站食堂油烟；升压站办公生活污水，办公生活污

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全部回用于项目内绿化，不外排。固废处置率为

100%。故本项目不设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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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施

工

期

生

态

环

境

影

响

分

析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识别

（1）废气：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和运输车辆尾气、焊接废气、装修废

气。产生扬尘的作业主要有场地平整、材料运输、露天堆放、混凝土搅拌等过程；

焊接废气主要来自光伏支架制作及安装：装修废气主要来自升压站建筑修建。

（2）废水：施工期废水主要来自于施工现场混凝土搅拌及养护废水和施工人

员的生活污水。

（3）噪声：主要为施工期施工机械设备噪声以及进出车辆噪声。

（4）固体废物：项目建设过程产生的固废主要有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

圾等。

（5）生态影响：工程的建设对项目区域的植被、动物、水土流失等均有一定

影响。

二、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对附近区域植被的影响主要是表现在土地占用导致土地利用类型的

改变，同时地表开挖、清理对地表植被的破坏的影响及水土流失几个方面。

（1）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项目总用地总面积 127.419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1.601hm2，临时占地面积

125.818hm2。拟建项目占地情况详见下表：

表 4-1项目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一览表

项

目

序

号
项目

占地面

积

占地类型及面积

备注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果园

荒草

地

其他

园地

其他

用地

永

久

占

地

1 升压站 0.769 0 0 0 0.769 0 0
2 箱变及分支箱基础 0.076 0 0.076 0 0 0 0
3 进场道路 0.756 0.756 0 0 0 0 0
4 小计 1.601 0.756 0.076 0 0.769 0 0

临

时

占

地

1 太阳能电池板方阵用地 96.688 0 66.537 0 30.151 0 0
2 场内道路用地 21.32 0.581 0 0 20.740 0 0
3 直埋电缆用地 3.850 0 1.842 0.006 2 0.002 0
4 施工营地 0.750 0 0 0 0.750 0 0
5 表土堆场 1.870 0 0 0 1.865 0 0.005
6 其他未利用地 1.340 0 1.34 0 0 0 0
7 小计 125.818 0.581 69.719 0.006 55.506 0.002 0.005

合计 127.419 1.337 69.795 0.006 56.275 0.002 0.005

①永久占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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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的永久占用，将使评价区被占用的土地利用性质和功能部分发生改

变，被占用的土地，其利用性质将改变为建设用地，其土地利用功能也将从原来

的旱地改变为建设用地，这种改变是永久性的，是不可逆的。但从整个评价区的

总体情况来看，主要的构成地类没有太大的改变。拟建项目改变用地类型的建设

内容占地主要升压站、箱变以及电缆分接箱等，总占地面积为 1.601hm2，建筑物

占地面积不大，除建筑物占地外均不改变用地性质，因此，局部区域土地利用类

型的改变不会对评价区土地利用格局造成显著影响。

②临时占地影响

本项目所需要的砂石料通过禄劝周边正规砂、石料厂外购解决，不设专门的

砂石料场；本项目光伏阵列区等临时占地后期所需绿化覆土通过占地区平衡，以

及合法外购或合法外借获得，不设置取土场。

根据遥感卫星影像判读分析和实地考察，拟建项目区建筑物占地为未利用地

以及旱地等，项目在施工中考虑对所占用未利用地以及旱地区域进行表土剥离，

剥离的表土就近堆放于道路临时施工区域及光伏阵列占地区域内，并做好临时覆

盖等措施。在施工结束后，将剥离的表土全部用于绿化覆土。

项目挖方量较少，场地内实现挖填平衡，不产生弃土弃渣，不设置弃渣场。

项目临时占地在工程结束后，可通过采取有效的植被恢复等措施进行恢复。因此，

临时占地所造成的影响是短期的、局部的，不会对评价区土地的利用性质和功能、

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地利用格局等造成显著影响。

综上，项目永久及临时占地会对局部土地利用性质、功能以及土壤理化性质

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是项目建设不可避免的，由于项目用地面积不大，项

目占地而造成损失的面积占评价区总面积的比例较小，局部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

改变对整个评价区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较小。

（2）对植被的影响

拟建项目施工期对植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建筑物建设占地、临时用地等使

项目占地范围内的植被遭受砍伐、铲除、掩埋等一系列人为干扰破坏，导致评价

区各类植被面积有一定的减少。

拟建项目占地面积约 127.419hm2，土地利用现状为主要为荒草地、未利

用地、园地和建设用地，其中未利用地是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为 69.795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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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54.77%，现状主要为荒草及稀树覆盖；其次是荒草地，为

56.275hm2，占评价区总面积的 44.17%；第三为建设用地共1.337hm2，占评价区总面

积的 1.05%；其他地类还有园地、其他用地等，占地面积相对较小。项目施工结束

后进行植被恢复后对区域植被的影响较小，在可接受范围内。

另，根据调查及统计，工程占地范围内未发现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项目建设不涉及古树名木。

工程占用的未利用地为荒草地，从整个区域而言，损失的植被不会造成区域

植被格局及演替方向发生明显变化，对该区域植被影响有限，无珍稀濒危保护种

类，占用植被类型在区域广泛分布，所以工程占地对植被的影响不大。

①对植物资源的影响

根据工程特征和区域生态环境的特点，本项目对植被的影响主要是工程施工

期带来的直接影响，包括工程施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对于永久占地影响到的植

被将无法恢复，其所受的影响是不可逆的。对于临时占地涉及的植被，工程施工

时将被清除，但工程建设结束后将会逐渐得以恢复。

项目所在区植物覆盖率较小，无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分布。项目的

建设会对减小植物生境范围，项目区将会架起大量的太阳能光伏组件，这些组件

遮光影响大面积的区域。光伏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原有的植被会受到较大影响，

但由于项目区占地范围内自然条件较差，植物资源较少，现状植被主要是稀树灌

木未利用地和荒草地等，生产力较低，对当地植物资源的数量及利用方式产生影

响较小。

项目区植物均为周围环境常见种类，不会造成植物种类灭绝。根据《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999年），《中国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

物（第一册）》（1992年）、《云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1989

年）等资料，评价区内未发现国家级和省级保护植物。拟建项目区内无狭域特有

动物和植物，项目建设施工对保护动植物无影响。项目建设期间将对光伏阵列下

方及露天空隙进行土地翻整，原有植被将会被部分铲除，建设期间区域植被覆盖

率会下降。但随着农业工程实施后，植被覆盖率会得到恢复。

总的来看，受本工程建设影响的植被类型在项目区及周边区域广泛分布，全

部为次生性植被，生态多样性不丰富、生态功能低下。工程建设占地不会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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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其不利影响仅限于局部，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扩大。因此，

本工程占地将对评价区植被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由于占用植被面积有限，

且以次生性植被为主，本工程建设对植被的影响较小

②对植物种类的影响

本项目评价区内蕨类植物共有 8 科、11属、13 种；裸子植物 2科，3属，4

种；被子植物 65科，183属，211种。（详见附录 1）。受本工程建设影响的自然

植物主要是暖温性针叶林、干热性稀树灌木草丛中常见的一些少量乔木、灌木和

草本植物，主要有扭黄茅、坡柳、鬼针草、膏桐等，这些植物均为常见种和广布

种，没有珍稀濒危物种分布。项目占地将使部分植物个体遭到破坏，导致这些植

物种群数量减少和分布生境减小，但这些物种在工程区周边区域，甚至云南省的

许多地区都广为分布，本工程建设不会造成物种数量的急剧减少，更不会造成任

何物种的灭绝，所产生的影响较小。

③对保护植物和名木古树的影响

根据野外实地调查，本项目评价区无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分布，工

程建设对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无影响。

（3）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本工程建设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主要是工程施工期带来的影响，包括项目占地

带来的影响和施工活动带来的影响。在施工期，工程占地、临时道路和施工生产

生活区等占用原有陆栖脊椎野生动物的栖息生境，使其栖息和活动场所缩小，如

小型穴居哺乳类和爬行类的洞穴、鸟类巢区的生境将遭到破坏，少数动物的生活

和繁殖活动将受到一定影响。结果迫使原栖息在该区域的动物迁往其他适宜的生

境，动物种群数量在一段时间内将会有大的波动，但这一类型的影响不会导致当

地物种的灭绝和消失。

评价区由于多年来的人为破坏，原生植被基本被破坏，现存的天然植被（含

萌生、次生植被）主要是干热性稀树灌木草丛、干热性灌丛、少量的云南松林及

锥连栎林，人工植被主要为旱地。项目占用和破坏的植被类型较为简单，在这些

生境中生活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较贫乏，现场调查时未发现当地分布的

特有种类和各级野生保护种类，物种多样性不丰富，而且区域内分布的这些动物

的活动性较强，均为区域广泛分布物种，因此，本项目建设对区域野生动物的影



—71—

响较小。

施工人员活动的干扰以及施工机械噪声干扰的影响将迫使陆栖脊椎动物迁出

受干扰区域，以避让相应的干扰，随着施工期的结束影响消除，部分陆栖脊椎动

物会逐渐回迁。根据该区域陆栖脊椎野生动物的调查结果可知，评价区的陆栖脊

椎野生动物以鸟类和小型哺乳类占优势，迁移能力较强，两栖类、爬行类的物种

均具有一定的迁移能力，且评价区的陆栖脊椎野生动物的分布区较为广泛。所以，

在本项目施工期间，陆栖脊椎动物对于这一类型的干扰能够主动避让，项目施工

不会对该区域的陆栖脊椎野生动物多样性产生较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施工区的粉尘和施工机械尾气可能使一些陆栖脊椎动物暂时迁出

施工区，但由于施工区地势相对开阔，气体和噪声的扩散条件较好，对区域环境

空气质量影响不会严重。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可能会引来小型啮齿类

和部分鸟类的取食，导致该区域有害哺乳类（啮齿类）种群数量在施工期间出现

增长趋势，使区域生态系统平衡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但总体而言，施工期对野

生动物的影响不大

（4）对鸟类的影响分析

工程建设施工期对鸟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建设项目施工期间，由于道路路基、建筑物基础开挖，必然会对该区域的

植被造成永久破坏，从而造成区域内鸟类栖息地的减少和扰动。

②施工期间各种施工机械作业噪声将对鸟类产生惊吓，尤其是繁殖期的鸟类

对噪声影响尤为明显，可造成周边鸟类的显著不安，甚至弃巢放弃繁殖。

③施工期间可能造成鸟类的巢穴及鸟卵的破坏，影响鸟类的繁殖。

④施工人员的日常生活及工作会对当地的鸟类产生一定的干扰，妨碍鸟类取

食、繁殖等日常活动的进行。

但鸟类能凭借自身的飞翔能力离开施工影响区域，寻找适宜的栖息地。评价

区没有鸟类集中的栖息或繁殖地，更没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固定繁殖地，施工

过程没有影响到鸟类集中的栖息或繁殖地，不会影响评价区鸟类种群及其长期生

存繁衍的环境。

总体来说，施工期人为活动、施工噪声等会惊吓干扰鸟类，鸟类会暂时避

绕到影响区外觅食，使影响区范围内鸟类种类和数量在施工区域内减少，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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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部分鸟类活动能力与范围较广，项目区周边也有大面积的相似生境可供鸟

类生活，所以，鸟类受施工影响很小。

（5）水土流失影响分析

①水土流失影响因素

项目区内主要的占地类型大部分为荒草地、未利用地、园地及建设用地，区

域内存在一定的水土流失现象，施工期安装太阳电池板需要清理一定量的原有植

被，在修建场内道路时因挖方、填方产生的裸露地面加大，水土流失现象会加重，

土壤侵蚀强度加大，水土流失总量比施工前期有所增加，在施工期若有暴雨，则

部分土壤将被冲刷到自然排水体系，污染地表水使地表水的 SS增加。

②水土流失的危害

a.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土流失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水土流失的加剧，意味

着生态环境质量的降低。项目建设水土流失可加剧水土流失流失强度，造成生态

环境质量的严重下降。

b.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项目的建设从大理州、宾川县以及云南省太阳能资源利用方面来看，具有积

极意义。若项目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得不到有效防治，必将使建设区现有水土

流失加剧，危及下游的河流及周边生态环境，不仅给建设区周边居民和企业生产

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也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c.对周边地表水体的影响

项目周边地表水体较多，其中最近的为项目区南侧约 25m的滨海大沟，由西

向东汇入海稍水库，不流经项目区。项目选址对滨海大沟以及滨海大沟消力塘进

行了避让，避让距离大于 15m，满足宾川县水务局选址要求（附件 11）。

滨海大沟从项目区南侧约 25m自西北→东南流过，若项目建设所产生的水土

流失得不到有效的治理，产生的水土流失可能直接影响下游沟道，严重者可能直

接流失至滨海大沟内，影响滨海大沟水质，对滨海大沟造成影响。

d.对主体工程施工进度产生影响

项目建设所产生的水土流失若得不到有效防治，极可能造成项目区积水，造

成水土流失，对主体工程施工进度产生影响，延迟主体工程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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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项目建设所遗留的开挖裸露面若得不到治理，与项目区周围生态自然景观不

协调，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及自然景观。

③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为降低项目建设的水土流失影响，项目工程各区域拟采取的水土流失防治措

施如下：

A、表土剥离措施：拟建升压站、箱变以及电缆分接箱等占地，为保护和利用

表土资源，项目在施工中考虑对所占用荒草地、未利用地进行表土剥离。剥离的

表土就近堆放于临时施工区域及绿化区域内，并做好临时覆盖等措施。在施工结

束后，将剥离的表土全部用于绿化覆土。

B、截排水及临时沉淀措施：在升压站、箱变以及电缆分接箱等施工区域设置

截排水沟，并在排水沟下游设置临时沉砂池，对施工区域废水进行临时沉淀处理；

C、临时覆盖措施：在项目裸露区域实施临时覆盖等措施，避免场地较长时间

裸露，减少项目区水土流失的发生；

D、景观绿化及植被恢复措施：在永久占地范围内加强绿化，施工结束后，应

及时对临时施工区域进行土地整治（恢复），并通过种植农作物、撒草、栽植苗

木等措施进行植被恢复；

E、管理措施：

a、加强工程施工管理，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及施工进度计划进行施工，减少地

表裸露时间，避免在雨天或者大风天进行各种土石方工程，以减少水土流失；

b、定期对临时沉砂池、排水沟进行清淤，保障临时排水、沉砂系统能正常发

挥效益；

c、在完成项目建设区绿化后，应加强绿地管护工作，不能随意攀折、践踏，

重视补栽工作，保证林草成活率。

在建设单位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的前提下，项目施工期的水土流失影响可

接受。

④水土保持措施效果

采取水保措施使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同时降低了施工场地原地面水土

流失，能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

（6）对景观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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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项目施工期将破坏地表植被，引起水土流失，破坏原有的稀树灌木荒草

地、未利用地等景观；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进驻给原有的景观环境增添了不和谐

的景色；临时材料堆场形成突兀、不规则的堆状物，与周围的景观形成反差，同

时，旱季易形成扬尘，雨季易产生土壤侵蚀，对周围景观产生破坏和影响；工程

施工期间，施工机械所产生的噪声、扬尘、废气、工程垃圾等都会对周围的环境

造成污染，给区域景观带来一定的破坏。上述影响均发生在施工期，随着施工期

的结束，影响逐渐消失。

（7）对生物量、生产力的影响

本工程总用地总面积 127.419hm2，其中占地面积较大的是未利用地，现状

为荒草稀树，植被覆盖与荒草地基本一致，生产力较低，总占地面积约 126.07hm2，

其中永久占地 0.845hm2，临时占地 125.225hm2。根据方精云，刘国华，徐蒿龄《我

国森林植被的生物量和净生产量》（[J].生态学报，1996，16(5):497~508.），草丛

平均生物量为 22.22t/hm2，平均净生产力为 642.8（gc/m2.a）。项目区未利用地均

按照草丛计，项目区主要生物量约为 2801.3t，生产力约 810t。

项目永久占地将造成约 18.78t生物量永久损失，占评价区总生物量的 0.67%；

造成约 5.43c/a生产力永久损失，占评价区总生产力的 0.67%。故项目占地造成项

目区生物量、生产力的永久损失量较少，在可接受范围内。

项目施工结束后将会对临时施工区进行植被恢复，施工期所损失的植被面积

将得到一定恢复。随着临时施工区的植被恢复及园区绿化工程的完工，因项目占

地改变土地性质破坏植被而损失的生物量将逐渐得到一定的恢复。另外，项目光

伏阵列占地多为临时占地，后期拟在光伏太阳能板下种植农作物或是中草药等植

被，实现农光互补后项目区临时占用旱地、草地等的植被将逐渐得到恢复，因此

项目临时占地对区域的生物量及生产力的影响不大。

项目建设对区域生物量、生产力的影响不大，在可接受范围内。

（8）对生态影响的小结

综上分析，项目永久及临时占地会对局部土地利用性质、功能以及土壤理化

性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是项目建设不可避免的，由于项目用地面积不大，

项目占地而造成损失的面积占评价区总面积的比例较小，局部区域土地利用类型

的改变对整个评价区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较小；工程占地不会造成区域植被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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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演替方向发生明显变化，不会对区域的植物资源和物种多样性产生明显的不良

影响，也不会导致当地植物区系的组成、性质以及特点发生根本的改变，也不会

导致评价区任何植物物种的消失；项目占地面积较小，且人类活动频繁，项目对

区域鸟类、陆栖脊椎动物的影响不大；随着施工结束以及植被恢复，项目景观冲

突得到缓解，生物量以及生产力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此，项目施工建设对

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大，在可接受范围内。

三、施工期环境污染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有：施工扬尘、汽车尾气、生活污水、施

工废水、施工机械噪声、建筑及施工生活垃圾以及项目施工工程行为对周边生态

环境产生的直接或是间接影响。

1、废气

本项目施工人员均不在场内食宿，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为施工过程中产生

的扬尘，包括车辆运输扬尘、物料堆场产生的扬尘、物料装卸等起尘，以及汽车

尾气、施工过程中的焊接废气及装修废气。

①扬尘

扬尘是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产生的主要来源，对整个施工期而言，主要集中在

场地平整、道路施工和土建施工阶段。露天堆放的建材及裸露的施工区表层浮尘

由于天气干燥及起风，产生风力扬尘；建材的装卸、堆放和搅拌等过程中，由于

外力造成尘粒悬浮而产生动力扬尘，其中以施工及装卸车辆造成的扬尘最为严重。

扬尘量的大小与施工现场条件、管理水平、机械化程度以及天气诸多因素有关，

是一个复杂、难以定量的过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将会使周围环境中 TSP浓度有所

增加。本工程在施工期应注意施工扬尘的防治问题，在施工阶段要对料堆覆盖，

禁止有裸露物料堆存，并定期洒水，建设单位需对施工单位严格要求，控制物料

堆存的风力扬尘，须制定必要的防治措施，并避免大风等不利天气作业，以减少

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随着施工的结束，施工扬尘也随之消失。

A、露天堆场和裸露场地的风力扬尘

由于施工的需要，部分建材需露天堆放，表土需临时堆放，部分施工点表层

土壤需人工开挖、堆放，在气候干燥又有风的情况下，会产生扬尘，砂石料场、

土石方临时堆存加盖篷布，减少露天堆放，保证一定的含水率及减少裸露地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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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风力起尘的有效手段。

B、土石方开挖产生的扬尘

本项目在土石方开挖和回填过程中，会产生大面积的地表裸露，在土方开挖

的过程当中将产生一定量的扬尘，地表裸露面采取洒水降尘可有效减轻扬尘产生

量。

C、交通运输扬尘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交通运输将产生扬尘，汽车产生的道路扬尘量与车速、车型、车流

量、风速、道路表面积尘量、尘土湿度等因素有关。根据交通部公路研究所对施

工现场车辆扬尘监测结果，下风向 150m处的扬尘瞬时浓度可达到 3.49mg/m3。此

外，物料拉运或堆放过程中，遮盖不严密也会产生粉尘污染，项目部分运输道路

穿过村庄，运输途中产生的扬尘会对居民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施工期粉质材料

必须封闭运输，并做好洒水降尘工作。

D、施工作业产生的扬尘

施工作业等产生扬尘中的 TSP和 PM10对环境影响较大，属不含有毒有害的特

殊污染物。建设单位应在施工期加强监督管理、强调文明施工以控制因施工作业

不规范而产生的扬尘。

有风时施工现场的施工扬尘会使施工区域环境空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TSP）

超标，TSP排放浓度为 10~50mg/m3，排放量为 0.3~0.5kg/h。影响范围为其主导风

向的下风向 150m之内，被影响地区的 TSP浓度平均值为 0.491mg/m3，相当于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 1.6倍。根据现场踏查，本项目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150m范围内主

要为荒草地和农田。

施工起尘量的多少随风力的大小、物料的干湿程度、作业的文明程度等因素

而变化，因此，施工期间必须做到施工现场弃渣及时清理，临时堆场及时覆盖，

定期对施工场地和运输道路洒水降尘，减少二次扬尘。

②汽车尾气及机械废气

运输汽车、挖掘机等施工机械动力源主要为柴油，燃烧尾气的主要污染物为

NOx、CO、烃类等，会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其特点是排放

量小，且属间断性无组织排放。项目涉及汽车均为环保检测合格车辆，合理规划

运输路线，汽车尾气经大气稀释后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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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焊接废气和装修废气

焊接废气和装修废气是在升压站设备安装、装修施工以及光伏板安装过程中

产生，产生量较小，呈无组织间歇排放，废气对环境的影响是暂时的，随施工期

的结束而消失，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废水以及雨季地表

径流。

①生活污水

本项目施工工期 12个月，预计施工人数平均约 100人/d，施工人员均为周边

的村民；建设单位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约 10人，项目部设置于租用的民房，施工

人员均不在场内食宿，施工期场内临时生活区仅设置旱厕，供施工人员在项目区

卫生清洗用，施工人员在项目区的清洗卫生用水按 10L/d·人，用水量为 1m3/d。污

水量按用水量的 80%计算，则污水产生量为 0.8m3/d。产生的清洁废水收集于沉淀

池用于场内洒水降尘，由于废水产生量较小，故清洗卫生废水同施工废水合用一

个沉淀池；施工期在场内产生的粪便排入旱厕，经厌氧发酵后定期清掏绿化。

本项目施工期施工人员产生生活废水，生活用水量根据《云南省地方标准用

水定额》（DB53/T168-2019），项目位于宾川县农村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

额（亚热带区，分散供水）为 40~55(L/d▪人）；施工人员日常生活用水按 55(L/d▪

人）计；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项目平均每天施工人员约 100人，建设单位管

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约 10人，生活用水量为 6.05m3/d，产污系数按 80%计，则产生

生活污水约 4.84m3/d。

施工期生活污水中主要的污染物 BOD5、CODCr、氨氮、SS、动植物油等。本

项目施工人员为周边的村民，不在场内食宿。场内产生的粪便排入旱厕，经厌氧

发酵后定期清掏绿化，卫生清洗废水同生产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场内洒水降尘。

施工人员场外生活污水依托居民既有旱厕收集后用作农肥；施工管理人员租用附

近民房，生活废水也依托既有旱厕收集后用作农肥。因此，项目施工期废水经处

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对周围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②施工废水

施工废水主要来自施工机械修配、汽车保养和冲洗产生的少量含油废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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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泥土、砂石和油污。施工机械修配、保养、冲洗在施工厂区内进行，施

工废水主要在施工厂区内产生，施工期共有施工车辆设备约 8辆（台），按每辆

冲洗用水 0.3m3计算，则每次产生冲洗废水 2.4m3。冲洗废水的排放特点为间歇性、

污水量少，石油类浓度一般为 10~60mg/L，悬浮物浓度为 500~2000mg/L。施工期

设置沉淀池（按照施工满负荷 2d 的储水量及 1.25 的安全系数计算，单个容积约

为 6m3）进行澄清处理，沉淀的泥浆用于场地施工覆土回填，上清液可回用于施

工机械冲洗、道路洒水等环节，不外排，对区域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③雨季地表径流

雨季径流主要为雨季降水冲涮施工场地产生，其产生量根据降雨情况不同而

不同，所含污染物主要为 SS，浓度为 200～500mg/L左右。

项目在升压站场地边界外建设截洪沟，场地内雨季径流经沉淀处理后，尽量

回用于场地，剩余部分再外排。光伏区和道路区在地势低处设置排水沟，排水沟

末端设置沉淀池，废水经沉淀后再外排，对周围地表水体影响较小。

3、噪声

施工期的噪声主要分为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机械噪声

主要由施工机械所造成，如挖土机械、打桩机械、压路机、升降机等，多为点声

源；施工作业噪声主要指一些零星的敲打声、装卸车辆的撞击声、吆喝声、拆卸

模板的撞击声等，多为瞬时噪声；施工车辆的噪声属于交通噪声。在这些施工噪

声中，对声环境影响最大的是机械噪声。

施工期施工场地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采用《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523-2011）进行评价。

工程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施工机械所产生的噪声大多数属于中低频噪声，因此

在预测其影响时可只考虑其扩散衰减，可近似视为点声源处理。点声源受传播距

离、空气吸收、阻挡物的反射与屏蔽等因素的影响，声级产生衰减。

本项目工程施工产生的噪声所具有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的施工阶段有不同的施工机械，同一施工阶段投入的施工机械有多

有少，有的施工阶段没有高噪音的施工机械，这就使得施工噪声具有偶然性的特

点。

（2）不同设备的噪声源特性不同，其中有些设备噪声为振动式的，对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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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有些设备（如挖掘机）频率低沉，不易衰减，使人感觉烦躁；施工机械

的噪声均较大，有些设备的运行噪声可高达 90dB以上。

（3）对具体的施工行为而言，施工噪声污染仅发生于一段时期内。

鉴于施工噪声的复杂性以及施工噪声影响的区域性和阶段性，本次环评仅根

据《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针对不同施工阶段计

算出不同施工设备的噪声污染范围，以便施工单位在施工时结合实际情况采取适

当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设备噪声源均按点声源计，其噪声预测模式为：

0
0 lg20

R
RLL i

i 

式中：Li和 L0——Ri和 R0处的设备噪声级。

表 4-3几种施工机械在不同距离处的噪声预测值

施工机

械名称

噪声预测值 dB（A）
5m 10m 20m 40m 60m 80m 100m 150m 220m 280m

起重机 90 84.0 78.0 71.9 68.4 65.9 64.0 60.5 57.1 55.0
运输车 85 79.0 73.0 66.9 63.4 60.9 59.0 55.5 52.1 50.0
压路机 85 79.0 73.0 66.9 63.4 60.9 59.0 55.5 52.1 50.0
挖掘机 84 78.0 72.0 65.9 62.4 59.9 58.0 54.5 51.1 49.0
振捣器 86 80.0 74.0 67.9 64.4 61.9 60.0 56.5 53.1 51.0
电焊机 85 79.0 73.0 66.9 63.4 60.9 59.0 55.5 52.1 50.0
钻孔机 88 82.0 76.0 69.9 66.4 63.9 62.0 58.5 55.1 53.0

根据《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昼间噪声限值

为 70dB（A），夜间限值为 55dB（A），上表预测表明：昼间施工机械单一噪声

在距施工场地 60m以外可达到标准限值 70dB（A）的要求；夜间施工机械噪声在

距施工场地 280m以外可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标准限值的要求。

但是上表计算结果为理论值，实际中应考虑距离衰减、山体阻隔、绿化吸附

等作用，衰减量一般为 10~20dB（A），因此，实际上的施工机械噪声的影响程度

及范围应比理论上的推算低；况且，这种噪声影响是短时间的，噪声不产生累积，

影响将随工程竣工而消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施工场地内没有噪声敏感

点分布，但是，如果不注意机械作业时间安排，多种机械同时作业，会对施工现

场人员产生一定程度的噪声影响。

另施工中运输车辆行驶过程所产生的噪声也将对行驶路线周边产生一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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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环评要求运输车辆经过敏感点时，采取减速行驶、禁鸣等措施后，减小噪声

对所经过敏感点的声环境影响。

光伏阵列区由于施工仅进行钻孔和电缆沟开挖，施工用的设备为小型风钻设

备，噪声影响范围较小。从项目周边环境关系来看，项目周边 50m范围内无声环

境保护目标分布，且施工机械不集中进行作业，夜间不进行施工，故项目施工噪

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轻微。

综上，只要拟建项目施工期内合理布置施工机械，将主要噪声源尽量远离场

界，施工期场界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且施工机械噪声影响是暂时的，随

着施工期结束而消失，施工期采取封闭施工、夜间禁止施工等措施后，施工噪声

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4、固体废物

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土石方、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①废弃土石方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施工期土石方挖填平衡，不产生弃渣。

②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主要由废弃混凝土、废碎砖瓦砾、废电缆、废木材以及装修过程中

产生的废弃瓷砖、石块、玻璃、涂料、包装材料等组成。项目建筑主要为升压站

内的综合楼、门卫室等，工程量较小，产生的建筑垃圾较少。电池板在安装过程

中会有部分被损坏，要求建设单位统一收集后作返厂处置，不得与其他一般固废

混合处置。

③生活垃圾

拟建项目建筑施工人员每天平均 100人，大多数施工人员为周边村民，管理

人员及技术人员以 10人计。生活垃圾产生量按 0.5kg/（人·d）计算，施工人员产

生的生活垃圾为 55kg/d，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主要成分为塑料袋、废纸等。区内设

置若干垃圾桶，产生的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附近乡村垃圾处理点集中处理。

产生的粪便统一收集于旱厕，旱厕粪便定期清掏用作农肥。

综上，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收集，处置率 100%，对周围的

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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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营期生态环境影响

1、对植被的影响

项目运行期对植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电池面板架设后，在地面产生的阴影对

地面植被生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①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植物的生存和生长离不开光合作用，对阳生植物

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会使植物的生长处在一个不良的环境条件之中；

②对植物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由于缺乏必要的光照，植物的生长异常缓慢

甚至停滞，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植物对水的利用效率；

③由于受遮盖后小环境的影响，阳生植物的生境质量大大降低，但同时又为

阴生植物提供了大量适宜的生境。

但目占地范围内主要为干热性稀树灌草丛，植物种类较少、生物量较小，同

时本项目为农光互补复合型项目，将在光伏电池板间、板下植被将按因地制宜、

适地适生的原则选择。

施工结束后，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对施工破坏和扰动区域内的植

被进行恢复，对受电池面板阴影影响范围内的区域，采用适宜植物进行植被恢复。

采取以上措施后，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工程建设对区域植被的影响，不会对区域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项目运营后，因农光互补的特殊性，通过播撒草籽、种植药材等措施进行植

被恢复。植被恢复后，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对区域植被的影响不大，在可接

受范围内。总体上，项目运营期对植被的影响较小。

2、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项目运营期间，现场维护和检修等工作均在昼间进行，避免影响周边动物夜

间正常活动。电站运行噪声可能会使对声环境敏感的动物迁移至远离光伏电站处，

但光伏电站运行噪声影响范围主要为站界外几十米范围内的区域，影响范围较小。

因此，项目运营不会对项目所在区域内野生动物的日常迁徙和活动造成明显影响。

3、对景观的影响

项目建设完成后，安装大量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占地面积较大，改变了原有

的生态景观，对附近的居民造成一定的影响。光伏组件的布局在满足设计要求的

同时，尽量依山势布置，以减少对景观在形态上的影响，且电池板的反光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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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村民居住点在距项目区光伏占地边界 200m外，且位于居民房屋背后，故

电池板的安装对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不大，其产生的景观影响在可接受范

围内。

4、运营期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根据现场踏勘，项目所在地主要为荒草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受人为影响较

为严重，生物多样性较差，除部分人工种植耕地作物外，大面积生长荒草，土壤

多为沙质土壤且混有碎石，耕作层浅薄。项目运营期拟在光伏阵电站征占地范围

种植林木进行复林，可以逐步恢复当地荒草地生态系统，不改变项目土地利用性

质，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其次，运营期拟在空地及道路两侧种植喜阴植物对

项目内植被进行恢复，植被绿化将吸引跟多小型动物增加当地物种多样性，使得

食物链更加复杂，逐步恢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随之生态系统将更加稳定。环评

要求，在进行植被恢复时不得引入外来物种，在采取植被恢复措施后，项目的建

设对当地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环境正效益。

5、水土流失影响

项目投入运行后，其水土流失防护工程也完成并逐渐发挥作用，可有效控制

项目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光伏板下区域种植经济作物以实现农光互补，能有效

减缓水土流失。在水土保持工程和植物措施有效发挥作用后，项目区内的水土流

失可得到完全控制，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可达到轻度以下水平，工程建设造成

的水土流失可得到基本治理，并使工程占地区域内水土流失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因此，项目运营期对水土流失的影响较小。

二、运营期环境污染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光伏电站为清洁能源太阳能发电项目，运行期不产生生产废气污染源。项目

拟设置 1座 220kV升压站，根据“可研报告”，升压站运行期定员为 15人。项目

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 220kV升压站生活区的食堂油烟废气。

根据类比调查，运行期 220kV升压站每人次食用食物中油量约为 0.01kg，就

餐人数约为 15人次/d，则项目食物合计含油量为 0.15kg/d。油烟废气的产生量与

食堂烹饪过程中油的分解挥发量与炒作工况有关，一般在 1-3%之间，项目按 2%

计算，每年 365天工作日计算，则厨房油烟产生量为 0.003kg/d，1.095k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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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食堂设置一台油烟净化器，按油烟净化器累计使用时间一天 3小时，油

烟净化器净化效率为 60%计算，则油烟废气排放量为 0.0012kg/d，0.438kg/a。

项目食堂应设置内置排烟管道，油烟废气经集气罩收集进入油烟净化器处理

后，通过内置排烟管道高于食堂楼顶 1.5m高排放。

污水处理设备为地埋式构筑物或是一体化设备，处理污水量较小，基本不产

生的恶臭污染物。且厂界内进行绿化，恶臭废气（NH3、H2S、臭气浓度）经无组

织扩散与绿化吸收后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综上，项目运营期废气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

（1）项目用、排水情况

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分析，运行期项目用水主要包括电池板清洁用水、生活用

水、绿化用水等。

①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清洁废水

项目在清洁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时候会产生少量清洗废水，每年晴天时一般清

洗两次。清洗光伏板时，不添加任何清洗剂，产生的清洗废水无特殊的污染物，

废水中主要含有 SS，清洗方式为湿抹布擦拭板件，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总面积大约

在 96.688hm2左右，参照同类项目技术资料，太阳电池板清洗水的使用量按 0.5L/m2

计算，则清洗的用水量约 483.45m3/次，废水中主要含有 SS。

水量才擦拭过程中少量蒸发，考虑用水量的 20%蒸发，则光伏清洗废水量为

386.76m3/次。清洗废水不外排，沿光伏组件表面落至地表，由植被吸收、土壤吸

收或自然蒸发可以起到降尘和养护植被的作用。

②生活废水

项目生活污水来源于职工食堂废水、清洁废水以及厕所冲洗废水等。生活办

公在升压站内进行，本次配套建设办公楼以及食堂等公用设施。

本项目运营期配置员工 15 人，根据《云南省地方用水定额标准》

（DB53/T168-2019），生活用水按照 90L/人·d 计，生活用水量为 1.35m3/d，生活

污水以 80%计，则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1.08m3/d（394.2m3/a），其中食堂废水约

0.3m3/d。

参考国内生活污水相关资料，生活污水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为：SS10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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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5110mg/L，COD250mg/L，总磷 5mg/L，动植物油 50mg/L，水中污染物以有

机类成分为主，不含重金属离子及其他有毒污染物，污水产生量较小，食堂废水

经隔油池（容积 0.54m3）处理后进入化粪池（容积 4m3），再进入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处理能力 2m3/d）处理，住宿办公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处理。

升压站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

水水质》（GB/T18920-2020）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消防、建筑施工用水水质标

准后回用于升压站站区绿化、道路清扫用水等，不外排。

③绿化用水

项目升压站站绿化率 15%，绿化面积约 1100m2，根据《云南省地方标准－用

水定额》（DB53/T168-2013），绿化用水按 3L/m2•d计，雨天绿化不用水。经查

阅资料，宾川县每年雨天为 120天，非雨天为 245天，按非雨天每天最少 1次绿

化浇水计算，则项目升压站绿化每年用水量约为 808.5m3/a，远大于污水产生量

（394.2m3/a），营运期污水可做到全部回用，不外排。

（2）废水处理设施

①处理工艺可行性分析

项目营运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在进入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处

理。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项目营运期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采用“生物接

触氧化+MBR膜+二沉池”工艺，设计出水标准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

水水质》（GBT18920-2020）中道路清扫及绿化标准，项目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

于站区绿化，不外排。通过类比同类生活污水处理工艺，项目生活污水经处理后

水质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中道路清

扫及绿化标准。从水质方面看，项目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可行。

②化粪池、隔油池容积、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规模设计合理性分析

项目区内生活污水产生总量 1.08m3/d，其中餐饮废水 0.3m3/d，隔油池容积设

计为 0.54m3，满足要求；化粪池容积设计为 4m3，废水在化粪池中的停留时间为

3.7天，保证能够满足处理生活污水的要求；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能力 2m3/d，

满足要求。

（3）废水回用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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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工程分析，拟建升压站绿化面积为 1100m2，绿化用水量约 3.3m3/d

（晴天），升压站的废水产生量为 1.08m3/d（晴天），经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可全

部回用于站区绿化。项目区设置生活污水蓄水池（5m3，满足约 5天的生活污水储

存要求），雨天生活废水经处理后暂存于蓄水池，晴天用于绿化，不外排。且本

项目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能够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

水质》（GBT18920-2020）中道路清扫及绿化标准。故本项目营运期生活废水经

处理后，在用水量和回用水质方面均可行。

综上，项目施营运期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用于站区绿化是可行的，运营期废

水不外排，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4）项目区废水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

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产生量较少，经化粪池、隔油池以及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备处理后回用于场区绿化用水，不外排；支架光伏阵列区光伏板清洗废水流在光

伏板下的植被上，由植被吸收、土壤吸收或自然蒸发，项目废水不外排，对项目

区周围水体环境影响较不大。

3、声环境影响分析

升压站运行噪声源主要来源于主变压器等大型声源设备。本项目拟建 1 座

220kV升压站，升压站变压器采用低噪声设备，单台变压器噪声级 65dB（A），

将此声源看做点声源，采用如下公式进行预测。

LA(r)=Lr0-20lg(r/r0)-△L

式中：LA(r)--－距声源 r米处受声点的 A声级；

Lr0---－参考点声源强度；

r----－预测受声点与源之间的距离（m）；

r0----－参考点与源之间的距离（m）。

△L--－其它衰减因素

根据升压站总平面布置图，计算得出拟建 220kV升压站厂界处噪声预测值，

220kV 升压站站界外 200m范围内均无敏感目标分布，拟建升压站厂界处噪声预

测结果详见表 4-4。

表 4-4项目各生产车间设备噪声源强一览表 单位：dB（A）

厂界

与主变

最近距

离/m

厂界贡献值 背景值 环境噪声 标准值 达标情况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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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 60 29.4 29.4

46.3 42.1

46.4 42.3

60 50

达标 达标

南侧 27 36.4 36.4 46.7 43.9 达标 达标

西侧 44 32.1 32.1 46.5 44.4 达标 达标

北侧 19 39.4 39.4 47.1 46.1 达标 达标

由上表可见，主变压器均设置于升压站场地中央，运行期升压站厂界噪声预

测值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的

要求。升压站声环境评价范围内没有敏感目标分布，升压站噪声对周边居民点的

影响较小。

4、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1）生活固废

1）生活垃圾

项目运营期生活垃圾主要来自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生活垃圾产生量按照每

人 0.5kg/d，则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7.5kg/d。升压站设置有垃圾收集桶，垃圾收集后

运至较近村庄垃圾收集点统一处理处置。垃圾得到妥善处理后，对周围环境影响

不大。

2）化粪池污泥

生活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少量的污泥，污泥中无特殊的污染物，清掏消毒后

用作光伏板下植被肥料，不对外排放，对环境的影响不大。

（2）生产固废

1）废光伏组件（包括废光伏板）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需要更换或修理的废光伏组件，由单晶硅双

玻材料组成，25年需要更换。同时在运营期维修护理中可能会产生需要更换的组

件。

据建设单位提供，其废弃物的产生率为 0.16%～0.2%，本次评价废旧电池板

产生率取 0.2%，项目共采用 540Wp单晶硅 208572块，单块电池板重约 32.3kg，

废旧电池板的产生量约为 13.5t。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太阳能

电池板中不含名录中所列的危险废物。太阳能电池采用的材料是晶体硅，在电池

斤所含主要化学成分有 Si、p和 B，硅电池中晶体 Si纯度为 6个 9(6N）以上的高

纯硅材料，即纯度为 99.9999%以上的硅材料。Si、P和 B均以晶体形式存在，不

具有腐蚀性、易燃性、毒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的危险特性。因此，本项目所使用

的太阳能电池板报废后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旧太阳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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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集中收集至升压站废物储存间暂存后，由厂家回收处理。

2）检修废油

检修废油包括箱变液压油和主变液压油（主要成分矿物油和锂皂基、锂－钙

复合基为主的危险废弃物），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检修废油

废物类别为：HW08-900-249-08（其他生产、销售、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

含矿物油废物），项目检修废油经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升压站危废暂存间，定

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对环境影响小。

3）变压器油

升压站内变压器等电器设备为了绝缘和冷却的需要，其外壳内装有变压器

油，正常情况下变压器油不外排，在事故和检修过程中的可能造成变压器油泄露。

变压器油大约每 10年大修一次，更换所有的变压器油。变压器油属于《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2021版）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中“变压器维护、更换和

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废物代码 900-220-08）。由于变压器油更换数

量较大，更换时提前预约具有相应资质的危废处理机构进行妥善处置，不在场内

暂存。

本项目 220kV 升压站设置 1台 150MVA的主变压器，拟在 220kV升压站设

置一个事故油池，主变靠事故油池一侧设集油坑，内接直径 200mm钢管，通向事

故油池，排油坡度不小于 2％。事故油池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有效容积均为 80m3，

满足单台主变压器事故后排油存储。事故油池底部和四周设置防渗措施（等效黏

土防渗层Mb≥6.0m，K≤1.0×10-7cm/s），确保事故油和油污水在存储的过程中不会

渗漏。升压站运营期正常情况下，变压器无漏油产生，一旦发生事故，产生的事

故油排入事故油池，约 92%的事故油经有资质单位带处理设施处理后属合格变压

器油，剩余的 8%的变压器为废油不能使用，经收集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事

故排油全过程没有含油废污水排放，对环境影响不大。

4）废旧蓄电池

升压站控制室内设有蓄电池室，蓄电池用于升压站故障情况下，站内应急保

护、测控供电及主控楼应急照明。废铅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类别：HW31，含铅

废物；代码：900-052-31）。蓄电池更换时，更换下来的废蓄电池经专用容器收集

后暂存于升压站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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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于 220kV 升压站区设置一间的危废暂存间，危废暂存间采用全封闭

式，危废暂存间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其

2013年修改单的有关要求进行设计，基础必须进行防渗，并配设项目的警示标识。

定期委托具备相应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处置，其转移严格按照《危险废

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要求执行。设置专人专职对危险废物进行收集、暂存和保

管。建立危险废物产生记录台账，定期核查自行贮存和处置的危险废物记录及相

关证明材料，妥善保存规定期限内对危废转移联单及危废处置协议等相关资料。

5、光污染影响分析

本项目光伏组件的安装倾斜角度为 21度，随着入射角度的升高，反射光所影

响的面积会逐渐减少，由于冬季的阳光照射时间短，同时照射强度也较弱，而夏

季阳光照射时间长，同时照射强度也较强。因此，在影响程度上夏季比冬季要强

烈些，范围要大些。

本项目采用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片是封装在两层建筑玻璃之间，电池本身不

向外辐射任何形式的光。未被吸收的太阳光中一部分被前面板玻璃反射回去，前

面板玻璃为普通建筑用钢化玻璃；另一部分将穿透前面板、硅材料吸收层和背面

板，就如同穿透普通玻璃一般，没有任何变化。

光伏电池的制作中具有减反射的设计，主要是使用带激光刻槽或者化学腐蚀

方法，使硅片表面形成凹凸不平的绒面。目的是减少入射光的反射、增加光的吸

收，提高光电转换效率。这些绒面在显微镜下呈现非周期性排列的金字塔型，对

可见光和近红外光（波长 400nm－1050nm）反射率仅为 4%－11%，其它波长的光，

包括紫外光和红外光（波长小于 400nm和大于 1050nm）都将穿透玻璃和硅材料。

被反射的 4%－11%可见光和近红外光属漫反射，不是指向某地固定方向的镜面反

射，其反射率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 30%，对周围环境产生光污染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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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太阳能电池反射示意图

根据以上分析，太阳能电池板反射光反射率小，反射量小，且基本为漫反射

光，不会在上空及项目区附近产生炫光，对周围村庄、道路影响较小。项目区光

伏板为南向布置，多数光伏板位于远离村庄一侧，项目周边 200m范围内无居民

点分布，不存在主要交通道路，外加山地地形高差的阻挡作用，本项目产生的反

射光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6、电磁辐射影响分析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21）中关于输变电工程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标准，本项目升压站为户外布置，对应评价等级

为二级，电磁环境影响预测采用类比监测的方式。

根据类比监测结果，本项目 220kV升压站围墙外电场强度及磁感应强度均可

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电场强度 4000V/m、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限值要求。详见电磁环境影响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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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环境风险影响分析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的相关要求，应对

可能产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隐患进行环境风险评价。

环境风险评价的目的是对项目建设和运行期间发生的可预测突发性事件或事

故（一般不包括人为破坏及自然灾害）引起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物质泄漏，或

突发事件产生新的有毒有害物质，所造成的对人体与环境的影响和损害进行评估，

提出合理可行的防范、应急与建环措施，以使建设项目事故率、损失和环境影响

达到可接受水平。

（1）环境风险调查

结合本项目特点可知，本项目主要的环境风险主要为变压器油泄露、废铅蓄

电池破损、危废暂存间检修废油泄露及火灾风险。风险物质主要为变压器油、检

修废油。

（2）环境风险潜势初判

1）Q值计算方法

计算所涉及的每种危险物质在项目区内的最大存在总量与其在《建设项目环

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中附录 B中对应的临界量的比值 Q：

式中：q1、q2…qn：每种危险物质实际存在量（t）；

Q1、Q2…Qn：与各危险物质相对应的生产场所或贮存区的临界量（t）。

当 Q＜1时，该项目环境风险潜势为Ⅰ。当 Q≥1时，将 Q值划分为：1≤Q＜10；

10≤Q＜100；Q≥100。本项目 Q的确定见表 4-5。

表 4-5建设项目 Q值确定表

危险物质名称 形态 最大存在量（t） 临界量 Qn/t 备注

变压器油 液态 40 2500 贮存在变压器内，由设备厂

家提供变压器油的重量

废检修油 液态 0.40 2500 危险废物贮存间暂存

硫酸（废铅蓄电池内） 液体 0.002 10 危险废物贮存间暂存

经计算，本项目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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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变压器油理化性质

名称 理化性质

变压器油

外观与性状：稍有粘稠半透明液体；

相对密度（水=1）：0.86~0.895；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1.4；
闪点（℃）：≥135；
溶解性：不溶于水。

火灾类别：丙类，可燃液体。

急性毒性：大鼠吸入 LC50：300000mg/m3（5个月）；小鼠吸入 LC50：
300000mg/m3（5个月）。

表 4-7硫酸（废铅蓄电池）理化性质

名称 理化性质

硫酸（废铅蓄

电池）

外观与性状：纯品为无色透明油状液体，无臭；

相对密度（水=1）：1.83；
相对蒸气密度（空气=1）：3.4；
溶解性：不溶于水。

火灾类别：丙类，可燃液体。

急性毒性：大鼠吸入 LC50：510mg/m3（2小时）；小鼠吸入 LC50：320mg/m3

（2小时）。大鼠经口 LD50：2140mg/kg
2）风险等级判定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当 Q＜1时，

该项目环境风险潜势划为Ⅰ，按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要求，确定本项目环境风险评

价等级为简单分析。

（3）环境风险识别

项目环境风险主要包括：变压器油等可燃物（或助燃物）泄漏污染周边水体。

（4）危废环境风险分析

①大气环境风险分析

变压器油、废矿物油在使用、储运过程中若操作不当或设备损坏造成物质泄

漏，泄漏后遇火源或在高温（高于闪点）等特殊情况下，将引发火灾爆炸风险，

将对周边大气产生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由于变压器油（废变压器油）泄漏后直

接进入事故油池（收集池），暴露在空气中的量较小，通过加强巡检等措施后，

可以及时发生泄漏，切断泄漏源，并采用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在采取以上应

急措施后，引起火灾爆炸的可能性较小。建设单位需强化禁火区域安全管理，严

禁烟火，将生产、储存装置区域列为禁火区，区内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吸烟。宿

舍、办公室、休息室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在变压器、危险废物暂存间附近，

配置推车式泡沫灭火器及砂箱等灭火器材，设置室外消火栓。建设单位应认真落

实风险防范措施，大气环境风险可控，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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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地表水环境风险分析

若因管理不当或设备损坏导致变压器油（废变压器油）发生泄漏，在雨天时

可能随地表径流一起进入地表水，对地表水造成污染。由于项目主变压器附近设

有事故油池，若变压器发生泄漏后，事故变压油将全部进入事故油池，事故油池

已按要求采取了重点防渗措施，经事故油池收集的变压油最终交有资质的单位处

理。危废暂存间设置有导流沟和收集池，若确实发生了泄漏事故，及时切断泄漏

源，封闭现场，采用合适的材料收容泄漏物。通过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处理后，变

压器油（废变压器油）不会随地表径流一起进入地表水。废铅蓄电池产生量约

0.002t，废铅蓄电池内硫酸含量较小，且废铅蓄电池储存在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危

废暂存间做防渗处理，泄漏可能性较小，对地表水影响不大。地表水环境风险可

控。

③地下水环境风险分析

若事故油池及危废暂存间设置的防渗层破裂或失效，变压器油（废变压器油）

下渗后可能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导致泄漏主要原因为：衬垫材料不良或施工不当

引起衬垫失效；基础不均匀沉降引起的衬垫破裂；人为破坏引起衬垫失效。项目

在基建期根据环评要求及设计规范的要求严格做好分区防渗工程，且提高工程质

量。废铅蓄电池内的硫酸泄漏可能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废铅蓄电池内硫酸含量较

小，且废铅蓄电池由专门容器处理后储存在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定期交有资质单

位处置，危废暂存间做防渗处理，渗入地下水可能性较小，运营期加强监管的基

础上，则地下水环境风险可控。

（5）危废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防范措施

①升压站内主变压器处设置 1个集油坑和 1个事故油池，事故油池设置为地

埋式，容积为 80m3。主变压器在维修和事故情况下，产生的废油由集油坑收集后，

经球墨铸铁管至事故油池存放。严格做好分区防渗工程，施工期加强工程监理和

环境监理，提高防渗工程质量，做好照片、录像以及相关文字说明等存档资料。

项目升压站采取分区防渗，其中事故油池、危废暂存间须进行防渗处理，按

重点防渗区进行建设，防渗技术要求为：等效黏土防渗层Mb≥6m，K≤1×10-7cm/s；

化粪池须进行防渗处理，按一般防渗区进行建设，防渗技术要求为：等效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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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防渗层Mb≥1.5m，K≤1×10-7cm/s；

其他场地进行水泥硬化。

②运营期定期检查各储存设施，避免出现泄漏等不良情况；

③危险废物的贮存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其 2013修改单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的

相关要求执行；

④加强对操作人员的岗位培训，建立健全的环保管理机制和各项环保规章制

度，落实岗位环保责任制，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工作，防止事故排放导致环境问题；

（6）火灾风险分析及防护措施

升压站电器设备、箱式变压器等各种电气设备，在外部火源移近、过负荷、

短路、过电压、绝缘层严重过热、老化、损坏等情况下，均可能引发电气火灾。

电缆自身故障、机械损伤造成电缆短路或其他高温物体与电缆接触时，可能引起

电缆着火，且电缆着火后蔓延速度很快，因而使之相连的电气仪表、控制系统、

设备烧毁、酿成重大火灾，甚至造成光伏电场停产。光伏电场发生的火灾可能对

工作人员和仪器设备造成危害，如火灾蔓延到周边农田，对耕地植被和生态系统

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会对当地村民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1）风险事故发生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及应急处理措施

项目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时，在火灾、爆炸的灭火过程中，消防喷水、泡沫喷

淋等均会产生废水，以上消防废水含有大量的废渣，若直接进入纳污水体，含高

浓度污染物的消防排水势必对地面水体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建设单位必

须对消防废水设计合理的处置方案。建议风险事故发生时的废水应急处理措施如

下：

①建议建设单位在雨水管网的光伏场区出口处设置一个闸门，发生事故时及

时关闭闸门，防止消防废水流出光伏场区，将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控制在光伏

场区之内。

②发生火灾事故时，在事故发生位置四周用装满沙土的袋子围成围堰拦截消

110防废液，并在光伏场区内采取导流方式将消防废液、泡沫等统一收集，集中处

理，消除安全隐患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③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要制定污染监测计划，对可能污染进行监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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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监测结果，直至无异常方可停止监测工作。

2）风险事故发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及应急处理措施

项目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时，火灾会伴随释放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大

气污染物。当在一定的气象条件如无风、逆温现象情况下，污染物不能在大气中

及时扩散、稀释时，大气污染物的浓度会积累甚至超过一定的伤害阈值，会对火

灾发生区域或项目周围的村庄村民的人体健康产生较大危害。风险事故发生时的

废气应急处理措施如下：

①项目光伏场区均应严格按照消防要求进行规划设计，配置相应的灭火器、

消防栓等设施。发生火灾时，应及时采取相应的灭火措施，应及时采取相应的灭

火措施，必要时启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及时疏散最近环境敏感点周围的居民。

②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要制定污染监测计划，对可能污染进行监测，根据

现场监测结果，直至无异常方可停止监测工作。

（7）突发环境风险事件应急预案

针对本项目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故，为了将风险事故率降低到最小，建设单位

应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宾川分局备案。建

设单位应严格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企业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开

展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包括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和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三个报告。

（8）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本项目环境风险等级为简单分析。通过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可以将本项目

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另外，通过制定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可以提高风险事

故处置效率，最大限度的降低对环境和周边群众的危害，并将经济损失降至最低

水平。本项目拟采取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可行，项目环境风险可防控，总体

环境风险小。

9、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场址地处农村地区，占用土地以荒草地、旱地为主，租用土地时采取

一次性补偿。施工人员多为原住民，可增加当地居民就业机会和收入，项目基本

不会对当地社会环境构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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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效益

本工程建成后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对提升区域的经济实力，促进村庄乃至

镇、县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项目建设需要的部分混凝土、建材、钢材等都将就近在当地或邻近地区采购，

在一定程度上将拉动内需，刺激当地混凝土、建材、钢材生产企业的生产力，带

动区域工业的发展，促进楚雄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2）节能减排效益

光伏电站的建设替代燃煤电厂的建设，可达到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节约不

再生化石资源的目的，将大大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还可节约大量淡水资源，

对改善大气环境有积极的作用。可见光伏电站建设对于当地的环境保护、减少大

气污染具有积极的作用，并有明显的节能、环境和社会效益。

10、服务期满后影响分析

本项目服务期约 25年，待项目运营期满后，按国家相关要求，将对电池组件

及支架等进行全部拆除。光伏电站服务期满后影响主要为拆除的太阳能电池板及

升压站等固体废物影响及基础拆除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

(1)太阳能电池板、支架及升压站等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

在光伏电站服务期满后，拆除所有太阳能电池板，废太阳能电池由太阳能电

池，该部分废物不可随意丢弃，应由生产厂家回收再利用。

（2））基础拆除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

本项目服务期满后将对电池组件及支架、变压器等进行全部拆除，拆除时会

造成光伏组件基础土地部分破坏。

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拆除过程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光伏电场区域，新增侵蚀活

跃，拆除结束后，侵蚀活动随之减弱，呈现先强后弱的特点；太阳能光伏电场占

地面积比较大，土壤侵蚀影响区域较广；施工扰动形成的加速侵蚀，施工时临时

堆土的堆积物侵蚀，是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形式。但是由于项目

土建拆除部分作业面较小，拆除扰动范围小，因此项目基础拆除造成的水土流失

较小，对环境的影响不大。

对植被的影响：拆除过程中占用的土地使原有的植被遭到破坏，直接减少了

工程区内的生物量，引起植被生物量、净生产量和固碳放氧量的损失。拆除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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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扬尘随风飞扬，会在周边农田农作物和果木等的叶片表面沉积下来，堵塞叶片

的气孔，影响植物正常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严重时会导致植物生长不良，减

少产量和生长量。但是项目施工结束后立即对原有占地植被进行覆土绿化，故项

目服务期满后对周边植被的影响不大。

选

址

选

线

环

境

合

理

性

分

析

1、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项目为光伏电站建设，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项目

属于鼓励类“五、新能源”中“太阳能热发电集热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集

成技术开发应用”，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1）光伏基地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建设区域太阳年总辐射为 6254.86MJ/m2·a，其太阳能资源丰富程度为

很丰富，资源具备开发条件。项目区地质稳定，无活动性断裂通过，地基承载力

满足设计要求，适合于拟建项目光伏组件的布设。

（2）升压站选址合理性分析

升压站厂址选择满足以下要求：

1）不涉及用地敏感区域；

2）满足光伏电站的总体规划；

3）符合送出规划出线方向；

4）地形地质条件符合建设要求。

根据以上原则，拟建 220kV升压站厂址升压站布置在光伏区中部的一处地块

内，交通条件较好，可通过已有道路直接到达。站址土石方开挖量适中，不存在

山洪泥石流危害，地势平缓，站址不存在用地制约。因此升压站选址合理。

（3）政府主管部门意见

项目已经取得宾川县自然资源局、宾川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本项目选址意见

的复函，根据复函，本项目未涉及生态红线、基本农田、公益林等敏感区域。

项目选址充分考虑了国家相关用地政策、环保要求，本项目的选址避让了公

益林、基本农田、天然林、乔木林地、有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采伐迹

地，农灌、水利设施，避让了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生态红线、风景名胜区

等环境敏感区，使用的土地类型为荒草地、未利用地、园地以及建设用地，为可

供土地。项目占地区域无珍稀濒危动植物，用地区植被覆盖率较低，大多为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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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环境不敏感，因此项目建设选址合理。

2、“三场”选址合理性分析

（1）弃渣场设置合理性分析

根据本工程地形及施工布置特点，本工程挖填平衡，不设置弃渣场。

（2）取土（石、砂）场设置合理性分析

工程建设期间建筑材料、砂石料、块石等均从周边砂石料厂购买或开挖石料

就地破碎利用，不设置沙石料厂。通过外购方式解决建筑材料，具有以下优势：

①合法砂石料场是经得政府部门同意开采，办有合法开采许可证，落实了相

应的水土保持责任，相应的治理水土流失费用由其承担，可降低本工程水土保持

投资；

②本项目周边无取土、料场地条件，因此，砂石料从合法砂石料场外购，避

免了规划专用砂石料场，可控制本工程占地面积，减小扰动地表和水土流失面积，

控制水土流失；

③外购砂石料，可根据实际施工需要及时从砂石料场拉运，避免了砂石料在

工程区内临时堆放，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3）施工场地选址的环境合理性分析

场址内共设置 1套临时生活、生产设施。施工现场主要设置的临建设施有：

施工生活区、综合加工厂、综合仓库，从安全及环保角度出发，在与光伏电池组

件相邻的地势较平坦区域设置，同时生活区靠近仓库。本项目在施工临时生产生

活设施布置时充分考虑了项目的实际特点，最大限度地减小了临时设施的新占用

土地，减少了地表扰动面积，降低了施工造成的水土流失；施工场地不占用基本

农田，施工场地周边 200m范围内没有重要水体分布，因此，选址从环境的角度

分析是可行的。

3、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共布置 32个子方阵，总容量 97.9MW，共规划 4回 35kV集电线路汇

集至新建 220kV升压站 35kV侧。按照农/林光互补及农林业用地要求，光伏支架

最低端离地高度不低于 2.5m。

在场址 1#光伏片区东南侧平缓处新建 220kV升压站一座，升压站整体布局为

长方形，占地面积 0.769hm2。考虑到本工期程装机规模为 97.9MW，配套建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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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容量为 150MVA的主变压器，满足装机（交流测）150MW 容量的送出，终期

安装一台 150MVA。

本光伏电站每个光伏方阵经逆变升压后输出电压为 35kV，在适当位置设置

35kV 电缆分接箱。每个光伏方阵电力经箱变升压至 35kV后，通过 35kV电缆分

接箱并联至 35kV集电线路，由 4回集电线路汇集电力后输送至 220kV升压站35kV

侧，通过主变升压至 220kV，最终以 1回 220kV线路并入电网。

项目对外交通及场内交通道路充分利用场内现有道路。根据光伏电站的总体

布局，场内道路紧靠光伏电池组件旁边以满足设备一次运输到位、支架及光伏电

池组件安装需要。电站内运输按指定线路将大件设备逆变器、箱式变、高压开关

柜等均按指定地点一次到位。本项目的布置综合考虑了工程特性及地形条件，避

开环境敏感因素，避让较好的植被区，项目平面布置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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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

期生

态环

境保

护措

施

（一）生态保护措施

（1）植物与植被保护措施

1）绿化和防护工程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2）加强施工管理和环境宣传，对施工人员进行环境教育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宣传教育及培训，提高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工程招标

中，建设单位应严格按设计进行施工范围的划定，禁止超计划占用土地和破坏

植被。对于被占用的土地，应按相关规定办理合法手续。

3）施工结束后须清理场地，及时清除施工废料，施工场地应进行绿化，恢

复周围环境原貌，不得造成污染和破坏。

4）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中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5）项目工程弃方回填时应采用边开挖边在场地低洼地方直接填埋的方式。

6）进一步优化施工布局及合理施工道路布线，尽量缩短路线长度和高大边

坡，减少临时用地面积。

7）施工期制定生态环境管理，通过管理规定和制度化，禁止施工人员砍伐

树木，禁止到非施工区活动，施工区严格烟火管理，以杜绝施工人员对施工区

和其他地区植物的破坏，减轻工程施工对植物的影响。

8）征地范围内地被植物清理时，应请林业部门参与，发现珍稀植物，应采

取相应措施妥善保护。

9）严格施工期项目场区烟火管理，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10）根据“适地适树、因地制宜”的原则和项目区所在区域的水土保持绿

化经验，本项目选择当地适宜性强的灌木有根据“适地适树、因地制宜”的原

则和项目区所在区域的水土保持绿化经验，本项目选择当地适宜性强的灌木有

车桑子，草种有狗牙根和草木樨等。

（2）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1）在施工中尽量减少对动物栖息地生境的破坏，特别是对树木的砍伐；

2）施工中尽可能地减少噪声排放，以减少对动物的惊吓；

3）加强施工人员对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教育，在施工中遇到的

幼兽或受伤的兽类，应交给林业局的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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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修建场内道路及有关设施时，应尽量减少对留鸟生境的破坏，在施工

完成后应对施工造成的地表裸露进行植被恢复，减少施工对鸟类栖息地分割造

成的影响；

5）在道路路口，设置生态保护宣传牌，禁止在工程区域乱砍乱伐、狩猎，

并将保护生态环境列入施工单位的责任书，增强施工人员保护环境、保护野生

动物的意识。

（3）水土保持措施

1、太阳能电池方阵区

为保障主体工程安全，主体设计沿光伏方阵上游外围设置截排水沟，避免

暴雨洪峰对主体工程冲刷影响，设计了农光互补光伏方阵底层绿化（种植油茶

树）。项目建设过程中，光伏发电区内扰动地面主要有支架基础、箱变及分支

箱以及集电线路等，其中支架基础和箱变及分支箱扰动呈点状分散布置，扰动

面小、分布散且施工时段短，故本次仅对其提出水土保持管理要求。集电线路

扰动面呈点、线状分布，本次针对集电线路，方案设计表土剥离措施以及扰动

后绿化措施，针对基础开挖产生的土石方采用临时苫盖措施。

2、箱变及分支箱

该区域扰动仅存在于基础开挖阶段，施工时段短，应严格按照水土保持管

护要求实施。

3、升压站

除主体工程已考虑的混凝土排水沟、站内绿化，水土保持方案补充了补充

场地临时排水、沉沙措施，表土剥离措施，并提出水土保持管护要求。

4、集电线路区

集电线路区剥离的表土堆放在塔基一侧，水土保持方案补充表土剥离及对

表土场的临时苫盖措施，在施工结束后进行复耕或植被恢复，并提出水土保持

管护要求。

5、道路工程区

该区域主体设计水土保持措施有混凝土排水沟、排水涵管、浆砌石挡墙，

水土保持方案补充表土剥离、雨水集蓄设施、坡度较陡路段急流槽、排水出口

消力池、边坡绿化及边坡绿化前的苫盖措施。施工期应及时采取临时苫盖和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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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措施（边坡绿化）。

由于项目施工期对道路施工对表土剥离的面积较大，应进一步优化施工道

路设计，尽量收缩边坡，优化线形，少占土地，场内外道路，除利用的乡村道

路，其他新建道路应根据项目运行后的使用功能合理制定恢复措施。

6、施工场地

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施工期为排除场地内汇水，在场地内新增临时排水

沟，排水出口布设沉沙池，在施工结束后清理场地并恢复植被。

7、表土堆场

表土堆场实施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临时拦挡、临时苫盖措施，使用

结束后恢复植被。

（二）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针对施工扬尘，本工程施工期间应采取的治理措施如下：

（1）施工过程中文明施工，加强管理，施工区域实施洒水降尘作业，减少

建筑材料露天堆放，减少扬尘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2）施工期开挖的土石方，应及时回填，剩余的弃渣及时运至指定渣场堆

放，对临时堆土点的弃土弃渣应尽快回填利用或运至弃渣场，暂时不能利用的，

应采取临时遮盖措施，减少风蚀产生的扬尘。

（3）施工车辆必须定期检修、维护，破损的车厢应及时修补，防止车辆行

驶过程中洒落。运输石灰、中砂、水泥等粉状材料的车辆应覆盖蓬布，以减少

撒落和飞灰。

（4）加强对机械、车辆的维修保养，禁止施工机械超负荷工作，同时使用

先进设备和优质燃料油。

（5）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保教育，提高全体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

（6）加强施工道路洒水降尘、控制车速。

（三）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为保护项目区周边滨海大沟、桑园河等地表水水质，减轻施工期施工活动

对地表水的不利影响，本次评价提出如下施工期水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场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过程、车辆清洗和

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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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设计及规范规定文明。施工过程中产

生的表土不乱堆乱倒，做到文明施工，避免将泥渣直接排入地表水体中。

（3）合理安排工期，避免在雨天进行土方作业。

（4）确保排水设施和沉淀设施连续、通畅，发现堵塞或损坏，应当立即疏

通或修复。

（5）施工人员粪便污水通过旱厕收集，定期清运用作农肥。

根据调查，本工程所在区域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项目施工对周边水体

影响小。

（四）声环境保护措施

（1）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定期维护，确保各设备正常运行。

（2）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施工。

（3）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施工噪声污染，所排放的建筑

施工噪声，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4）加强施工操作规范，避免人为造成诸如高空抛丢重物砸下造成的突发

性噪声影响周围居民的情况发生。

（5）加强施工人员的个人防护，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作施工机械，减

少接触时间并按要求按规范操作，使施工机械的噪声维持在最低水平，对于高

噪声设备的工作人员，应配戴防护用具、耳罩等。

（6）在运输工程中应注意合理安排施工物料的运输时间，减小对当地居民

的影响。

（7）应与周边村民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对受施工干扰的村民应在作业前予

以通知，并随时向他们汇报施工进度及施工中对降低噪声采取的措施，求得大家

的共同理解。此外，施工期间应设热线投诉电话，接受噪声扰民的投诉，并对投诉

情况进行积极治理。

（五）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

（1）土石方：土石方全部回填，达到土石方平衡，无弃方，不设置弃渣场。

（2）建筑垃圾：可回收利用的部分材料回收处理，剩余部分集中收集后统

一清运至相关部门指定堆放点集中处理。

（3）废电池板：安装时损坏的废电池板集中收集返回厂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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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活垃圾：旱厕定期委托周围农户定期清掏用作农肥，施工生活垃圾

设临时垃圾堆放点，统一收集后运至附近村庄垃圾收集点处理。

运营

期生

态环

境保

护措

施

（一）生态保护措施

（1）严格执行《云南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

业用地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196号），光伏复合项目，光伏板下及周围

种植农业，光伏组件严格执行最低沿高于地面 2.5m、桩基间列间距大于 4m、行

间距大于 6.5m的架设要求，不破坏农业生产条件，除桩基用地外，严禁硬化地

面、破坏耕作层，严禁抛荒、撂荒。由于项目所在地地处“水果之乡”自然条

件优越，本次环评建议建设单位打造农光互补示范项目，可发展以柑橘、葡萄

为主的高原特色农业。

（2）对太阳能电池板、升压站、场内道路、逆变器等场所周围空地进行人

工绿化。绿化可考虑选取乡土树种为主，易于存活。

（3）禁止违法开荒耕地种植农作物，只允许在项目征地范围内种植，不破

项目范围外的植被。

（4）保护当地的野生动物，禁止人为捕杀；禁止引入外来有害生物。

（5）按绿色食品认证要求，尽量减少农药和化肥的用量，多使用有机肥，

减少种植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6）采用生物防治技术（如：用灯光、声音驱虫），减少杀虫剂使用量。

（7）采取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减少化肥使用量。

（8）光伏周围建设好截排水沟，空闲地多种植本地树种，减少区域水土流

失。

（二）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使用清洁能源、项目食堂应设置内置排烟管道，油烟废气经集气罩收

集进入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内置排烟管道高于食堂楼顶 1.5m高排放。

（2）保持项目区内的环境卫生，减少运营期地面扬尘和飘散物对环境空气

质量的影响。

（3）项目区垃圾及时清运并对垃圾翅等经常进行清扫消毒，尽量减小异味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化粪池采取封闭地下构筑物，厂区内加强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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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1）项目拟设置 1个隔油池（容积 0.54m3），1个化粪池（容积 4m3），1

套一体化污水处理实施（处理能力不低于 2m3/d），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

同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处理，最终再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处理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本项目升压站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

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升压站站区绿化，不外排。

项目升压站内为保证绿化效果，晴天需对绿化进行浇水，升压站产生的生

活污水经处理后可全部回用于站区绿化。

（2）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清洁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SS，直接流在太阳能电池

组件下面的植被上，作为植被恢复的补充水。

（四）声环境保护措施

建设单位应加强噪声防治措施，应从声源上降低噪声和从噪声传播途径上

降低噪声两个环节着手，具体防治措施如下：

①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从声源处降低噪声强度。

②营运期加强对逆变器和变压器的定期检查、维护，使其处于正常运行状。

③合理布置，各单元变压器和逆变器距厂界均保持一定距离。

④在场区周围，种植绿化隔离带，林带应乔、灌木合理搭配，并选择分枝

多，树冠大、枝叶茂盛的树种，选择吸声能力及吸收废气能力强的树种，以减

少噪声和其他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在采取以上防治措施后，项目噪声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五）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

（1）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建成前应与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签订

危废处置协议。检修废油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

置。

危废暂存间设置于升压站区，危废暂存间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7-2001）其 2013年修改单的有关要求进行设计，基础必须

进行防渗，并配设项目的警示标识。定期委托具备相应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进

行回收处置，其转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要求执行。设置

专人专职对危险废物进行收集、暂存和保管。建立危险废物产生记录台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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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核查自行贮存和处置的危险废物记录及相关证明材料，妥善保存规定期限内

对危废转移联单及危废处置协议等相关资料。项目检修废油集中收集后暂存于

危废暂存间，后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2）项目使用的电池为单晶硅电池，其使用寿命一般为 25年，废旧太阳

能电池板集中收集至升压站废物储存间暂存后，由厂家回收处理。

（3）本项目拟在 220kV升压站各设置一个事故油池，有效容积均为 80m3。

事 故油 池底 部和 四周 设置 防渗 措施 （等 效黏 土防 渗层 Mb≥6.0m，

K≤1.0×10-7cm/s），确保事故油和油污水在存储的过程中不会渗漏。升压站运营

期正常情况下，变压器无漏油产生，一旦发生事故，产生的事故油排入事故油

池，经收集后及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4）铅蓄电池更换时，更换下来的废蓄电池经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升压

站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5）生活垃圾经项目区设置垃圾桶，垃圾桶收集后运至附近村庄垃圾收集

点处理。

（6）化粪池粪渣清掏用作农肥。

（六）光污染环境影响防止措施
项目运营过程中，光伏电池板对太阳光的反射会产生一定的光污染，而光

污染的程度与光伏电池板的透光率直接相关，透光率越高，说明被光伏电池板

吸收的太阳光光子越多，被反射的光子就越少。因此，光伏组件的透光率不仅

决定产生的光污染程度，还决定光伏组件的发电效率。

为提高发电效率，减少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光污染，项目拟采取以下措施：

①设备选型

本工程采用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该电池组件最外层为特种钢化玻璃。这种

钢化玻璃的透光率极高，达 95%以上。根据《玻璃幕墙光学性能》

（GB/T18091-2000）相关规定，在城市主干道、立交桥、高架桥两侧设立的玻

璃幕墙，应采用反射比小于 16%的低辐射玻璃，该光伏阵列的反射光极少，光

伏阵列的反射率不高于 5%。

②合理布局

光伏组件安装时每片电池板选择最佳阳光入射角度以最大限度利用太阳



—106—

能，故太阳能不会在同一个平面上，增加了漫反射的几率，进一步减弱了光线

的反射，将太阳能板产生的光污染将至最低限度。

综上所述，本项目采用单晶硅光伏组件，最外层为特种钢化玻璃，透光率

高、反射率很低，光伏组件对光线的反射是有限的，且站址周围较为空旷，无

高大建筑和设施。电池板倾角向上，减弱了光线的反射，基本不会对人的视觉

以及飞机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居民生活和地面交通产生影响。

（七）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选用合格的电气设备、严格按操作规定进行操作、高电压处设置警示

牌或围栏、配置灭火器等措施。

（2）项目种植的物种均不属于外来物种，不会造成生态事故。

（3）建立报警系统：对本工程主要风险源变压器存在的风险，应建立报警

系统，变压器设专门摄像头，与监控设施联网，一旦发生事故漏油，监控人员

便启动报警系统，实施既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本项目设置足够容积事故油池本工程事故油池容量（2.5m3）大于最大单台

设备油量。能够满足《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2019）的

要求。

（4）防止进入周围水体：为防止变事故漏油的情况下，变电站内设置主变

事故油池，一旦发生事故，主变压器油直接进入主变下方事故池，逆变器发生

事故时及时将油收集至就近事故池，事故风险解除后事故油交由厂家进行回收

处置。

（5）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考虑到变压器事故漏油可能造成的后果，建立快

速科学有效的漏油应急反应体系是非常必要。漏油事故的应急防治主要落实于

应急计划的实施，事故发生后，能否迅速有效的做出漏油应急反应，对于控制

污染、减少污染对环境造成的损失以及消除污染等都起着关键性作用。主变事

故漏油的应急反应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变电站内健全的应急组织指挥系统，以站长为第一责任人，建立一套健全

的应急组织指挥系统；加强变压器、事故油池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经过执行以上防范措施，可将环境风险影响降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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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服务期满后环境保护措施

服务期满后主要是固废和光伏场地撤走后的场地植被恢复措施。

1、固废

光伏电站服务期满后（营运时间 25年）的主要污染物为固废，太阳能电池

板寿命达到使用年限，报废后的电池板属一般工业固废，不属于危险废物，报

废太阳能电池板由厂家回收处理。

2、生态植被恢复

本工程征占地面积为 127.419hm2，光伏阵列区占地面积 96.688hm2，待服务

期满后，光伏组件设备拆除完毕后，应编制植被恢复方案，做好植被恢复措施。

因目前无农业种植具体方案，本次环评不进行评价，要求农业种植部分另行办

理环保手续。建设单位应按照农业种植部分所提环保措施进行植被的恢复。

其他

（一）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1.环境管理计划

（1）设计阶段：设计部门应将环境影响报告提出的环保措施落实在施工设计

中。

（2）招标阶段：承包商在投标中应有环保内容（内容以原施工组织设计中已

设计的、已批复的环评报告中的措施等），中标后的合同中应有实施保证措施

的条款。

（3）施工阶段：工程监理机构应将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纳入到工程监理计划

中。施工单位应按照本报告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环境保护

措施实施，接受工程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监督和管理。

（4）营运阶段：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由建设单位负责监督，负责日常的环境

管理、落实相关的环境管理制度。

项目施工期、运营期环境管理内容如下所示：

表 5-1建设施工期环境管理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责任人 监管

一 水土保持工程 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施工临时工程 业主/施工单位 水务

二
水环境保护工

程

生产废水通过临时沉淀池处理后循

环利用，生活清洗用水经沉淀池处理

后用于洒水降尘。

业主/施工单位 环保

三
大气环境保护

措施

施工场地不时洒水，运输车辆，施工

机械检查
业主/施工单位 环保

四 生活垃圾处理 临时收集设施（收集池或收集桶） 业主/施工单位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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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施工期环境监

测
按施工期监测计划进行监测 业主 环保

六 环境监理、管理

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施工区域

控制，施工人员行为教育，生态保护

宣传，

业主/监理 环保

七 “三同时”验收 植被恢复 业主/环保 环保

表 5-2建设运营期环境管理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环保措施要求 执行单位 监管

1 水土保持工程 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临时措施 建设单位 水务

2 生活污水处理

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

用于场地农作物绿化施肥，不外

排。

建设单位 环保

3 废变压器油、废光

伏组件
厂家回收/带走 建设单位 环保

4 绿化 植被覆盖、林草、农作物成活情况 建设单位 环保

5 环境保护制度
制度制定、设施情况，运行人员行

为教育，生态保护宣传
建设单位 环保

2.环境监理计划

环境监理机构由工程建设单位在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中招标确定，因目前

还无环保监理的专项资质，因此本工程的环保监理人员建议由业主在招标设计

文件中明确确定由 1人专职或兼职负责场区的环境保护监理工作。

监理工程师应遵循国家及当地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令、法

规，监督承包商落实与建设单位签定的工程承包合同中有关的环保条款。主要

职责为：

（1）编制环境监理计划，拟定环境监理项目和内容；

（2）对承包商进行监理，防止和减轻施工作业引起的环境污染；

（3）全面监督和检查各施工单位环境保护措施实施情况和实际效果，及时

处理和解决临时出现的环境事件；

（4）全面检查施工单位负责的施工迹地的处理、恢复情况等；

（5）负责落实环境监测的实施，审核有关环境报表，根据大气、噪声等监

测结果，对工程施工与管理提出相应要求，尽量减少工程施工给环境带来的不

利影响；

（6）在日常工作中作好监理记录及监理报告，参与竣工验收。

便于建设项目施工期的环境管理，现将建设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计划列于下表。
表 5-3施工期环境监理计划一览表

监理内容 监理要求 检查时间

施工扬尘
施工过程中及时洒水抑尘；对需要回填的土方及石子、砂子等进

行定期洒水或网布遮盖抑尘；对易产尘的材料，实行轻卸慢放；
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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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场地采取洒水降尘、临时覆盖等措施防尘。

施工废水

在施工期施工废水设置沉淀池，经沉淀处理后中回用于施工、洗

车或洒水降尘；其他废水沉淀澄清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设置

临时截排水沟及沉淀池处理雨天地表径流。

定期检查

施工噪声

使用的主要机械设备为低噪声机械设备，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施工

单位应设专人对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维护，并负责对现场工作人

员进行培训，严格按操作规范使用各类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禁止夜间施工。

适时监督

固体废弃

物

土石方全部回填，达到土石方平衡，无弃方，不设置弃渣场；建

筑垃圾：

可回收利用的部分材料回收处理，剩余部分集中收集后统一清运

至相关部门指定堆放点集中处理；废电池板：安装时损坏的废电

池板集中收集返回厂家处理；生活垃圾：旱厕定期委托周围农户

定期清掏用作农肥，施工生活垃圾设临时垃圾堆放点，统一收集

后运至附近村庄垃圾收集点处理。

适时监督

施工期生

态保护

及时恢复临时占地使用功能，及时覆土绿化，绿化结束后，应定

期进行抚育管理，合理安排施工程序，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工程尽

量避开雨季。施工结束后应尽快做好清理恢复工作。管线施工后

采取人工植树种草种树的措施，加快植被的恢复进程。

适时监督

其他

材料堆场的选址符合环保要求；原材料运输车辆行驶的路线尽可

能避开学校、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点；运输过程无泼洒。所需砂、

石、渣料选择通过环保部门审批的料场提供；禁止向河流、渠道、

水沟排放粪便、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以及倾倒施工固体废弃物

和生活垃圾等。

适时监督

3.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管理的“眼睛”，是环境保护管理的基本手段和信息

基础。在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间，通过监测各种污染源和环境因素，应用监测

得到的反馈信息，反映施工期和运行期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修正环境保护设计中措施的不足。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

(HJ819-2017）要求，排污单位为掌握本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及其对周边环境

质量的影响等情况，应按照相关法律和技术规范，组织开展环境监测活动。环

境监测活动可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也可以自行监测，依据环境管理的需要，

对污染源和环境质量进行监控。

（1）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工程特点，对项目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要素及因子进行监测，制定环

境监测计划，为项目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其中监测项目主要包括工程施工期

施工噪声、环境空气、水土保持监测。

1）施工大气和噪声监测

本工程施工期大气和噪声监测计划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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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分类 监测点位 检测指标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环境空

气
施工场地 TSP

监测时间为施工期高

峰期监测1次，每1次3
天连续有效数据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2中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TSP≤1.0mg/m3。

声环境
施工场界

四至

等效A声
级

施工期在施工高峰期

监测一次，连续监测 2
天，每天昼间、夜间各

一次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限值》（GB12523-2011）

2）水土保持监测

水土保持监测的目的是掌握工程建设期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情况，了解各项

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验证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水土流失变化和发展趋势，

并为水土保持措施竣工验收提供依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工程建设单位负责

组织实施，委托具有水土保持监测资质的单位承担，按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由

监测单位编制监测实施计划并负责实施。

项目施工期间，严格实施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同时，应加强扰动地表面积、

造成水土流失面积、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施工期土石方工程量及平衡监测、

防治效益等水土保持监测，以便提高防治工作提供依据和经验。水土保持监测

采用实地调查、测量、资料收集相结合的调查监测、遥感监测及简易水土流失

观测场等进行多点位、多频次监测，结合排水沟汇流处沉砂池进行定位观测等

监测方法。

（2）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工程特点，对项目运营后主要环境影响要素及因子进行监测，制定环

境监测计划，为项目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其中监测项目主要包括工程运营期

噪声、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本项目环境监测对象主要为升压站，参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

则》（HJ819-2017）要求并结合输变电项目实际情况，本工程监测点位布置如

下表所示：

表 5-5竣工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分类 监测点位 检测指标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声环

境

220kV升压

站四至厂界

围墙外1m

等效连续

A声级Leq

1次/年，每次

昼、夜间各

测1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

电磁

环境

220kV升压

站四至厂界

工频电场

强度，

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1次，

①工频电场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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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外5m kV/m；工

频磁感应

强度，μT

后期管理不

作要求

众曝露控制限值电场强度限值200/f
（4kV/m）；

②工频磁场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公

众曝露控制限值工频磁场限值5/f
（0.1mT）。

环保

投资

项目环保设施投资主要用于废气治理、废水治理、噪声防治、固废治理、

生态恢复等，环保投资 654.54万元（其中含水土保持措施费用 350万元），总

投资 50219.56万元，占总投资的 1.3%。环保投资明细见下表：

表 5-6环保投资估算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合计（万

元）
备 注

一 水土保持工程费 / / 350
二 宣传保护 3.00
三 水环境保护费 8.7
1.1 施工期废水沉淀池 个 1 2.0
1.2 施工期生活废水沉沙池 个 1 1.0
1.3 施工期旱厕 座 1 0..5

1.4 升压站化粪池、清水池、

隔油池、一体化处理设备
/ / 5.7

四 噪声防护费 / / 2.00
五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费 20.84
5.1 生活垃圾及危废处理费 / / 5.0
5.2 危废暂存间，占地面积 5m2 间 1 1.0

5.3 一般固废暂存间，占地面

积 10m2 间 1 1.0

5.4 事故油池 1座，容积 80m3 座 1 13.84

六
环境监测/评价/竣工验收

等费用
/ / 120

七 农业种植环保预留费 / / 150
合计 / / 6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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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施工期 运营期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

求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陆生

生态

（1）旱季施工期，加强野外

用火管理，严防山林火灾发

生。

（2）首先应尽量保存当地的

熟化土，对于建设中永久占用

地、临时占地占用植被覆盖的

表层土予以收集保存，施工结

束后及时清理、松土、覆土，

选择当地适宜植物及时恢复

绿化。

（3）按工程水土保持方案要

求做好施工期水土保持工作，

保证水土保持工程资金投入，

达到防治目标要求，避免生态

环境影响的积累。

（1）在

植 被 恢

复 及 绿

化 过 程

中，应选

择 乡 土

树 种 及

适 合 当

地 环 境

的植物，

并 注 意

乔、灌、

草 搭 配

的原则，

同 时 要

与 周 围

的 自 然

景 观 相

协 调 统

一。

（2）根

据“适地

适树、因

地制宜”

的 原 则

和 项 目

区 所 在

区 域 的

水 土 保

持 绿 化

经验，本

项 目 选

择 当 地

适 宜 性

强 的 灌

木 有 根

据“适地

适树、因

地制宜”

的 原 则

和 项 目

区 所 在

区 域 的

水 土 保

持 绿 化

（1）保护好施工建设占

地以外的野生动物赖以

生存的森林植被，结合农

光互补项目实施农产品

种植计划。

（2）在农作物选择上，

应尽量选择低矮喜阴农

作物。

（3）加强运营期间的环

境管理，建设单位应设立

环境保护监督机构，配备

相应环境保护专职人员

负责环境保护宣传环境

保护教育工作，禁止在工

程区域乱砍乱伐、狩猎，

并将保护生态环境、加强

对恢复植被的管护，列入

建设单位的责任书，增强

员工保护环境、保护野生

动物的意识。将以上对工

作值班人员约束规定纳

入电场工作人员工作守

则，并设置相关人员监督

管理实施。

（4）运营期旱季，加强

野外用火管理，严防山林

火灾发生。

（1）加强

施 工 期 间

的 环 境 管

理，施工期

间 建 设 单

位 应 设 立

环 境 保 护

监督机构，

配 备 相 应

环 境 保 护

专职人员、

监 理 人 员

负 责 施 工

区 的 环 境

保 护 宣 传

及 施 工 人

员 环 境 保

护 教 育 工

作 和 环 境

保护监理。

（2）施工

结束后，应

及 时 进 行

植被恢复，

降 低 裸 露

开挖面、坡

面 的 不 良

视 觉 对 周

围 景 观 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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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要素
施工期 运营期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

求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经验，本

项 目 选

择 当 地

适 宜 性

强 的 灌

木 有 车

桑子，草

种 有 狗

牙 根 和

草 木 樨

等。

地表

水环

境

（1）施工单位应当制定节约

用水措施方案，尽量减小对水

库储水量的影响。

（2）该项目施工期间施工人

员生活污水，经统一收集处理

后用于场地洒水抑尘或绿化，

全部综合利用，不外排。

（3）在施工过程中应设置施

工废水收集池，将引入池中的

施工废水进行沉淀处理后，回

用于混凝土养护、洒水降尘

等，杜绝施工废水外排，避免

施工期废水对地表水的影响。

（4）修建施工期的临时排水

设施及截水设施。

生 产 废

水回用，

生 活 污

水 洒 水

降尘，废

水 不 外

排。

（1）运营期产生的生活

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

理后用于绿化用水，不外

排。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2）光伏组件清洗废水在

擦拭过程中少量被蒸发，其

余清洗废水流在光伏板下

的植被上，由植被吸收、土

壤吸收或自然蒸发，项目废

水不外排。

废 水 不 外

排

声环

境

（1）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并

定期维护，确保各设备正常运

行。

（2）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采取

有效措施，降低施工噪声污

染，所排放的建筑施工噪声，

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施

工场界噪声限值。

（3）加强施工操作规范，避

免人为造成诸如高空抛丢重

物砸下造成的突发性噪声影

响周围居民的情况发生。

（4）加强施工人员的个人防

护，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

作施工机械，减少接触时间并

按要求按规范操作，使施工机

械的噪声维持在最低水平，对

于高噪声设备的工作人员，应

配戴防护用具、耳罩等。

（5）在运输工程中应注意合

理安排施工物料的运输时间，

减小对当地居民的影响。

满足《工

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 GB12
348-2
008 ） 2
类标准

（1）对逆变器及其他输

变电设施产生的噪声应

从声源上进行控制，可采

用隔声、消声、吸声等控

制措施。

（2）加强厂区的绿化，

绿化带有一定的吸声、隔

声降噪作用。

厂 界 噪 声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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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要素
施工期 运营期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

求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6）应与周边村民建立良好的

社区关系，对受施工干扰的村

民应在作业前予以通知，并随

时向他们汇报施工进度及施工

中对降低噪声采取的措施，求

得大家的共同理解。此外，施工

期间应设热线投诉电话，接受噪

声扰民的投诉，并对投诉情况进

行积极治理。

大气

环境

（1）对施工现场进行科学管

理，易产生扬尘的建筑物料应

统一堆放，分片区施工，尽量

减少搬运环节，搬运时轻举轻

放，防止包装袋破裂。

（2）风速过大时应停止有扬

尘产生的施工作业，并对堆放

的砂石等建筑材料进行遮盖

处理。

（3）开挖地面时，对作业面

适当喷水，使其保持一定的湿

度，以减少扬尘量。而且建筑

材料应随用随运，建筑垃圾则

应及时运走处理。

（4）临近水库一侧的施工场

地加大洒水频次，并设置施工

围挡。

（5）谨防运输车辆装载过满，

车辆运输时加盖篷布，防止或

减少其沿途抛洒，途径有居民

点地段时减速慢行，必要时对

路面洒水压尘等，减少运输过

程中的扬尘。

满足《大

气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 GB16
297-199
6）中粉

尘 无 组

织 排 放

标准

（1）使用清洁能源、食

堂设置抽油烟机抽吸油

烟废气。

（2）保持项目区内的环

境卫生，减少运营期地面

扬尘和飘散物对环境空

气质量的影响。

（3）项目区垃圾及时清

运并对垃圾翅等经常进

行清扫消毒，尽量减小异

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

固体

废物

建筑垃圾集中收并进行回收

利用后，将无法回收利用的部

分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清

运至指定地点处理；施工期土

石方做到场内平衡，无弃渣；

生活垃圾统一收集暂存，交由

附近村庄垃圾收集点统一处

理。

固 体 废

物 收 集

处 置 率
100%

（1）升压站设置有垃圾收

集桶，垃圾收集后运至林子

箐垃圾收集点统一处理处

置，垃圾得到妥善处理后，

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2）化粪池污泥，清掏消

毒后用作区域农用地绿化

施肥，不对外排放，对环境

的影响不大。

（3）废光伏组件由工作人

员送至升压站库房中进行

统一暂存，后期由厂家统一

回收。

（4）事故废油暂存于事

故油池；

（5）废旧铅酸蓄电池经收

固 体 废 物

收 集 处 置

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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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要素
施工期 运营期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

求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

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

处置。

电磁

环境
优化布局、距离衰减

（1）升压站内电气设备采

取集中布置，在设计阶段应

按有关规程采取控制过电

压、电磁感应场强水平的措

施，保证导体和电气设备之

间的电气安全距离；

（2）电器设备选型中应合

理选用电气设备及金属配

件（如保护环、垫片、接头

等），选用具有低辐射、抗

干扰能力的设备，设置防雷

接地保护装置，选用带屏蔽

层的电缆、屏蔽层接地；

（3）使用合理、优良的绝

缘子来减少绝缘子的表面

放电，尽量使用能改善绝缘

子表面或沿绝缘子串电压

分布的保护装置；

（4）对大功率的电磁振荡

设备采取必要的屏蔽，密封

机箱的孔、口、门缝的连接

处；控制箱、断路器端子箱、

设备的放油阀门及分接开

关尽量布置在较低场强区，

以便于运行和检修人员接

近。

（5）在危险区域设立相应

的警示标志，并做好警示宣

传工作，项目位置设置安全

警示图文标志。

可满足《电

磁 环 境 控

制 限 值 》

（ GB8702
—2014）中

频 率 为

50Hz 的电

场、磁场公

众 曝 露 控

制限值

环境

风险

发生变压器油泄漏事故时，事故油收集至变压器下方事故池，并按要求落实应急反

应体系。

环境

监测

厂界噪声监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

准限值要求

施工期颗粒物监测，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粉尘无

组织排放标准。

其他 项目竣工后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的要求进行自主验收，
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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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太阳能是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利用光伏电池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光伏发电，

具有不需要燃料、环境友好、无转动部件、维护简单、由模块组成、功率可大可小等突

出优点。云南大理宾川孔新庄 100MW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工程不涉及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工程建设将损毁工程占地范围内的地

表植被、改变场区范围土地利用性质，破坏陆生动物生境，导致地表裸露，产生水土流

失；施工期将产生施工设备噪声影响、施工扬尘和少量生产生活污水的影响，运行期产

生生活污水及太阳能电池板清洗废水影响。在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后，各种不利影

响均可得到有效缓解。光伏电站在服务期满后，要严格采取固废处置及生态恢复的环保

措施，确保无遗留环境问题。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属国家鼓励的新能源开发项目之一，

作为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形式，本项目建设可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及由此带来的“三

废”排放，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本工程建设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工程在

施工期、运营期、服务期满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对公众和环境安全没有威胁，通

过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可以把不利的环境影响降

到允许水平。从环保的角度来看，云南大理宾川孔新庄 100MW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工

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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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宾川孔新庄 100MW复合型光伏发

电项目电磁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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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也是少数几个以煤炭为主要

能源的国家之一，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煤炭约占商品能源消费构成的 75％，已

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

能和海洋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将成为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之

一。

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乔甸镇孔新庄村、上三家、下三家村西北面山坡地带，

场址中心距离县城直线距离 9km，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为 127.419hm2（永久用

地 1.6201hm2），项目规划交流测装机容量为 97.7MW（AC）。本项目配套建设

1座 220kV升压站，主变容量规划为 1×150MVA，本次电磁环境影响按升压站终

期规模评价。

项目采用农光互补模式进行综合开发，将光伏电站与农业相结合，在光伏组

件间及光伏组件下种植灌木或者亚乔木，形成“上可发电，下可种植”的发电模

式。此复合型方式用地，有效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根据电力平衡分析，云南电网“十三五～十四五”期间装机一直短缺，本项

目接入具备消纳空间，且通过消纳计算分析，本项目投产后消纳条件较好，所发

可在云南地区消纳。

光伏发电系统合计采用 208572块峰值功率为 540Wp的单晶硅光伏组件；497

台 196kW组串式逆变器；26台 3150kVA箱式变压器，2台 2950kVA箱式变压器，

2台 2750kVA箱式变压器，2600kVA箱式变压器及 2600kVA箱式变压器各 1台；

太阳能方阵支架采样固定支架，支架最佳倾角为 21°，薄壁型钢结构，支架

离地最小高度为 2.5m。支架每个单元排列 2×14块 540W单晶硅光伏组件（1个组

串），组件竖向放置。

每个方阵配置 155~240个组串（每个组串由 28 块组件串联）。一个方阵的

组串经过组串式逆变器将直流电转变成交流电，并通过箱变将电压升至 35kV，

97.9MW阵列经 4回集电线路汇至升压站 35kV的母线后并入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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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则

2.1编制依据

2.1.1国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1996年 4月 1日起施行）；

（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2017年 10月 1日施行）；

（5）《电力设施保护条例》（1998年 1月 7日修订）；

（6）《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局第十八号局令）。

2.1.2地方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云发

〔2006〕21号，2006年 12月）；

（2）《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2004年 6月起实施）；

（3）《云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05号，

2001年 10月 16日发布，2002年 1月 1日施行）。

2.1.3技术导则及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2）《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

（4）《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5）《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输变电》（HJ705-2020）。

2.2评价因子及评价标准

2.2.1评价因子

本工程建设期间无电磁环境影响。根据工程所在地环境特征、环境影响因素

识别结果，确定项目运行期电磁环境评价因子见表 2.2-1。

表 2.2-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和评价因子

时段 环境要素 评价因子

运营期 电磁环境影响

现状评价因子 预测评价因子

工频电场强度（V/m）、工频

磁感应强度（μT）
工频电场强度（V/m）、工

频磁感应强度（μT）



3

2.2.2评价标准

按照《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限值要求。

表 2.2-2 电磁环境公众暴露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 E（V/m） 磁感应强度 B(μT)
25Hz~12000Hz 200/f 5/f

输电线路工作频率 4000V/m（4kV/m） 100μT（0.1mT）
注：1、频率 f的取值为 0.05kHz。

2.3 评价工作等级及范围

2.3.1评价工作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输变电》(HJ24-2020)，本项目电磁环境评价

等级判定见表 2.3-1。

表 2.3-1 项目电磁环境评价等级判定表

分类 电压等级 工程 条件 评价等级

交流 220kV 变电站
户内式、地下式 三级

户外式 二级

根据本项目的可研资料，本项目拟建的 220kV升压站均为户外式，故电磁环

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二级。

2.3.2评价工作范围

工程建设内容为新建 220kV升压站 1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

电》(HJ24-2020)，工程电磁环境评价范围为 220kV升压站围墙外 40m范围内。

2.4评价重点

电磁环境评价重点为工程运行期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特别是对工程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2.5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调查，220kV 升压站 40m 范围均无住宅、学校、医院、办公楼、

工厂等有公众居住、工作或学习的建筑物，因此项目评价范围内无电磁环境保护

目标。



4

3电磁环境现状

3.1升压站电磁环境现状

为了解升压站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现状，建设单位委托云南升环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于 2022年 4月 16日对项目拟建 220kV升压站电磁环境现状进行了监测，监测

结果见下表：

3.1.1监测布点

监测点位及要求见表 3.1-1。监测点位图见附图

表 3.1-1 工频电磁场监测点位

序号 监测点名称 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

1# 220kV升压站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站址中央

3.1.2监测方法及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HJ24-2020）；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HJ681-2013）。

3.1.3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见表 3.1-2。

表 3.1-2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监测值及评价结果

监测时段 监测点位 工频电场强度（V/m) 磁感应强度（μT）
2022-04-16 拟建 220kV升压站站址中心 9.28 0.070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4000 10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根据表 3.1-3，工程拟建 220kV升压站区域电磁环境现状监测值能够满足《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相关规定：公众曝露工频电场强度限值为 4kV/m，

公众曝露工频磁感应强度限值为 0.1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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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 18号）、《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8072-2014）和《关于 35千伏送、变电系统建设项目环境

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拟建项目涉及的 35kV集电线路属于电磁辐射豁免水平，

其产生的电磁环境影响较小。因此，本次评价仅对 220kV升压站的电磁环境影响

进行评价。

本项目拟建 220kV升压站内设 1台 150MVA主变（本期）1回 220kV出线，

户外设置。

4.1电磁环境影响预测

4.1.1 220kV升压站类比站

本项目 220kV 升压站类比选择康保卧龙山 100MW 风电场工程 220kV 升压

站验收监测报告，康保卧龙山 100MW风电场工程 220kV升压站位于张家口市康

保县芦家营乡倪伙房村，该工程已于 2021年 4月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021年 5月由唐山市唐群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了验收监测，工程验收监

测时变电站运行正常。康保卧龙山 100MW风电场工程 220kV升压站验收监测工

况如下：

表 4.1-1 220kV 类比升压站监测工况

序号 名称 电压（kV） 电流（A） 有功功率（MW） 无功功率（MVar）
1 1#主变 231 126.41 44.34 23.36
2 2#主变 231 240.96 79.92 14.4
类比站站区总平面布置及监测点布置见图 3.1-2.

图 4.1-1 220kV 类比站总平面布置及监测点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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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类比可行性分析

变电站对站外电磁环境影响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变电站的电压等级、GIS 布

置、主变压器规模和数量、进出线数量及布置、地形。

本项目与康保卧龙山 100MW 风电场工程 220kV 升压站相关参数比较见表

4.1-2。

表 4.1.2 220kV升压站对比参数表

序号 建设规模 本项目拟建 220kV升压站 类比 220kV升压站

1 电压等级 220kV 220kV
2 变压器容量 1×130MVA 2×200MVA
3 布置方式 室外布置 室外布置

4 出线回数 220kV出线 1回 220kV出线 2回
5 出线方式 架空出线 架空出线

6 地形 山地 山地

根据上表，本项目拟建 220kV升压站与 220kV类比升压站相比，建设规模、

布置方式、出线方式、地形等基本一致；类比站 220kV出线 2回，本项目 220kV

出线 1回，从出线电压等级和出线回数看，本项目的电磁环境影响略小于类比站。

因此，以康保卧龙山 100MW风电场工程 220kV升压站竣工环境验收监测报告监

测值作为类比对象能反应本项目拟建 220kV升压站运营后的电磁环境影响。

4.2 220kV类比升压站检测结果

2021年 5 月，《康保卧龙山 100MW 风电场工程 220kV 升压站》开展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期间，委托唐山市唐群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其 220kV升压站场界工

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4.2-1。

表 4.2-1220kV类比升压站监测数据

采样位置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执行标准及标准值 达标情况

GB8702-2014
升压站东围墙外

5m
工频电场强度 V/m 1803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225 ≤100 达标

升压站南围墙外
5m

工频电场强度 V/m 214.6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324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5m
工频电场强度 V/m 312.3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278 ≤100 达标

升压站北围墙外
5m

工频电场强度 V/m 13.5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025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0m
工频电场强度 V/m 469.9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505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5m
工频电场强度 V/m 3123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278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10m
工频电场强度 V/m 173.9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201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15m
工频电场强度 V/m 108.5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091 ≤1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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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区西侧 20m
工频电场强度 V/m 69.2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078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25m
工频电场强度 V/m 46.7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057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30m
工频电场强度 V/m 313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046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35m
工频电场强度 V/m 22.2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036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40m
工频电场强度 V/m 19.7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029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45m
工频电场强度 V/m 18.1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027 ≤100 达标

变电区西侧 50m
工频电场强度 V/m 130 ≤4000 达标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0.024 ≤100 达标

根据上表，康保卧龙山 100MW风电场工程 220kV升压站各监测点工频电场

强度在 0.0130kV/m~0.4699kV/m之间，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024μT~0.505μT之间，

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 4kV/m的限值要求

和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限值要求。

图 4.2-1康保卧龙山 100MW风电场工程 220kV升压站监测断面趋势图

根据类比康保卧龙山 100MW风电场工程 220kV升压站监测断面趋势图可以

看出，类比站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场强度在变电区值最大，工频电场强度和工

频磁场强度分别为 0.4699kV/m和 0.505μT，此后，随衰减距离的增大而下降。工

频电场强度衰减至变电区西侧 20m（0.0692kV/m）后平缓下降；工频磁场强度衰

减至变电区西侧 15m（0.091μT）后平缓下降。

通过类比康保卧龙山 100MW 风电场工程 220kV 升压站，可以预测本项目

220kV升压站建成投运后，其围墙外的工频电场强度远小于 4kV/m，工频磁感应

强度远小于 100μT，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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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GB8702-2014）评价标准的限值要求。

综上，通过类比分析，本项目拟建 220kV升压站投入运营后，220kV升压站

围墙外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场强度可满足国家相关限值要求，本项目拟建

220kV升压站电磁环境评价范围内没有电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升压站建成后对

周围电磁环境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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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1）升压站内电气设备采取集中布置，在设计阶段应按有关规程采取控制

过电压、电磁感应场强水平的措施，保证导体和电气设备之间的电气安全距离；

（2）电器设备选型中应合理选用电气设备及金属配件（如保护环、垫片、

接头等），选用具有低辐射、抗干扰能力的设备，设置防雷接地保护装置，选用

带屏蔽层的电缆、屏蔽层接地；

（3）使用合理、优良的绝缘子来减少绝缘子的表面放电，尽量使用能改善

绝缘子表面或沿绝缘子串电压分布的保护装置；

（4）对大功率的电磁振荡设备采取必要的屏蔽，密封机箱的孔、口、门缝

的连接处；控制箱、断路器端子箱、设备的放油阀门及分接开关尽量布置在较低

场强区，以便于运行和检修人员接近。

（5）在危险区域设立相应的警示标志，并做好警示宣传工作，项目位置设

置安全警示图文标志。

6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结论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本项目拟建 220kV 升压站站址区域工频电场、工频磁

场均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曝露控

制限值 4kV/m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100μT的要求。本项目拟建

升压站电磁环境评价范围内无敏感目标分布，故项目升压站的建设电磁环境影响

较小。





































































































表土堆场

附图3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附图4.1 220kV升压站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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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2 升压站内综合楼一楼平面图



附图4.3 升压站内综合楼二楼平面图



 附图4.4 升压站内消防水泵房及仓库平面布置图



附图5.1 光伏支架体型图



附图5.2 光伏支架剖面图



附图5.3 光伏支架基础平面布置图



附图5.4 箱变基础体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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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用 地

草丛
56.275

69.795

1.337

127.407

注：因面积较小，图中未标出果园、其他园地、其他用地，此三类用地总面积为
0.013公顷，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27.419公顷,果园主要为葡萄园

附图8 评价区植被现状图

稀树荒草丛

建设用地

稀树荒草丛

草      丛



荒草地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荒草地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56.275

69.795

1.337

127.407

注：因面积较小图中未标出果园、其他园地、其他用地，此三类用
地总面积为0.013公顷，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27.419公顷

附图9 评价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1

(75 197 228 )

1 蕨类植物门 PTERIDOPHYTA 8 ，11 ，13

Selaginellaceae
垫状卷柏（九死还魂草） Selaginellapulvinata (Hook. et Grev.) Maxim.岩石上，1100~2200 米

红枝卷柏 Selaginella sanguineolenta (L.) Spring 山坡林下，1100~2200 米

蜈蚣蕨

凤尾蕨

白边粉背蕨

栗柄金粉蕨

普通铁线蕨

川滇蹄盖蕨

变异铁角蕨

贯众

对马耳蕨

多羽节肢蕨
瓦韦

Pteridaceae
Pteris vittata L. 草坡，砾石坡，1100~2100 米

Pteris nervosa Thunb. 杂木林中，1100~1300 米

Sinopteridaceae
Aleuritopteris albo-maginata (Clarke) Ching 草坡，1000~2150
米 Onychium lucidum (Don) Spreng 路边，1000~1850 米

Adiantaceae
Adiantum edgewarhii Hook. 林下，1100~2300 米

Athyriaceae
Atyrium mackinnonii (Hope) C.Chr. 林中，1100~1350 米

Aspleniaceae
Asplenium variansWall. Ex Hook. 林下，1150~2150 米

Dryopteridaceae
Cyrtomium caryotideum (Wall. Ex Hook. et Grek.) 石灰岩隙，1100~2200 米

Polystichum tsus-simense (Hook.) J. Sm. 林中，路边，草丛 1000~2300 米

Polypodiaceae
Arthromeris mairei (Brause) 1100-1500 米

Lepisorus thunbergianus (Kaulf.) Ching 林下山坡，1100~2700



2 种子植物 门 SPERMATOPHYTA（67科，186属，215种）
2.1 裸子植物门 GYMNOSPERMAE（2科，3属，4种）

Pinaceae
云南松 Pinusyunnanensis Franch.* + 林中用材，海拔 1150~1900m

Cupressaceae

干香柏 Cupressus duclouxiana Hickel.* + 村乡四旁常见树木或小面积人工林建群树种

柏木 Cupressusfunebris Endl.* ++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Linn.) Franch.* ++
2.2被子植物亚门 ANGIOSPERMAE （65科，183属，211种）

2.2.1双子叶植物纲 DICOTYLEDONES（58科，144属，164种）

Ranunculaceae
虎掌草Anemone rivularis DC.+ 广布； 林下，路边，海拔 1150~2700m
毛柱铁线莲 Clematis meyenianaWalp. + 常见藤本，广布； 林下，灌丛，海拔 1150~2200m
石龙芮 Ranunculus sceleratus Linn. + 广布； 山坡草地，海拔 1150~2300m

Berberidaceae
渐尖叶小檗 Berberis acuminata Franch. + 偶见； 山坡灌丛中，海拔 1150~2450m
锐齿小檗 Berberis arguta (Franch.) Schneid. + 常见；山坡灌丛中或林下，海拔 1150~2500m

Menispermaceae
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L.) DC. 偶见，路边灌丛中或疏林下，海拔11150~2500m

一文钱 Stephania delavayi Diels 偶见； 路边灌丛中或疏林下，海拔 1150~2200m

Cruciferae
荠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inn.) Medic. ++ 路边野生或偶有栽培，海拔1150~2100m

碎米荠 CardamineflexuosaWithering + 入药，广布路边或田边，海拔 1150~2400m

华西独行菜 Lepidium apetalumWilld. + 清热解毒，常见； 路边或林缘，海拔1150~2400m
焊菜 Rorippa indica (Linn.) Hiern. ++ 入药；路边常见，海拔 1150~2000m

南焊菜 Rorippa dubia (Pers.) Hara + 路边常见，海拔 1150~2000m

Caricaceae

番木瓜 Caricapapaya Linn ++

Violaceae
滇西堇菜 Viola tienschiensisW. Beck. + 常见；路边灌丛中，海拔1150~2400m

Caryophyllaceae

牛繁缕 Malachium aquaticum (Linn.) Fries ++ 驱风解毒； 路边，海拔 1150~2400m
风齿蝇子草 Silenephoenicodonta Franch. + 常见； 路边灌丛下，海拔 1150~2400m
繁缕 Stellaria media (Linn.) Cyrillus ++ 常见杂草，海拔 1150~2100m

Polygonaceae
尼泊尔蓼 Polygonum nepalenseMeisn. ++有收敛作用； 田间杂草，海拔 1150~2000m
戟叶酸模 Rumex hastatus D. Don +广布；公路边荒滩地上，海拔 1150~2400m

Chenopodiaceae

灰条菜 Chenopodium album Linn. ++ 野菜常见； 荒地，海拔 1150~2400m



土荆芥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inn. ++ 常见野生草本，药用； 荒地，路边，海拔

1150~2200m

Amaranthaceae
牛膝 Achyranthes bidentata Blume. ++ 根入药，利尿，广布； 山坡，林下，海拔 1150~2400m
喜旱莲子草 Alternanthera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 广布； 湿润处，海拔 1150~2000m
苋 Amaranthus tricolor Linn.* ++ 蔬菜，可入药，明目利便； 田边等地，海拔 1150~2500m

Gerniaceae
五叶草 Geranium nepalense Sweet ++ 广布； 荒坡或路边，海拔 1150~2400m
旱红鱼腥草Geranium robertianum L. + 少见； 江边石隙，海拔 1150~2400m

Oxalidaceae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Linn. ++ 广布，入药，清热解毒； 田边等地，海拔 1150~2400m

Lythraceae
水苋菜 Ammannia baccifera Linn. ++常见杂草，全草可消淤止血； 田间，海拔 1150~2400m 圆

叶节节菜 Rotala rotundifolia (Buch-Ham. ex Roxb.) Koehne. ++广布；路边或地边，海拔

1150~2400m

Onagraceae

华西柳叶菜 Epilobium cylindricum D. Don + 水沟边或路边，海拔 1150~2600m
红花月见草 Oenthera rosea L Her. ex Ait. ++ 广布； 路边草丛下或沟边，海拔 1150~2400m

Coriariaceae
马桑 Coriaria nepalensisWall. +常见； 干旱山坡或路边，海拔 1150~3000m

Cucurbitaceae
黄瓜 Cucumis sativus Linn.* ++
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Linn.* ++
爪洼红扭子 Mukiajavanica (Miq.) C. Jeffr. + 坡地，灌丛，海拔 1200m~2100m

Cactaceae
仙人掌 Opuntia monacantha (Willd.) Haw.++ 荒坡，路边，海拔 1200m~2160m

Bombacaceae
木棉 Bombax malabarica L.

Myrtaceae
兰桉 Eucalyptus globulus Labill.*+ 行道树

大叶桉 Eucalyptus robusta Smith.* +行道树

Combretaceae
滇榄仁 Terminaliafranchetii Gagnep.+ 干燥灌丛中，海拔 1200m~1860m

Hypericaceae

西南遍地金 Hypericumfaberi R. Kell.++ 广布； 路边，山坡，海拔 1200m~2800m
地耳草 Hypericumjaponicum Thunb. ex Murray ++ 广布； 路边草丛，海拔 1200m~2200m
芒种花 Hypericum uralum Buch.-Ham. ex D. Don + 广布； 灌丛，路边，海拔 1200m~2100m

Malvaceae

磨盘草 Abutilon indium (Linn.) Sweet. + 广布； 路边，地旁，海拔 1200m~1950m
野葵 Malva verticillata Linn. + 常见杂草，入药，种子利便，广布； 山坡荒地，灌丛，海拔

1200m~2160m
拔毒散 Sida szechuensisMatsuda ++ 常见，茎皮纤维可以制绳，全草拔毒生肌； 路边，灌丛

草地，海拔 1200m~2400m



地桃花 Urena lobata Linn. +茎皮纤维可制绳，根入药； 荒坡灌丛，海拔 1200m~2100m

Euphorbiaceae
金刚纂 Euphorbia antiquorum Linn.* + 常做菜地围篱

泽漆 Euphorbia helioscopia Linn. ++ 常见杂草，喜湿； 路边，海拔 1200m~2100m

麻疯树 Jatropha curcas L. 地边路旁，海拔 1200m~2060m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inn. + 含维生素，树皮含鞣酸； 灌丛，海拔 1200m~2040m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Linn.* + 种仁为优良工业用油

Rosaceae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Andr.) Focke ++ 常见草本，浆果红色；路边，草丛，海拔 1200m~2460m 华

西小石积 Osteomeles schwerinae Schneid. +灌丛中，林中，海拔 1200m~2100m

短柄石楠 Photinia brevipetiolata Cardot + 林中，海拔 1200m~2050m
青刺尖 Prinsepia utilis Royle +灌丛中，林中，海拔 1200m~2160m
棠梨 Pyruspashia Buch.-Ham. ex D. Don + 广布； 林中，海拔 1200m~2160m
悬钩子(山莓) Rubus corchorifolius Linn. +，根叶入药； 灌丛，海拔 1200m~2160m

黄泡 Rubus obcordatus (Franch.) Nguyen van Thuan +灌丛中，路边，海拔1200m~2060m

刺泡 Rubuspungens Camb. + 广布，根含鞣酸； 灌丛，路边，海拔 1200m~2060m

Mimosaceae
蛇藤 Acaciapennata (Linn.) Willd. + 村边路旁偶见，海拔 1200m~2300m

合欢 Albiziajulibrissin Durazzini.* + 常见绿化树种

滇合欢 Albizi mollis (Wall.) Boiv. + 林中，海拔 1200m~1860m

Papilionaceae

三棱杭子梢 Campylotropis bonatiana (Pamp.) A. K. Schindl +灌丛中，海拔 1200m~1960m
响铃豆 Crotalaria albidaHeyne ex Roth. + 广布； 草地，海拔 1200m~1950m
头花猪屎豆 Crotalaria mairei Lévl. + 广布； 路旁草地，海拔 1200m~2050m
饿蚂蝗 Desmodium multiflorum DC. + 广布； 灌丛，海拔 1200m~1180m

百脉根 Lotus corniculatus Linn. + 常见； 草丛，海拔 1200m~2100m

天兰苜蓿 Medicago lupulina Linn. ++ 路边偶见，海拔 1200m~2400m
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 Linn.* ++
宿苞豆 Shuteria involucrata (Wall.) Wight et Arn. +灌丛中，海拔 1200m~1950m

马豆 Vicia sativa Linn. + 广布； 田边路旁，海拔 1200m
Buxaceae

黄杨 Buxus microphylla Sieb. et Zucc.* ++ 作绿篱

清香桂 Sarcococca ruscifolia Stapf. + 入药治疗胃炎； 灌丛，林中，海拔 1150m~1950m

Salicaceae
滇杨 Populusyunnanensis Dode.* + 常见行道树

巴柳 Salix etosia Schneid. + 广布； 山坡，海拔 1150m~2210m

Fagaceae
多变石栎 Lithocarpus variolosus(Fr.) Chun+ 林中，海拔 1350m~2200m
锥连栎 Quercusfanchetii Skan ++干旱山坡松林及混交林中，海拔600～2400m
栓皮栎 Quercus variabilis Bl. ++ 林中，海拔 1150m~2060m

Ulmaceae
滇朴 Celtis tetrandra Roxb. + 广布； 林中，路旁，海拔 1200m~2150m



家榆 Ulmuspumila L.* +

Moraceae

榕树 Ficus microcarpa Linn. f.* ++
地石榴 Ficus ti-koua Bur ++ 常见； 灌丛，林下，海拔 1150m~2160m

Urticaceae

水麻柳 Debregeasia edulis (Sieb. et Zucc.) Wedd. ++ 野生纤维植物，广布； 灌丛，山坡，海拔

1150m~1960m
大荨麻 Girardinia condensata (ochst.) Wedd. + 常见； 路边，海拔 1150m~1960m
粗齿冷水花 Pilea sinofasciata C. J. Chen + 常见； 阴湿处，海拔 1150m~2200m
镜面草 Pileapeperomioides Diels* +

齿叶荨麻 Urtica dentata Hand.-Mazz. ++ 广布； 灌草丛，路边，海拔 1150m~1860m

Aquifoliaceae
刺叶冬青 Ilex bioritsensis Hayata + 林中，海拔 1150m~2200m

小果冬青 Ilex micrococcaMaxim. + 林中，海拔 1150m~2200m

Rhamnaceae
多花勾儿茶 Berchemiafloribunda (Wall.) Brongn. + 灌丛中，海拔 1150m~1960m
金沙鼠李 Rhamnus gilgianus Hepp. + 林缘，海拔 1150m~2200m

Elaeagnaceae

牛奶子 Elaeagnus umbellata Thunb. + 广布； 灌丛，海拔 1280m~2060m

Simarubaceae

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Swingle + 广布； 路旁，林中，海拔 1150m~2100m

Meliaceae
灰毛浆果楝 Cipadessa cinerascens (Pellegr.) Hand.-Mazz. +++ 广布； 林中，海拔 1150m~1950m
苦楝 Melia azedarach Linn.* ++ 造林树种

Sapindaceae
坡柳 Dodonaea viscosa (Linn.) Jacq. ++ 广布； 灌丛，荒坡，海拔 1150m~1950m
栾树 Koelreuteria bipinnata Franch.* + 绿化

Anacardiaceae

盐肤木 Rhus chinensisMill. ++ 本区常见灌木，林中，海拔 1150m~2050m
野漆 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 (Linn.) O. Kuntze + 林中，海拔 1150m~1960m

Umbelliferae
少花水芹 Oenanthe benghalensis (Roxb.) Benth. + 广布； 路边草丛，海拔 1150m~2000m

杏叶防风 Pimpinella candolleanaWight et Arn. ++ 广布； 草丛，林下，海拔 1150m~2360m
茴芹 Pimpinella duclouxii de Boiss. + 广布； 山坡，田间，海拔 1150m~2200m

Ebenaceae

柿 Diospuros kaki Thunb.* ++ 果可鲜食或做柿子饼

君迁子Diospyros lotus Linn.* + 果可食或酿酒，木材较佳

毛叶柿 Diospyros mollifolia Rehd. et Wils. +灌丛中，海拔 1150m~1960m

Loganiaceae

密蒙花 Buddleja oficinalisMaxim. ++ 花清热，可做为染料，根治黄疸，广布； 灌丛，海拔

1150m~2030m

Oleaceae



白蜡树 Fraximus chinensis Roxb.* + 为白蜡虫寄主

川西尾叶素馨 Jasminum urophyllum Hemsl. + 灌丛中或林下，海拔 1280m~2000m
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Ait. f.* +++ 做绿篱，亦为白蜡虫的寄主

Rubiaceae
毛薄皮木 Leptodermispilosa Diels ++ 广布； 灌丛，海拔 1150m~1960m
鸡屎藤 Paederia scandens (Lour.) Merr. + 广布； 林下，海拔 1280m~2000m
大叶茜草 Rubia leiocaulis Diels. + 常见； 路旁，草丛，海拔 1150m~1950m

Caprifoliaceae

金银花 Lonicerajaponica Thunb.* ++ 藤本，观赏药用

宜昌荚迷 Viburnum ichangense (Hems.) Rehd. +灌丛中，林下，海拔 1150m~1960m

Valerianaceae
败酱 Patrinia scabriosaefolia Fisch. ex Link ++ 药用，广布； 林下，草丛，海拔 1150m~2050m

Compositae

兔儿风 Ainsliaeapertyoides Franch. + 山坡林下，海拔 1280m~2360m
云南兔耳风 Ainsliaeayunnanensis Franch. + 山坡林下，海拔 1150m~2200m
青蒿 Artemisia apiaceaHance +++常见草本； 路旁村边，海拔 1150m~2100m
艾 Artemisia argyii Levl. et Van* + 广布； 田间，草丛，海拔 1150m~2160m
牡蒿Artemisiajaponica Thunb. ++ 广布； 路旁村边，海拔 1150m~2400m
婆婆针 Bidens bipinnata Linn. +++常见； 路边，荒野，海拔 1150m~2160m
艾纳香 Blumea balsamifera (Linn.) DC. + 广布； 草丛，海拔 1150m~2030m

挖耳草 Carpesium cernuum L. ++ 广布； 路旁等地，海拔 1150m~2050m
革命菜 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 Moore ++ 广布；田间等地，海拔1280m~2100m

小鱼眼菊 Dichrocephala chrysanthemifolia (B.) DC. + 常见杂草； 路边等地，海拔1150m~2400m

紫茎泽兰 Eupatorium coelestrium L. ++ 常见杂草； 路边等地，海拔 1150m~1960m
白牛胆 Inula cappa (Buch.-Ham. ex D Don) DC. ++ 广布； 林下等地，海拔 1150m~2160m
细茎苦菜 Ixeris gracilis (DC.) Stebbins +++ 广布； 草丛，海拔 1150m~2300m

滇苦菜 Picris divaricataVan. ++广布； 路边，田边，海拔 1150m~2000m
千里光 Senecio scandens Buch.-Ham. ex D. Don ++ 常见，药用去风湿，清热明目；灌丛，林缘，

海拔 1150m~2160m

欷签 Siegesbeckia orientalis Linn. +++ 常见，全草解毒镇痛； 路旁等地，海拔 1150m~2050m

滇苦荬菜 Sonchus oleraceus Linn. + 入药有小毒，祛湿，清热； 路旁等地，海拔 1150m~2200m

蒲公英Taraxacum mongolicumHand.-Mazz. ++入药治腮腺炎；潮湿地边，田埂，海拔330m~1530m

斑鸠菊 Veronia esculenta Hemsl. +广布； 村边路旁，草灌丛，海拔 1150m~1960m

苦荬菜 Youngia denticulata (Houttuyn) Kitamura ++ 常见； 路边沟旁，海拔 1150m~2060m
黄鹌菜 Youngiajaponica (Thunb.) DC. ++ 广布； 路旁等地，海拔320m~2060m

Primulaceae
聚花过路黄 Lysimachia congestiflora Hemsl. + 广布； 林下等地，海拔 1150m~2050m
落地梅 Lysimachiaparidiformis Franch. + 草丛，海拔 1150m~1960m

Plantaginaceae

小车前 Plantago erosaWall. in Roxb. +++ 广布； 田间路旁，海拔 1150m~2160m
大车前 Plantago major Linn. ++ 药用，清肠，清热； 田间路旁，海拔 1150m~2100m

Lobeliaceae



野烟 Lobelia sequinii Levl. et Van. + 广布，全草药用，有大毒，可治皮肤发痒等； 荒坡草丛，

海拔 1280m~2400m

铜锤玉带草 Pratia nummularia (Lam.) A. Br. et Aschers. + 广布,全草药用，小毒，治咳嗽，

风湿等； 林下，海拔 1150m~2050m

Boraginaceae
小花倒提壶 Cynoglossum lanceolatum Forsk. ++ 广布； 草丛，林下，海拔 1280m~2060m
狗屎花 Cynoglossum amabile Stapf et Drumm ++ 广布； 林下，海拔 1150m~2050m

Solanaceae
白英 Solanum lyratum Thunb. + 全草入药，治小儿惊风等； 林下，海拔 1150m~2030m
龙葵 Solanum nigrum Linn. +++ 广布，入药，清热解毒，散淤消肿； 灌丛，海拔 1150m~2400m 刺

天茄 Solanum indicum L. + 广布； 山坡灌丛，海拔 1150m~2400m

Convolvulaceae
打碗花 Calystegia hederaceaWall. ++常见，作猪饲，根药用，治月经不调等；田边路旁，海拔

1280m~2400m

马蹄金 Dichondra repons Forst. ++ 清热利尿 治肝炎等，广布； 田边路旁，海拔 1150m~2100m
圆叶牵牛 Pharbitispurpurea (Linn.) Voigt ++ 常见； 草丛，灌丛，海拔 1280m~2160m

Scrophulariaceae
钟萼草 Lindenbergia philippensis (Cham.) Benth. + 灌丛中，海拔 1280m~2050m
四川沟酸浆 Mimulus szetchuanensis Pai + 广布； 林下，灌丛，海拔 1150m~2400m
婆婆纳 Veronica didyma Tenore ++ 广布； 田边路旁，草丛，海拔 1150m~2400m
水苦买 Veronica undulataWall. ++ 草丛湿润处，海拔 1150m~2030m

Verbenaceae
红紫珠 Callicarpa rubella Lindl. ++ 驱虫，治疔创； 灌丛，海拔 1280m~2000m

小叶豆腐柴 Premnaparvilimba Pei + 灌丛，海拔 1150m~1780m
黄荆 Vitex negundo Linn. +++ 常见； 路边灌丛，海拔 1150m~2200m

Labiatae
风轮菜 Clinopodium chinensis (Benth.) O. Kuntze ++广布；沟边路旁等，海拔 1150m~2600m 匍

匐风轮菜 Clinopodium repens (D. Don) Wall. ++常见；山坡路旁，海拔 1150m~1860m

香薷 Elsholtzia ciliata (Thunb.) Hyland. +++ 常见，消炎解毒健胃利尿；山坡，海拔1150m~2100m

野香草 Elsholtzia cypriani (Pavol.) S.Chow et Hsu ++ 广布； 草丛，海拔 1150m~2200m
宝盖草 Lamium amplecsicaule Linn. ++ 广布； 草丛等地，海拔600m~1000m

蜜蜂花 Melissa axillaris (Benth.) Bakh.f. ++ 草丛等地，海拔 1280m~1350m
姜味草 Micromeria biflora (Buch.-Ham.ex D.Don) Benth. + 草丛等地，海拔 1150m~1960m
牛至 Origonum vulgare Linn. ++ 广布； 草丛等地，海拔 1150m~2060m
毛萼香茶菜 Rabdosia eriocalyx (Dunn) Hara ++ 根止痢，叶治疗脚癣，广布；灌丛，林下，海拔

1150m~2200m

屏风草 Scutellaria orthocalyx Hand.-Mazz. + 药用； 草丛，海拔 1150m~1860m

葡萄 Vitis vinifera ++ 潮湿沟边，田间路旁，海拔 1100m~1950m

橘子 Citrus reticulata ++ 田间路旁，海拔 1150m~2250m



2.2.2单子叶植物 MONOCOTYLEDONEAE（7科，39属，47种）

Commelinaceae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Linn. ++药用清热利尿，广布；田边山坡阴湿处，海拔1150m~1150m

竹节草 Commelina diffusa Burm. f. + 荒坡草丛，海拔 1150m~1350m

竹叶子 Spatholirion volubile Edgew. + 山谷或林下，海拔 1150m~1850m

Musaceae

芭蕉 Musa basjoo Sieb. et Zucc.* +

Liliaceae

宝铎草 Disporum sessile D. Don + 根益气补肾； 林下，海拔 1280m~2030m
小鹭鸶兰 Diuranthera minor (C. H. Wright) Hemsl. + 广布； 林下，海拔 1150m~2300m
吉祥草 Reineckia carnea (Andr.) Kunth + 林下，阴湿处，海拔 1280m~2300m

Dioscoreaceae
山药 Dioscorea oppsita Thunb.* ++灌丛中，林缘

云南薯蓣 Dioscoreayunnanensis Prain et Burk. + 广布； 林下，灌丛，海拔 1150m~1860m

Juncaceae

野灯心草 Juncus setchuensis Buchenau ++ 广布，可做草席； 田边路旁，海拔 1150m~2030m
江南灯心草 Juncus leschenaultii Gay +++ 广布； 田边路旁，海拔 1150m~2050m

Cyperaceae

碎米莎草 Cyperus iria Linn. ++ 广布； 山坡，林下等地， 海拔1280m~2200m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Linn.+++ 广布； 田边湿润处, 山坡荒地，海拔 1150m~2200m
砖子苗 Mariscus sumatrensis (Retz.) T. Koyama +++ 广布； 田边路旁，海拔 1150m~2200m
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Rottb. ++广布； 山坡草地，海拔 1280m~2200m

红鳞扁莎 Pycreus sanquinolentus (Vahl) Nees ++ 田间路旁，海拔 1150m~2250m

Gramineae

Bambusoideae
绵竹 Indocalamus longiauritus Hand.-Mazz*

慈竹 Neosinocalamus afinis (Rendle) Keng f.* ++

斑苦竹 Pleioblastus masulata (McClure) Chu et Chao + 林缘，路旁，海拔 1150m~2000m

Poideae
多花剪股颖 Agrostis myriantha Hook. f. ++ 潮湿沟边，地旁，海拔 1150m~1960m
水蔗草 Apluda mutica Linn. ++广布； 山坡路边及灌丛中，海拔 1150m~2400m
荩草 Arthraxon hispidus (Thunb.) Makino +++ 供放牧，茎叶消炎止咳，广布；坡及阴湿处，海拔

1150m~2200m

硬杆子草 Capillipedium assimile (Steud.) A. Camus +++ 广布；荒坡草丛，海拔300m~2200m

细柄草 Capillipediumparviflorum (R. Br.) Stapf++地埂上常见；路边草灌丛，海拔1150m~2030m

芸香茅 Cymbopogon distans (Nees ex Steud.) W.Watson ++ 广布；林下路旁，海拔1150m~2400m

毛马唐 Digitaria ciliaris (Retz.) Koeler ++ 常见杂草；路旁等地，海拔1150m~2400m

止血马唐 Digitaria ischaemum (Schreb.) Schreb. exMuehl. +++ 常见；河畔田边等地，海拔

1150m~2400m

光头稗子 Echinochloa colonum (Linn.) Link ++ 广布； 荒坡等地，海拔 1150m~2160m
知风草 Eragrostisferruginea (Thunb.)P. Beauv. +++ 广布；草丛，海拔 1150m~2100m



黑穗画眉草 Eragrostis nigraNees ex Steud. ++ 广布； 路旁荒坡等地，海拔 1150m~2200m
蔗茅 Erianthus rufipilus (Steucl.) Griceb. ++ 广布； 路旁等地，海拔 1280m~2200m

四脉金茅 Eulalia quadrinervis (Hack.) O. Kuntze ++ 广布；路旁等地，海拔 1280m~2400m

扭黄茅Heteropogon contortus (L.) Beauv. +++本区常见优势种，可做饲料；荒坡，海拔

1150m~1900m

白茅 Imperata cylindica (L.) P. Beauv. ++ 广布，可造纸或做屋顶，根茎入药，利尿清凉；路旁

等地，海拔 1150m~2000m

竹叶草 Oplismenus compositus (Linn.)P. Beauv. ++ 广布； 路旁等地，海拔 1150m~2050m

双穗雀稗 Paspalum distichum Linn. ++ 田边沟旁潮湿地旁常见，海拔 1150m~2100m
狼尾草 Pennisetum alopecuroides (Linn.) Spreng. + 广布； 路旁等，海拔 1150m~2200m 地

白草 Pennisetumflaccidum Griseb. ++ 广布； 路旁等地，海拔 1150m~2030m

早熟禾 Poa annua Linn. +++ 林缘路边，海拔 1150m~2050m
金发草 Pogonatherumpaniceum (Lam.) Hack. ++ 草地及岩石上常见，海拔 1150m~2400m
斑茅 Saccharum arundinaceum Retz. ++ 江边山坡公路旁多见，海拔 1150m~2000m

皱叶狗尾草 Setariaplicata (Lam.) T. Cooke ++ 村边路边偶见，海拔 1150m~2200m
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 (Linn.) P. Beauv. ++ 广布； 路旁等地，海拔 1150m~1960m
鼠尾黍 Sporobolusfertilis (Steud.)W.D.Clayton ++ 广布，海拔 1150m~2000m

菅草 Themeda villosa (Poir.) A. Camus ++ 常见高大草本； 路旁等地，海拔 1150m~2200m
黄背草 Themeda triandra Forsk.var.Japonica(Willd.)Makino + 广布；路旁等地，海拔

1150m~2100m
玉米 Zea mays Linn.* +++

说明： 列于本名录中的植物拉丁名后有*标记的为栽培植物；以！、+、++、+++分别表示该种植物的

相对数量，即“稀见”、“常见”、“较多”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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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动物名称及类群 区系

从属

栖息地 国家保

护等级

其他

中名 学名 生境 海拔m 红皮书 备注

C1 两栖纲 AMPHIBIA

O1 无尾目 ANURA

F1 蟾蜍科 Bufonidae

1 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tus SC 3～6 950～1800

F2 树蟾科 Hylidae

2 华西树蟾
Rhacophorus
megacephalus SW 3～6 900～2600

F3 蛙科 Ranidae

3 华南湍蛙 Amolops ricketti OD 1～3 900～1600

F4 姬蛙科 Microhylidae

4 饰纹姬蛙 Micronyla ornata OD 3～6 650～1700

注释：

区系：SC：华南区；CC：华中区； SW：西南区； CC–S：华中华南区； OD：东洋界广布； POD:
古北～东洋广布种

生境：1. 溪流及溪流边； 2. 河流及河流边； 3. 水水域边； 4. 水渠及池塘； 5 沼泽； 6.农田、林

地。



编号
动物名称及类群

区系
栖息地 国家保

护等级

其他

中名 学名 生境 海拔m 红皮书 备注

C2 爬行纲 REPTILIA
O1 蜥蜴目 ACERTILIA
F1 壁虎科 Gekkonidae

1 多疣壁虎 Gekkojaponicus SC 2～4 1000～
2100

F2 鬣蜥科 Agamidae

2 裸耳攀蜥 Japalura dymondi SW 2～4 950～
1600

F3 石龙子科 Scincidae

3 铜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POD 2～4 500～
2200

O2 蛇目 SERPENTS
F4 游蛇科 Colubridae

4 八线腹链

蛇
Amphiesma octolineatum SW 1～3 950～

2000

5 棕网腹链

蛇
Amphiesmajohannis SW 1～3 1000～

2800

6 中华斜鳞

蛇
Pseudoxenodon marcrops

sinensis SW 1～3 1000～
3000

F5 蝰科 Viperidae
7 竹叶青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CC-S 2-4 950-1500

注释：

区系：SC：华南区； CC：华中区； SW：西南区； CC–S：华中华南区； OD：东洋界广布； POD:
古北～东洋广布种

生境：1. 各种水域、湿地；2. 林地，2a 湿性林地；2b 干热林地；2c 开阔林地；2d 多岩林地；2e
农田林地； 3.灌丛、草丛； 3a 湿草地； 4. 树、墙面； 5. 生境广泛。

保护动物： I,II: 国家 I 级、II 级重点保护动物；省 II：云南省 II 级重点保护动物。



编号
动物名称及类群 区系从

属

栖息地 国家保

护等级

其他

中名 学名 生境 海拔m 红皮书备注

C4 哺乳纲 MAMMALIAN

O1 食虫目 INSECTIVORA

F1 鼩鼱科 Soricidae

1 短尾鼩 Anourosorex squamipes SW 2～5 1000～2200

F2 鼹科 Talpidae

2 长吻鼹 Talpa longirostris OD 2～6 950～2000

O2 翼手目 CHIROPTERA

F3 菊头蝠科 Rhinolophidae

3 马铁菊头蝠
Rhinolophusferrumequin

um OD 5～7 950～2500

F4 蹄蝠科 Hipposideridae

4 大蹄蝠 Hipposideros armiger OD 1～7 1000～2200

O3 食肉目 CARNIVORA
F5 鼬 科 Mustelidae
5 黄鼬 Mustela sibirica POD 1～7 950～2500
O4 兔形目 LAGOMORPHA
F6 兔科 Leporidae
6 云南兔 Lepus comus SW 2～6 950～3000
O5 啮齿目 RODENTIA
F7 松鼠科 Sciuridae
7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OD 1～6 1000～2500
F8 鼠 科 Muridae
8 小家鼠 Mus musculus POD 4～7 950～3000
9 社鼠 Niviventer confucianus OD 1～6 1000～2500
10 黄胸鼠 Rattusflavipectus OD 1 4～7 1000～3000

区系： SC：华南区； CC：华中区； SW：西南区； OD：东洋界广布；古北界： P；POD:古北～东

洋广布

生境： 1.河谷地区； 2. 阔叶林； 3.针叶林； 4.针阔混交林； 5.稀树灌丛； 6. 山地农田； 7.居民点。

保护动物：I，II：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I 级、II 级。

红皮书：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编号
动物名称及类群 区系

从属

栖息地 国家保

护等级

其他

中名 学名 生境 海拔m 居留 资源

C1 鸟纲 AVES
O1 隼形目 FALCONIFORMES
F1 鹰科 Accipitridae
1 [黑]鸢 Milvus migrans D 7 500～3600 II W +++
F2 隼科 Falconidae
2 红隼 Falco tinnunculus D 1,7 500～3600 II R +++
O2 鸡形目 GALLIFORMES
F3 雉科 Pheasianidae
3 环颈雉 Phasianus colchicus D 1,3 300～3350 R +++
4 红腹角雉 Tragopan temminckii O 1,3 1000～3300 R +++
O3 鸽形目 COLUMBIFORMES
F4 鸠鸽科 Columbidae
5 山斑鸠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D 1,3,4,7 100～3250 R ++++
6 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 chinensis O 1,7 90～2500 R +++
O4 鹃形目 CUCULIFORMES
F5 杜鹃科 Cuculidae
7 大杜鹃 Cuculus canorus D 1,2,3,4,7 200～2500 S +++
O5 鸮形目 STRIGIFORMES
F6 鸱鸮科 Strigidae
8 斑头鸺鹠 Glaucidium cuculoides O 1,2,3,7 300～2500 II R +++
O6 雨燕目 APODIFORMES
F7 雨燕科 Apodidae
9 小白腰雨燕 Apus afinis O 1,7 300～1890 S +++
O7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F8 翠鸟科 Alcedinidae
10 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D 1,7,8 80～2750 R +++
F9 戴胜科 Upupidae
11 戴胜 Upupa epops D 7 110～2950 R +++
O8 鹦形目 PSITTACIFORMES
F10 鹦鹉科 Psittacidae
12 大紫胸鹦鹉 Psittacula derbiana O 1,2,3,4 1000～2800 R +++
O9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F11 燕科 Hirundinidae
13 家燕 Hirundo rustica D 1,7,8 150～2750 R +++
F12 鹡鸰科 Motacillidae
14 山鹡鸰 Dendronanthus indicus P 7,8 100～2070 M +++
15 白鹡鸰 Motacilla alba P 7,8 100～3250 R +++
F13 鹎科 Pycnonotidae
16 黄臀鹎 Pycnonotus xanthorrhous O 1,2,3,7 250～2750 R ++++
17 绿翅短脚鹎 Hypsipetes mcclellandii O 1,2,3,4 100～2800 R +++
F14 伯劳科 Laniidae
18 棕背伯劳 Lanius schach O 1,7 100～2500 R +++
19 灰背伯劳 Lanius tephronotus O 1,7 200～2700 R +++
F15 卷尾科 Dicruridae
20 黑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O 1,2,3,7 100～1900 R +++
21 灰卷尾 Dicrurus leucophaeus D 1,2,3,4 150～3000 S +++
F16 鸦科 Corvidae



编号
动物名称及类群 区系

从属

栖息地 国家保

护等级

其他

中名 学名 生境 海拔m 居留 资源

22 喜鹊 Pica pica D 1,7 600～2500 R +++

23 大嘴乌鸦 Corvus macrorhynchos D 1,2,3,4,5,6,
7 200～3500 R +++

F17 鹟科 Muscicapidae
SF1 鸫亚科 Turdinae
24 鹊鸲 Copsychus saularis O 1,2,3,7,8 <2000 R +++
25 黑喉石即鸟 Saxicola torquata D 1,7 76～3200 R +++

26 白顶溪鸲
Chaimarrornis
leucocephalus O 1,2,3,4,5,8 300～3350 W +++

27 蓝矶鸫 Monticola solitarius D 6,7 1300～3700 R +++
28 乌鸫 Turdus merula D 7 600～2000 R +++
SF2 画鹛亚科 Timaliinae
29 棕颈钩嘴鹛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O 1,2,3 80～2670 R +++
30 画眉 Garrulax canorus O 1,2,3,4 <2000 R +++
31 白颊噪鹛 Garrulax sannio O 1,2,3,7,8 150～2000 R +++
SF3 莺亚科 Sylviinae
32 沼泽大尾莺 Megaluruspalustris O 7,8 500～1800 R +++
33 黄腹柳莺 Phylloscopus afinis O 1,3,4 600～3200 M +++
34 褐柳莺 Phylloscopusfuscatus P 1,2,3,4,5,7 250～3210 M +++

35 黄眉柳莺 Phylloscopus inornatus P 1,2,3,4,5,6,
7 500～4000 R +++

36 黄腰柳莺 Phylloscopusproregulus O 2,3,4,5 800～3600 R ++
SF4 鹟亚科 Muscicapinae
37 橙胸[姬]鹟 Ficedula strophiata O 1,2,3,4,5,6 600～3600 R +++
38 铜蓝鶲 Muscicapa thalassina O 1,2,3,4 300～2500 R +++
39 白喉扇尾鶲 Rhipidura albicollis O 1,2,3 850～3950 R +++
F18 山雀科 Paridae
40 大山雀 Parus major D 1,2,3,4,5,7 100～3200 R +++
41 绿背山雀 Parus monticolus O 1,2,3,4,5,7 100～3000 R +++
F19 绣眼鸟科 Zosteropidae
42 暗绿绣眼鸟 Zosteropsjaponica O 1,2,3,4,7 300～2800 R +++
F20 文鸟科 Ploceidae
43 树麻雀 Passer montanus D 1,7 150～3100 R +++
44 山麻雀 Passer rutilans D 1,3,4,5,7 760～3000 R +++
F21 雀科 Fringillidae
45 黑头金翅雀 Carduelis ambigua O 1,2,3,4,5,7 300～3300 R +++
46 黄胸鹀 Emberiza aureola P 7 300～2200 W +++
47 灰头鹀 Emberiza spodocephala D 1,7 500～2700 W +++
48 灰眉岩鹀 Emberiza cia P 1,7 800～3300 R +++

区系： O：东洋界； P：古北界； D：广布种

生境：1. ：干热河谷稀树灌丛； 2. ：雨林季雨林； 3. ：常绿阔叶林； 4. ：混交林； 5. ：针叶林； 6. ：
高山灌丛 草甸； 7. ：村镇农耕区； 8. ：水域、湿地。

保护动物： I,II: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I 级、II 级
居留状况： R：留鸟；W：冬候鸟； S：夏候鸟；M：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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