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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华能鹤庆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是《云南省“十四五”规划新能源项目清单》

中的 2022 年规划光伏项目之一。该项目位于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黄坪镇。拟利用黄

坪镇大栗坪村以及附近燕子岩、雷音寺村一带的普通农用地、光伏可用林草地建设

复合型光伏电站。项目场地介于东经 100°16’02.34”～100°22’33.61”，北纬

26°04’56.21”～26°07’17.67”之间，场址海拔高程 1476~2172m。工程总用地

面积 632.9115hm2，其中永久占地 2.6259hm2，临时用地 630.2856hm2。 

电站额定容量 499.2MW（交流测 499.2MW，直流侧装机 550.088MWp）。选用

峰值功率为 550Wp 的 PERC 单晶硅电池组件，共布置 156 个标称容量 3200kW 的组

串式逆变方阵。每 28 块组件串联组成一个组串，其中 140 个方阵配置 230 个组串、

16 个方阵配置 220 个组串；每个方阵配置 10 台额定功率 320kW 的组串式逆变器和 1

台容量为 3200kVA 的双绕组升压箱变。 方阵架设以固定式支架为主，局部采用柔性

支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安装容量 13.7MWp）。 

项目配套建设一座 220kV 升压站，主变容量 2×250MVA。本次大栗坪 2 光伏电

站各方阵电能在场内逆变并升压至 35kV 后，设 20 回 35kV 集电线路汇集输送入升压

站，集中升压至 220kV 后，送出接入电网（220kV 送出线路工程待接入方案确定

后，单独立项实施，不包括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项目建成后，25 年总发电量 20706863.1MW•h，25 年年平均发电量

828274.5MW•h，25 年年平均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 1505.7 小时，其中首年利用小

时数为 1593.5 小时。 

本项目按复合型光伏电站模式开发。光伏阵列架设将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复合

型光伏项目技术要求，保持一定高度及行、列间距，组件架设除支架桩基外不对地

面进行硬化，尽量减小施工扰动，保障下方林草植被生长及开展农业生产的基本空

间和条件。对于架设在林草地上的方阵，工程施工时对场地原有植被进行保护并在

施工结束后进行植被恢复，组件架设不改变下方林草地用途；对于架设在其它农用

地上的方阵，在光伏阵列架设后，企业将通过合作、返租等方式在光伏板下及板间

开展复合农业耕种，恢复土地农业生产，不改变原农用地用途。后期复合农业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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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如有）将单独设计实施，应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单独开展环评工作，不包括在本次评价范围内，本次环评仅对种植管

理提出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

法律和规定，本次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应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依据《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项目属“四十一、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90 太

阳能发电”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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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项目拟建 220kV 升压站为“五十五、核与辐射  161 输变电工程”中，

“100 千伏以上、330 千伏以下”类别；按其中单项等级最高的，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表。 

2022 年 3 月，受华能新能源（鹤庆）有限公司委托，云南湖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承担本次《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

司立即成立了项目组，对项目现场进行了详细踏勘调研，收集核实相关资料，并委托

云南晟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 3日—4月 4日期间对项目区环境质量现状

进行了一期监测；在此基础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技术导则要求，依

据项目可研设计，编制完成《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供建设单位上

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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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代码 2202-532932-04-05-108109 

建设单位联系人 娄程 联系方式 18287251704 
建设地点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黄坪镇大栗坪、燕子岩、雷音寺村 
地理坐标 （东经 100 度 19 分 59.364 秒，北纬 26 度 5 分 42.993 秒）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90 太阳能发电 
地面集中光伏电站 用地面积（m2） 

632.9115hm2（其中永久

占地 2.6259hm2，临时占

地 630.2856hm2） 

建设性质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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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庆县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鹤发改备案﹝2022﹞014

号 

总投资（万元） 265738.47 环保投资（万元） 524.4 
环保投资占比（%） 1.89 施工工期 12 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24--2020），项目

220kV升压站电磁环境影响设置1项电磁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规划情况 

规划名称：《云南省大理州太阳能光伏电站规划报告（2021年~2025

年）》； 

规划审批机关：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审查文件名称：《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大理州10个县太阳

能光伏发电站选址规划报告及大理州太阳能光伏电站选址规划报

告的批复》（2021年7月12日）； 

审查文件文号：大政复[2021]30号。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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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及规

划环

境影

响评

价符

合性

分析 

1、《云南省大理州太阳能光伏电站规划报告（2021年~2025年）》 

2021年5月，大理州新能源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组织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云南省大理州太阳能光伏电站规划报告（2021年~2025

年）》。在全州共规划81个光伏电站，其中鹤庆县9个光伏电站，分别为：大栗坪

（900MWp）、均化（650MWp）、三折箐（160MWp）、大滥田（20MWp）、长

坪（35MWp）、禾丰（35MWp）、安乐（180MWp）、北衙矿业（200MWp）、

三股水（50MWp），规划总装机容量2230MWp。 

2021年7月1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文件《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关于大理州10个县太阳能光伏发电站选址规划报告及大理州太阳能光伏电站选址

规划报告的批复》（大政复[2021]30号）批复同意该规划报告，并要求在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下，严格按照规划批复同意的项目进行实施。 

本次大栗坪2光伏发电项目为《规划》“大栗坪光伏电站（900MWp）”中的

第二期开发工程。该区域一期已由华能澜沧江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场地东部区域投

资建设了“大栗坪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量100MW。本次“大栗坪2光伏发电项

目”在场地西部进行建设，规划装机容量499.2MW（交流测），未超出批复同意的

建设规模。项目占地面积6.33km2，选址避开了各类生态环境敏感区及光伏项目禁

建区域，通过严格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项目与《规划报

告》及其批复的要求相符合。 

其他

符合

性分

析 

1、产业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为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属于鼓励类中的“五、新能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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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于2022年2月18日取得鹤庆县发展改革局投资备案证，

同意建设。因此，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 

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理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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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大理州“三线一单”的

符合性分析如下： 

（1）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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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生态保护红线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

通知》（云政发〔2018〕32号），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成果获批后，按照批准成

果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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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华能大栗坪2光伏发电项目用地范围的情况说

明》（附件），项目用地范围未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公开版、调整版。 

根据《大理州生态环境局鹤庆分局关于华能大栗坪2光伏发电项目的选址意

见》、《鹤庆县水务局关于大理州华能大栗坪2光伏发电项目用地范围的情况说明》

（附件），项目选址不涉及环境敏感区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根据《鹤庆县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华能大栗坪2光伏发电项目用地范围的情况说明》（附件），项目用地

范围按照《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光伏复合项目使用

林草地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林规﹝2021﹞5号）规定，不涉及禁止使用林地，也

即：不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草原公园等各类自然

保护地，世界自然遗产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珍稀濒危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重

要原生境，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基本草原；同时经建设单位至鹤庆县林草局采用

场址范围坐标核对，项目也不涉及生态公益林和天然林。 

（2）环境质量底线 

表1-1  项目与大理州“三线一单”环境质量底线要求的相符性 

类别 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

性 

水环

境质

量底

线 

到2025年，全州水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纳入考核的地表水Ⅲ类以上水

体比例持续提高，洱海总体保持良

好湖泊水质。到2035年，全州地表

水体水质优良率全面提升，纳入考

核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水环境功能

要求，洱海水质稳定向好；持续提

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重点区域

重点流域水质改善，水生生态系统

功能逐步恢复，实现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 

项目涉及的地表水体为金沙江一级支

流落漏河，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2021
年环境状况公报》，2021年落漏河舍茶

寺断面（项目上游）、陈家庄大桥断面

（项目下游）水质类别均符合Ⅱ类标

准，达到并优于水环境功能目标（Ⅲ

类）。本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全部收集处理后回用，不直接排

入地表水体，不会造成区域水环境质

量突破底线。 

符合 

大气

环境

质量

到2025年全州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稳定，完成省下达的大气污染物总

量控制指标。到2035年全州城市环

根据《鹤庆县2021年环境空气质量情

况》，鹤庆县2021年环境空气质量达到

二级标准要求。本项目建设运行过程

符合 



4 

底线 境空气质量优中更优，完成省下达

的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经采取环评提出的

措施后可达标排放，对环境空气影响

较小，不会造成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功

能下降，也不占用区域总量控制指标。 

土壤

环境

风险

防控

底线 

到2025年，土壤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进一步完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率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进一步

提高。到2035年，土壤环境质量稳

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

险得到全面管控。 

项目集油坑、事故油池、危废暂存间、

油品库采取重点防渗、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采取一般防渗、各类固废妥善收

集处置，土壤污染风险能得到有效控

制，对土壤环境的影响可控。 

符合 

（3）资源利用上线 

项目新鲜用水主要为光伏板清洗用水及运营管理人员生活用水，用水量少，

拟采用水车拉水至项目区储存使用；产生的废水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绿化及光伏板

下农作物和林草植被浇洒，节约利用水资源，不会对当地水资源供应产生明显影

响。 

项目用地严格按国家及地方光伏项目土地利用要求，已避让基本农田、天然

林保护区等光伏禁用地类。占用普通农用地及光伏可用林草地，将严格按复合型

光伏电站模式建设：光伏阵列架设除支架桩基外不做地面硬化，组件按要求保持

一定高度及行、列间距，保障下方农作物及林草植被生长的一定空间和基本光照，

阵列架设后，光伏板下及板间原农用地区域将开展复合农业种植、原林草地区域

保护恢复林草植被，不改变原土地用途；箱变及分支箱基础、集电线路塔基、升压

站等永久占地严格控制用地规模，依法依规办理建设用地手续。通过落实上述措

施，项目建设对土地资源可实现高效利用， 符合地区光伏项目土地利用要求。 

本项目为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工程，自身建设运行能耗少；建成后有助于优化

当地能源结构、保障能源供给。 

综上，项目建设不会突破地区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消耗总量控制目标。 

（4）分区管控要求 

根据前述分析，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不占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重要湿地、基本草原、生态公益林、天然林等优先保护单元区域，也未处于鹤

庆县工业集中区、县城城镇规划区、松桂镇城镇规划区、污染土壤控制区内，不涉

及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故评价主要分析项目与大理州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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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管控单元管控要求的相符性如下： 

表1-2  项目与大理州“三线一单”分区管控要求的相符性 

类别 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

性 

总

体

管

控

要

求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1.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

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

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项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符合 

2.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管控办法出台后，依

据其管理规定执行。 项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符合 

3.新建旅游景区禁止破坏生态环境，限制

在生态脆弱地区布局。根据景区承载能力

进行功能分区管理，确定游客容量上限。 

项目不涉及破坏生态环境

建设旅游景区。 符合 

4.抓住“双核驱动、协同发展”机遇，按照

“一城三区”的总体布局，加快大祥巍一体

化发展，着力推动与洱源县生态保护一体

化发展，与祥云县、宾川县、漾濞县产业开

发合作和园区合作。 

项目建设后有利于保障地

区电力供应，助力产业发

展。 
符合 

5.全面加强洱海流域空间管控，严控洱海

流域建设活动。在洱海流域范围内禁止布

局高污染、高排放的矿冶建材、重化工等产

业，加快流域内砖瓦（新型建材除外）等建

材产业的搬迁及非煤矿山生态修复，流域

内不再布局水泥、砖瓦（新型建材除外）等

生产企业，全面关停洱海流域除地热、矿泉

水之外的所有矿山。 

项目区未处于洱海流域内，

也不属于高污染、高排放行

业。 
符合 

污

染

物

排

放

管

控 

1.加强重点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西洱河、

沘江等水污染严重地区，新建、改建、扩建

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实行主要水污染物排放

减量置换。 

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收集处理后全部回

用，不外排。 
符合 

2.推进工业园区、工矿企业污水处理设施

全覆盖和利用效率最大化。严格保护城乡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饮用水源保护

区内的污染源，确保饮用水安全。实现城镇

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和稳定运

行。推进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水源地。

工程建设拟配套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水收集

处理后全部回用。各类固废

妥善处置，可避免二次污

染。 

符合 

3.扎实推动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持续推

进氮氧化物减排和重点企业超低排放改

造，加大VOCs减排力度，重点提升石化、

化工及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产品制造企业

和喷漆、印刷、电子、服装干洗等行业清洁

生产和污染治理力度，逐步淘汰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含量高的产品生产和使用，严控

生产过程中逃逸性有机气体的排放。 

项目非VOCs重点行业，运

行期无大的大气污染产生。 符合 

4.严格执行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产能

置换政策，把高效能和低碳排放纳入项目

节能审查、环境影响评价等里面，明确重点

项目属清洁能源生产项目，

自身建设运行能耗小。建成

后有利于地区碳排放控制。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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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控制工业、交

通、建筑等行业温室气体排放。 
5.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实行农用地分类管

理，严格建设用地准入，动态更新土壤环境

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名单，落实重点监管企

业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建立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实行污染地块再开

发再利用联动监管。 

项目按复合型光伏电站建

设，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

模。工程通过落实分区防渗

措施、对各类固废妥善收集

处置，土壤污染风险可控。 

符合 

6.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严格环境准入管

理。 

通过落实评价提出的分区

防渗措施及固废分类收集

处置措施要求，项目不会造

成重金属污染。 

符合 

7.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建立固体废物

部门联动监管长效机制，提高固体废物规

范化管理水平，遏制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

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处置。 

通过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

固废分类收集处置要求，各

类固废妥善处置，可避免二

次污染。 

符合 

环

境

风

险

防

控 

1.加强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完善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强化落实政府主导、

部门协调、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全社会参

与的环境风险管控机制，定期开展环境风

险隐患排查与整治，提升风险防控和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处理处置能力。 

本次评价已要求项目制定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落

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加强

环境风险管控。 

符合 

2.严格落实以洱海为重点的饮用水水源地

应急防控工作机制，确保饮用水水源安全。 
项目未处于洱海流域，也不

涉及饮用水水源地。 符合 

3.严格尾矿库项目准入，健全完善尾矿库

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杜绝非不可抗力因

素导致的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 
不涉及尾矿库 符合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1.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降低水、土地、化

石能源等资源消耗强度。 

项目属新能源开发利用项

目，水资源消耗少，土地资

源综合利用并符合国家及

地方有关光伏项目土地利

用要求。 

符合 

2.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重点取水单位监控名录，强化重点监控

取水单位管理，严格用水总量、强度指标管

控。全州年用水总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降幅等指标达到省考核要求。 

项目用水量少，采用水车自

周边村镇拉水，不自行取

水。 
符合 

3.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耕地

保护红线。坚持节约用地，严格执行耕地占

补平衡等制度，提高土地投资强度和单位

面积产出水平。 

项目不占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利用一般耕地及园

地等普通农用地，拟采取

“农业+光伏”复合式开发。

通过合理设计、选取适宜的

农作物开展复合农业种植，

可实现板上发电、板下农业

生产两不误，“一地多用”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符合 

4.全州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能耗增量

控制目标达到省考核要求。 项目属清洁能源生产项目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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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管

控

单

元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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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满足产业准入要求，不

占用总量控制指标，在落实

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措施

后，污染物可达标排放。 

符合 

综上分析，项目与《大理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要求相

符合。 

3、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符合性 

2020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项目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符合性分析如下： 

表1-3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符合性 

法律要求 项目情况 相符

性 

第二十二条、长江流域产业结构和布局应当

与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

适应。禁止在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布局

对生态系统有严重影响的产业。禁止重污染

企业和项目向长江中上游转移。 

项目区不属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优

先保护区域；项目选址及建设与云

南省生态功能区划保护发展要求不

矛盾。本项目不属于污染型企业。通

过严格落实环评和水保提出的各项

措施，项目建设不会对区域生态系

统造成严重影响。 

相符 

第二十六条、国家对长江流域河湖岸线实施

特殊管制。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

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 
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三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

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

库；但是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保相符护水平

为目的的改建除外。 

本项目为光伏电站建设项目，不属

于禁止建设的化工、尾矿库等类别。 相符 

第四十条、国务院和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

应当依法在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区、生态状况

脆弱区划定公益林，实施严格管理。国家对长

江流域天然林实施严格保护，科学划定天然

林保护重点区域。 

项目建设不占用公益林、天然林，不

会破坏重要生态区的环境功能。 相符 

综上分析，项目建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相关要求。 

4、《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符合性 

根据2022年1月19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长江经

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的通知”（长江办﹝202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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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指南》的符合性分析如下： 

表1-4  项目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符合性 

《指南》要求 项目情况 相符

性 
1.禁止建设不符合全国和省级港口布局规划以及

港口总体规划的码头项目，禁止建设不符合《长

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的过长江通道项目。 

本项目为太阳能光伏电站建

设，不涉及港口、码头等工程，

无涉水、过江设施。 
符合 

2.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岸线和河

段范围内投资建设旅游和生产经营项目。禁止在

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投资建

设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项目。 

项目选址不涉及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区。 符合 

3.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

围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项目，以及网箱养殖、畜禽养殖、旅游等可

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投资建设项目。禁止在饮用

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新建、改

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投资建设项目。 

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 符合 

4.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

内新建围湖造田、围海造地或围填海等投资建设

项目。禁止在国家湿地公园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

挖沙、采矿，以及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投

资建设项目。 

项目不涉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国家湿地公园。 符合 

5.禁止违法利用、占用长江流域河湖岸线。禁止在

《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岸

线保护区和保留区内投资建设除事关公共安全及

公众利益的防洪护岸、河道治理、供水、生态环

境保护、航道整治、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以外的项

目。禁止在《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划

定的河段及湖泊保护区、保留区内投资建设不利

于水资源及自然生态保护的项目。 

项目周边主要地表水体为金沙

江支流落漏河。本项目无取水、

涉河设施， 项目建设不涉及河

道管理范围。 

符合 

6.禁止未经许可在长江干支流及湖泊新设、改设

或扩大排污口。 
项目运行期废水全部处理后回

用，不设排污口。 符合 

7.禁止在“一江一口两湖七河”和332个水生生物

保护区开展生产性捕捞。 

项目不涉及生产性捕捞活动。

建设运行过程中应加强人员管

理，严禁非法捕捞行为。 
符合 

8.禁止在长江干支流、重要湖泊岸线一公里范围

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禁止在长江

干流岸线三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范

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冶炼渣库和磷石

膏库，以提升安全、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为目的的

改建除外。 

项目为光伏电站建设，不属化

工类项目，不涉及尾矿库、冶

炼渣库、磷石膏库等建设。 
符合 

9.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石化、化工、

焦化、建材、有色、制浆造纸等高污染项目。 
项目为光伏电站建设，不属高

污染类项目。 符合 

10.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石化、现代煤化工

等产业布局规划的项目。 项目为绿色能源开发利用项目  符合 

11. 禁止新建、扩建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令禁止

的落后产能项目。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产

本项目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不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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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置换要求的严重过剩产能行业的项目。禁止新

建、扩建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属于落后产能、过剩产能。项

目为绿色能源开发利用项目，

非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12. 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有更加严格规定的

从其规定。 
项目建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文件要求。 符合 

综上，项目符合《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要求。 

5、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的符合性 

云南省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6日发布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主

体功能区划的通知”（云政发〔2014〕1号），将云南省国土空间划分为重点开发

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3类区域。本项目位于大理州鹤庆县，根据《云南省

主体功能区规划》，属于限制开发区域中的国家农产品主产区（详见附图2）。 

区域功能定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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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栗坪2光伏发电项目选址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及坝区连片优质耕地，不

对当地主要粮食生产造成大的影响。项目涉及利用山地缓坡地带、台地区域的一

般耕地及园地等其他普通农用地，拟采取“农业+光伏”复合式开发。光伏阵列架

设采用单立柱支架，减小地面占用；组件架设在农用地上，除支架桩基外不对地面

进行硬化，不破坏土地耕作层；组件按要求保持一定高度及行、列间距，保障下方

农作物生长的空间和基本光照；阵列架设后，通过科学选取适宜的农作物在板下

及板间进行耕种，开展复合农业生产，可实现“一地多用”，板上发电、板下农业

生产两不误，保持土地的原有功能、保障农产品产出。 

在此基础上，项目依托鹤庆县太阳能资源优势，进行新能源开发利用，建成后

有利于优化地区能源结构、促进经济建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也符合《云南省主

体功能区划》能源空间布局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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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 

因此，项目建设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开发方向及原则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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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的符合性 

根据《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云南省国土空间按生态功能分为5个一级区（生

态区）、19个二级区（生态亚区）和65个三级区（生态功能区）。本项目位于大理

州鹤庆县黄坪镇，属于： 

Ⅲ 高原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生态区 

Ⅲ2 滇中、北中山峡谷暖性针叶林生态亚区 

Ⅲ2-3 白草岭中山山原林业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 

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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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和发展方向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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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5  项目所在区域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分区单元 
所在区

域与面

积 
主要生态特征 

主要

生态

环境

问题 

生态

环境

敏感

性 

主要生

态系统

服务功

能 

保护措施

与发展方

向 
生态

区 
生态 
亚区 

生态

功能

区 

Ⅲ高

原亚

热带

北部

常绿

阔叶

林生

态区 

Ⅲ2 
滇

中、

北中

山峡

谷暖

性针

叶林

生态

亚区 

Ⅲ2-3 
白草

岭中

山山

原林

业与

水源

涵养

生态

功能

区 

永仁、

大姚、

宾川、

鹤庆县

的大部

分地

区，面

积
7171.31 
平方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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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

结构

不合

理、

水土

流失

严重 

土壤

侵蚀

中度

敏感 

金沙江

中段山

原地区

的水源

涵养与

生态农

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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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选址位于金沙江支流落漏河的河谷面山缓坡地带，工程主要利用现状

耕地建设，局部利用部分荒草地及覆盖度较低、生态功能一般的灌木林，避让山区

植被较好区域，不进行大规模林木砍伐和水源林破坏。且本项目采取复合式开发，

光伏阵列架设利用草地及灌木林，将保持一定的组件高度，组件架设过程中尽量

保留原有植被，施工结束后通过场地植被恢复，各类草本及低矮灌丛仍可在板下

及板间继续生长，与项目建设前区域植被类型的变化不大，也不会造成河谷面山

区域自然植被面积的大规模减少和地表裸露。施工期间水土流失及生态影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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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水土保持及植被保护恢复措施，也可得到有效控制。此外项目光伏组件

架设后，还能对大风吹拂以及阳光直射起到一定的遮挡作用，可减少土壤水分蒸

发，促进部分植物生长，起到一定的护持水土作用。 

因此，项目与《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对本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位及生态

保护发展要求不矛盾。 

7、《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0-2030）》符合性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2013年5月9日印发《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划（2012-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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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叠图分析（详见附图3），本项目位于大理州鹤庆县黄坪镇，不属于生物

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项目选址及建设贯彻《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

计划（2012-2030 年）》“统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护优先、科学

利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尽量选取生态环境敏感性较低、生物多样性较为一

般、生态功能较低的场地进行建设，并通过“农/林业+光伏”复合式开发对场地进

行科学利用，减小占地影响；通过严格落实环评和水保提出的各项措施，项目建设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可控的。因此，项目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划（2012-2030 年）》不矛盾。 

8、与国家、云南省能源局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

的意见的符合性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国土

资规(2017)8号）的要求，“各地应当依据国家光伏产业发展规划和本地区实际，

加快编制本地区光伏发电规划，合理布局光伏发电建设项目。光伏发电规划应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可以利用未利用地的，不得占用农用地；可以利

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以任何方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禁在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划明确禁止的区域发展光伏发电项目”。 

“对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开展光伏复合项目建设的，省级能源、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部门，在保障农用地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研究提

出本地区光伏复合项目建设要求（含光伏方阵架设高度）、认定标准，并明确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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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避免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其中对于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布设光

伏方阵的情形，应当从严提出要求，除桩基用地外，严禁硬化地面、破坏耕作层，

严禁抛荒、撂荒”。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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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复合项目指架设在一般耕地或其他农用地

上的光伏方阵用地，满足光伏组件最低沿高于地面2.5m、高于最高水位0.6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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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不改变

原用地性质，除桩基用地外，严禁硬化地面、破坏耕作层，严禁抛荒、撂荒。采用

直埋电缆方式敷设的集电线路用地，实行与项目光伏方阵用地同样的管理方式，

场内道路可按农村道路用地管理。变电站、运行管理中心、集电线路杆塔基础等其

他设施用地按建设用地管理”。 

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为《云南省“十四五”规划新能源项目清单》中的2022年

规划光伏项目之一，符合已批复同意的《云南省大理州太阳能光伏电站规划报告

（2021年~2025年）》。项目用地经鹤庆县自然资源局查询并出具选址意见，不占

永久基本农田。同时根据鹤庆县自然资源局、林草局、水务局、生态环境分局等主

管部门意见，也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划明确禁止的区域，同意项目选址。 

本项目利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园地等农用地，拟采取“农业+光伏”

复合式开发：光伏阵列架设除支架桩基外，地面不做硬化，架设在农用地上的阵列

按最低沿高于地面2.5m、高于最高水位0.6m，桩基间列间距大于4m、行间距大于

6.5m标准设计；阵列架设后，将在光伏场区开展复合农业种植，选取适宜的农作物

在板下及板间进行耕种，恢复土地农业生产。 

因此，项目用地及建设符合《国家能源局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

产业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2017)8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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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9、与使用林地相关规定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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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光伏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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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使用林草地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林规〔2021〕5 号）： 

“光伏复合项目禁止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草原

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世界自然遗产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珍稀濒危和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重要原生境，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基本草原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内

建设。” 

“光伏复合项目的生产区（包括升压站、配电室、控制室、新建进场道路、新

建场内检修道路、集电线路塔基等）、生活区（包括办公、住宿、食堂、活动场所、

仓库等附属设施），禁止使用天然乔木林地；施工期临时设置的弃渣场、取土场、

砂石场、堆料场、拌合站、工棚、临时施工道路等，禁止使用乔木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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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毫米以下区域覆盖度高于30%的灌木林地和年降雨量400毫米以上区域覆盖

度高于50%的灌木林地。” 

“利用森林资源调查确定为宜林地而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确定为未利用地的

土地建设光伏电站的，用地范围应由当地林业、国土部门共同界定，保证按"林光

互补"的用地模式和技术标准实施建设。” 

“电池组件阵列区在设计方面应当尽可能节约集约使用林地，光伏板最低沿

与地面距离不得低于2.5m，电池组件阵列各排、列的布置间距应当符合《光伏电站

设计规范》（GB 50797-2012）或《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GB 50797-20XX）相

关规定；场内检修道路设计应当符合《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GB 50797-2012）

以及《光伏发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795-2012）的相关要求。” 

“光伏复合项目在满足正常运营的同时，须保证电池组件阵列下方不得改变

林草地用途，不得裸露地表、硬化或作其他用途。” 

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不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草原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不涉及世界自然遗产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珍稀

濒危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重要原生境，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基本草原以及生态

保护红线。经现场调查，项目用地现状以耕地及园地为主，局部利用荒草地及灌木

林，灌木覆盖度约在50%以下。根据《鹤庆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华能大栗坪2光伏

发电项目用地范围的情况说明》（附件）：经采用项目场址范围坐标与2020年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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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资源管理“一张图”进行核实比对，根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能源局关

于进一步规范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林规﹝2021﹞5号）

的规定，项目用地范围内不涉及禁止使用的林地。项目已同步开展林地使用可行

性研究调查，进一步对占用林草地情况进行详细复核，应在取得林地使用许可后，

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开展建设。 

本项目采取复合型光伏电站的开发模式，光伏阵列架设除支架桩基外不对地

面进行硬化，架设在林草地上的阵列按组件最低离地2.5m设计，组件下土地不改

变原用途。 

根据建设单位介绍，项目使用林草地将在施工前制定《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

草地植被保护方案》。工程建设过程中应严格开展植被保护，尽量保留原有植被，

项目建设完成后，及时完成扰动区域及临时用地区域的复垦及植被恢复养护。 

综上，项目建设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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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规

范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林规〔2021〕5号)要求。 

10、与《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符合性分析 

根据《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项目环保措施

与技术要求的符合性分析如下： 

表1-6   项目与《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符合性 

类

别 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项目情况 
符

合

性 

选

址

选

线 

输变电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符合生态保

护红线管控要求，避让自然保护区、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确实因自然

条件等因素限制无法避让自然保护区实

验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等环境敏感

区的输电线路,应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

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对线路方案进行唯一

性论证，并采取无害化方式通过。 

项目升压站、35kV集电线路用地不

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也不涉及自然

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

感区。 

符

合 

变电工程在选址时应按终期规模综合考

虑进出线走廊规划，避免进出线进入自然

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

区。 

项目升压站周边无自然保护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分布，进出线可避

让上述环境敏感区。 

符

合 

户外变电工程及规划架空进出线选址选

线时，应关注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

项目升压站及集电线路选址已尽

量避让周边居住、医疗卫生、文化

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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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

采取综合措施，减少电磁和声环境影响。 
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区域，经

预测运行期电磁辐射、噪声对周边

保护目标影响较小。 
同一走廊内的多回输电线路，宜采取同塔

多回架设、并行架设等形式，减少新开辟

走廊，优化线路走廊间距，降低环境影响。 

项目集电线路尽量汇集后以同塔

双回、多回方式输送，减少新开辟

走廊。 

符

合 

原则上避免在0类声环境功能区建设变电

工程。 
项目变电工程不涉及0类声环境功

能区。 
符

合 

变电工程选址时，应综合考虑减少土地占

用、植被砍伐和弃土弃渣等，以减少对生

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升压站总体布局紧凑，场地现状主

要为人工植被，地形较平整，通过

严格落实各项环、水保措施，生态

环境影响较小，可接受。 

符

合 

输电线路宜避让集中林区，以减少林木砍

伐，保护生态环境。 

项目集电线路已避让集中林区，沿

线仅低矮灌木及部分沟谷内有乔

木分布，且高度也不高。集电线路

架设可尽量避免林木砍伐。 

符

合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输电线路，应按照HJ19
的要求开展生态现状调查，避让保护对象

的集中分布区。 
不涉及 符

合 

电

磁

环

境

保

护 

工程设计应对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

场、直流合成电场等电磁环境影响因子进

行验算，采取相应防护措施，确保电磁环

境影响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经类比分析，升压站运行期工频电

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满足《电

测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要求 

符

合 

输电线路设计应因地制宜选择线路型式、

架设高度、杆塔塔型、导线参数、相序布

置等，减少电磁环境影响。 

项目集电线路采取地埋电缆及架

空线路混合方式布置，合理设计，

电磁环境影响较小。 

符

合 

架空输电线路经过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时，

应采取避让或增加导线对地高度等措施，

减少电磁环境影响。 

35kV线路电磁环境影响较小，项目

架空集电线路布设已尽量避让敏

感目标。 

符

合 

新建城市电力线路在市中心地区、高层建

筑群区、市区主干路、人口密集区、繁华

街道等区域应采用地下电缆，减少电磁环

境影响。 

项目区属农村地区，无高层建筑，

人口密度不大。 
符

合 

变电工程的布置设计应考虑进出线对周

围电磁环境的影响。 

项目升压站布局时35kV进线采用

地埋电缆接入，220kV出线方向周

边无保护目标 

符

合 

33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出现

交叉跨越或并行时，应考虑其对电磁环境

敏感目标的综合影响。 
项目不涉及330kV以上输电线路。 符

合 

声

环

境

保

护 

变电工程噪声控制设计应首先从噪声源

强上进行控制，选择低噪声设备；对于声

源上无法根治的噪声，应采用隔声、吸声、

消声、防振、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

排放噪声和周围声环境敏感目标分别满

足GB 12348和GB 3096要求。 

项目升压站选用低噪设备，水泵、

风机等通过减振、隔声措施综合降

噪，预测厂界噪声达标，不会造成

区域声环境功能下降。 

符

合 

户外变电工程总体布置应综合考虑声环

境影响因素，合理规划，利用建筑物、地

形等阻挡噪声传播，减少对声环境敏感目

升压站户外主变设置在站区中部，

通过距离衰减、围墙隔声，预测升

压站噪声厂界达标，对周边敏感目

符

合 



16 

标的影响。  标影响小。 

户外变电工程在设计过程中应进行平面

布置优化，将主变压器、换流变压器、高

压电抗器等主要声源设备布置在站址中

央区域或远离站外声环境敏感目标侧的

区域。 

升压站平面设计已考虑尽量降低

噪声影响，主变压器、换流变压器、

高压电抗器等主要声源设备尽量

在站址中部布置。 

符

合 

变电工程位于1类或周围噪声敏感建筑物

较多的2类声环境功能区时，建设单位应

严格控制主变压器、换流变压器、高压电

抗器等主要噪声源的噪声水平，并在满足

GB 12348的基础上保留适当裕度。 

项目升压站与周边声环境保护目

标间保持一定距离，站内选用低噪

设备，采取减振降噪，预测升压站

噪声厂界达标，对周边敏感目标影

响小。 

符

合 

位于城市规划区1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变电

站应采用全户内布置方式。位于城市规划

区其他声环境功能区的变电工程，可采取

户内、半户内等环境影响较小的布置型

式。 

升压站不涉及1类声环境功能区 符

合 

变电工程应采取降低低频噪声影响的防

治措施，以减少噪声扰民。 
升压站选用低噪设备，水泵、风机

等通过减振、隔声措施综合降噪 
符

合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输变电建设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应按照避

让、减缓、恢复的次序提出生态影响防护

与恢复的措施。  

项目升压站、集电线路选址已避让

生态环境敏感区及自然植被较好、

生物多样性丰富等生态保护重要

区域。主体设计及本次评价已提出

了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恢复措施。 

符

合 

输电线路应因地制宜合理选择塔基基础,
在山丘区应采用全方位长短腿与不等高

基础设计，以减少土石方开挖。输电线路

无法避让集中林区时，应采取控制导线高

度设计，以减少林木砍伐，保护生态环境。 

项目集电线路已避让集中林区，沿

线林木普遍较低，可尽量减少林木

砍伐。位于山丘的集电线路杆塔应

采用全方位长短腿与不等高基础

设计，减少土石方开挖。 

符

合 

输变电建设项目临时占地，应因地制宜进

行土地功能恢复设计。 

项目升压站施工全部在永久占地

范围内进行，集电线路杆塔施工

区、临时迁张场等应尽量控制减小

临时用地面积，施工结束后即时覆

土复垦，恢复土地功能。 

符

合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输电线路，应根据生态

现状调查结果，制定相应的保护方案。塔

基定位应避让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植物和

保护动物的栖息地，根据保护对象的特性

设计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设施等。 

不涉及 符

合 

水

环

境

保

护 

变电工程应采取节水措施，加强水的重复

利用，减少废（污）水排放。雨水和生活

污水应采取分流制。  

升压站雨污分流。污水经处理达标

后，全部回用，不外排，重复利用

率高。 

符

合 

变电工程站内产生的生活污水宜考虑处

理后纳入城市污水管网；不具备纳入城市

污水管网条件的变电工程，应根据站内生

活污水产生情况设置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化粪池、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回用水

池、蒸发池等)，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回收利

用、定期清理或外排，外排时应严格执行

项目升压站污水自建隔油池、化粪

池、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

水质》（GBT18920-2002）绿化用水

标准后，全部回用于场内绿化浇灌

及周边光伏板下农作物浇洒。 

符

合 



17 

相应的国家和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相

关要求。 

根据上述分析，项目在严格落实主体工程设计及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环保措

施的基础上，与《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1113-2020）的相关要

求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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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内容 

地理

位置 

华能鹤庆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位于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黄坪镇。项目场

地分布于黄坪镇大栗坪村西部以及附近燕子岩、雷音寺村一带的山地缓坡及台

地区域，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00°16’02.34”～100°22’33.61”，北纬 26°04’

56.21”～26°07’17.67”之间，场址海拔高程 1476~2172m。场地距鹤庆县城

直线距离约 53km，距宾川县城直线距离约 37km，距洱源县城直线距离约 39km。 

工程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1。 

项目

组成

及规

模 

1、工程任务 

本项目利用鹤庆县黄坪镇的普通农用地及部分光伏可用林草地开发复合

型光伏项目，拟采取“农/林业+光伏”复合式开发。项目在场地上架设光伏阵

列，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其中光伏阵列架设时将严格

按标准预留下方植被生长及开展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空间及条件。项目建成后，

光伏阵列下方原林草地区域保护恢复植被，原农用地区域将开展复合农业耕

种，实现光伏发电、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复合农业种植及相关

配套设施建设（如有）后续单独设计实施，应单独履行环保手续，本次评价仅

对种植管理提出建议。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单位：华能新能源（鹤庆）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黄坪镇大栗坪村、燕子岩、雷音寺村 

建设规模：建设复合型光伏电站，额定容量 499.2MW（交流测

499.2MW，直流侧装机 550.088MWp）。共布 156 个标称容量 3200kW 的组串

式逆变方阵。配套建设一座 220kV 升压站，主变容量 2×250MVA。全站光伏

电能设 20 回 35kV 集电线路汇集输送入升压站，集中升压至 220kV 后，送出

接入电网。项目建成后，25 年总发电量 20706863.1MW•h，25 年年平均发电

量 828274.5MW•h，25 年年平均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 1505.7h，其中首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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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时数 1593.5h。 

工程等级：根据《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GB 50797-2012），项目规模

为“大型”光伏发电系统。光伏阵列支架设计使用年限为 25 年，建构筑物设

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建设工期：2022 年 8 月~2023 年 8 月，总工期 12 个月 

总投资：265738.47 万元 

3、项目组成 

工程主体由光伏阵列、逆变器、箱变、集电线路及一座 220kV 升压站组

成；配套建设场内道路、生产生活辅助设施、供排水等公用工程及施工临时

生产生活设施、弃渣场等。项目组成及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表 2-1  项目工程组成及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组成 主要内容 

主

体

工

程 

光

伏

方

阵 

光伏阵列 

1、项目选用峰值功率为 550Wp 的 PERC 单晶硅光伏组件，布置

156 个标称容量为 3200kW 的光伏方阵。每 28 块组件串联组成一

个组串，其中 140 个方阵配置 230 个组串、16 个方阵配置 220 个

组串。全站共用光伏组件 1000160 块，实际光伏组件安装容量

550.088MWp。 
2、光伏阵列架设以固定式支架为主（安装容量 536.382MWp），
局部采用柔性支架跨越场内现有道路（安装容量 13.7MWp）。 

①固定支架：采用 2×14 单立柱支架，每个支架安装 28 块组件

（1 个组串），共 34829 个支架。支架基础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

桩基直径 300mm。组件安装倾角 25°，最小离地高度 2.5m。 
②柔性支架：每个支架架设一串 28 块组件，跨越场内现有道路

布置。组件最小离地高度 6.0m，保证道路通行。 

逆变器 
1、项目选用额定功率为 320kW 的组串式逆变器，每台逆变器接入

23/22 路组串。每个方阵配置 10 台逆变器，全站共 1560 台。 
2、组串式逆变器不单独做基础，采用托架固定在光伏支架上。 

就地升压

变压器

（箱式） 

1、每个方阵配置 1 台额定容量为 3200kVA 的双绕组欧式箱变（油

浸式），全站共 156 台。箱变额定电压 35±2*2.5%/0.8kV。 
2、箱变布置在检修道路旁。基础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每个基

础占地面积约 20m2；各箱变排油一侧配套设置集油坑。 

集

电

线

路 

35kV 集

电线路 

1、各方阵电能逆变并升压至35kV后，采用35kV集电线路汇集电能

送入升压站。项目每6~9个方阵的箱变高压侧采用首尾串接的方式

并入1回35kV集电线路，全站设20回线路。 
2、集电线路采取地埋电缆和架空线路混合布置。其中地埋电缆总

长约 243km；架空线路总长约 13.5km（单回线路 3.5km，双回线路

10km），共设 78 座杆塔。 
电缆分接

箱 
1、35kV集电线路接线配置电缆分接箱5台及电缆接头井104座。 
2、各电缆分接箱采用砌体结构筏板基础，占地面积约12m2。 

220kV 升压站 
占地面积16918m2。含生产区、储能场地、生活区。 
生产区：位于北部，户外式布置。电压等级：

220kV/35kV/0.4kV。主变规模2×250MVA。主变露天布置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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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35kV配电装置选用铠装移开式开关柜建1栋35kV配电室户内

布置。220kV侧建2个主变进线间隔、1个出线间隔、1个母线PT间
隔并预留1个出线间隔建设场地，配电装置采用GIS户外布置。配

套设置2套SVG动态无功补偿装置（50+50Mvar）、站用变、接地

变及小电阻成套装置等。 
储能场地：位于南部。本期建设容量50MW/100MWh，配置20个
2.5MW/5MWh储能单元。储能单元采用集装箱一体化设计方案，

每个单元由2台磷酸铁锂电池集装箱和1台“逆”“变”一体储能变流

器户外机组成。储能系统采用2回35kV电缆接入生产区35kV侧。 
生活区：位于中部。建1栋生产楼（1层，436.8m2，内含主控室、

继保室、蓄电池室、办公室等），1栋生活楼（2层，973.44m2，含

食堂及宿舍），仓库和水池水泵房等。 

辅

助 
工

程 

道

路 

方阵区检

修道路 

为简易道路。总长42.1km，包括新建38.6km、改造现有道路3.5km。

路基宽度：4.5m，路面宽度：3.5m，最小转弯半径为15m，路面为

30cm石渣路面。设计速度：15km/h。 
升压站进

站道路 
总长约0.1km，连接至现有土路。路基宽度：7.0m，路面宽度：6.0m，

为混凝土路面。 
围栏 沿各光伏场区外侧设置围栏，高度 1.8m，总长 103.96km。 

公

用

工

程 

供水 

1、升压站设一个 300m3生活、消防共用水池，配套建 1 间水泵房。

用水暂采用水车拉水补充。 
2、光伏场区组件清洗依托场内原有农灌蓄水池存蓄的雨水，或以

水车拉水至光伏场区内进行冲洗。 

排水 

1、升压站雨污分流，雨水排入场外雨水沟；生活污水经隔油池、

化粪池预处理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回用标准，全部

回用于绿化及周边光伏场区板下农作物浇灌。 
2、光伏组件清洗废水用于板下农作物及林草植被浇洒。 

供能 项目运行期全部以电能供能。 

消防 
项目重点防火区域配备火灾自动探测报警装置。升压站内设室内、

外消火栓，由生活、消防共用水池供水；并配备磷酸铵盐干粉灭火

器、消防砂箱等设施。 

环

保

工

程 

植被保护恢复 
架设在林草地上的光伏阵列，施工时尽量保留原有植被，施工结束

后对场区植被进行恢复养护。弃渣场、施工临时营场地等临时用地

在施工结束后进行复垦和植被恢复。 
绿化 升压站生活区进行站内绿化，面积 300m2。 

废气 升压站生活楼厨房内设置 1 套油烟抽排及净化器，净化效率不低

于 60%，厨房油烟经净化处理后引至屋顶专用排气口排放。 

废

水 

隔油池 厨房排水口设置 1 个成品隔油池，有效容积 1m3。 

化粪池 生活楼旁地埋式设置 1 个玻璃钢成品化粪池，有效容积 6m3。 
污水处理

系统 
升压站内地埋式设置 1 套“接触氧化”工艺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

处理能力 1m3/h。 

回用水池 站内设置 1 个中水回用水池，容积应不小于 8m3，雨天污水处理系

统出水经回用水池收集暂存后，待非雨天回用。 

固

废 

垃圾桶 若干，分类收集员工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 
危废暂存

间 
规范化设置一间危废暂存间，面积约 20m2。分区暂存废矿物油、

废铅蓄电池等危废，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置。 

风

险 事故油池 
升压站生产区地埋式设置 1 个事故油池，有效容积 101.25m3，由

排油管道与 2 台主变下方的集油坑连接。事故油池为钢筋混凝土

结构， 采用抗渗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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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场区各箱变基础配套设事故集油坑，有效容积 2m3。 

临

时

工

程 

临时施工营场

地 

施工共布 2 处临时施工营场地，分别位于 9#光伏阵列、91#光伏阵

列附近的方阵空地内。占地面积总计 0.66hm2。 
施工营场地内集中布置材料堆场、材料加工区、临时生活区；临时

生活区主要以工棚和活动板房形式布置。 

弃渣场 项目共设 8 个渣场，均为沟道型渣场。总占地面积 3.74hm2，总容

量 20.43 万 m3，共堆存工程弃渣 13.19 万 m3。 

临时表土堆场 

工预计剥离表土 16.86 万 m3。其中集电线路塔基施工剥离的表土

堆放在塔基一角，电缆沟剥离的表土堆放在电缆沟一侧；道路剥离

的表土分段堆放在沿线回车及错车平台；升压站剥离表土堆放在

升压站绿化区内；各施工营场地剥离的表土堆放在施工营场地一

角；弃渣场剥离的表土堆放在渣场上游。临时表土堆放占地面积

9.78hm2，均在工程占地范围内，不重复计算临时占地。 
临时截排水沟

及沉砂池 
施工期沿施工营场地、弃渣场周边设置临时截排水沟，检修道路主

体设计在道路一侧设置排水沟，排水沟末端设置临时沉砂池。 

3.1 光伏发电系统 

项目额定容量（交流侧）499.2MW。选用峰值功率为 550Wp 的 PERC 单

晶硅光伏组件，布置 156 个标称容量为 3200kW 的组串式逆变方阵。每 28 块

组件串联组成一个组串，其中 140 个方阵配置 230 个组串、16 个方阵配置 220

个组串；每个方阵配置 10 台额定功率为 320kW 的组串式逆变器和 1 台容量为

3200kVA 的双绕组升压箱变。各方阵光伏组件产生的电能经逆变器逆变后，

经场内箱变就地升压至 35kV。 

全站共用太阳能电池组件 1000160 块、逆变器 1560 台、箱变 156 台。直

流侧光伏组件安装容量 550.088MWp。 

（1）组件 

项目选用 PERC 高效单晶硅光伏组件，主要参数如下： 

表 2-2  太阳能电池组件主要性能参数表 

序号 名  称 单位 性能参数 

1.1 最大功率 Wp Wp 550 

1.2 开路电压 Voc V 49.8 

1.3 工作电压Vmp V 41.95 

1.4 短路电流 Isc A 13.99 

1.5 工作电流 Imp A 13.12 

1.6 工作温度范围 ℃ -40~+85 

1.7 组件效率 % 21.5 

1.8 组件尺寸 mm 2256×1133×35 

1.9 重量 kg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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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架 

项目光伏阵列架设以固定式支架为主，局部采用柔性支架跨越场内道路。 

① 固定支架 

每个支架架设 2×14 块光伏组件（1 个组串），组件竖向排布，安装倾角

25°。支架采用单立柱钢结构支架，每个支架为单排 4 个立柱，支架基础采用

钻孔灌注桩基础，桩基直径 300mm，入土深度 2500mm。 

 
组件 2×14 竖向排布示意图 

 
单立柱固定支架侧立面图 

本项目架设在一般耕地及其它农用地上的光伏阵列，按组件最低沿高于

地面 2.5m、高于最高水位 0.6m，桩基间列间距大于 4m、行间距大于 6.5m 标

准架设。架设在林草地上的阵列，按组件最低沿高于地面 2.5m，排、列布置

间距符合《光伏电站设计规范》（GB 50797-2012）的标准执行。 

② 柔性支架 

项目东部为在建“华能澜沧江大栗坪光伏发电项目”，其进场道路自本项

目规划光伏场区内通过。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本工程拟在该部分道路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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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预应力悬索柔性支架架设光伏组件。支架立柱布置于道路两侧，组件架

设高度保持最低点离地不小于 6.0m，道路自组件下方穿过，不影响通行。 

 
柔性支架组件排布示意图 

 
柔性支架立面侧视图 

（3）组串式逆变器 

项目光伏阵列电能采取组串式逆变，选用 320kW 型组串式逆变器，每台

逆变器接入 23/22 路组串。逆变器主要技术参数如下表 2-3。组串式逆变器不

单独做基础，采用托架固定在光伏支架上。 

表 2-3  逆变器主要性能参数表 

序号 名 称 单 位 性能参数 

2.1 输出额定功率 kW 320 

2.2 最大输出功率 kW 352 

2.3 最高转换效率 % 99.02 

2.4 欧洲效率（加权平均效率） % 98.52 

2.5 输入电压范围 V 1500 

2.6 最大功率跟踪（MPPT）范围 V 5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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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最大直流输入电流 A 420 

2.8 额定输出电压 V 800 

2.9 输出频率要求 Hz 50±4.5Hz 

2.10 功率因数  >0.99 

2.11 最大交流输出电流 A 254 

2.12 总电流波形畸变率  <3% 

2.13 外形尺寸 mm 1136×870×361 

2.14 重量 kg 116 

2.15 防护等级  IP66 

2.16 散热方式  风冷 

（4）就地升压变压器 

光伏方阵内选用额定容量为 3200kVA 的低压侧双绕组欧式箱变 156 台。

箱变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表 2-4  35kV 箱变主要性能参数表 

型号 S11-3200 

额定容量 3200kVA 

额定电压 35±2*2.5%/0.8kV （电压与逆变器匹配） 

相数 3相 

频率 50Hz 

调压方式 高压侧设无励磁分接开关 

线圈联接组别 D,y11 

冷却方式 ONAN 

阻抗电压 Ud=7% 

额定频率 50Hz 

变压器高压侧工频耐压 85kV 

变压器高压侧冲击峰值耐压 200kV 

变压器低压侧工频耐压 2.5kV 

防护等级 低压室 IP54，高压室 IP54，高压室门打开后 IP3X； 

箱变布置在各个子方阵中间，处于检修道路旁。箱变基础为钢筋混凝土

框架结构，基础顶板上预埋钢槽，与变压器支座焊接固定。箱变基础底部深 

1.0m，顶面高于地坪 0.8～1.0m，每个箱变基础约 20m2。箱变排油一侧配套

设置 1 个容积 2m3的集油坑。 

（5）方阵接线 

方阵每 28 块电池组件之间采用组件自带电缆串联成 1 个组串。每串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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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型号为 PV1-F-1.8kV-1×4mm2的光伏电缆接入逆变器。 

每台逆变器出线采用 1 根型号为 ZC-YJLV22-1.8/3kV-3×240mm 2的电力

电缆接入对应方阵的箱变低压侧。 

每台箱变高压侧出线采用 1 根型号为 ZC-YJLV22-26/35kV-3×70mm 2的

电力电缆接入集电线路。  

接线布设方式：组串直流输出电缆通道东西方向沿太阳能组件的安装支

架进入组串式逆变器，南北方向电缆采用沿电缆穿保护管进入纵向设置的直

埋壕沟或槽盒敷设至组串式逆变器。组串式逆变器出线交流电缆沿着纵向设

置的电缆壕沟或槽盒敷设至方阵对应的箱变。箱变高压侧电缆、分接箱进出

线电缆及场内集电线路电缆沿场内道路边布置的电缆壕沟敷设。 

3.2 集电线路 

各方阵电能逆变并升压至 35kV 后，通过 35kV 集电线路汇集输送入升压

站。本项目 156 个方阵，每 6~9 个方阵的箱变高压侧采用首尾串接的方式并

入一回集电线路，分支线路采用 1 个 35kV 电缆分接箱 T 接至集电线路。全站

共设 35kV 集电线路 20 回，用电缆分接箱 5 台，设电缆接头井 104 座。 

集电线路布设采用地埋电缆和架空集电线路混合方式：在光伏场区内及

地形较为连贯的区域，集电线路沿检修道路及现有乡道、村道、土路边挖设

电缆壕沟地埋式敷设。在跨越沟谷、山脊等区域，转为架空线路方式进行连

接。集电线路至升压站附近后均转为地埋电缆方式引入升压站。 

项目直埋电缆总长约 243km，电缆壕沟开挖断面有 0.8×0.8m 和 1×1m

两种尺寸。架空线路总长约 13.5km（其中单回线路 3.5km，双回线路

10km），共设 78 座杆塔，总占地面积 5120m2。 

3.3 升压站 

项目配套建设 1 座 220kV 升压站，占地面积 16918m2。站区大门向西，

站内划分为北部生产区、南部储能区及中部生活区。 

（1）生产区 

按户外式变电站布置。共设三个电压等级：220kV 并网电压、35kV 集电

线路电压、0.4kV 站用电电压。 

本期 35kV 集电线路进线 20 回，自升压站西南侧经电缆沟引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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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kV 出线 1 回，向西北侧架空送出。 

站内设 2 台 250MVA 三相双绕组有载调压主变，均户外布置。主变性能

参数如下： 

表 2-5  主变性能参数表 

型号 SFZ11-250000/220 

冷却方式 ONAN 

额定频率 50Hz 

额定容量 250MVA 

额定电压比 230±8×1.25%/35 

调压方式 高压侧有载调压 

阻抗电压 14% 

连接组别 YN，d11 

220kV中性点接地方式 经隔离开关接地或经放电间隙接地 

220kV 侧采用单母线接线，本期新建 2 个主变进线间隔，1 个出线间隔，

1 个母线 PT 间隔，并预留 1 个出线间隔建设场地。220kV 配电设备采用六氟

化硫全封闭组合电器（GIS）布置于户外。 

35kV 侧采用扩大单元接线，#1 主变建成 2 段 35kV 母线（I 段、II 段母

线），#2 主变建成 2 段 35kV 母线（III 段、IV 段母线）。共包含 4 个主变进

线间隔、20 回集电线路间隔、2 个无功补偿间隔、2 个接地变间隔、2 个母线

PT 间隔、2 个储能出线间隔和 2 个站用变间隔，预留 2 个备用间隔位置。

35kV 配电装置选用高原型铠装移开式开关柜，布置于 35kV 配电室内。 

1#、2#主变 35kV 侧各配置 1 套容量为 50Mvar 的 SVG 无功补偿装置。 

升压站装设 2 台容量为 500kVA 的 35kV 站用变压器，并保留施工期

10kV 施工变作为站用备用变。同时设置 2 套接地变及小电阻成套装置。 

（2）储能区 

项目规划终期储能系统容量为 100MW/200MWh，本期建设储能系统容量

50MW/100MWh，分为 20 个 2.5MW/5MWh 储能单元。储能系统采用集装箱

一体化设计方案，每个储能单元由 1 台 2.5MW“逆”“变 ”一体储能变流器

户外机和 2 台 2.5MWh 磷酸铁锂电池集装箱组成。储能系统以 2 回 35kV 电缆

接入生产区 35kV I 段 与Ⅳ段母线。 

后期储能系统按计划进行扩建，另行征地。本次项目升压站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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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18m2仅包括本期储能系统范围。 

（3）生活区 

布置生产楼、生活楼、仓库及水池水泵房等。 

生产楼：地上一层建筑，建筑面积 436.80m2。布置继保室、蓄电池室、

主控室、通信室、办公室等。 

生活楼：地上二层建筑，建筑面积 973.44m2。布置宿舍、食堂等。 

仓库、水池水泵房：仓库和水泵房为地上一层建筑，总建筑面积 192m2。

仓库内含油品库。水池采用地下池体设置于水泵房下，容积 300m3，生活、消

防共用。 

进站道路：升压站西侧修建进站道路连接至现有村道，长度约 0.1km，路

面宽度 6.0m，路基宽度 7.0m，混凝土路面。 

3.4 公辅工程 

（1）给水 

升压站内设一座 300m3水池，生活、消防共用。配套建设水泵房。现阶

段水源暂采用水车拉水至升压站内进行补充。 

光伏组件清洗及农作物灌溉现阶段设计依托场区内原有农灌蓄水池蓄积

的雨水，或采取水车拉水至项目区进行清洗。 

（2）排水 

升压站实行雨污分流排水体制，雨水排入场外雨水沟；生活污水经隔油

池、化粪池预处理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达回用标准，全部回用

于绿化及周边光伏板下农作物浇灌。 

光伏组件清洗废水用于板下作物浇洒。 

（3）排油 

升压站主变排油系统包括主变下集油坑、排油检查井、排油管道、事故

油池。项目 2 台主变下各设 1 个集油坑，升压站内集中设置 1 个有效容积

101.25m3的地埋式事故油池，经排油管道与 2 个主变下集油坑连接。事故油

池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采用抗渗混凝土建设，可满足事故状态下最大一台主

变 100%泄露油量。事故油池内做油水分离措施。 

光伏场区内各箱变在排油一侧设置集油坑，容积 2m3，可满足各箱变事故



28 

状态下 100%泄露油量。 

（4）供能 

项目运营期全部以电能供能，采暖采用分体式空调，不设锅炉；厨房采

取电炊方式。 

（5）消防 

升压站在各重要建筑、电气设备等主要防火场所设置火灾自动探测器，

并在中控室设置 1 台壁挂式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进行集中报警控制。

站内消防采取水消防、化学灭火器及干砂辅助灭火相结合的方式。 

4、上网电量 

电站 25 年总发电量 20706863.1MW•h，25 年年平均发电量 828274.5MW•

h，25 年年平均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 1505.7 小时，其中首年利用小时数为

1593.5 小时。 

5、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表 2-6  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项目概况 

1 装机容量  MW  499.2 交流侧 

2 总用地面积  km2  632.91 约合9493.67亩  

3 升压站用地面积  m2  16918.00 不含后期规划扩

建储能场地 
4 工程代表年太阳总辐射量 MJ/m2  6392.4  

5 工程代表年日照小时数 h  2300.2   

6 系统综合效率  %  83.50 考虑双面组件背

板增益  
7 25年年平均上网电量  MW·h  82827.45   

8 25年年平均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  h  1505.57   

二、主要设备 

1、光伏组件 

1.1 光伏组件类型  单晶硅      

1.2 峰值功率  Wp  550   

1.3 外形尺寸  mm  2256×1133×35    

1.4 数量  块  1000160   

1.5 跟踪方式    固定    

1.6 安装角度  （°）  25 最佳倾角为主  

2、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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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输出额定功率  kW 320   

2.2 外形尺寸 mm 1136×870×361   

2.3 数量 台 1560   

3、就地升压变压器 

3.1 台数 台 156   

3.2 容量 kVA 3200   

3.3 额定电压比 kV 35±2*2.5%/0.8   

4、主变压器 

4.1 台数 台 2   

4.2 容量 MVA 250   

4.3 额定电压比 kV 230±8×1.25%/35   

5、出线回路数、电压等级 

5.1 出线回路数 回 1   

5.2 电压等级 kV 220   

三、土建施工  

1 光伏组件支架钢材量  t  20055.98   

2 支架基础混凝土  m3  40129.25   

3 支架基础钢筋  t  5418.82   

5 房屋建筑面积  m2  2062.81 升压站 

6 施工总工期  月  12   

四、经济指标  

1 静态总投资  万元 284971.60   

2 工程总投资  万元 288937.41   

3 单位千瓦静态投资  元/kW  4708.10   

4 单位千瓦投资  元/kW  4773.62   

6、运行调度 

（1）工作制度及劳动定员 

电站定员 16 人，在升压站内食宿办公。工作采取 8h/班，每日三班轮流值

守，全年工作 365d。 

（2）组件维护清洗 

光伏组件表面通常都采用了自洁涂层，雨天时经雨水冲洗，组件表面的清

洁度一般是有保证的。但考虑到若长时间不下雨，板面上的积尘可能影响到光

伏组件的出力，故电站运行过程中需定期和不定期对太阳电池组件进行清洗。 

定期清洗一般每季度进行一次；不定期清洗在大风、沙尘、雨雪等恶劣天

气后，或候鸟迁徙季节视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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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件清洗利用场区内现有农灌蓄水池存蓄的雨水、或采用移动水车自

升压站水池或自周边村落取水后，运至场区冲洗。组件清洗分区域进行。 

总平

面及

现场

布置 

1、项目总体布置 

（1）光伏阵列布置 

工程共布 156个光伏发电方阵，主要沿黄坪镇大栗坪村西部的山体台地连片

展布，并在附近燕子岩、雷音寺村周边分散选取少量山脊和缓坡地带布设。场区

总面积 629.41hm2，场地南北向跨度约 4.6km，东西向跨度约 8.0km。 

光伏组件以 28块（1 个组串）为一组架设在一个支架上，采用 2×14排列，

尺寸约为 16.122m×4.532m，支架倾角 25°。支架基础采用独立桩基。本项目

光伏场区主要选取南向和东、西偏南向的缓坡，组件支架依现有地形架设，场地

不做大规模平整，仅对局部不满足基础要求的区域进行削坡处理。 

逆变器采用托架固定在组件支架上，不额外占地。 

箱变尽量布置在场区中部地形较平缓处，结合检修道路布设。 

（2）检修道路 

区域现状有 S229宾邓线公路自场址南侧经过。自宾邓线有乡道、县道、农

村土路等可连通至项目场区；此外本项目东部在建“华能澜沧江大栗坪光伏项

目”进场道路自本项目南部经过，贯穿项目部分光伏场区。因此，本工程对外

交通及场内交通充分利用现有道路，根据其条件，对现有局部路段进行扩宽改

造，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引接新建简易道路，贯穿各方阵，满足施工运输及后期

光伏方阵检修需要。 

新建道路总长 38.6km，改造现有道路总长 3.5km。检修道路为开挖压实后

的简易石渣路面，路面宽度 3.5m，路基宽度 4.5m，道路转弯半径不小于 15m。 

（3）集电线路布置 

项目共设 20 回 35kV 集电线路，汇集各方阵电能送入拟建 220kV 升压站。

集电线路主要沿项目检修道路及区域现有道路边挖设电缆壕沟地埋式敷设。在

地形起伏较大或跨越沟谷、山脊等区域，通过架空线路进行连接。在升压站外，

各路集电线路均转为地埋电缆方式引入升压站 35kV 配电装置。 

（4）220kV 升压站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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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站位于项目光伏场区东侧。为北-南向不规则地块，南北长约 237m、东

西宽约 85m，占地面积 16910m2。站区大门向西，站内北部为生产区，南部为

储能区，中部为生活区。其中： 

生产区经钢丝围栏与生活区隔开。本次 35kV 集电线路自西南方经电缆沟

引入，初步规划 220kV 出线 1 回向西北方向架空送出。2 台主变露天布置于中

部；220kV 配电装置采用户外 GIS 布置于西北侧；35kV 配电装置采用铠装移开

式开关柜单列户内布置于东南侧 35kV 配电室；SVG 成套装置、站用变、接地

变及小电阻成套装置布置于生产区东北端。事故油池地埋式设置于两台主变北

侧位置，经地下排油管道与两台主变下集油坑连接。 

办公生活区位于升压站中部。其内生产楼靠北布置，与生产区衔接。生活楼

布置于中部。南侧建仓库及水池水泵房。 

储能场地位于升压站南部。本期共布置 20 个储能单元，为一体化集装箱形

式，依次排布。 

升压站西侧修建约 100m 进站道路，与现有村道连接；进站道路路面宽度

6.0m，采用 30cm混凝土路面。升压站四周设砖砌围墙。 

升压站平面布置详见附图 4。 

2、施工布置 

（1）施工营场地 

根据项目区现场条件及施工组织安排，工程共布设 2处临时施工营场地。其

中 1#施工营场地布置在 9#光伏方阵箱变附近的方阵空地内，占地面积 0.30hm2，

主要服务于西部燕子岩、雷音寺村一带光伏阵列的施工。2#施工营场地布置在 91#

光伏方阵箱变附近的方阵空地内，占地面积 0.36hm2，主要服务于大栗坪村一带

光伏方阵及升压站的建设。 

各临时施工营场地内设施工生产区和施工生活区。施工生产区主要布置材料

堆放仓库、材料加工区；施工生活区采用工棚和活动板房形式布置。 

项目架空集电线路较短，施工不再单独布设施工营场地。塔基施工作业一般

控制在塔基永久占地范围外延 10m以内，尽量减少扰动。导线架设时临时迁张场

尽量选择在项目用地范围内，或选取周边平坦开阔的空地，临时放置设备停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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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占用时间短，不做场地平整及地表植被清理。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完成塔基周

边、迁张场等作业区域的覆土复垦，恢复土地原有功能。 

（2）取料场 

工程所需砂石料自当地合法料场采购，不设取料场。施工期表土挖填平衡，

其它土方挖方量大于填方量，场内调运回填，不需取土。 

（3）弃渣场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工程施工共产生弃渣 13.19万 m3，规划就地设置 8

个弃渣场。8 个弃渣场均为沟道型弃渣场，总占地面积 3.74hm2，堆高 14-18m，

总容量 20.43万 m3，可满足本工程全部弃渣堆存需要。具体情况如下： 

表 2-7  弃渣场特性一览表 

编 
号 

位置 占地 
面积 堆高 容量 堆渣量 松方 汇水面积 渣

场

等

级 

渣场 
类型 E N hm2 m 万 m3 万 m3 万 m3 km2 

1# 100°20′3.226″ 26°6′50.575″ 0.48 18 3.17 2.06 2.74 0.0240 V 沟道 

2# 100°20′15.064″ 26°6′54.988″ 0.37 18 2.27 1.48 1.97 0.0109 V 沟道 

3# 100°20′28.95″ 26°6′52.671″ 0.69 18 3.83 2.49 3.31 0.1200 V 沟道 

4# 100°20′25.67″ 26°6′30.43″ 0.76 18 3.38 2.20 2.93 0.1100 V 沟道 

5# 100°20′16.15″ 26°6′21.45″ 0.61 14 2.92 1.90 2.53 0.1570 V 沟道 

6# 100°20′8.30″ 26°5′56.72″ 0.29 18 1.84 1.18 1.57 0.0125 V 沟道 

7# 100°19′57.983″ 26°6′4.41″ 0.2 18 1.08 0.62 0.82 0.0128 V 沟道 

8# 100°20′17.45″ 26°5′51.17″ 0.34 18 1.94 1.26 1.68 0.0190 V 沟道 

   3.74  20.43 13.19 17.55    

（4）临时表土堆场 

工程施工过程中，土石方作业时应对表土进行单独剥离和收集，施工结束后

用于场地覆土复垦。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预计剥离表土 16.86 万 m3

（自然方，合松方 21.92万 m3），分别来自集电线路施工、场内道路施工、弃渣

场表土剥离、施工临时营场地建设和升压站建设。 

其中，架空集电线路塔基施工时剥离的表土堆放在塔基一角，短暂堆存后即

回填。直埋电缆集电线路施工时电缆沟剥离的表土堆放在电缆沟一侧，电缆敷设

结束即挖即填。土石方开挖时表土和回填土应分别堆放，回填时先回填垫层土方

再回覆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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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道路剥离的表土在道路沿线选择宽阔平缓的路段分段设置表土堆存区，

可利用道路回车及错车区域。在道路路基形成后，表土即可回用于边坡覆土和植

被恢复。 

升压站剥离待回填的表土堆放在升压站绿化区内，施工生产生活区剥离的表

土堆放在施工生产生活区一角，弃渣场区剥离的表土堆放在渣场上游。 

项目临时表土堆放占地面积约 9.78hm2，均在工程占地范围内，不重复计算

临时占地。 

（5）临时施工便道 

项目施工场外交通依托现有公路、县道、乡道。自最近的乡、县道至项目场

区现状有土路可通达，工程主体设计已考虑对场区现有土路进行适当拓宽改造

（约 3.5km），并引接新建 38.6km 简易道路，贯穿各方阵，满足施工运输要求，

施工结束后即作为运行期检修道路使用。升压站规划设计进站道路连通至现有村

道，满足施工运输要求。 

（6）临时截排水沟 

施工期沿施工场地四周、临时表土堆场四周、弃渣场四周设置临时截排水沟，

在排水沟末端设置临时沉砂池。 

3、项目占地 

项目总用地面积 632.9115hm2，分为永久占地和临时用地。其中，永久占地

包括：箱变及分支箱基础、集电线路杆塔塔基、升压站及进站道路用地，面积

2.6259hm2。临时用地包括：光伏阵列用地、场内检修道路、直埋电缆集电线路、

施工临时营场地及弃渣场等，面积 630.2856hm2。用地情况如下。 

表 2-8  项目主要占地指标表 

序号 项目 数量（hm2） 备注 

1 永久用地 2.6259 39.388 亩 

1.1 箱变及分支箱基础 0.3221  

1.2 集电线路杆塔 0.5120  

1.3 升压站 1.6918  

1.4 进站道路 0.1000  

2 临时占地 630.2856 9454.279 亩 

2.1 太阳能光伏方阵占地 441.2276  

2.2 检修道路 41.9300 - 

2.3 弃渣场 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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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施工临时营场地 0.6600  

2.6 未利用地 142.7279 光伏场区内非布板空地 

合计 632.9115  

4、拆迁与移民安置 

本工程不涉及移民搬迁安置。项目建设时对于光伏场区内的现有农灌蓄水

池及农田看户棚等设施，在不影响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尽量保留用于后期复合农

业生产，对于影响主体工程布置的通过经济补偿方式拆除。 

施工

方案 

1、施工条件 

（1）施工交通 

项目位于鹤庆县南部，场址南面有 S229宾邓线公路经过，向东南可至宾川

县城；向西衔接大丽高速、G214 西澜线、G348 武大线等干线，可通往大理市

区、鹤庆县城及洱源县城。对外交通较为便利。 

自 S229 至项目场区现有乡道、县道及土路可以通达，本项目主体设计规

划自现有村道引接，修建场内检修道路，贯穿各光伏阵列，施工时作为场内运

输道路，施工结束后作为光伏阵列检修道路使用。 

（2）施工用电供应 

施工用电自场址附近的 10kV 农网引接，在拟建升压站处设置 1 台

10kV/0.4kV 施工变压器，施工结束后保留作为升压站备用站用变；同时施工期

配备 5 台移动式柴油发电机，作为距离较远的光伏场区施工电源。 

（3）施工用水供应 

施工期用水拟采用水罐车从附近村落取水，运至施工场区使用。 

2、主要材料及来源 

工程所需的主要施工材料有砌石料、砂石骨料、混凝土、钢材、油料等，

拟采用以下方式供应： 

砌石料、砂石骨料：从附近合法料场采购，项目不做石料开采和加工。 

混凝土：从黄坪镇、鹤庆县及附近地区采购商业混凝土，以罐车运至场区

进行浇筑，施工现场不设混凝土拌和站。 

钢筋钢材、水泥、黄沙、油料等建筑材料：从黄坪镇、鹤庆县及附近地区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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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工艺 

项目施工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光伏阵列施工、电缆敷设，升压站土建施

工与设备安装等。 

（1）道路施工 

首先由人工配合机械设备清除路基面上表土、杂物。 

其后进行路基土石方挖填。施工时先进行下挡墙、护脚墙砌筑，为路基填

土、填石渣做准备；挖方地段要按设计要求，提前施工作好坡顶截水沟，以防

止雨水损坏边坡。土石方开挖采用挖掘机和推土机机械作业为主，人工配合修

整边坡。路基填筑采取挖掘机或装载机装土，自卸汽车运土，推土机摊铺，人

工配合平地机整平，振动压路机碾压密实。 

工程路面结构为石渣路面。路基压实后进行路面铺设。 

（2）光伏阵列施工 

光伏阵列施工顺序为：放线定位→支架基础及箱变基础施工→支架安装

→组件、逆变器、箱变等设备安装→验收。 

项目支架基础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施工时首先根据施工现场坐标控制

点建立测量控制网，对桩位准确定位放线；其后采用钻孔机械进行钻孔，应

保证桩孔竖直；钻孔验收合格后通过计算拟定桩长和桩基础埋深，制作钢筋

箱笼，把控钢筋笼放入钻孔中心位置；最后进行混凝土浇筑，并进行顶部预

埋件安装。 

光伏阵列支架为钢结构，采用工厂化生产，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安装，现

场仅进行少量钢构件的切割、修整加工及支架焊接连接。支架安装总体顺序

为安装立柱→安装横梁→安装檩条等。支架基础施工完成后，通过桩基础预

埋钢管与支架立柱钢管进行套接，使得钢支架立柱与桩基础连接；支架杆件

间的连接采用 C 型钢套接；最后在支架的横梁上，按照电池组件的安装宽度

布置檩条，用于连接电池组件，承受电池组件的重量。 

支架安装完毕后，进行电池组件安装。并将逆变器通过螺栓固定在光伏

支架上。 

箱变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箱形基础，施工时进行基础土石方开挖，开挖

完毕后立即进行钢筋混凝土浇筑。箱变基础顶板上预埋钢板，箱式变压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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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配套电气设备通过汽车运抵阵列区附近，采用吊车吊装并与预埋钢板焊

接固定。 

（3）方阵接线及集电线路敷设 

项目方阵接线为直埋电缆，集电线路采取缆架结合方式。 

1）直埋电缆敷设 

直埋电缆敷设时先开挖电缆沟，采用直接在原地面进行开挖。因山区光

伏地形复杂，主要以人工为主，小型机械辅助施工。电缆壕沟开挖断面根据

电缆不同，分别为 400×800mm、600×800mm、800×800mm、1000×

1000mm。壕沟开挖后，下部铺 10cm 细砂，电缆敷设完毕后，上部再覆盖一

层级配砂，上部实心砖压顶进行保护，最后回填碎石土。如下图所示： 

 
电缆壕沟示意 

2）架空线路 

架空线路施工主要包括基础开挖与浇筑、杆塔组立、架线。 

① 基础开挖与浇筑 

基础开挖采用机械开挖与人工开挖相辅助的方式，从上至下分层进行。

开挖渣料首先用于原地回填，多余渣料部分用于升压站平整场地，剩余部分

做弃渣处理，采用自卸汽车运至渣场。 

支模后进行混凝土浇筑，分层振捣密实，浇筑完成后拆模回填，完成接

地工程。 

②杆塔组立 

铁塔组立采用小抱杆，散装方式，采用独脚、倒落式单抱杆或人字抱杆

方法起吊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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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架线 

集电线路架线由放线、紧线、附件安装组成。导、地线展放采用牵引绳

牵引放紧，采用机动绞磨紧线施工工艺。耐张塔采用高空划印、地面制作线

夹的施工工艺，直线塔采用特制双勾或链条葫芦提线器安装附件。导线的接

续采用钳压，底线采用液压的施工工艺。 

（4）升压站施工工艺流程 

升压站施工主要包括场地清理准备、建构筑物基础开挖、建筑物施工、

电气设备安装调试等。内建构筑物除预制舱外，其余基本为框架结构， 

场地清理准备：采用推土机配合人工，清理去除表面植物残根及杂物，

剥离表土。然后将场地碾平，达到设计要求。 

基础开挖、浇筑：采用小型挖掘机配人工，进行建构筑物桩基、地下电

缆沟等的开挖。人工清槽后、经验槽合格，进行基础混凝土浇筑和地下电缆

沟墙的砌筑、封盖及土方回填。 

建筑物建设：施工流程主要为结构柱、梁、板施工→填充砌体施工→电

气管线敷设及电气设备入室安装→给排水系统→室内外装修. 

电气设备安装：变压器安装工程、电缆敷设、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系

统的并网运行调试等。 

4、施工周期及施工人数 

（1）施工周期 

工程施工计划流程为：施工准备→进场及场内道路施工→基础灌注及支

架安装（同步开展升压站土建工程）→光伏组件、变配电装置安装及场内电

缆敷设（同步开展升压站设备安装）→光伏组件并网→收尾工作及竣工验

收。 

工程施工总工期 12 个月，计划于 2022 年 8 月开工，于 2023 年 8 月下旬

完工投入试运行。 

（2）施工人数 

工程施工过程中平均施工人数约 400 人左右，高峰期总人数达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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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体功能区规划 

项目位于大理州鹤庆县，根据《云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属于限制开发区域

中的国家农产品主产区（详见附图2）。 

区域功能定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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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态功能区规划 

根据《云南省生态功能区划》，项目位于大理州鹤庆县黄坪镇，属于Ⅲ2-3 白

草岭中山山原林业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详见附图 2）。 

表3-1  项目所在区域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分区单元 
所在区

域与面

积 
主要生态特征 

主要

生态

环境

问题 

生态

环境

敏感

性 

主要生

态系统

服务功

能 

保护措施

与发展方

向 
生态

区 
生态 
亚区 

生态

功能

区 

Ⅲ高

原亚

热带

北部

常绿

阔叶

林生

态区 

Ⅲ2 
滇

中、

北中

山峡

谷暖

性针

叶林

生态

亚区 

Ⅲ2-3 
白草岭

中山山

原林业

与水源

涵养生

态功能

区 

永仁、

大姚、

宾川、

鹤庆县

的大部

分地

区，面

积
7171.31 
平方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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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

结构

不合

理、

水土

流失

严重 

土壤

侵蚀

中度

敏感 

金沙江

中段山

原地区

的水源

涵养与

生态农

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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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3.1 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总用地面积 632.9115hm2，按占地性质分，包括永久占地 2.6259hm2、临时

用地 630.2856hm2。经现场调查，主要占地类型为坡耕地，其次为灌木林和荒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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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少量占用园地及交通运输用地。 

表3-2  项目占地类型一览表 

序

号 工程内容 
占地面积（hm²） 

占地

性质 坡耕地 园地 灌草地 交通运

输用地 小计 

1 光伏方阵用地 544.96 0 9.84 0 554.8 临时 

2 箱变及分支箱基础 0.27 0 0.05 0 0.32 永久 

3 检修道路 23.51 0 16.84 1.58 41.93 临时 

4 直埋电缆集电线路 2.42 0 26.74 0 29.16 临时 

5 架空集电线路杆塔塔基 0.51 0 0 0 0.51 永久 

6 升压站 0 1.69 0 0 1.69 永久 

7 进站道路 0.1 0 0 0 0.1 永久 

8 弃渣场 3.18 0 0.56 0 3.74 临时 

9 施工临时营场地 0.66 0 0 0 0.66 临时 

合

计 

永久占地 0.88 1.69 0.05 0 2.62  

临时用地 574.73 0 53.98 1.58 630.29  

合计 575.61 1.69 54.03 1.58 632.91  

根据《鹤庆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华能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用地范围的情况说

明》（附件），项目占用的耕地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经鹤庆县林草局核对，项

目使用林草地不涉及生态公益林。 

3.2 陆生植被及植物资源 

3.2.1 植被及植物物种调查方法 

课题组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实地考察了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工程区域植被，

并沿工程区域实地记录了区域分布的主要维管束植物种类。野外调查中，主要采用

线路调查的方法，用 GPS 采点并观察记录评价区的植被状况；同时注意收集相关

植物和植被调查的资料并咨询当地林业部门等，综合分析获得陆生植被现状情况。 

调查范围：本项目对陆生植被及植物的调查工作重点为项目实施区域，其次是

与工程直接相邻的影响地区；调查范围主要是项目光伏场区、道路、集电线路、渣

场等临时用地红线外延 300m 以及升压站围墙外延 500m 区域，总评价面积为

1806.07hm2，调查区海拔高程从 1450~2270m。 

调查工作尽量查清工程区的植物种类，尤其是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的种类

和数量，如实记录反映工程区植物植被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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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植被分布现状 

（1）评价区植被分类系统及分布特征 

①评价区植被分类系统 

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位于滇中高原，根据《云南植被》的植被区划，项目区

地处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Ⅱ）、西部（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区域（ⅡA）、

高原亚热带北部常绿阔叶林地带（ⅡAⅱ）、滇中、滇东高原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云南松林区（ⅡAⅱ-1）、滇中高原盆谷滇青冈、元江栲林、云南松林亚区（ⅡAⅱ

-1a）。地带性植被类型为半湿润常绿常绿阔叶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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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热性稀树灌木草丛、干热

性硬叶常绿阔叶林、暖温性针叶林、人工植被（人工林、旱地和果园）等。具体如

下表 3-3。 

表 3-3   评价区内主要植被类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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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橡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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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花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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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扭黄茅、旱茅群落 
4、余甘子群落 

B.人工植被 
Ⅰ 人工林（兰桉林等） 
Ⅱ 耕地（玉米、蚕豆、小麦等） 
Ⅲ  果园 

注：“Ⅰ…”表示植被型，“(Ⅰ) …”表示植被亚型，“（一）…”表示群系，“1…”表示
群落 

② 植被分布特征 

项目评价区受人为耕作等扰动较大，地带性植被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已被破坏，

现有植被类型以人工植被为主，自然植被仅在项目评价区的山头或坡耕地边缘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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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布。而自然植被主要是指分布于评价区呈斑块状的暖温性针叶林、干热性稀树

灌木草丛和干热河谷硬叶常绿阔叶林；因受人为活动的影响，自然植被次生性较为

明显。人工植被在项目区均有大面积分布，主要包括农田植被（主要作物为玉米、

蚕豆、蔬菜等）、果园、人工林（桉树林等）。总体而言，评价区内植被以耕地、人

工林等人工植被为主；区域暖温性针叶林、干热性稀树灌木草丛和干热河谷硬叶常

绿阔叶林主要分布于边缘人为活动扰动较小的区域，但是植被覆盖率不高，次生性

明显。 

（2）主要植被类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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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cus 

aquifolioid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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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漏河是金沙江一级支流，在海拔 1600-2000m 之间有硬叶常绿阔叶林的分布。

评价区内划分出铁橡栎林 1 个群系，实地记录铁橡栎群落。 

群落外貌有残留植被的特征，乔木层较稀疏，层盖度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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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tacia 

weinmannifol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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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llanthus emblica)，另有雾水葛(Pouzolzia elegans)、假杜鹃(Barleria cristata)、多

花羊蹄甲 (Bauhinia chalcophylla)、野漆 (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薄叶鼠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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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amnus Leptophyllus)、盐肤木(Rhus chinensis)、薄皮木(Leptodermis pilosa)、多花

杭子梢(Campylotrois polyantha)等种。 

草本层高 1m 左右，层盖度 90%以上，主要种类有鬼针草(Bidens pilosa)、荩草

(Arthraxon hispidus)、百日菊(Zinnia peruviana)、飞扬草(Euphorbia hirta)、毛萼香茶

菜(Rabdosia eriocaly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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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地踏查，记录有 1 个群落类型，分别为云南松、珍珠花群

落。云南松、珍珠花群落主要分布于评价区海拔 1800-2200m 的山地上。群落一般

高 8m 左右，群落盖度约 95%，群落结构简单，一般可以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

本层。乔木层以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为单优种，灌木层高约 1.5m，物种较少，

以珍珠花(Lyonia ovalifolia)为优势，其它还有高山栲、雾水葛(Pouzolzia elegans)、野

漆(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等；草本层高约 1m，层盖度 15%左右，物种有毛蕨

菜、珠光香青、鬼针草(Bidens pilosa)、毛萼香茶菜等。 

③干热性稀树灌木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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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群系记录有 2 个群落类型，即扭黄茅群落和余甘子群落。 

扭黄茅群落主要分布在河谷海拔 1700m 以下两侧坡地上，呈荒草坡状。群落高

1.5m 左右，群落总盖度 95%左右，以草本层为优势层。灌木层高 1.5m，层盖度 5%

左右，物种较少，有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多花羊蹄甲（B. chalcophylla）；

草本层高 0.8m，层盖度 70%。以扭黄茅（Heteropogon contortus）为优势，其他种

类有铁扫帚（Lespedeza juncea）、百日菊（Zinnia elegans）、蟋蟀草（Eleusine indica）、

九死还魂草（Selaginella tamariscina）、旱茅（Eremopogon delavayi）等。 

余甘子群落主要分布于海拔 1800m 以下的山坡坡地上。群落高约 4m，群落盖

度 90%左右，群落结构简单，只有灌木层和草本层。灌木层高约 4m，层盖度在常

在 60%左右，物种以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为优势，其它常见清香木、多花羊

蹄甲、云南黄花稔等；草本层高约 0.8m，层盖度约 10%，物种主要有扭黄茅



43 

(Heteropogon contortus)、旱茅、铁扫帚等。 

④人工植被 

a. 人工林 

评价区的人工林多数为桉树林和干香柏树林。为人工种植的植被，主要为退耕

还林改造植林；主要分布于项目区靠近村寨的山地。以桉树或干香柏为单优势种类，

无其他乔木树种。林内灌木主要以耐旱、耐贫瘠的种类为主，有马桑、千里光、野

拔子、铁仔、复盆子、川滇金丝桃等，其盖度均较低，层盖度仅 15%左右。草本层

物种也较少，盖度不大；主要植物有禾草、淡黄香青、荩草、裂稃草、蚊子草、倒

提壶、砖子苗等；无藤本植物。 

b. 农田植被 

农田植被主要是指农业耕作的土地及果园等；工程影响区耕地面积较大。适种

作物主要有：玉米、小麦、蔬菜种植等。项目施工影响的农地多，当地村民的主要

生活来源仍是农业种植，因此对于施工临时占用农地将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产生一

定的影响。 

除了以上植被类型外，在村边地角，还分布一定面积的经济果园，最多见的是

板栗、桃园；也有一些白杨树、垂柳等人工种植的用材或绿化树种分布。 

3.2.3 植物资源 

（1）植物种类及区系特征 

本项目评价区内调查记录到的维管束植物共有 75 科，161 属，212 种。其中，

蕨类共有 10 科，13 属，17 种；裸子植物有 2 科，2 属，5 种；被子植物有 57 科，

146 属，190 种(详见附录 1. 项目评价区植物名录)。 

表 3-4  评价区高等植物科、属、种数统计表 

类群 科数 属数 种数 

蕨类 10 13 17 

裸子植物 2 2 5 

被子植物 
双子叶植物 55 127 165 

单子叶植物 2 19 25 

合计 75 161 212 

根据《云南植被》，项目评价区分布 212 种维管束植物，本区属于东亚植物区，

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云南高原亚区。植物区系上将其归入滇中高原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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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系性质具有鲜明的亚热带性质，但相对我国华中及其它亚热带地区的区系而

言，本区区系具有偏干旱的特点，因此本区区系为偏干的亚热带性质。本区植物区

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老第三纪甚至更早的白垩纪；本区植物区系联系广泛，与滇中

高原、横断山等区域联系极为紧密。 

（2）评价区内的珍稀保护植物 

经过实地调查，对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 年）、《云南省第一

批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1989 年），野外调查未发现区域局域分布的物种。

本项目评价区内没有国家级及云南省重点保护植物分布。评价区内的特有成分多为

中国特有种，特有属少，没有狭域分布的物种。 

（3）名木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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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植被及植物资源现状评价小结 

本地区属于农业和城镇开发较频繁的区域。原生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受

到人为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暖热性稀树灌木草丛、云南松林和耕地等植被类型，生

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完整性已受到严重的影响。 

就本项目评价区来说，记录的种维管束植物没有国家和省级珍稀保护野生植物

种类。总体上看，区域生态系统次生性较强，生境破碎化程度大。但现有的植被覆

盖对区域水土保持有一定作用。 

3.3 陆生脊椎动物现状 

3.3.1 陆生脊椎动物调查方法 

本次环评陆生动物调查方法为现场访问、生境观测分析和收集查阅资料。课题

组于 2022 年 3 月对项目评价区及邻近地区的陆栖脊椎动物进行了野外调查。野外

调查中，主要观察记录了陆栖脊椎动物的生境状况；鸟类调查主要使用双筒望远镜

观察记录；向当地居民询问有关野生脊椎动物的情况；调阅并收集了相关资料，查

阅了已发表的相关文献资料。 

调查范围：野外调查工作的重点为项目实施区域，其次是与评价区相邻的受影

响地区。调查范围主要是项目光伏场区、道路、集电线路、渣场等临时用地红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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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300m 以及升压站围墙外延 500m 区域，总评价面积为 1806.07hm2，调查区海拔

高程 1450~2270m。 

调查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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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陆生脊椎动物调查结果 

项目区由于开发历史悠久，人为活动频繁，区内的自然植被为以云南松林为主

的低产林或是以扭黄茅、皮柳为主的灌丛及旱地、荒山荒地，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

多遭到破坏，野生动物的种类及数量均不丰富，区内动物多为一些小型种类，无国

家级及云南省级保护的野生动物。 

（1）两栖动物 

评价区分布 5 种两栖动物，具体种类见附录 2。无国家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分布；也无《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的易危和濒危种类。调查未发现该

地区特有种类分布。 

（2）爬行动物 

评价区内分布 7 种爬行动物，具体种类见附录 2。无国家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分布；也无《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的易危和濒危种类。调查未发现

该地区特有种类分布。 

（3）鸟类 

据调查访问、资料查询及生境分析，评价区的鸟类以小型鸟类为主，中等大

小的鸟类主要为过路食虫，食种子的觅食鸟类，如麻雀Passer montanus、小斑鸠

Lurus visibundus、噪鹃Eudynamuy scolopacea、家燕Hirundo rustica、喜鹊Pica 

pica、长尾山椒鸟Pericrocotus ethologus、小嘴乌鸦Corvus corone、小云雀Alauda 

gulgula、山斑鸠Streptopelia arientalis、大杜鹃Cuculus canorus、普通翠鸟Alcedo 

atthis、黄腹柳莺Phylloscopus affinis等。哺乳动物中啮齿类的种类和数量较多，主

要有黄鼬Mustela Sibirica、黄胸鼠Rattus flavipectus、褐家鼠R.norvegicus、小家鼠

Mus musculus、红颊长吻松鼠Dremomys rufigenis、云南免Lepus Comus、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vaeus等。具体的脊椎动物种类见附录2。在评价区内分布的26种

鸟类中，没有区域特有物种分布，无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分布。无云南省级野生

重点保护鸟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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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哺乳类 

在评价区内分布的 11 种哺乳动物中，无国家级重点保护种类分布。调查未发

现该地区特有种类分布。 

3.3.3 脊椎动物资源现状评价 

评价区内的脊椎动物资源现状评价结果如下： 

（1）种群小，无资源优势 

在评价区内目前共记载陆栖脊椎动物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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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均会导致数量急剧下降。 

（2）小型兽类种群数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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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群有赤腹松鼠、隐纹花松鼠等种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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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生态环境现状小结 

本项目评价区位于滇中、北中山峡谷云南松、高山栎类林亚区。由于评价区

人为活动较为频繁，农业耕种使区域原生生态系统受到破坏，评价区原生植被已

被破坏，评价区以耕地和园地等人工植被为主，仅在地势陡峭和无法开垦的区域

保留有次生性灌丛植被。区域生物多样性不高，评价区内记录有维管束植物75

科，161属，212种；无国家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分布，未发现评价区内有名木古

树和区域狭域物种分布。本工程评价区陆生脊椎动物有47种，但是小型有害兽类

种群数量大，无珍稀种类分布。 

总的看来，本项目评价区生态环境现状不敏感。 

4、环境敏感区 

根据《鹤庆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华能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用地范围的情况说

明》（附件），项目用地范围未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公开版、调整版，未占用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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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 

根据《大理州生态环境局鹤庆分局关于华能大栗坪2光伏发电项目的选址意见》

（附件），项目不涉及环境敏感区，饮用水源地。 

根据《鹤庆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华能大栗坪2光伏发电项目用地范围的情况说

明》（附件），项目用地范围按照《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

规范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林规﹝2021﹞5号）规定，不

涉及禁止使用林地，也即：不涉及自然保护地，世界自然遗产地，野生动物重要栖

息地，珍稀濒危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重要原生境，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基本草原。 

5、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 

项目位于大理州鹤庆县黄坪镇，属环境空气功能二类区。根据鹤庆县人民政府

2022 年 04 月 24 日发布的《鹤庆县 2022 年环境空气质量情况》，2021 年鹤庆县 6

项基本污染物监测数据如下： 

表 3-5   鹤庆县 2021 年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一览表 

污染物 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μg/m3） 
标准值

（μg/m3） 
占标

率% 
达标情

况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11 60 18.33 达标 

NO2 11 40 27.50 达标 

PM10 20 70 28.57 达标 

PM2.5 12 35 34.29 达标 

SO2 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 15 150 10.00 达标 

NO2 24 小时平均第 98 百分位数 24 80 30.00 达标 

PM10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 39 150 26.00 达标 

PM2.5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 27 75 36.00 达标 

O3 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数 98 160 61.25 达标 

CO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 1300 4000 32.50 达标 

根据上述监测数据，鹤庆县 2021 年 6 项基本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及相应百分位

数日均浓度值均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优

良天数比例 100%，属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经现场调查，本项目所在区域属鹤庆

县农村地区，项目周边现状除在建宾鹤高速施工存在一定扬尘影响外，无大的工

业企业或其他重污染源分布，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良好，满足功能区要求。 

6、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本项目位于落漏河左岸山体斜坡地带，场地距落漏河最近处直线距离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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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内，大栗坪片光伏场区东侧有季节性沟箐“大箐”流经；燕子岩和雷音寺

片的光伏场区之间有豹子箐流经，均汇入落漏河内。  

落漏河为金沙江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鹤庆县西邑镇石宝塔山，全长 48km，

流域面积 957.8km2，沿途汇集水寨河、山西河、大王庙河、石洞河及多条山箐支

流，于永胜县上陆村汇入金沙江。河流年平均径流量 1.61 亿 m3，年平均流量

5.2m3/s，最大洪峰流量为 238 m3/s（1967 年），最枯流量 0.06 m3/s（1976 年），

是鹤庆县内第二大河。本项目位于落漏河下游汇入金沙江河口前约 19km 处。 

根据《云南省水功能区划（2014 年）》，落漏河该段属“落漏河鹤庆农业、

工业用水区”（由鹤庆舍茶寺至入金沙江口，全长 47.0km），规划水平年水质目

标为Ⅲ类。 

根据 2022 年 6 月 5 日大理州人民政府发布的《大理白族自治州 2021 年环境

状况公报》，落漏河舍茶寺断面（项目区上游）、陈家庄大桥断面（项目区下游

5.3km 处）2021 年监测水质类别符合Ⅱ类标准。达到并优于水质目标（Ⅲ类）。 

7、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本次评价委托云南晟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区声环境质量现状进行了一

期监测，并引用《华能澜沧江新能源有限公司大栗坪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监测数据。 

（1）监测内容 

项目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布点及引用监测数据情况如下： 

表 3-6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内容 

序

号 监测点位 与本项目相

对位置 监测时间及频次 数据来源 

1 升压站站址 
(E100°21′17″, N26°6′8″) 

项目升压站站

址内 
2022.3.30-31 

连续监测 2 天，每

天昼、夜各 1 次 
本次评价委托监测 

2 万家庄 
(E100°18′37″, N26°4′48″) 

光伏场区南侧
185m 

3 大栗坪 
(E100°20′49″, N26°6′24″) 

项目光伏场区

东部 

2021.10.25~10.26 
连续监测 2 天，每

天昼、夜各 1 次 

引用《大栗坪光伏

发电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监测数据 

（2）评价标准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区标准。 

（3）监测结果及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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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等效声级 
(Leq) 主要声源 标准 达标

判定 

1#拟建升

压站站址 

2022.04.03 
昼间 48 生活噪声 

昼间≤ 
60dB(A) 
夜间≤ 
55dB(A) 

达标 

夜间 42 生活噪声 达标 

2022.04.04 
昼间 50 生活噪声 达标 

夜间 43 生活噪声 达标 

2#万家庄 

2022.04.03 
昼间 48 生活噪声 达标 

夜间 44 生活噪声 达标 

2022.04.04 
昼间 50 生活噪声 达标 

夜间 44 生活噪声 达标 

3#大栗坪 

2021.10.25 
昼间 47.4 生活噪声 达标 

夜间 40.9 生活噪声 达标 

2021.10.26 
昼间 49.5 生活噪声 达标 

夜间 42.1 生活噪声 达标 

根据上述监测结果，项目区现状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场址及周边保护目标处

昼、夜声环境质量均可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区标准要求。 

8、电磁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为了解项目区电磁环境现状，本次评价委托云南晟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项目

拟建 220kV 升压站站址中心进行了一期工频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监测，监测结

果如下表所示。 

（1）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拟建 220kV 升压站站址，共 1 个监测点位（测量高度距地面 1.5m，

避开较高的树木、建筑物等遮挡）。 

监测项目：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监测频次：监测 1 天，每个监测点位连续监测 5 次，每次测量时间不小于 15s，

记录稳定状态的最大值。 

监测时间：2022 年 4 月 3 日； 

监测分析方法及主要仪器：按相关规范执行，详见附件（监测报告）； 

（2）监测结果 

表 3-8  拟建升压站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值 

监测时段 监测点位 工频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度

（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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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3 
拟建升压站站址中心 
(E100°21′17″, N26°6′8″) 

1.942±0.031 0.0519±0.0035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4000 10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根据上表监测结果，项目拟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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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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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生态

环境

保护

目标 

（1）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生态环境评价范围为光伏场区、集电线路、场内道路用地红线外延 300m

区域以及升压站外延 500m 区域。 

经调查，评价区不涉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重要

湿地、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环境特殊敏感区。区域现状无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狭域特有物种及名木古树分布。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主要为评

价区现状分布的干热河谷硬叶常绿阔叶林、暖温性针叶林、干热性稀疏灌木草丛等

自然植被及各类野生动物，须防止生态环境破坏及水土流失。 

（2）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大气环境评价范围按用地红线外延500m考虑，评价范围内的大气环境保

护目标分布情况如下： 

表3.3-2  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保护 
目标 

坐标 
保护

对象 保护内容 
功

能

区 
相对场址方位 

相对

场界

最近

距离
/m 

经度° 纬度° 

大栗坪 100.34714699  26.10592815 居民 72 户 297 人 二

类

区 

项目区东部(部
分居民区为光

伏场区环绕) 
10 

马家坝 100.36027908 26.08651042 居民 90 户 324 人 项目区南侧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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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点 

万家庄 100.30893087 26.07933445 居民 100 户 412 人 项目区南侧 185 

燕子岩 100.301442 26.109936 居民 35 户 141 人 项目部分光伏

场区之间 50 

雷音寺 100.291958 26.098991 居民 76 户 285 人 场外集电线路

地埋段两侧 1 

围子田 100.285478 26.087814 居民 147 户 581 人  项目区南侧 260 

（3）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 

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为落漏河及豹子箐、大箐（季节性沟箐）。 

根据《云南省水功能区划（2014 年）》，落漏河该河段属“落漏河鹤庆农

业、工业用水区”（由鹤庆舍茶寺至入金沙江口，全长 47.0km），规划水平年水

质目标为Ⅲ类。豹子箐、大箐参照执行Ⅲ类标准。 

表3.3-3  水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水体名称 水环境功能 执行标准 相对厂址方位 

1 落漏河 

农业、工业用水 Ⅲ类 

项目区南侧直线距离 500m 

2 豹子箐 项目燕子岩、雷音寺片的光伏场区

之间，最近处直线距离 10m 

3 大箐 项目大栗坪片光伏场区东侧，检修

道路跨越沟箐 

（4）声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声环境评价范围按用地红线外延200m区域，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

分布情况如下： 

表3.3-4  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保护目标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保护目标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

距离/m 

大栗坪 居民点 47 户 194 人 

《声环境质量标

准》（GB9660-
2008）2 类 

光伏场区东部(部
分居民区为光伏

场区环绕) 
10 

万家庄 居民点 100 户 412 人 光伏场区、集电

线路南侧 185 

燕子岩 居民点 35 户 141 人 光伏场区之间 50 

雷音寺 居民点 76 户 285 人 场外地埋电缆路

径两侧 1 
 

评价 
标准 

1、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 

项目区位于大理州鹤庆县黄坪镇，属环境空气质量二类区，执行《环境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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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具体标准限值如下： 

表 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因子 
GB3095-2012 标准限值（μg/m3） 

1 小时平均 24 小时平均 年平均 
SO2 150 50 20 

NO2 200 80 40 

TSP / 120 80 

PM10 / 50 40 

PM2.5  35 15 

CO 10000 4000 / 

O3 160 100（日最大 8h 平均）  

（2）地表水 

项目周边地表水体落漏河及豹子箐、大箐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Ⅲ类标准保护。具体标准限值如下： 

表 3-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序号 项目 Ⅲ类标准限值 

1 pH 值 无量纲  6~9 

2 溶解氧 mg/L ≥ 5 

3 化学需氧量（COD） mg/L ≤ 2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mg/L ≤ 4 

5 氨氮（NH3-N） mg/L ≤ 1.0 

6 总磷（以 P 计） mg/L ≤ 0.2（湖、库 0.05） 

7 总氮（湖、库，以 N 计） mg/L ≤ 1.0 

8 石油类 mg/L ≤ 0.05 

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 0.2 

10 粪大肠菌群 个/L ≤ 10000 

（3）声环境 

区域按声环境质量2类区进行保护，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类标准。具体限值如下： 

 

          表 3-3  声环境质量标准     单位：dB(A) 

类  别 昼  间 夜  间 

2 类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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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污染物排放标准 

（1）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施工期：施工扬尘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2标准限值，即无组织排放颗粒物周界外最高浓度≤1.0mg/m3。 

运营期：升压站食堂油烟排放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

2001）表2中的小型饮食业单位油烟排放标准，具体限值如下： 

表 3.4-4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规模 小型 

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60 

（2）废水排放标准 

施工期：施工废水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于施工现场洒水降尘，不外排。 

运营期：升压站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其它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送

入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20）绿化标准，回用于绿化。中水回用执行下列标准要求： 

表 3.4-5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水质标准 

序号 项目指标 城市绿化 

1 pH  6.0～9.0 

2 色（度） ≤ 30 

3 嗅  无不快感 

4 浊度（NTU） ≤ 10 

5 溶解性总固体（mg/L） ≤ 1000 

6 5日生化需氧量BOD5（mg/L） ≤ 20 

7 氨氯（mg/L） ≤ 20 

8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 1.0 

9 铁（mg/L） ≤ - 

10 锰（mg/L） ≤ - 

11 溶解氧（mg/L） ≥ 1.0 

12 总余氯（mg/L）  接触30min后≥1.0，管网末端≥0.2 

13 总大肠菌群（个/L） ≤ 3 

（3）噪声排放标准 

施工期：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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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6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昼间 夜间 
70 55 

运营期：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表 3.4-7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限值     单位：dB（A） 

功能区 昼间 夜间 

2 类 60 50 

（4）固废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2020）； 

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及修改单

（原环境保护部公告2013年第36号）的相关规定。 

生活垃圾妥善收集，交环卫部门处置。 

（5）电磁辐射 

本项目属于交流输变电项目，工作频率为50Hz，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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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及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环发[2014]197号)，需对SO2、NOx、COD、NH3-N等污染物进行

总量控制。 

项目运营期升压站仅有少量的油烟排放，无生产性废气；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

用；固体废物处置率为100%；故本次环评建议不设总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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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

期生

态环

境影

响分

析 

1、施工期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工程施工主要包括局部场地平整，道路施工，支架基础及箱变等基础的开

挖和混凝土灌注，支架、组件及电气设备安装，电缆敷设及架空线路架设，升

压站土建施工及设备安装调试等。 

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包括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生态影响及扬尘、废气、

废水、噪声、固废等污染影响。工程施工期主要工艺流程及环境影响产生情况

如下： 

道路
施工

光伏场区局
部清表及削
坡处理

支架基础、
箱变及分支
箱基础施工

支架、组件
及设备安装

方阵接线
及地埋电
缆敷设

升压站场地
平整

升压站土建
施工

升压站设备
安装

电气设
备调试

并网
运行

架空集电线
路塔基施工

杆塔组立 架线

扬尘、燃油废气

大气环境

噪声

环境噪声

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野生动物干扰

施工废水 生活污水

沉淀池 旱厕

弃渣 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

弃渣场 垃圾箱

循环利用 农田灌溉 环卫清运
清运至建筑垃

圾消纳场  

图 4-1  施工期工艺流程及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图 

2、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 

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主要来自工程占地导致占用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发生

改变，施工过程中场地平整、地表清理等对地表植被和植物个体造成破坏，施

工机械作业及人为活动等对区域野生动物产生干扰，以及施工期间地表裸露、

土石方开挖回填和临时堆存等导致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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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分析 

项目总用地面积 632.9115hm2，其中永久占地 2.6259hm2、临时用地

630.2856hm2。根据前述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统计，项目用地以坡耕地为主，其次

为灌木林和荒草地，此外少量占用园地及交通运输用地。其中，占用耕地及园

地经鹤庆县自然原局核查，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占用灌木林及草地经鹤庆县

林草局核对，不属于国家级、省级生态公益林；占用的交通运输用地主要为农

村道路，用于临时占用敷设地埋电缆和改造为检修道路，不改变用途。故项目

建设不会对地区关键性的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和交通出行造成大的影响。 

尽管项目总用地面积较大，但由于按照复合型光伏电站模式建设，光伏阵

列架设除支架桩基外地面不做硬化，组件保持一定高度及行列间距，保障下方

农作物及林草植被的基本生长空间及一定光照，阵列架设后，原农用地区域将

开展复合农业耕种、原林草地区域保护恢复林草植被，均恢复为原有用途，不

会造成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大面积转变。箱变和分支箱基础、集电线路塔基、

升压站及进站道路等永久占地面积较小，属分散零星占用，对地区土地利用的

影响不大。 

项目施工期不长，施工临时占地产生的影响有限。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完

成临时用地区域的覆土复垦，科学选取适宜的农作物进行耕种，原林草地区域

积极开展场地植被恢复养护，确保恢复土地农业生产和植被生长。此基础上，

项目建设不会造成地区土地利用格局的大的改变，还能通过“一地多用”，实

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2.2 对植被和植物的影响分析 

（1）对植被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影响的植被以农田人工植被为主。局部占用、扰动自然植被，

已避让评价区内的暖温性针叶林及硬叶常绿阔叶林，受影响的主要是干热型稀

树灌草丛。 

干热性稀树灌草丛是云南省金沙江、元江干热河谷地带较为常见的植被类

型，且多是原有森林长期、反复受到耕作、放牧等人为干扰破坏后形成的次生

植被类型，群落结构简单，物种多样性较低，项目建设占用对区域生态系统的

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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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项目采取复合式开发，光伏阵列架设不改变下方原林草地用途。阵列

架设后，各类草本及低矮灌丛可继续在板下及板间生长。通过严格落实植被保

护恢复措施，在一段时间的养护恢复后，场区内可恢复植被覆盖，不会造成区

域自然植被面积的大规模减少和地表裸露。 

箱变和分支箱基础、集电线路杆塔塔基等永久占地面积小，且属分散零星

占用，所造成的自然植被面积的永久减小影响不大。架空集电线路选线已避让

植被较好区域，沿线主要跨越农田及低矮灌草丛，电缆架设保持一定导线高度，

也基本不需对下方林木进行砍伐清理。 

因此，在严格落实临时用地区域植被保护恢复措施的基础上，项目建设对

区域自然植被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管理，

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严禁乱砍乱伐和盗伐等行为的发生，严防森林火灾，避免

不当施工作业对周边植被造成破坏。 

（2）对植物资源的影响 

项目建设由于占用土地、扰动地表等，将对扰动区域内的植物个体造成损

坏。本项目建设永久占用、临时占用的自然植被类型群落结构相对简单，物种

组成数量不多，主要植物种类有余甘子、薄叶鼠李、盐肤木、薄皮木、旱茅、

鬼针草等。均为云南省北部常见种，无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狭域特有物种或名

木古树。工程占用的物种在工程区周边以及整个云南省均广为分布，本工程的

建设不会造成物种数量的急剧减少，更不会导致评价区内任何植物物种的消

失，不会对评价区域的植物资源和物种多样性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 

2.3 对动物的影响分析 

（1）对一般动物的影响 

工程建设对陆生脊椎动物的影响表现在对动物栖息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动

物本身的影响：项目占地施工将占用部分陆栖脊椎动物的栖息环境，使其栖息

和活动场所缩小；施工期植被砍伐、地表开挖等可能使部分鸟类的巢区以及小

型穴居哺乳类、两栖爬行类动物的洞穴遭到破坏，迫使其向他出迁移；若施工

过程恰处于繁殖和哺育时节，因巢穴破坏还有可能造成部分幼体死亡，导致一

定范围和时段内动物种群数量下降；此外施工人为活动和施工噪声等也将对动

物造成惊吓和干扰。总体而言，工程建设施工将对区域陆生脊椎动物的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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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繁殖、活动等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大多数陆生脊椎动物具有趋避的

本能，施工影响的结果主要是使部分动物迁移它处，远离施工影响的范围。 

本项目建设占用和破坏的植被类型主要是农田人工植被和干热性稀树灌

木草丛，在这些生境中生活的野生动物种类相对匮乏，以常见的爬行类、一般

鸟类、小型啮齿类动物为主，各种群数量也相对较少，且该类动物普遍对环境

的要求不高、适应伴人居生活。经现场调查，项目周边类似生境分布较广，项

目区动物在受到干扰后，一般可迁移到周边适宜生境内。只要施工过程中加强

对施工人员的监管和环保教育，不对动物进行直接捕杀，不会造成区域陆栖脊

椎动物物种灭绝或数量锐减。工程施工时间不长，施工结束后光伏场区内集中

式的人为活动停止，光伏板下和板间植被恢复，在其后的运行期内大部分时间

区域人为活动将基本恢复为项目建设前状态，部分动物尤其是爬行类和小型哺

乳类，仍可迁回该区域活动，不会造成区域动物区系成分和分布的较大改变。 

2.4 水土流失影响分析 

工程施工期间，植被破坏地表裸露、地形地貌改变、土石方开挖堆存等可

能导致水土流失发生。本项目光伏场区占地面积较大，尽管施工过程中不需对

全场进行场地平整和大面积开挖回填，但光伏组件支架基础和箱变等基础施工

时也依然将造成一定的地表扰动，形成裸露作业面；施工期道路修建、地埋电

缆壕沟开挖、升压站场地平整及地基施工等涉及较大量的土石方挖填作业，同

时开挖的土石方还需在场内临时堆存和进行弃渣，若施工过程中防治不当，均

有可能新增水土流失量。土方回填时，因堆积相对松散，还有可能发生局部沉

陷、滑坡等问题，容易导致重力侵蚀。尤其是项目部分光伏场地位于山体斜坡

地带，坡脚临河，若不注意防护，产生的水土流失将对下游地表水体造成较为

明显的影响。 

施工期水土流失将造成区域土地生产力下降、影响植物生长；同时下游河

道泥沙量增加，周边排洪通道淤塞，水、土漫流污染周边农田和道路环境，影

响交通；对区域生态环境及居民生产生活等造成影响。 

根据项目建设单位委托云南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项目施工期可能造成的新增水土流失量约为

98558.45t。工程建设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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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组织开展施工，选择好临时表土堆放区，对渣场、临时表土堆场等做好拦

挡防护，施地场地、临时表土堆场、弃渣场周围建设截排水沟，并在截排水沟

末端设置沉沙池，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土流失。根据水保方案预测，在各项水保

措施有效实施后，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渣土防护率达 92%，表土保护率达 94%，

水土流失治理度可达 99%，土壤流失控制比可达 1.02，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林草覆盖率达 19%，可将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影响控制在可接收范围内。 

3、施工期污染影响 

3.1 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施工外购商品混凝土，施工现场不进行混凝土拌合；施工砂石骨料由

合法料场采购，施工现场不作砂石料开采和破碎加工；施工期大气污染主要是

土石方开挖回填、物料装卸运输、水泥砂浆搅拌等作业过程产生的扬尘，以及

施工运输车辆及燃油机械设备产生的燃油废气。 

（1）施工扬尘影响 

工程施工过程中，土石方开挖、回填及装运等作业时，松散泥土在动力作

用下极易形成扬尘影响；开挖的土石方在堆存过程中如未及时压实覆盖，在天

气干燥及大风条件下易产生风力扬尘。此外各施工场地内使用的水泥、黄沙等

粉状建筑材料在运输、装卸及拌和时，也易受动力作用及风力影响产生扬尘污

染。本项目光伏场区不做大规模场地平整，光伏阵列依现有地形布设，仅局部

需做削坡处理，施工期扬尘主要来自裸露地表的风力扬尘以及支架桩基钻孔、

箱变及分支箱等基础开挖、地埋电缆敷设时的土石方开挖回填作业，单点作业

量不大，产生的扬尘较小，但范围较广。升压站用地区域现状地形较为平坦，

但施工时也需进行场地平整和地基开挖、土建施工，扬尘产生较为集中。项目

检修道路路基开挖及边坡填筑等工程量大，是本工程施工期的主要扬尘产生来

源。 

施工场地的扬尘属无组织排放，其排放量与施工作业水平、土壤含水率及

气象条件等有密切关系。根据相关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污染研究监测情况，在平

均风速 2.5m/s 时，施工场地扬尘的影响范围一般集中在周边 150m 范围内。项

目区平均风速 2.3m/s，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光伏场区紧邻大栗坪村和燕子岩村，

部分居民为施工场区所环绕，在工程施工期间将受到较为明显的扬尘影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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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项目地埋电缆集电线路局部穿过雷音寺村地埋式敷设，若施工不采取有效的

扬尘防治措施，将对沿线两侧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造成短时影响。环评要求工

程施工期间应积极进行扬尘污染控制，在临近上述居民区等保护目标施工时，

应对施工作业区临保护目标一侧进行临时拦挡防护；施工时应通过湿法作业、

场地洒水降尘、对散体物料堆采用防尘网进行临时遮盖、土石方及时回填压实

等措施，尽量将施工扬尘的影响程度控制在最低限度。 

此外施工过程中，施工车辆运输建筑材料、设备、土石方、建筑垃圾等也

是扬尘产生的主要来源。运输扬尘的产生量主要与运输方式、路面含尘量有关。

在运输沙土、水泥等松散物料时，若不进行车厢封闭遮盖，在运输过程中受颠

簸影响极易抛洒形成扬尘并抛落于路面上；当运输道路路面含尘量较大，或在

土路等简易路面上行驶时，地面尘土受车辆行驶扰动，易产生扬尘影响。施工

运输车辆引起的扬尘主要对运输道路沿线 30m 范围内影响较大。评价要求项

目运输车辆应采用篷布进行遮盖，施工期定期对运输道路进行清扫保洁，场内

道路修建应及时压实并完成路面石渣铺设，同时定时开展运输道路洒水降尘等

工作。 

通过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措施，工程施工期扬尘可得到有效控制，其

产生的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结束，场内建构筑物形成、临时用地复垦并恢

复植被覆盖，施工扬尘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也就随之结束。 

（2）燃油废气影响 

施工期燃油机械设备作业和运输车辆行驶产生燃油废气排放，主要污染物

为 CO、NOx 和 THC 等。施工燃油废气的排放具有间断性产生、产生量较小、

产生点相对分散、易被稀释扩散等特点。一般情况下，只要采用排放达标的机

械及运输车辆，在做好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运维保养的基础上，燃油废气经大

气扩散和稀释，对评价区环境空气质量和周围关心点的影响不大。 

3.2 施工期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施工生产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以及雨季地表

径流。 

（1）施工生产废水 

本项目施工不设混凝土拌和站、不自行开展砂石料破碎加工，施工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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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产生量少，主要是施工材料、运输车辆、机具设备等的冲洗水。此类冲洗

废水产生量较小，不含有毒物质，主要是泥沙悬浮物含量较大，此外可能含少

量油污。根据国内外同类工程施工废水监测资料，其主要污染物 SS 浓度约为

500mg/L～2000mg/L。施工废水通过在施工场地内设置临时沉淀池，收集、澄

清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以及车辆、设备清洗等环节，不外排。 

（2）施工生活污水 

项目施工期平均施工人数约 400 人，共设置 2 个临时施工营地，施工人员

在生活区住宿，会产生一定量的生活污水。施工生活用水按 0.06m3/人∙d 进行

估算，平均约为 24m3/d；废水产生系数取 0.8，则废水产生量约为 19.2m3/d。

施工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SS、氨氮、动植物油等。 

工程施工期在各施工营地内设置临时旱厕，粪尿污水进入旱厕，定期委托

周边村民清掏用作农肥，施工结束后拆除旱厕并做无害化处理；洗漱等清洁废

水设沉淀池收集沉淀后，用作场地洒水降尘及周围灌木丛、草地浇灌；食堂含

油废水设临时隔油池隔油后再进入沉淀池沉淀回用；各类生活污水均不得直接

向地表水体排放。 

（3）初期雨水 

工程预计施工时间为当年 8 月至次年 8 月，其中土建及基础开挖施工主要

集中在 8 月~次年 2 月，将经历雨季。且项目场地处于山体斜坡地带，坡脚邻

河，施工期降雨后径流冲刷浮土、建筑砂石等，产生携带大量泥沙、水泥、油

类及其它地表固体污染物的泥浆水，如流入地表水体，将产生一定的面源污染。 

工程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在道路边、升压站四周、施工临时营场地

周边、弃渣场等周边设置截排水沟，各沟渠末端设置临时沉淀池，施工过程中

产生的初期雨水经临时截排水沟引入沉淀池沉淀处理后，一部分可回用于施工

过程及场地洒水降尘，回用不完的部分再顺流至附近自然沟渠，对周边地表水

产生的影响较小。 

此外，工程施工还应加强管理，粉状物料尽量袋装后搭设防雨工棚存放，

做好施工机械的日常维修保养，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尽量减小施工期降

雨冲刷产生的影响。 

3.3 施工期噪声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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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噪声源强 

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设备噪声和运输车辆噪声。各施工阶段

主要噪声源及其声级见下表。 

表 4-1  各施工区主要噪声源 

工程区 主要噪声设备 源强（dB(A)） 

道路施工 

挖掘机 82 

压路机、推土机 85 

装载机 90 

光伏阵列 

钻孔机 95 

钢筋切割机 90 

电焊机 80 

移动式发电机 95 

升压站 

挖掘机 82 

打桩机 100 

混凝土输送泵 90 

混凝土振捣器 95 

钢筋切割机 90 

电焊机 80 

载重汽车 85 

集电线路 
挖掘机 82 

吊装机 80 

（2）影响分析 

施工机械中除各种运输车辆外，一般可视为固定点声源。在不考虑其它因

素情况下，不同距离处各类施工机械的噪声贡献值预测模式如下： 

)/lg(20 0)()( 0
rrLL rr −=  

式中：L(r)、L(r0)——距噪声源 r、r0处噪声级，dB(A)； 

预测结果见表 4-3 

表 4-2  各主要施工机械在不同距离处的贡献值 

机械名称 
不同距离处的噪声预测(dB(A)) 

源强 10m 20m 30m 40m 50m 100m 150m 200m 250m 300m 

挖掘机 82 62 56 52 50 48 42 38 36 34 32 

压路机、推土机 85 65 59 55 53 51 45 41 39 37 35 

装载机 90 70  64  60 58  56  50  46  44  42  40  

钻孔机 95 75  69  65 63  61  55  51  49  47  45  

钢筋切割机 90 70  64  60 58  56  50  46  44  4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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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机 80 60 54 51 48 46 40 36 34 32 30 

移动式发电机 95 75  69  65 63  61  55  51  49  47  45  

打桩机 100 80  74  70 68  66  60  56  54  52  50  

混凝土输送泵 90 70  64  60 58  56  50  46  44  42  40  

混凝土振捣器 95 75  69  65 63  61  55  51  49  47  45  

载重汽车 85 65 59 55 53 51 45 41 39 37 35 

吊装机 80 60 54 51 48 46 40 36 34 32 30 

由上表可以看出，施工机械中噪声较大的设备主要是打桩机、钻孔机、振

捣器、移动发电机等，单台设备运行时，昼间在距声源 30m 外可达到《建筑施

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70dB(A)限值；若夜间施工则需在

180m 外方可达标。故工程应合理安排，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避免夜间高

噪声施工。 

项目周边敏感点声环境质量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

准进行保护。各施工作业点考虑两个最大噪声源同时施工时的影响，采用下述

公式计算各工程施工区域机械作业对周边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如下： 

iLn

i
AL

1.0

1
10lg10 ∑

=

=  

式中：LA——总声压级，dB(A)； 

iL ——第 i 个声源之预测点处的声压级，dB（A）； 

n——噪声源数。 

表 4-3  各保护目标处昼间噪声预测结果 

保护目标 与施工场地位置关系 施工噪声贡

献值 dB(A) 
背景值
dB(A) 

预测值
dB(A) 

标准值
dB(A) 

达标

情况 
1 大栗坪 光伏阵列周边 10m 76.2 49 76.2 60 超标 

2 万家庄 光伏阵列周边 185m 50.8 50 53.4 60 达标 

3 燕子岩 光伏阵列周边 50m 62.2 49 62.4 60 超标 

4 雷音寺 集电线路两侧 1m 82 49 82.0 60 超标 
注：背景值选取监测值的最大值，燕子岩、雷音寺村背景值类比大栗坪。  

从上表可以看出，项目光伏场区周边大栗坪村、燕子岩村与场区距离较近，

雷音寺村紧邻项目地埋电缆集电线路两侧，施工期声环境质量将出现短时超

标。工程施工过程中应积极采取减振降噪措施，尽量选用低噪设备，优化施工

工艺，将高噪声设备远离居民区布置。并在施工时对临近上述保护目标一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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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临时隔声屏进行防护。施工前应提前告知，争取周边居民的谅解；施工过程

中加强管理，严格控制作业时间；同时加强施工运输调度，运输车辆经过村庄、

学校等保护目标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尽量降低噪声影响。施工期噪声影

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期结束而消失。 

3.4 固体废弃物 

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弃土石方、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 

（1）废弃土石方 

根据工程主体设计及云南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大栗坪 2 光

伏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项目施工期共开挖土石方 76.81 万 m3（表土剥离 

16.86 万 m3，开挖土石方 59.95 万 m3），回填土石方 63.62 万 m3（其中绿化覆

土 16.86 万 m3，土石方回填 46.76 万 m3）， 内部调运 4.42 万 m3，共产生永久

弃方 13.19 万 m3。 

产生的弃方规划设置 8 座弃渣场堆存。8 个弃渣场共占地 3.74hm2，填高

14~18m，可容纳土石方量为 20.43 万 m3，满足项目弃渣堆存需求。土石方平

衡及弃渣去向见表 4-4。 

根据土石方流向，项目施工期表土单独剥离后堆存于表土堆场，施工结

束后全部回用于场地覆土复垦；土石方尽量回填利用，回填不完的部分运至 8

个弃渣场堆存，8 个弃渣场容量满足全部弃渣堆存需要，弃渣可妥善处置。该

8 个弃渣场选址已避开生态保护红线、公益林等敏感区域，尽量选取临近施工

道路两侧、植被覆盖度较低的沟谷，减小弃渣运距及渣场植被破坏；施工过程

中建设单位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管理要求，对弃渣场进行挡渣墙、排

水沟等措施的建设，严格遵循“先挡后弃”的原则，施工结束后及时完成弃渣

场的覆土复垦，在对弃渣场做好水土保持措施并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后，项目

弃渣可妥善处置，对生态环境影响可以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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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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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入 调出 外借 弃方 

表土

剥离 
场地

平整 
基础

开挖 小计 覆表

土 
场平及基

础回填 小计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一 

1# 
光 
伏 
区 

支架基础               

1#  
~  
8# 
弃 
渣 
场 

箱变机分支箱   0.10 0.10  0.10 0.10       0.00 

集电线路 0.79  2.71 3.50 1.25 2.19 3.44 0.46 1#光伏区场内道路     0.52 

场内道路 1.20  4.17 5.37 0.68 3.86 4.54   0.52 1#光伏区、集电线路

区、施工营场地   0.31 

施工营场地 0.08 0.12 0.00 0.20 0.14 0.12 0.26 0.06 1#光伏区场内道路     0.00 

小计 2.07 0.12 6.98 9.17 2.07 6.27 8.34 0.52  0.52    0.83 

二 

2# 
光 
伏 
区 

支架基础               

箱变机分支箱   0.69 0.69  0.32 0.32       0.37 

集电线路区 5.29  18.14 23.43 8.37 13.63 22.00 3.08 2#光伏区场内道路     4.51 

场内道路区 8.04  27.93 35.97 4.58 23.13 27.71   3.46 2#光伏区、集电线路

区、弃渣场   4.80 

弃渣场区 0.91  0.00 0.91 1.66 0.00 1.66 0.75 
2#光伏区场内道路 0.38，
升压站建构筑物区 0.31，
站内道路及硬化区 0.06 

    0.00 

施工营场地 0.09 0.16 0.00 0.25 0.16 0.16 0.32 0.07 升压站道路硬化区 0.05，
进站道路区 0.02     0.00 

小计 14.33 0.16 46.76 61.25 14.77 37.24 52.01 3.90  3.46    9.68 

三 

升 
压 
站 
区 

建构筑物区 0.31 3.64 0.41 4.36  2.33 2.33   0.31 弃渣场   1.72 
站内道路及场

地硬化区 0.11 1.27 0.14 1.52  0.81 0.81   0.11 弃渣场 0.06，施工营

场地 0.05   0.60 

绿化区 0.01 0.09 0.01 0.11 0.01 0.06 0.07       0.04 

进站道路 0.03 0.30 0.07 0.40 0.01 0.05 0.06   0.02 2#光伏区、施工营地   0.32 

小计 0.46 5.30 0.63 6.39 0.02 3.25 3.27 0.00  0.44    2.68 

合计 16.86 5.58 54.37 76.81 16.86 46.76 63.62 4.42  4.42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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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垃圾 

工程施工建筑垃圾主要包括废弃的钢筋、沙石、水泥、弃砖、碎玻璃等。

参照《昆明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实施办法实施细则（修订）》（2018 年）“附件

1”中对建筑垃圾产生量的计算标准，房屋主体施工产生建筑垃圾量=建筑面

积×单位面积建筑废弃物量，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平方米产生建筑垃圾量

为 0.02m3；项目总建筑面积 2062.81m2，建筑垃圾比重按 2t/m3进行计算，则

施工期建筑垃圾产生量约为 82.5t。 

施工建筑垃大部分为可回收利用物，应尽量分拣出后回收利用或外售给

废品回收站，少量不可回收部分如碎砖、渣等，集中收集后送当地建筑垃圾消

纳场处置。 

（3）生活垃圾 

工程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按 1.0kg/人•d 计；施工期平均施工人数约

400 人，则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400kg/d。施工现场应设置临时垃圾桶，生活垃

圾集中收集后，定期送周边村庄垃圾集中收集点，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运营

期生

态环

境影

响分

析 

1、运营期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光伏发电的原理是使用物理学的光生伏特效应，直接将太阳光能转变为

电能，其发电过程无运动部件，无噪声，基本没有污染产生，属清洁能源利用

工程。工程运行过程中主要影响来自光伏组件维护保养及运行维护人员产生

的生活垃圾和生活废水等。运行期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如下图所示。 

太阳能组件 逆变器 箱变 集电线路 升压站
直流电 交流电

输电线路

废光伏组件

清洗废水

厂家回收

板下植物浇洒

噪声 噪声

废变压器油

交有资质的单
位处置

噪声

生活垃圾 生活污水 废矿物油

交有资质的
单位处置

处理后
回用

环卫部
门清运  

图 4-3  运营期产污环节示意图 

2、运营期生态环境影响 

2.1 对地表植被及农作物的影响分析 

项目运营期对植被及农作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光伏板架设后阻挡植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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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同时在地面产生阴影，阴影影响区域内的植物受到的日照减少，将对植物

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影响。 

本项目光伏组件架设按云南省光伏项目使用林草地、占用农用地要求，最

低沿保持高于地面 2.5m，对架设在农用地上的阵列桩基间列间距按大于 4m、

行间距大于 6.5m 执行，可保证下方农作物及林草植被有一定的生长空间，同

时保留板下一定的光照。对于喜阳植物而言，该光照度可能不足以完全满足植

物个体的健康生长需要，造成个体生长不良、无法繁殖甚至死亡；但对于稍耐

阴植物来说，在阳光斜射和散射的作用下，也可满足其基本生长要求；对于喜

阴植物，由于适宜生境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其个体数量还将增加。 

本项目建成后，原农用地区域通过科学选取适宜的农作物进行耕种，可基

本保障土地农产品产出。对于原林草地区域，由于项目主要占用的是干热性稀

树灌草丛植被，群落高度较矮，项目光伏组件按上述条件架设后，各类草本类

及低矮灌丛可继续在板下及板间生长，同时光伏板对阳光暴晒进行一定遮挡，

降低土壤温度，减少土壤水分蒸发损失，使得部分耐阴及喜阴植物得以生长，

若项目建成后辅以一定的人工养护、适当选取部分低矮、耐阴、喜阴的乡土植

物进行补种补植，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地区植被覆盖度及物种多样性，实现

光伏发电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2.2 对动物的影响分析 

项目永久占地面积较小，项目建成后对动物的影响主要是光伏阵列支架、

组件等构筑物以及阵列周边设置的围栏等对野生动物的活动会造成一定拦

挡。 

本项目建设用地区域现状人为活动频繁，原有生境一般，不属于野生动物

活动集中的地带。区域陆栖野生脊椎动物更多主要栖息于周边的云南松林和

栎类林等乔木林内，本项目建设对它们的影响不大。项目场区现状以伴人居小

型动物为主，未发现大型哺乳类动物活动；由于本项目光伏组件架设高度较

高、桩基间距也较大，组件架设后，光伏场区大部分时间人为扰动将恢复至建

设前的水平，逆变器及箱变等的噪声也较小，因此大部分爬行类、小型哺乳类

动物仍可回到场区内栖息活动，项目建设运行对区域动物的影响是可接受的。 

2.3 景观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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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原有景观类型以农业景观及疏林草地景观为主。项目实施后，安装大

量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由于占地面积较大，且颜色、样式单一，将使地区原有

景观类型发生改变。 

电站在设计光伏组件的布局时，在满足设计要求的同时，将尽量依山势布

置，加上太阳能光伏板朝向天空，安装倾角不会面向地面，在视觉上不面向人

眼，光伏板不会反光，减少对景观在形态上的影响。项目区域无特殊景点，因

此，光伏建设对区域景观的影响是可接受的。 

3、运营期光污染影响分析 

项目部分光伏场区紧邻村庄居民区布置；同时，该区域现状在建宾鹤高

速，将自项目光伏场区旁经过。 

经调查，目前的太阳电池组件主要由钢化玻璃、EVA 膜、太阳电池片和

背膜等组成。其中主要会产生反光的是表面的钢化玻璃，此外太阳电池片也具

有一定的反光特性。 

基于光能利用的需要，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在设计时要求最大程度地减

少对太阳光的反射，增加光的吸收，以提高光能利用效率。因此，一般太阳能

光伏组件的表面玻璃均采用透光率极高的超白绒面的钢化玻璃：超白是指这

种玻璃中的 Fe2O3（着色氧化物）含量比普通玻璃低，从玻璃边缘看，这种玻

璃要比普通玻璃更白一些，其对可见光的透光率高，一般常用面板玻璃厚度

3.2mm 和 4mm 透光率在 91%以上，光反射作用很小。绒面是这种玻璃为了减

少阳光的反射，在其表面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进行减反射处理，使玻璃表面呈

绒状，从而增加光线的入射量，进一步减少反射量，且使得反射光呈漫反射

状，避免眩光影响。 

单晶硅太阳电池片为深色吸光材料，光谱响应波长范围为 320~1l00nm，

只对大于 1200nm 的红外光有较高的反射率，对可见光和近红外光（波长

400~1050nn）则以吸收为主，光反射的影响很小。 

根据上述分析，光伏阵列的反射光极少，且对阳光的反射以散射为主，无

眩光，故不会对周边公路交通出行、上方航线飞机飞行造成安全隐患；对周边

居民的影响也较小。 

4、运营期污染影响分析 



69 

4.1 运营期大气环境影响 

电站光伏场区运行期无大气环境影响产生。仅升压站内员工生活在综合

楼内设置一个食堂，采用电能供能，运行过程中产生少量油烟废气；此外升压

站进出车辆产生一定尾气排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一定恶臭影响。 

（1）食堂油烟 

项目食堂服务人数 16 人，属小型饮食业单位，每天供应员工三餐。每人

每天平均食用油消耗按 30g 计，则食堂用油量约为 0.48kg/d，0.18t/a。烹饪时

的油烟挥发一般为耗油量的 2%~3%，本项目取 3%；则食堂油烟产生量约

0.014kg/d，5.256kg/a。 

食堂应按《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小型饮食业

单位要求，配套设置油烟抽排系统及净化效率不低于 60%的油烟净化器；油

烟经抽排净化处理后，排放量约为 2.1kg/a。油烟抽排系统排气量参照类似单

位情况，一般为 2000m3/h，项目厨房日运行时长约 3h，则油烟排放浓度约为

0.96mg/m3，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油烟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标准（2.0mg/m3）。抽排净化后的油烟经专用烟道引至所在建

筑屋顶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小。 

（2）污水处理系统恶臭 

污水处理系统在污水暂存调节、生化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定恶臭气体。本

项目采用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地埋式设置，恶臭气体溢出量小。项目建设过

程中，应加强污水处理系统周边绿化。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恶臭经绿化吸收、

大气稀释扩散后，对区域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4.2 运营期水环境影响 

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和太阳能电池板清洗废水。 

（1）生活污水 

A．产生情况 

升压站内定员 16 人，按《云南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额》（DB53/T168-2019），

生活用水量以 100L/（人·d）计，全站生活用水约为 1.6m3/d；排水系数以 0.8

计，生活污水产生量约为 1.28m3/d。生活用排水中，约 30%为食堂餐饮用排

水，则项目食堂用水量约为 0.48m3/d，食堂废水产生量约为 0.384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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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生活污水监测资料，产生的废水中，主要污染物及浓度约为 CODCr：

400mg/L，BOD5：250mg/L，SS：300mg/L，NH3-N：30mg/L，总磷 7mg/L，

动植物油 10mg/L。 

B．排水方案 

根据可研设计，项目拟在食堂排水口设置一个有效容积 1m3 的不锈钢成

品隔油池、在生活区设置 1 个有效容积 6m3 的玻璃钢成品化粪池，并配套一

套处理能力 1m3/h 的“接触氧化”工艺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食堂废水经隔油池

隔油、其他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送入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回用标准

后回用于升压站绿化。 

C．污水处理设施的可行性分析 

①可行技术对比 

对照《排污许可证申请预核发技术规范 水处理通用工序》（HJ1120-2020）

附录A，项目生活污水采用隔油池、化粪池预处理后，采用接触氧化工艺进行

生化处理，属污水处理可行技术。 

表4-6  HJ1120-2020污水处理可行技术参照表 

废水类别 可行技术 

服务类排

污单位废

水和生活

污水 

预处理：调节、隔油、格栅、沉淀、气浮、混凝； 
生化处理：水解酸化、厌氧、好氧、缺氧好氧（A/O）、厌氧缺氧好氧

（A2/O）、序批式活性污泥（SBR）、氧化沟、曝气生物滤池（BAF）、

移动生物床反应器（MBBR）、膜生物反应器（MBR）、二沉池； 
深度处理及回用：沉淀、过滤、高级氧化、曝气生物滤池、超滤、反渗

透、电渗析、离子交换、消毒（次氯酸钠、臭氧、紫外、二氧化氯）。 

处理后的废水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

2002）中绿化用水标准，回用于场内绿化浇灌，是可行的。 

②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可行性分析 

根据设计要求，一般隔油池水力停留时间为 30min；项目食堂废水产生量

约为 0.384m3/d，拟设置隔油池有效容积 1m3，完全满足隔油需要。化粪池水

力停留时间一般为 12~24h，项目其它生活污水产生量约 0.896m3/d，拟设置化

粪池有效容积 6m3，完全可满足生活污水预处理需要。升压站内生活污水产生

总量估算约 1.28m3/d，拟设置的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处理能力 1m3/h，即

24m3/d，完全满足生活污水处理需要。因此，从水量的角度分析，项目拟设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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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设施规模满足本项目污水处理需要。 

D．回用可行性分析 

项目升压站绿化面积共 300m2。参照《云南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额》

（DB53/T168-2019），绿化灌溉用水量以 3L/（m2•次）计；绿化浇灌频率按非

雨天每天浇灌一次，全站绿化需用水量为 0.9m3/d。此外升压站周边即为项目

光伏场区，场地下方开展复合农业种植，灌溉需水量大。本项目生活污水产生

量小，经处理后可全部回用于绿化及周边光伏板下作物浇洒，不外排。项目内

应设置 1 个回用水池，雨天时污水处理系统出水进入回用水池收集后，待非

雨天逐步回用。 

（2）太阳能电池组件清洁废水 

为保证太阳能电池的发电效率，电站运行期间平均每季度对组件进行一

次清洗。清洗用水利用场地内现有高位水池蓄积的雨水或采用罐车自周边运

水至光伏场区对组件表面进行冲洗。 

本项目共有太阳能电池组件 1000160 块，组件尺寸为 2256×1133×35mm，

即每块组件面积为 2.556m2。组件清洗用水量参照《云南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

额》（DB53/T168-2019）中环境卫生管理场地清洗用水量，取 2L/（m2•次），

则每块电池组件清洗用水量约 5.112L/次，全场所有电池组件清洗一次总用水

量约为 5112.8m3，年清洗用水量 20451.3m3/a。 

组件清洗过程中，部分水分蒸发进入大气，废水产生系数按 0.9 计，则废

水产生量约为 4601.5m3/次，18406.1m3/a。产生的废水顺电池组件倾斜角度直

接淋洒于下方林草植被及作物上，用于植被生长。从水质情况看，由于组件清

洗过程中不添加清洗剂，产生的废水无特殊污染物，主要为 SS，用于植被浇

洒不会对植物生长造成不良影响。从废水产生量的角度，由于组件清洗废水是

分散产生的，每平方米组件清洗用水量仅 2L/次，而参照《云南省地方标准 用

水定额》（DB53/T168-2019），绿化灌溉用水量定额为 3L/（m2•次），光伏组件

清洗仅在非雨天进行，故清洗水淋于下方林草植被及农作物上，被植物吸收，

不会在地面形成径流，对外环境影响很小。 

4.3 运行期声环境影响 

（1）光伏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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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光伏发电场区各主体设备基本没有机械传动或运动部件，场内仅逆

变器、箱式变压器运行时有噪声产生，源强在 55~60dB(A)。采用《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09）室外点声源预测模式，噪声源随传播距

离的衰减按下式计算： 

𝐿𝐿𝐴𝐴(𝑟𝑟) = 𝐿𝐿𝐴𝐴(𝑟𝑟0) − 20 lg�𝑟𝑟 𝑟𝑟0� � − ∆𝐿𝐿 

式中：𝐿𝐿𝐴𝐴(𝑟𝑟)——距离声源 r 处的 A 声级，dB（A）； 

𝐿𝐿𝐴𝐴(𝑟𝑟0)—— 参考位置 r0处的 A 声级，dB（A）； 

∆𝐿𝐿——声屏障、遮挡物等引起的衰减量，本次计算不考虑； 

r0、r——参考位置级预测点距声源的距离； 

           表 4-7  光伏场区逆变器及升压站噪声贡献值预测    单位：dB(A) 

距离 1m 2m 3m 4m 5m 10m 15m 20m 25m 

逆变器 55.0 49.0 45.5 43.0 41.0 35.0 31.5 29.0 27.0 

箱变 60.0 54.0 50.5 48.0 46.0 40.0 36.5 34.0 32.0 

经计算，项目光伏场区逆变器噪声在 2m 之外、箱变噪声在 4m 之外能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昼间：

60dB(A)，夜间：50dB(A)）要求。 

根据工程总体布局情况，项目各光伏场区周边最近的保护目标与场区距

离在 10m 外，且逆变器、箱变等将尽量远离距离较近的保护目标布置，产生

的噪声对保护目标的影响不大。 

（2）升压站 

拟建 220kV 升压站内运行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变压器、电抗器和配电装置

等电气设备所产生的电磁可听噪声，以及风机、水泵等设备的机械噪声；这些

噪声主要是中低频噪声。本项目主要电气设备均采用成套装置，其内的电气设

备电磁噪声经舱体隔声、基础减振后，可减少 10~15dB(A)；给水水泵、消防

水泵等布置于封闭式水泵房内，运行期噪声均较小。升压站运行期噪声主要来

源于室外露天布置的主变。 

项目设置 2 台 SFZ11-250000/220GY 型三相三绕组有载调压主变，属低噪

声变压器，源强约 75dB(A)，即距离主变压器 1m 处噪声为 75dB(A)。经现场

调查，升压站周边 200m 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故评价主要预测项目

运行时的厂界噪声。根据升压站总平面布置图，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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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HJ2.4－2009）室外点声源预测模式对升压站厂界噪声进行预测，测

结果见下表。 

表 4-7 升压站厂界噪声预测贡献值 

位置和方位 1#主变距离（m） 2#主变距离（m） 叠加贡献值 dB(A) 

升压站
厂界 

东面围墙 1m 处 34 25 48.9 

南面围墙 1m 处 160 180 33.4 

西面围墙 1m 处 36 36 46.9 

北面围墙 1m 处 69 46 43.3 

由上表可知，本期升压站建成投运后，围墙外 1m 处的厂界噪声贡献值最

大为 48.9dB(A)，昼、夜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要求。对区域声

环境质量影响不大。 

4.4 运行期固体废弃物 

项目营运期固废包括废弃光伏组件、生活垃圾、废矿物油、废弃铅酸电池

和储能电池等。 

（1）废弃光伏组件 

光伏组件设计使用年限 25 年，强度较高，组件架设后一般不需进行更换，

仅在部分极端天气或意外情况下可能出现少量损坏或故障。根据建设单位经

验数据，组件损坏更换率以每年 0.1‰计，每块光伏组件重量 32.3kg，则年损

坏更换产生的废弃光伏组件约为 3.23t。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进行判别，项目所用的单晶硅太阳

能电池组件主要由铝合金边框、钢化玻璃、EVA 膜、晶体硅电池片、背膜等

封装而成，其中晶体硅电池片为高纯度的晶体硅制成，掺杂微量的硼、磷等，

不具有腐蚀性、易燃性、毒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危险特性。因此，废电池组

件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更换后由厂家回收资源化利用。 

（2）生活垃圾 

项目升压站有常驻工作人员 16 人，在站内食宿，生活垃圾产生量以 1kg/

（人·d）计，则全站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16kg/d，年产生量为 5.84t/a。产生的

生活垃圾在升压站内设垃圾桶集中收集，定期清运至附近村落生活垃圾集中

收集点统一处理，不得随意丢弃、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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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水处理设施污泥 

项目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采用“接触氧化”处理工艺，污泥产生量较少，年

产生量约 2t/a。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中主要是有机物，委托周边农户

清掏后用于电站周围植物施肥。 

（4）废矿物油 

项目正常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矿物油包括 3 部分：升压站主变压器

维护、更换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光伏场区箱变维护、更换产生的废变压器油；

传功轴等装置维护保养产生的的废润滑油。根据建设单位经验数据，日常维护

检修产生的废变压器油约 1.5t/a，废润滑油约 50kg/a。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2021 年版），废变压器油废物代码为 900-220-08（变压器维护、更换和

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废润滑油废物代码为 900-249-08（使用过程

中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包装物），二者均为矿物油，均属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的危险废物”。应采用油桶收集之后，设置

1 间危废暂存间暂存，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理。 

此外在非正常情况下，主变及箱变可能产生变压器油泄露。根据可研设

计，项目光伏场区各箱变基础内配套设置事故油池，升压站主变下设置集油

坑、经排油管道连接至站内地埋式设置的事故油池，事故状态下，泄露的废油

进入事故油池收集，待事故结束，应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即时清运处

置。 

（5）废弃铅酸电池 

升压站继电保护、开关控制等采用铅蓄电池作为直流电源，在整流系统交

流失电或发生故障时，继续给控制、信号、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供电。铅蓄电

池使用过程中需定期更换，按照建设单位经验，平均每年更换产生废铅蓄电池

约 10 块，重量约 80kg。废铅蓄电池为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31 含铅废

物，废物代码为 900-052-31，收集后在危废暂存间分区暂存，交有资质的单位

处置。 

（5）废弃储能电池 

项目储能系统采用集装箱式磷酸铁锂储能电池，根据设计，在服务年限中

需进行 2 次电池更换，分别在运行至 8~12 年，16~20 年时，每年更换 20%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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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容量。每次更换产生废弃磷酸铁锂电池约 400t。储能电池由厂家上门更换，

产生的废弃磷酸铁锂电池由厂家直接回收处置，不在厂内暂存。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产排情况汇总如下： 

表4-9  项目固体废弃物产排情况一览表 

固废 主要成分 属性 产生

量(t/a) 处置情况 

生活垃圾 杂物、食

物残渣等 一般固废 5.84 设垃圾桶收集后，定期送周边

村庄垃圾收集点统一处置 
污水处理系

统污泥 有机物 一般固废 2 委托周边农户定期清掏后用于

电站周围植物施肥。 

废弃光伏组

件 

玻璃、晶

体硅、

EVA 膜 
一般固废 3.23 由厂家回收处理 

废变压器油 矿物油 危险固废 HW08 
900-220-08 1.5 

采用油桶收集后，分区暂存于

危废暂存间，委托有危废处置

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理 

废润滑油 矿物油 危险固废 HW08 
900-249-08 0.05 

采用油桶收集后，分区暂存于

危废暂存间，委托有危废处置

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理 

废铅蓄电池 含铅 危险固废 HW31 
900-052-31 0.08 

分区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

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定期清

运处理 

废储能电池 磷酸铁锂

电池 一般固废 400t/
次 由厂家回收处理 

固体废物环境管理要求： 

① 一般固废： 

a、生活垃圾存放应做到防雨、防流失，不得露天堆放，防止雨水进入产

生二次污染，严禁随意丢弃、焚烧。 

b、更换的废弃光伏组件由厂家带回回收处理； 

c、更换的磷酸铁锂储能电池由厂家回收处置，严禁随意丢弃或私自进行

拆解、填埋等处理。 

②危险废物： 

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2013 年

修改单要求，设置一间危废暂存间，用于各类危废的分区暂存。执行危废转移

联单制度。具体包括： 

a、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

理办法等》，对进厂、使用、出厂的危险废物量进行统计，并定期向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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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报送； 

b、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库地面与裙角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建筑材

料必须与危险废物相容； 

c、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库必须有而腐蚀的硬化地面，且表面无裂隙； 

d、危险废物堆放基础防渗，防渗层为至少 2 毫米厚高密度聚乙烯，渗透

系数≤10-10厘米/秒； 

e、危险废液贮存需设计堵截泄漏的裙脚，地面与裙脚所围建的容积不低

于堵截最大窗口的最大储量或总储量的五分之一； 

f、设施内要有安全照明和观察窗口； 

g、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场要防风、防风、防晒；同时，建设单位应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向上级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如

实申报本项目固体废物产生量、拟采取的处置措施及去向，并按该中心的要求

对本项目产 生的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进行全过程严格管理和安全处置。 

4.5 环境风险分析 

环境风险评价的目的是分析和预测建设项目存在的潜在危险、有害因素，

建设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或事故，引起有毒有害和易

燃易爆等物质的泄漏，所造成的人身安全与环境影响和损害程度，提出合理可

行的防范、应急与减缓措施，以使建设项目事故率、损失和环境影响达到可接

受的水平。 

（1）危险物质及风险源分布情况 

本项目涉及的危险物质主要是矿物油，包括存在于升压站主变压器和光

伏场区箱变外壳内绝缘层中的变压器油、升压站油品库内储存的变压器油、以

及设备维护保养产生的废弃变压器油及润滑油。此外项目废铅蓄电池中含有

铅和硫酸，其中铅占电池总重量的 82%左右，硫酸占电池总重量的 7%左右。 

表 4-10  项目涉及危险物质储存量一览表 

名称 形态 最大贮存量 贮存位置 

变压器油 液态 

66t×2 台 升压站主变压器内 

1.32t×156 组 光伏场区箱式变压器内 

1.5t 升压站油品库 
废变压器油/润

滑油 液态 1.55t 危废暂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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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固态 0.066t 危废暂存间废铅蓄电池内 

硫酸 液态 0.006t 危废暂存间废铅蓄电池内 

项目所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的危险特性及理化性质如下： 

表 4-11  项目涉及危险物质特性表 

名称 理化性质 

矿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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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风险物质对环境的可能影响途径 

根据项目风险物质的储存使用情况，可能产生环境风险的生产设施主要

有主变、箱变、润滑油品库、危废暂存间。风险物质向环境转移的途径主要

是在油品在使用、储运过程中若操作不当，造成物质泄漏，以及遇火源或在

高温（高于闪点）等特殊情况下，产生 CO 等次生污染物排放；此外废铅蓄

电池在暂存过程中，如电解液泄露，可能污染土壤及地下水。 

表 4-9  生产设施危险性识别及风险物质向环境的转移途径 

危险物质 风险单元 环境风险类型 影响环境的途径 

矿物油  

主变、箱

变、油品

库、危废暂

存间 

泄漏 
溢流进入地表水体 

地表漫流或下渗污染土壤； 
下渗污染地下水 

火灾/爆炸 产生 CO 造成大气污染 
电解液

（硫酸） 废铅蓄电池 泄漏 下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 

除此之外，项目各类高压带电设备、电缆、铅蓄电池及储能磷酸铁锂电池

等如未正确安装，或运行过程中出现设备损坏、操作不当等，也易发生爆燃、

火灾事故，一方面直接威胁项目内及周边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各类塑料、电

池电解液等燃烧将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污染大气环境，此外火灾也可能对周边

植被造成破坏。 

（3）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A.项目可研设计已提出，在升压站主变下方设置集油坑，尺寸 12×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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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油坑经排油管道与事故油池连接，事故油池有效容积 101.25m3，采用抗渗

混凝土构筑。若发生事故，主变内的绝缘油进入下方集油坑，经排油管排入事

故油池收集。 

升压站事故废油收集设施合理性分析： 

根据《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9-2019）中：“户

外单台油量为 1000kg 以上的电气设备，应设置贮油或挡油设施，其容积宜按

设备油量的 20%设计，并能将事故油排至总事故贮油池。总事故贮油池的容

量应按其接入的油量最大的一台设备油量 100%确定，并设置油水分离装置。

贮油或挡油设施应大于设备外廓每边各 lm。” 

根据设计单位提供资料，项目 2 台 250MVA 主变单台油重约 66t（使用的

油为环烷基矿物油，密度为 0.85g/m3，折算成体积为 77.6m3）。项目主变下集

油坑每边大于变压器外廓约 1.1~1.3m，集油坑容积约 24m3，大于主变油量的

20%（15.52m3）。事故油池有效容积 101.25m3，大于最大一台主变 100%油量。

满足《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9-2019）中相关要求。

从环保角度分析，升压站集油坑和总事故油池容积合理。 

B．项目可研设计已提出，在光伏场区各箱变基础内配套设置 1 个容积

2m3 事故油池。根据设计资料，本项目 156 台 S11-3200 型箱变每台油重约

1320kg，折算成体积约为 1.55m3，则对应事故油可容纳事故状态下箱变 100%

排油量，设计合理。 

C．项目应严格做好分区防渗工程：升压站集油坑、事故油池、油品库、

危废暂存间以及光伏场区箱变集油池须进行重点防渗处理，防渗技术要求为：

等效黏土防渗层 Mb≥6m，K≤1×10-7c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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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运营期定期检查各储存设施，避免出现泄漏等不良情况。 

E.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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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如实记载每批危废的名称、来源、数量、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

日期、存放库位、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贮存期间定期养护，控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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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场所的温度和湿度；装卸、搬运时应轻装轻卸，注意自我防护。定期对所

暂存的危险废物容器及暂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

换。

G.废旧铅酸蓄电池搬运过程必须严格操作规程，防止废旧铅酸蓄电池在

搬运过程中倾倒发生破裂，发现破损废旧铅酸蓄电池应及时转移至 PE 桶内。 

H．各类电气设备、电缆、蓄电池等应确保正确安装，运行过程中定期检

修，出现破损及时更换，确保设备设施运行安全。严格落实防火规定，升压站

内严禁吸烟、明火。人员进入升压站生产区内检修结束后，应即时清理现场，

防止遗留火种。

I. 完善升压站消防设施、消防器材的配套，确保应急疏散通道、消防通道

的通畅，加强人员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消防演练。

J. 定期开展电站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检查站内是否存放废旧充油设备及

易燃易爆物品；电缆沟防火墙是否完好、电缆孔洞防火封堵是否合格；检查消

防设施帐、卡、物是否一致，配置是否满足要求，防火门闭门器、防火胶条是

否完好；应急疏散标示是否齐全，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检查火灾报警控制器功

能是否正常，主、备电源能否正常切换，是否存在误报、漏报现象，数据传输

是否及时准确，烟感、手动报警装置能否正常启动；空调、电脑等是否存在导

线老化、过载等情况；并结合站内实际情况，对不合格或损坏的灭火器、消防

铁锨、消防桶及时进行更换，修订完善各站消防应急预案，提升消防应急处置

能力。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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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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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生态环境局鹤庆分局备案。

严格落实应急物资配备，定期演练，尽量将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产生

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严格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有

效的应急预案，加强风险管理，防止事故的发生，将事故影响程度减少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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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在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和风险应急预案的前提下，工程环

境风险可防可控，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4、服务期满后的环境影响 

项目光伏系统设计使用寿命 25 年。在服务期满后，若停止运行，应对电

池组件及支架、变压器等设施进行拆除并对场地进行恢复。 

（1）拆除的固体废物影响 

在光伏电站服务期满后，拆除的蓄电池、变压器等对环境具有较强的破坏

性。其中，蓄电池多含有毒物质，如若将电池大量丢弃于环境中，其中的酸、

碱电解质溶液会影响土壤和水系的 pH，使土壤和水系酸性化或碱性化，而汞、

镉等重金属被生物吸收后，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人类的食物链，在人体内聚集，

使人体致畸或致变，甚至导致死亡。因此，本项目服务期满后需对拆除的废弃

物进行安全处置，太阳电池组件由生产商回收资源化利用；储能磷酸铁锂电池

由生产商或专业电池回收机构回收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置。变压器、铅蓄电

池等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处理；支架等钢材可外售给物资回

收公司。 

（2）基础拆除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 

光伏组件支架基础、箱变等基础在服务期满后拆除、清理过程中会造成局

部地表扰动和植被破坏，应进行生态恢复： 

①掘除硬化地面基础，对场地进行恢复；恢复后的场地进行洒水和压实，

以固结地表，防止产生扬尘和对土壤的风蚀。 

②拆除过程中尽量减小对土地的扰动，对于场区原有植被应予以保留； 

③对场地进行平整后覆土，并全面复垦。根据项目对地形地貌及景观的破

坏程度，项目服务期满后，应设立专项资金，通过对场地进行封禁保育、适当

选取乡土物种进行补种补植等措施，恢复场区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在严格落实上述环境保护措施后，光伏电站服务期满

后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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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选址合理性分析 

（1）光能资源利用 

本项目选址区域太阳年总辐射为 6392.4MJ/m2，太阳能资源属较丰富

区，适合进行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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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合理性分析 

① 政府主管部门意见 

项目已经取得鹤庆县自然资源局、林草局、水务局、生态环境分局意

见，明确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公开版）、永久基本农田、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符合（云林规〔2021〕5 号）要求，无重大制约因素，同意项目选

址。 

（2）环境敏感性分析 

项目充分考虑了国家相关用地政策、光伏规划、环保要求，不占用生态

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也不涉及国家公园、

森林公园、重要湿地、世界文化遗产地、种质资源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等环境敏感区。工程主要选取耕作条件相对一般的坡耕地及少量灌木林、

荒草地进行建设，为光伏项目允许用地；用地区域现状无珍稀濒危保护植

物、狭域特有物种、名木古树等分布，现有植被类型较为单一、生物多样性

一般，现有分布的野生动物种类及种群数量均较为贫乏。项目建成后，光伏

场区原农用地区域通过开展符合农业种植，不会对地区农业生产造成大的影

响；原林草地区域通过封禁养护，植被可逐步恢复至与现状差别不大，对区

域整体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小。 

工程检修道路基于现有道路条件设置，充分依托利用现有路径，减少新的

开挖破坏；场内引接新建时，路径主要选择于地形较缓处沿等高线布设，并尽

量以较短的路径兼顾各方阵，减小道路工程量及由此带来的植被破坏和水土

流失等。 

集电线路基本顺检修道路及现有道路边地埋式敷设，减少施工开挖作业

面，也有利于集中开展水土流失等影响控制。在地形破碎、跨越沟谷等区域

转为架空方式，并尽量就近汇集后以同塔多回方式输送，减小施工扰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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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基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公益林、基本农田等敏感因素布置。架空集电线

路沿线除部分沟谷内有少量林木外，大部分区域为草本植物、低矮灌木和农

作物，沟谷内的林木高度也较低，集电线路上跨通过，基本不需进行林木砍

伐清理，  

总体而言，从环境敏感性角度分析，项目选址合理 

2、临时工程选址、选线合理性分析 

项目共设置 8 个弃渣场，均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不占用公益林及天然林。场地现

状以荒草地和灌丛植被为主，无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分布，渣场临时占用造成的

植被破坏和生态环境影响较小。各渣场选址远离地表水体和居民区，就近布置，

就近弃渣，减少土石方运输；同时渣场临近检修道路，可避免额外新建运渣道，

选址较为合理。 

此外工程施工设置 2 个临时营场地，主要选取光伏阵列周边的平缓地荒

地。每个场地内施工生活区、材料堆场、材料加工厂、表土堆场集中设置，尽

量减少临时用地面积，也便于集中防护。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施

工场地的选址是合理的。 

工程施工运输利用检修道路，不再额外新设便道。项目施工时应加强施工

人员管理，施工车辆和各种设备应按规定的路线行驶，不得随意破坏道路和碾

压道路范围外的植被。 

综上所述，项目选址及平面布局合理，不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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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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1 植被及植物保护措施 

（1）建议下阶段设计过程中，进一步结合场地现状细化布板设计，对场

地内的散生林木进行避让保留。 

（2）各类永久、临时占用土地，应按相关规定办理合法手续。占用林地

应在取得林草部门相关批复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 

（3）施工时应严格按划定的用地范围作业，严禁超范围占用土地和破坏

植被。光伏场区除桩基等永久用地区域外，严禁硬化地面，施工时也应尽量减

小对非永久占地之外区域的现有植被的影响，尽量避免全场大范围清表，减小

地表扰动，保护现有耕作层。施工车辆和各种设备应按规定的路线行驶，不得

随意破坏道路和碾压道路范围外的植被。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保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将生态环境保护列入

施工责任书，坚决杜绝乱砍乱伐、盗伐、偷猎等非法活动；施工人不应随意进

入施工作业区之外的区域活动，减少扰动影响。加强施工用火管理，严防森林

火灾。 

（5）后期施工时若发现有保护植物，需上报当地林业局，根据林业部门

意见采取避让、就地保护或移栽措施，保证其成活。 

（6）工程建设开挖时，应将表层土与下层土分开，表土单独剥离并集中

保存于临时表土堆场，待施工完毕后用于场地绿化及临时用地复垦覆土，以恢

复土壤理化性质。 

（7）施工结束后应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拆除临时设施，清理，恢复土层，

并对临时占用的施工营场地、弃渣场、地埋电缆路径和场内道路边坡等区域进

行覆土复垦，复垦种植宜就地采集当地植物的种子、幼苗，不得引入外来入侵

物种。复垦后应采取封育手段对植被恢复区进行抚育管理，促进自然恢复。 

（8）合理制定复合农业种植方案，选取适宜的农作物种类，制定科学种

植计划。建议下阶段设计过程中，结合农业种植计划进一步优化光伏组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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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光伏阵列高度、间距等设计，以保障下方土地农作物产出。光伏阵列架设

后，需及时开展复耕，不得抛荒、撂荒。 

（9）占用林草地区域，应尽快按“云林规〔2021〕5 号”完成《光伏复

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植被保护方案》。光伏场区内未设计建设的空地区域，施工

时不得破坏原有植被和损毁地表，对于光伏板下和板间非永久用地区域，应尽

量保留原有植被。施工结束后及时开展场区植被恢复工作。严格执行“云林规

〔2021〕5 号”要求：电池组件阵列下方原有植被盖度达到30%以上，且具备

自然恢复条件的，以自然恢复植被为主，不采取开挖补种、更替树种、除草等

人工干预措施；原有植被盖度达到20%以上30%以下，且具备自然恢复条件的，

采取补植补种修复植被；原有植被盖度低于20%的，采取人工种草等措施改良

植被及土壤条件，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 

补种补植时，光伏板下应选取低矮、耐阴、喜阴的植物；光伏板间在不遮

挡光伏组件的基础上，尽量采用灌、草结合方式，选取低矮灌木；对于边坡或

场内非设计建设区域，在不遮挡光伏组件的基础上适当选取乔木。选取的植物

种类应尽量采用当地的优良乡土物种，提高成活率，物种种类尽量丰富，但不

得引入外来入侵物种。 

植被恢复工作应在施工结束后及时开展，严禁抛荒土地和施工扰动作业

面长期裸露。 

1.2 动物保护措施 

（1）合理安排，尽量避开动物的繁殖季节施工，特别是两栖爬行类和雉

类的繁殖期，最大限度地降低工程施工对区域动物的影响。 

（2）通过标识标牌等措施进行宣传，加强施工单位和施工人员的宣传教

育，严禁捕杀和食用野生动物。 

（3）在施工中遇到的幼兽，应上报移交林业部门，不得擅自处理；施工

中遇到的鸟窝应转移到非施工区的其他树上；对在施工中遇到的幼鸟和鸟卵

（蛋）应移交林业局的专业人员妥善处置。 

（4）采用合理的施工工艺，选用先进的施工机械设备，同时做好机械保

养，避免施工噪声过大对区域动物的正常觅食、繁殖、活动造成大的影响。。 

1.3 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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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由云南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大栗坪 2 光伏发电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结合主体工程设计，对各施工作业区域提出水土保持措

施如下： 

表 5-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布设 

光伏 
发电区 

光伏方阵及空地 
工程措施 外围浆砌石截水沟、永久沉砂池 

植物措施 底层绿化 

集电线路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场内道路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浆砌石排水沟、φ600 管涵、

水窖、急流槽、消力池 
植物措施 边坡植被恢复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施工营场地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临时沉砂池 

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挡渣墙、外围截水沟、马道

排水沟、顺接消力设施 
植物措施 植被恢复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临时苫盖 

表土堆场区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临时苫盖 

升压 
站区 

建构筑物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道路及场地硬化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浆砌石排水沟 

绿化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植物措施 站内绿化 

表土堆场区 临时措施 临时拦挡、临时苫盖、临时沉砂池 

工程建设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各项措施，尽量减少水

土流失。弃渣、临时表土堆存严格按照“先挡后弃”原则执行；检修道路、升

压站、各施工临时营场地建设时均应先挖设截排水沟及临时沉淀池，再开展场

内施工。 

此外环评提出在施工营场地、弃渣场等临时用地进行植被恢复时，应尽量

以乔、灌、草结合的方式，同时应尽量种取当地本土物种作为植被恢复物种，

不得引入外来入侵物种。 

经采取以上措施后，可减缓工程施工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措施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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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2.1、施工期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1）项目营场地四周应设置临时围挡防护措施；光伏场区及检修道路等

施工时，应结合周边居民区等保护目标的分布情况进行围挡防护。 

（2）采取湿法作业方式，每天定时对施工场地及运输道路进行洒水降尘。

洒水次数根据天气状况而定，一般每天早、午、晚各洒水 1 次，在各作业区临

近村庄居民区区域，应加大洒水降尘力度；若遇大风或干燥天气，可适当增加

洒水次数，最大限度减少扬尘量。 

（3）施工现场内的水泥、黄沙等粉状材料应尽量袋装密封，散状建筑材

堆放时应采取覆盖遮挡措施，必要时加盖工棚；材料堆场要避开风口并与施工

道路和周围居民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减少风起扬尘和车辆交通带起的扬尘。 

（4）在施工场地设置专人监管建筑垃圾的收集和及时清运处置，防止二

次扬尘污染。 

（5）装运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的车辆应进行覆盖遮挡，粉状材料采取密

闭式运输，避免沿途抛洒扬尘。保持车辆整洁，防止车辆轮胎夹带泥土。 

（6）场内道路修建后，应及时完成表面石渣铺设，减轻施工运输扬尘。

施工过程中应保持运输道路平整及整洁，设立施工道路养护、维修、清扫专职

人员，保持道路清洁、运行状态良好。 

（7）临时表土堆存过程中应适当压实，进行遮盖，并在干燥大风天气时

进行洒水降尘； 

（8）选择尾气排放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并加

强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维护和保养； 

经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期废气可以得到有效管控，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措施可行。 

2.2、施工期水环境保护措施 

（1）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土石方工程尽量避开雨季。 

（2）生活污水：2 个施工营地各设置 1 个旱厕，施工人员粪尿等进入旱

厕，委托周边村民定期清掏用作农肥，施工结束后旱厕应予以拆除并无害化处

理。施工期人员洗漱等清洁废水设沉淀池收集沉淀后，用作场地洒水降尘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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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灌木丛、草地浇灌；食堂废水设临时隔油池隔油后再进入沉淀池沉淀回用；

各类废水禁止向周边地表水体直接排放。 

（3）施工废水：在各施工作业区设置临时沉淀池，施工废水收集澄清处

理，回用于混凝土养护、车辆、设备清洗和场地洒水降尘等环节，不外排。 

（4）初期雨水：各片区施工前，应先按主体设计及水土保持方案完成截

排水沟及临时沉淀池的挖设，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初期雨水经临时排水沟引入

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可回用于施工过程及场地洒水降尘，回用不完的部分再顺

流至附近沟渠。 

（5）加强管理，做好机械的日常维修保养，杜绝跑、冒、滴、漏现象。

另外，雨天应对各类机械、粉状物料进行遮盖防雨。 

（6）施工过程中保持项目区内山溪河流的通畅，不得占用、拦挡河道。 

经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期废水可以得到妥善处理，对下游环境影响小，

措施可行。 

2.3 施工期声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建筑

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2011），采用低噪声施工机具和先进工艺进行

施工。 

（2）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除工程必须并取得当地环保部门批准外，严禁

在 12：00~14：00、22：00~6：00 期间进行高噪声施工，如桩基冲孔、打夯、

钢筋切割等；认真组织施工安排，避免在同一时间集中使用大量的动力机械设

备。 

（3）对强噪声设备进行一定的隔声及减振处理，固定的机械设备尽量入

棚操作，并尽量布置于项目中部，远离周边居民区；  

（4）在大栗坪村、燕子岩村等保护目标附近施工时，因通过设置临时声

屏障等方式，尽量减小对保护目标的噪声影响； 

（5）在施工开始前，应进行施工公示，让施工场地周围居民对工程有所

了解，明白工程施工对他们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以求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6）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管理，注意对机械设备保养，及时发现问题，避

免因设备缺乏保养而产生高噪声加重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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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车辆出入施工场地及经过居民区、声环境敏感区时，应低速、禁鸣。 

经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期噪声可以得到有效管控，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措施可行。 

2.4 施工期固废处置措施 

（1）废弃土石方：开挖土石方尽量场内回填利用，回填不完的部分全部

送入项目弃渣场堆存。规范设置弃渣场，做好弃渣场的水保措施，做好档护及

绿化恢复工作。 

（2）建筑垃圾：建筑垃圾应分类收集，能利用部分回收利用或外售收购

商进行回收，不可回收部分统一收集后送当地建筑垃圾消纳场，禁止乱堆乱

倒。 

（3）生活垃圾：在施工场地设置临时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施工人员的生

活垃圾集中收集，实行“日产日清”送至周边村镇垃圾收集点处理。不得随意

抛弃或焚烧。生活垃圾不得并入弃渣场填埋。 

（4）粪便：施工临时旱厕定期委托周边居民清掏后用于周围农田施肥，

施工结束后旱厕应予以拆除并无害化处理。 

（5）临时堆土：项目临时表土堆场设置在施工营场地及升压站永久占地

范围内，远离河道。应定点堆存，做好拦挡和截排水措施，堆存时应进行适当

压实处理，大风天气时进行覆盖遮挡。堆存时间较长时，应在堆土期间新增临

时撒草措施。临时堆土清理后应对临时堆场覆土绿化处理。 

经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期固体废物可以得到有效处理处置，对周围环境

影响小，措施可行。 

运营

期生

态环

境保

护措

施 

1、运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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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云南省能

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光伏复合项目使用林草地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林规

[2021]5 号）的要求，确保光伏组件严格执行最低沿高于地面 2.5m，架设在农

用地上的阵列桩基间列间距大于 4m、行间距大于 6.5m 的要求；除桩基用地

外，严禁硬化地面，占用林草地区域应及时恢复林草植被；占用耕地区域严禁

破坏耕作层，严禁抛荒、撂荒，应积极通过返租、合作等方式，确保恢复农业



89 

生产。 

（2）光伏场区及弃渣场等临时用地区域在植被恢复过程中，应加强初期、

中期的植被抚育工作。尽量采取场地封禁自然恢复，并辅以适当的人工手段：

如选取乡土物种补种补植；项目区较为干旱，必要时可进行适当的洒水浇灌，

以保障植被的恢复存活。 

（3）占用林草地区域，后期光伏场区植被恢复后，生长过程中在满足电

站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应尽量减少对下方及周边植物的扰动。在影响电站发电

时，应尽量采取人工修剪高度的方式，避免直接清理砍伐。 

（4）光伏场区周边围栏等应尽量避免使用过于密集的钢丝网，保留一定

的动物通过空间。 

（5）加强运维管理人员和场地内工作人员的环保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

保护当地的植物及野生动物，禁止人为捕杀；禁止引入外来有害生物。 

（6）做好项目区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重点加强项目运营、检修期间的

野外火源管理，落实森林草原防火管护人员和措施。 

（7）巡检车辆只在检修道路内行驶，避免对植被造成损害；加强对各项

生态保护措施的日常维护。 

（8）复合农业种植应采取科学的种植方式，控制化肥、农药、杀虫剂等

的施用。杀虫、灭菌农药应符合国家相关条例、标准规定，尽量选用低毒、安

全、高效、易分解、低残留农药，并加强农药包装物的回收处置管理。建议优

先采用太阳能杀虫灯等物理方式进行驱虫，采取测土配方等先进技术，发展绿

色有机农业。 

2、运营期污染控制措施 

2.1 运营期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升压站内使用清洁能源，厨房设置油烟抽排及净化系统，净化效率

应不低于 60%，处理后的油烟应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

2001）中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标准（2.0mg/m3）。经专用烟道引至所在建筑

屋顶排放。 

（2）保持项目区内环境卫生，减少运营期地面扬尘和飘散物对环境空气

质量的影响；项目区生活垃圾及时清运并对垃圾收集点经常进行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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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污水处理系统周边绿化，尽量采用乔、灌、草结合的绿化方式。 

2.2 运营期水环境保护措施 

（1）升压站内实行雨污分流。在综合楼食堂排水口设置 1 个有效容积 1m3

的不锈钢成品隔油池、在生活区设置 1 个有效容积 6m3的玻璃钢成品化粪池，

配套一套处理能力 1m3/h 的“接触氧化工艺”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并设置一个

容积不小于 8m3 的回用水池。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隔油、其他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预处理后，送入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

质》（GB/T18920-2020）中绿化标准后，进入回用水池，非雨天全部回用于升

压站内绿化。 

（2）太阳能电池组件定期进行清洗，产生的清洗废水用作板下植物浇灌，

不外排地表水体。 

（3）应定期对化粪池、污水处理系统污泥进行清掏；对隔油池废油进行

清理收集。定期检修污水处理设施，建立污水处理设施管理制度，以保障污水

处理设施的处理效果。 

2.3 运营期声环境保护措施 

（1）在设备选型上选用低噪声设备； 

（2）光伏发电区箱式变压器通过外箱进行隔声降噪；逆变器应分散合理

设置，尽量远离周边居民区等保护目标，并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要求安装，通

过采取加装阻尼弹簧减振器等措施减小振动； 

（3）升压站各电气设备应严格按标准安装，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确保设

备平稳运行，避免因转动部分与外缘碰撞、摩擦而加大噪声，避免出现尖端放

电等。 

（4）风扇、水泵等设备应采取减振措施，水泵采取隔声降噪。运行过程

中保持水泵房、设备间等的门窗紧闭。 

（5）加强升压站周边绿化，在美化环境的同时还能起到一定的降噪作用。 

（6）配备必要的耳塞等个人防护措施，加强升压站内工作人员的防护。 

2.4 运营期固废处置 

（1）生活垃圾：设垃圾桶进行分类收集，定期运至周边村庄垃圾集中收

集点，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做到日产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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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粪池委托周边农户定期清掏用作农肥。 

（3）废电池组件：厂家定期上门进行电池组件检测，更换的废弃电池板

由厂家带回资源化处置。 

（4）废变压器油、废润滑油：属于危险废物，收集于专用容器内，在危

废暂存间分区暂存，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严格执行危废转移联单制度。 

（5）废铅蓄电池：分区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危险废物回收资质的

单位妥善处理，严格执行危废转移联单制度。  

（6）废储能电池：由厂家上门实施电池更换，产生的废弃电池由厂家带

回处置。 

（7）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升压站内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2013 年修改单有关要求设置 1 间危险废物暂

存间，面积约 20m2，危废暂存间采用全封闭式，基础必须进行防渗，能防风、

防雨、防流失，并配设醒目的警示标识。危险废物定期委托具备相应危废处置

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其转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要求执

行。配置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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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查自行贮存和处置的危险废物记录及相关证明材料，妥善保存危废

转移联单及危废处置协议等相关资料。 

2.5 运营期环境风险控制措施 

（1）升压站内主变压器处设置 1 个集油坑，站内地埋式设置 1 个有效容

积 101.25m3 的事故油池，通过排油管道与主变下集油坑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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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道排至事故油池存放。光

伏场区各箱变基础配套建设容积 2m3 的事故油池，箱变维修和事故情况下排

放的废油进入配套事故油池收集。事故结束后，应及时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

单位对废油进行清运处置，保持事故池内空置状态。 

（2）严格做好分区防渗工程：升压站集油坑、事故油池、油品库、危废

暂存间以及光伏场区箱变事故油池应进行重点防渗处理，防渗技术要求为：等

效黏土防渗层 Mb≥6m，K≤1×10-7c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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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运营期定期检查各储存设施，避免出现泄漏等不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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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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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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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服务期满后的环境保护措施 

（1）固废处置：光伏电站服务期满后应对各类设施进行拆除，拆除的光

伏组件、磷酸铁锂储能电池应由生产商或专业回收单位回收处置；废弃变压

器、铅蓄电池交由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支架等钢材可外售给物资回收

公司，所有建（构）物及其基础应予以拆除、清理。 

（2）生态植被恢复：光伏组件及设备拆除过程中应尽量减小对土地的扰

动，对于场区内原有植被尽量保留；组件及设备拆除完毕后，应及时掘除硬化

地面基础，对场地进行适当整理，并通过对场地进行封禁保育、适当选取乡土

物种进行补种补植等措施，尽快恢复场区植被和生态环境。 

其他 

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 

工程建设单位应组建工程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保障环

保资金的投入，全面领导整个工程施工过程的环境保护工作，认真落实本工程

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环境监测计划，保障工程建设和运营符合环保要求。 

建设单位应组织开展施工期的环境监理工作，将环境监理纳入工程监理

一并实施，环境监理内容不限于环评报告和环评批复要求的内容，还包括可研

和初设环保篇章等中的环保措施内容，以减少施工期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 

1、环境管理计划 

为加强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对项目的环境监管，建设单位应设 1 名环保

工作人员，负责做好环境管理工作，加强环保法规和技术培训，组织落实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规范各项环境管理制度。项目环境管理计划见下表。 

表 5-1  环境管理计划表 

环境

要素 环境保护措施与对策 执行

单位 
监管

部门 
大气 施工期：施工区实施洒水抑尘、散体材料库内存放、露天存 建设 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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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放应采用防尘网遮盖，表土堆场土工布遮盖，运输车辆封闭

式运输。 
运行期：厨房油烟设抽排及净化系统（净化效率不低于

60%）处理后引至屋顶排放，加强场区绿化。 

单位 
 

施工

单位 

州生

态环

境局

鹤庆

分局 

水环

境 

施工期：施工废水设沉淀池收集沉淀后，全部回用于施工用

水及场地洒水降尘。施工人员生活排污进入旱厕，食堂废水

设隔油池预处理后与其它洗漱废水等设沉淀池沉淀，全部回

用于洒水降尘及灌草植被浇灌，不外排。 
运营期：光伏电池板清洗废水用于光伏组件下植物浇灌；办

公生活区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及一体化污水处理系统

处理达绿化回用标准后，非雨天全部回用于项目区绿化。 

生态

环境 

严格控制施工活动区域，不破坏征地范围外的植被；严禁盗

猎、盗伐及乱砍滥伐行为，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措施，施工结

束后临建设施及时进行拆除、清理以及植被恢复。 

噪声 
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严禁夜间施工，加强施工机械

设备的管理和维护。 
运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震降噪。 

固体

废弃

物 

施工期：土石方尽量回填利用，弃渣全部送入设置的弃渣场

堆存；剥离表土堆存于表土堆场内，用于后期绿化覆土；生

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送附近村庄垃圾集中收集点统一处理。 
运营期：生活垃圾统一集中收集后送附近村庄垃圾集中收集

点处置。损坏更换的电池组件由厂家回收处理。站内标准化

设置一间危废暂存间，废矿物油、废铅蓄电池分区收集暂存

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执行危废转移联单制度。 

2、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工程特点，对项目运行期主要环境影响要素及因子制定环境监测计

划如下，为项目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表 5-2  环境监测计划表 

时期 监测要素 监测地点 监测因子 监测频率 监测

方法 

施工期 
噪声 大栗坪村、燕子

岩村 Leq 施工集中时开展 1 次，

昼、夜间各测一次 

按国

家标

准进

行监

测 

扬尘 大栗坪村、燕子

岩村 TSP 施工集中时开展 1 次 

营运期 

废水 污水处理系统出

水口 

BOD5、氨氮、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总

大肠菌群、总氯 

环保竣工验收时监测一

次、其余每年监测一次 

噪声 升压站东、南、

西、北厂界 Leq 
环保竣工验收时监测一

次，运行后每年 1 次，

每次昼、夜间各测一次 

电磁辐射 升压站四周厂界

外 5m 

工频电场强度

（V/m）、工频磁感

应强度（μT） 

环保竣工验收时监测一

次，其余每四年监测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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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 27675.77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524.4 万元，占总投资的

1.89%。项目环保投资详见下表。 

表 5-2 项目环保投资一览表 

时段 项目 环保设施 环保投资 
（万元） 备注 

水土保持（水

保方案提出） 
临时截排水沟、沉淀池、临时拦挡、苫

盖、植物播撒及抚育管理等 2982.12 不计入 

施工

期 

废水 

施工废水收集沉淀池 2 个 2 

环评提出 

临时旱厕 2 个 3 

生活废水隔油、沉淀池 2 套 4 

废气 

施工临时围挡 20 

洒水车等降尘设施 30 

临时苫盖 6 

车轮冲洗池及设备 4 

固废 

垃圾收集桶 1 

生活垃圾清运处置 0.6 

建筑垃圾清运处置费 2 

噪声 

施工临时隔声屏 30 

耳塞等施工人员防护用品 1 

限速、禁鸣标志 1 

运营

期 

废气 1 套油烟抽排及净化系统 2.5 环评提出 

废水 

1 个 6m3化粪池 1.5 
主体设计

已含 1 个 1m3隔油池 0.5 

1 套 1m3/h 污水处理系统 10.0 

中水回用水池及回用官网 2 

环评提出 
噪声 设备隔声，水泵、变压器减振装置，风机

消声器等 5 

固废 
生活垃圾收集桶、收集斗 0.3 

标准化建设危废暂存间 1 间 15 

风险 
事故油池 1 个及主变集油坑（含防渗） 25 主体设计

已含 箱变事故油池 156 个（含防渗） 78 

生态环境 

绿化面积 400m2 2 主体设计 

施工期生态保护宣传排、人员定期巡查 3 
环评提出 

光伏场区、施工临时用地植被保护恢复 162 

其它 

施工期环境监理 50  

环境监测 8  

竣工环保验收、应急预案编制 30  

预备费 环保设计等 25 上述环保

投资 5%  
合计  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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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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施工

扰动；加强施工人员管理，杜

绝杜绝乱砍乱伐、盗伐、偷猎；

严格落实水保措施；施工结束

及时完成临时设施拆除、场地

清理及植被恢复。 

不占生态环境敏

感区；不破坏施工

用地范围之外植

被；无滥砍乱伐、

盗猎现象；施工迹

地无临时建构筑

物及垃圾等残留；

及时开展植被恢

复；达到水保控制

目标 

光伏场区原林草地区

域植被恢复和科学养

护；施工迹地植被封

育；严防森林火灾。 

光伏场区植被恢复

良好，场区围栏等

设置保留一定的动

物通行空间；施工

迹地植被恢复良

好；未引入外来入

侵物种。 

水生生态 / / / / 

地表水环

境 

1、2 个施工营地各设置 1 个旱

厕，施工人员生活排污进入旱

厕收集。食堂排水设隔油池预

处理后，与其它洗漱废水设沉

淀池沉淀，全部回用于洒水降

尘及灌草植被浇洒，不外排。 
2、各施工作业区设置临时沉淀

池，施工废水收集澄清后，回

用于混凝土养护、车辆、设备

清洗和场地洒水降尘等环节，

不外排。 
3、初期雨水：各片区施工前按

水保要求提前挖设好截排水沟

及临时沉淀池，地表径流经临

时排水沟引入沉淀池沉淀处理

后，可回用于施工过程及场地

洒水降尘，回用不完的部分再

顺流至附近自然沟渠。 
4、加强管理，做好机械维修保

养，物料防雨。 
5、保持山溪沟渠通畅，不得占

用河道。 

施工生产生活废

水全部收集处理

后回用，不外排，

未发生大的水土

流失，未对下游河

流水质造成污染。 

升压站实行雨污分

流，综合楼食堂排水

口设置 1 个有效容积

1m3 的不锈钢成品隔

油池、生活区设置 1
个有效容积 6m3 的玻

璃钢成品化粪池，配

套 一 套 处 理 能 力

1m3/h 的“接触氧化工

艺”一体化污水处理

系统，设置 1 个容积

8m3 的回用水池。食

堂废水经隔油池隔

油、其他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预处理后，送

入污水处理系统，处

理达《城市污水再生

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

质 》（GB/T18920-
2020）中绿化标准，全

部回用于升压站内绿

化及周边植被浇灌。 

生活污水全部收

集，出水达到《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

杂 用 水 水 质 》

（GB/T18920 - 
2020）中绿化标准，

全部回用不直排地

表水体 

地下水及

土壤环境 / / 

升压站集油坑、事故

油池、润滑油品库、

危废暂存间以及光伏

场区箱变事故油池进

行重点防渗处理；化

粪池、污水处理系统

进行一般防渗。 

保留防渗施工影像

资料及记录等。重

点防渗区达到等效

黏土防渗层 Mb≥
6m，K≤1×10-

7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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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 

选取低噪设备、文明施工；合

理安排施工及运输时间；对强

噪声设备进行隔声减振处理，

并远离居民区布置，临近保护

目标处进行临时围挡隔声。 

满足《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要求；未发

生施工扰民现象。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

取阻尼减震、隔声措

施，定期进行设备维

护保养。 

厂 界 噪 声 达

GB12348-2008《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2 类标

准 

振动 / / / / 

大气环境 

施工场地设临时围挡防护措

施；湿法作业、洒水降尘；建筑

材料通过袋装、遮挡覆盖等防

尘；封闭运输；保持出场车辆

清洁、运输道路清洁；临时土

石方堆存适当压实覆盖遮挡；

加强设备及运输车辆维护保

养。 

施工扬尘达到《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
要求 

升压站内使用清洁能

源，食堂设置油烟抽

牌及净化系统，处理

效率不低于 60%，处

理后的油烟经专用烟

道引至屋顶排放。 

油烟排放达到《饮

食业油烟排放标

准 》 （GB18483-
2001）表 2 要求 

固体废物 

1、弃渣：开挖土石方尽量场内

回用；弃渣场规范化设置，做

好弃渣堆存挡护，施工结束后

及时覆土恢复植被； 
2、建筑垃圾：尽量分类回收利

用，利用不完的统一送当地建

筑垃圾消纳场处置。 
3、生活垃圾：设垃圾桶集中收

集，日产日清送周边村庄垃圾

集中收集点统一处置。 
4、污泥：旱厕定期清掏用于周

围绿化施肥。 
5、临时堆土：送入临时堆土场

集中堆存，先挡后堆，做好水

土流失防治。 

固废处置率 100% 

1、废弃组件由厂家回

收处置。 
2、生活垃圾：设垃圾

桶集中收集，日产日

清送周边村庄垃圾集

中收集点统一处置。 
3、化粪池定期清掏用

作农肥。 
4、废矿物油采用适当

容积盛装，与废铅蓄

电池等危废分区暂存

于危废暂存间，定期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

处理、处置，执行危

废转移联单制度。 
5、废弃储能磷酸铁锂

电池由厂家回收处

置。 

固废处置率 100% 

电磁环境 / / 

避免或减少电晕放

电；选用低辐射设备；

合理设计并保证设备

及配件加工精良；做

好绝缘工作；避免因

接触不良或表面锈蚀

而产生的火花放电；

升压站附近高压危险

区域应设置相应的警

告牌； 

满足《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GB8702-
2014）中标准要求 

环境风险 / / 

升压站内主变压器下

设集油坑，由排油管

道连接至地埋式事故

油池，事故油池有效

容积 101.25m2；伏场

区各箱变配套设置事

故油池，容积 2 m2. 

事故情况下，变压

器泄漏绝缘油妥善

收集不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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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 

1、噪声： 
监测点：大栗坪村、燕子岩村 
监测因子：Leq 
监测频率：施工集中时 1 次，

每次昼、夜间各测一次 

《声环境质量标

准 》 （GB3096-
2008）2 类区标准 

1、厂界噪声： 
监测地点：升压站东、

南、西、北厂界 
监测因子：Leq 
监测频率：环保竣工

验收时监测一次，运

行后每年 1 次，每次

昼、夜间各测一次 

厂 界 噪 声 达

GB12348-2008《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2 类要

求 

2、废气 
（1）监测地点：大栗坪村、燕

子岩村 
（2）监测因子：TSP 
（3）监测频率：施工集中时 1
次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
2012）二级标准 

2、废水 
监测位置：污水处理

系统出水口 
监测因子：BOD5、氨

氮、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大肠菌群、总氯 
监测频率：环保竣工

验收时监测一次、其

余每年监测一次 

《城市污水再生利

用城市杂用水水

质 》（GB/T18920-
2020） 

  

3、电磁环境 
监测位置：升压站四

周厂界外 5m 
监测因子：工频电场

强度（V/m）、工频磁

感应强度（μT） 
监测频率：环保竣工

验收时监测一次，其

余每四年监测一次 

《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 

其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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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1、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规划、光伏用地意见、三线一单控制要求、环保政

策要求。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各类自然保护地、基本农田、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

无重大环境制约因素，选址合理。项目为清洁能源利用项目，采用的技术成熟、可靠。

项目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按环评及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后，产生的环境影响满足相应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对当地生态环境、声环境、大气环境、

水环境等的影响很小，不会改变项目所在区域环境功能。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建设是

可行的。 

2、建议 

（1）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要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2）项目建设、运营期间应加强与周边敏感点居民的沟通交流工作，消除周围居民

担忧。 

（3）加强企业环保管理力度，增加环保知识培训，提高员工环境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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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1 前言 

为服务于本次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电能的汇集升压送出，项目新建 1 座

220kV 升压站，主变容量 2×250MVA，本次大栗坪 2 光伏电站电能通过 20 回

35kV 集电线路汇集输送入升压站，集中升压至 220kV 后，规划以 1 回 220kV 出

线送出接入 500kV 黄坪变 220kV 侧。 

其中，220kV 送出线路待接入方式批复同意后，单独立项设计，不包括在本

次评价范围内。项目 35kV 集电线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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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电磁辐射豁免水平，其

产生的电磁环境影响较小。因此，本次评价主要考虑 220kV 升压站变电工程的电

磁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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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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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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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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2.1-2016）； 

（2）《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HJ 24-2020)； 

（4）《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681-2013）； 

（5）《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1113-2020）；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HJ 705-2020）。 

2.2 评价因子及评价标准 

2.2.1 评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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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站内的高压线及电气设备附近因高电压、大电流而产生较强的工频电场

和工频磁场，其来源主要是站内各种变电设备、导线、金具、绝缘子串等带电运

行设备。 

同时，运行中的输电线路由于交变电流的连续变化，导线周围会形成一定强

度的工频电场，产生一定的磁感应强度。它通过项目 110kV 和 220kV 出线，顺

着导线方向以及通过空间垂直导线方向朝着升压站外传播高频干扰波。 

升压站的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强度一般随电压等级的增高、主变容量的增大、

进出线回数的增加影响增大，同时；变电站类型的不同其电磁影响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户外式影响一般大于户内式及地下式。 

升压站电磁环境污染因子为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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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评价标准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项目主变额定频率 50Hz，电场

强度执行 200/f 标准(f 为频率，下同)，磁感应强度执行 5/f 标准，因此本项目以

4000V/m 作为电场强度控制限值，以 100uT 作为磁感应强度控制限值。本项目环

评具体标准及限值详见下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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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kHz~1.2kHz 
200/f 5/f 

4000 V/m（4kV/m） 100μT（0.1mT）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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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电磁环境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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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依据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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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项目可研资料，本项目拟建的 220kV 升压站为户外式，故电磁环境影响

评价等级为二级。 

2.3.2 评价工作范围 

工程升压站电压等级为 220kV，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

（HJ24-2020）规定，属于 220~330kV 范围内，确定工程电磁环境评价范围为升

压站站界外 40m 范围内区域。 

2.4 评价内容 

本次评价重点是通过对 220kV 升压站的现场调查，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标

准，对工程运行期间升压站可能对环境产生的电磁影响进行预测、分析和评价，

针对升压站可能产生的污染，提出相应的污染防治与减缓措施。 

2.5 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 220kV 升压站站界外 40m 范围内，现状均为坡耕地，

无住宅、学校、医院、办公楼等有公众居住、工作或学习的建筑物。周边最近的

保护目标是东南侧的一户农户，与项目升压站厂界最近处直线距离 85m。因此，

项目电磁环境评价范围内无电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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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磁环境现状 

为了解升压站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现状，本次评价委托云南晟蔚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 日对项目拟建 220kV 升压站站址处电磁环境现状进行了监

测，监测结果见下表： 

1、监测布点 

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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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压站站址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站址中央 

2、监测期间及气象条件 

根据监测单位记录，监测时，气象条件见表 3.1-2。 

表 3.1-2 监测点位气象条件 

监测日期 天气 温度（℃） 湿度（RH%） 

2022 年 3 月 4 日 晴 17.9 56.1 

3、监测方法及依据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HJ681-2013）。 

4、监测设备检出限 

监测采用 NBM-550 电磁辐射分析仪/EHP-50F 探头，测量频率范围：1Hz-

400kHz，电场强度测量范围：5mV/m~1kV/m；磁感应强度测量范围 0.3nT~100μ

T（低场强）。 

5 监测结果 

本次监测结果及站址现状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达标判定如下： 

表 3.1-3  站址现状工频电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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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03 
拟建升压站站址中心 
(E100°21′17″, N26°6′8″) 

1.942±0.031 0.0519±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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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曝露工频电场强度限值 4kV/m、公众曝露

工频磁感应强度限值为 0.1mT 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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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磁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环评对大栗坪 2 光伏发电项目新建 220kV 升压站运行后的工频电磁场

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分析。由于该 220kV 升压站属新建项目，本次环评采

用类比分析方法，预测升压站正式运行后电磁辐射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1 升压站类比对象概况 

评价选定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路家村镇乌玉村的“山西阳泉市采煤沉陷区

国家先进技术光伏发电示范基地贾家垴-赵家垴 100MWp 光伏发电项目路家村

220kV 汇集站工程”作为类比对象，该项目于 2020 年 4 月完成竣工环境保护自

主验收。 

本项目拟建 220kV 升压站与类比路家村 220kV 汇集站的主要情况对比见表

4.1-1。 

表 4.1-1  拟建 220kV 升压站与类比升压站主要情况 

序号 建设规模 拟建 220kV 升压站 类比 220kV 升压站 

1 电压等级 220kV/35kV/0.4kV 220kV/110kV/35kV/0.4kV 

2 变压器容量 2×250MVA 2×300MVA 

3 主变布置方式 室外布置于站内中部 室外布置于站内中部 

4 220kV 出线回数 1 回 1 回 

5 220kV 出线方式 架空出线 架空出线 

6 110kV 出线回数 0 4 回 

7 110kV 出线方式 / 架空出线 

8 升压站占地面积 1.69hm2 1.55hm2 

7 主变距离厂界最近距离 约 25m 约 20m 

经对比，路家村 220kV 汇集站电压等级与本项目升压站一致。该汇集站共有

2 台主变，户外式布置于站区中部，与本项目主变布置方式相同；主变容量

2×300MVA，大于本项目 2 台主变容量。路家村 220kV 汇集站高压侧出线方式为

架空出线，与本项目升压站一致；其有 220kV 出线 1 回，110kV 出线 4 回，其中

110kV 出线回数多余本项目升压站。从占地面积来看，类比的路家村 220kV 汇集

站占地面积小于本项目升压站，布局更为紧凑，主变离升压站站界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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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主变容量越大，出线回数越多，电磁环境影响越大；且主变离升压

站站界越近，站界处的电磁辐射强度约高。因此，从总体情况而言，路家村 220kV

汇集站电磁环境影响应接近并略大于本项目升压站。以其运行期监测值作为类比

对象，能保守反映本项目拟建 220kV 升压站建成运营期的电磁环境影响，具有可

比性。 

4.2 类比升压站监测时的运行工况 

（1）类比升压站监测时环境条件 

根据 2020 年 4 月由山西蓝天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山西阳泉市采煤

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发电示范基地贾家垴-赵家垴 100MWp 光伏发电项目路

家村 220kV 汇集站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该工程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期间，委托山西佰奥环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对汇集站场界工频

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进行了监测。监测时环境条件集汇集站运行工况如下： 

（1）类比升压站监测时环境条件 

表 4.2-1  类比升压站监测时的气象条件 

监测日期 监测时段 天气 温度（℃） 湿度

（RH%） 
气压

（kPa） 
风速

（m/s） 

2019 年 3 月 29 日 
昼间 晴 18.5 25 98.4 东风 0.4 

夜间 晴 11.3 24 98.3 东风 0.3 

（2）监测工况 

表 4.2-2  类比升压站监测时的工况 

项目 检测时间 设备 U(kV) I(A) P(MW) Q(Mvar) 

路家村

220kV 汇

集站 

2019 年 3
月 29 日 

1#主变 232.55 134.06 -137.86 -6.43 

2#主变 232.43 255.00 -102.33 1.25 

根据监测期间用电负荷情况，类比升压站监测时实际运行电压达到设计额定

电压等级。 

4.3 类比 220kV 升压站检测结果 

（1）监测布点 

该次监测在路家村 220kV 汇集站四周围墙外 5m 处各设 1 个监测点位；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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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站北侧围墙外（距离主变最近一侧）设置 1 个监测断面，在垂直于围墙的方

向布置，测点间距为 5m，顺序测至距离围墙 50m 处为止。 

（2）监测因子 

测量距地面 1.5m 高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 

（3）监测结果 

表 4.2-3  类比 220kV 汇集站监测数据 

点位 电场强度 V/m 磁感应强度μT 

路家村 220kV 汇
集站北厂界 

东侧围墙外 5m 处 344.3 1.552 

南侧围墙外 5m 处 68.01 0.5212 

西侧围墙外 5m 处 17.43 1.707 

北侧围墙外 5m 处 23.30 0.3926 

路家村220kV 汇集

站北侧断面 

距北侧围墙外 5 米处 54.10 0.5653 

距北侧围墙外 10 米处 47.63 0.4801 

距北侧围墙外 15 米处 42.05 0.4602 

距北侧围墙外 20 米处 37.26 0.4172 

距北侧围墙外 25 米处 32.16 0.4034 

距北侧围墙外 30 米处 26.44 0.3286 

距北侧围墙外 35 米处 21.09 0.2584 

距北侧围墙外 40 米处 16.04 0.1040 

距北侧围墙外 45 米处 8.404 0.0964 

距北侧围墙外 50 米处 0.452 0.0709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类比的路家村 220kV 汇集站场界四周围墙外 5m 处工

频电场强度 17.43V/m~344.3V/m 之间，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0.3926μT~1.707μT 之

间，远低于《电测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的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公众暴露控制限值要求。且根据类比 220kV 汇集站衰减

断面监测结果显示，工频电场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随距离增大而下降。因此，预

测本项目拟建 220kV 升压站投入运营后，厂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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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20kV 升压站外，最近的保护目标距离站界在 1.5km 以外，基本不会

受到项目升压站的影响。故项目建设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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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内电气设备应按有关规程采取系列的控制过电压、电磁感应场

强水平的措施，如保证导体和电气设备之间的电气安全距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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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的高压导电部件上设置不同

形状和数量的均压环（或罩），以改善电场分布，并将导体和瓷件表面的电场控

制在一定 数值内，使它们在额定电压下，不发生电晕放电;采用管型母线，对平

行跨导线的相序排列避免同相布置，减少同相母线交叉与相同转角布置；有效降

低变电站内电磁环境影响。 

（2）尽量不在电气设备上方设置软导线，以减少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

应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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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理选用各种电气设备及金属配件（如保护环、垫片、接头等），以减

少高电位梯度点引起的放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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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电站周围墙张贴安全警示和电磁防护标识，提醒无关人员禁止靠

近和入内。 

（5）根据《云南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变电站围墙外延伸

3m 所形成的区域划分为其他电力设施保护区;加强宣传和巡视管理，禁止在变电

站围|墙外延伸 3m 所形成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域内新建建筑物。 

建议项目运行期加强对变电站四周电力设施保护区的巡视，如在保护区内发

现违章建筑物应及时上报相关管理部门，避免相关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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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磁环境影响专题评价结论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本项目 220kV 升压站站址区域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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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类比预测结果，运营期项目升压站工频电磁场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标准限值要求，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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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Ⅰ：评价区维管束植物名录   （共 69 科，161 属，212 种） 

蕨类植物（共 10 科，13 属，17 种） 

卷柏科 Selaginellaceae 

垫状卷柏 Selaginella pulvinata (Hook. et Grev. ) Maxim.  

木贼科 Equisetaceae 

披散问荆 Equisetum diffusum Don 

问荆 Equisetum arvense L. 

笔管草 Hippochaete debilis (Roxb. ex Vauch.) Ching 

蕨科 Pteridiaceae 

毛蕨菜 Pteridium revolutum (Bl.) Nakai 

凤尾蕨科 Pteridaceae 

凤尾蕨 Pteris nervosa Thunb.  

蜈蚣蕨 Pteris vittata Linn.  

中国蕨科 Sinopteridaceae 

裸叶粉背蕨 Aleuritopteris duclouxii (Christ) Ching 

栗柄金粉蕨 Onychium lucidum (Don) Spring 

铁线蕨科 Adiantaceae 

铁线蕨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L.  

普通铁线蕨 Adiantum edgewarthii Hook.  

金星蕨科 Thelypteridaceae 

披针新月蕨 Pronephrium penangianum (Hook.) Holtt.  

肿足蕨 Hypodematium crenatum (Forsk.) Kuhn 

乌毛蕨科 Blechnaceae 

单芽狗脊蕨 Woodwardia unigemmata (Makino) Nakai 

鳞毛蕨科 Dryopteridaceae 



刺齿贯众 Cyrtomium caryotideum (Wall. ex Hook. et Grev.)Presl 

贯众 Cyrtomium fortunei J. Sm.  

水龙骨科 Polypodiaceae 

西南石韦 Pyrrosia gralla (Gies) Ching 



裸子植物（共 2 科，2 属，5 种） 

松科 Pinaceae 

华山松 Pinus armandi Franch. 

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 Franch. 

柏科 Cupressaceae 

干香柏 Cupressus duclouxiana Hickel. 

柏木 Cupressus funebris Endl. 

墨西哥柏木 Cupressus lusitanica Miller 



被子植物（共 57 科，146 属，190 种）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铁线莲 Clemtis. florida Thunb. 

小蘖科 Berberidaceae 

粉果小蘖 Berberis centiflora Diels 

金花小蘖 Berberis wilsonae Hemsl.  

远志科 Polygalaceae 

瓜子金 Polygala japonica Houtt. 

石竹科 Caryophyllaceae 

星毛繁缕 Stellaria vestita Kurz 

千针万线草 Stellaria yunnanensis Franch.  

蓼科 Polygonaceae 

小蓼 Polygonum tenellum Bl.  

苋科 Amaranthacae 

土牛膝 Achyranthes aspera Linn. 

牛膝 Achyranthes bidentata 

空心莲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Mart.) Griseb. 

牦牛儿苗科 Geraniaceae 

尼泊尔老鹳草 Geranium nebalense Sweet 

马桑科 Coriariaceae 

马桑 Coriaria nepalensis Wall. 

使君子科 Combretaceae 

滇榄仁 Terminalia franchetii Gagnep.  

山茶科 Theacea 

厚皮香 Ternstroemia gymnanthera (Wight et Arn.) Sprague. 



十字花科 Cruciferae 

多裂叶芥 Brassica juncea (L.) Czern.  

芥兰菜 Brassica alboglabra Baill. （栽培） 

油菜 Brassica C.var.olerifera DC. （栽培） 

花椰菜(羊花菜) Brassica oleracea L.var.botrytis L.（栽培）  

露珠碎米荠 Cardamineglaphyropoda O.E.Schulz 

桃金娘科 Myrtaceae 

蓝桉 Eucalyptus globules Labill 

直干蓝桉 Eucalyptus maideni F.V. Muell.* 

大叶桉 Eucalyptus stellulata Sirb.* 

金丝桃科 Hypericaceae 

金丝梅 Hypericum uralum Bucb.-Ham.ex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来江藤（蜜桶花）Brandisia hancei Hook.F. 

莎草科 Cyperaceae 

山稗子（红果莎）Carex baccans Nees. 

丛毛羊胡子草 Eriophorum comosum Nees ex Wight 

砖子苗 Mariscus sumatrensis (Retz.) Koyama 

木兰科 Magmolieae 

云南含笑(皮袋香) Michelia yunnanensis Frnch. 

蔷薇科 Rosaceae 

桃 Amygdalus persica Linn.（栽培） 

冬樱花 Cerasus cerasoides (D. Don) Sok. 

西南栒子 Cotoneaster franchetii Boiss.  

小叶栒子 Cotoneaster microphyllus Wall. ex Lindl.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Andre) Forke 

华西小石积 Osteomeles schwerinae Schneid. 



球花石楠 Photinia glomerata Rehd. et Wils 

翻白叶 Potentilla fulgens Wall. ex Heek.  

长柔毛委陵菜 Potentilla griffithii Hook. f. 

青刺尖 Prinsepia utilis Royle 

火棘(火把果)Pyracantha fortuneana  (Maxim.) Li 

棠梨刺 Pyrus pashia Don 

梨树 Pyrus sorotina （栽培） 

三叶悬钩子 Rubus delavayi Franch. 

黄叶藨 Rubus ellipticus Smith  

覆盆子 Rubus foliolosus Don 

红毛悬钩子 Rubus pinfaensis Levl. et Van.  

红梅消 Rose.parvifolius L. 

绣线菊 Spiraea japonica L. f. 

中华绣线菊 Spiraea chinensis Maxim. 

黄藨 Rosaceae obcordatus (Franch.) Nguyan van Thunb. 

锦葵科 Malvaceae 

云南黄花稔 Sida yunnanensis S. Y. Hu  

云南地桃花 Urena lobata L. var. yunnanensis 

木棉 Bombacae 

木棉 Bombax malabaricum DC. 乔木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土瓜狼毒（鸡肠狼毒）Euphorbia prolifera Bucb.-Ham.ex D.Don 

飞扬草 Euphorbia hirta Linn. 

麻疯树 Jatropha curcas L.* 

蓖麻 Ricinus communis Linn.* +  

乌桕 Sapium sebiferum (Linn.) Roxb.*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inn. + 

含羞草科 Mimosaceae 



鱼骨松（圣诞树） Acacia decurrens Willd. 

木犀科 OLEACEAE 

常绿女桢 Ligustrum sempervirens (Franch.) 

蝶形花科 Papilionceae 

多花杭子梢 Campylotrois polyantha (Franch.) Schindl. 

小雀花 Campylotropis polyantha (Franch.) Schindl. 

响铃豆 Crotalaria albida Heyne ex Roth.  

钝叶黄檀 Dalbergia obtusifolia (Baker) Prain  

象鼻黄檀 Dalbergia mimosoides Franch 

山蚂蝗 Desmodium racemosum Thunb.  

瓣子草（小叶三点金草）Desmodium microphyllum  (Thunb.)DC.   

疏果假地豆 Desmodium griffithianum Benth. 

三点金草 Desmodium triflorum (L.) DC. 

马棘 Indigofera pseudotinctoria Matsum.  

鸡眼草 Kummerowia striata (Thunb.) A.K.Schindl 

铁扫帚 Lespedeza cuneata (Dum.) Don 

昆明鸡血藤 Millettia reticulate Benth. 

金雀花 Parochetus communis DC.  

野葛藤 Pueraria lobata (Willd. ) Ohwi 

毛宿苞豆 Shuteria vestita (Grah.) Wight et Arn. 

白刺花 Sophora davidii (Franch.) Pavol 

白花三叶草 Trifolium repens L. 

丁葵草 Zornia diphylla (L.) Pers. 

壳斗科 Fagaceae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Bl.（栽培） 

高山栲 Castanopsis delavayi Franch. 

黄毛青冈 Cyclobalanopsis delavayi (Franch.) Schottky 

滇青冈 Cyclobalanopsis glaucoides Schottky 

栓皮栎 Quercus.variabilis Bl 



锥连栎 Quercus franchetii Skan. 

铁橡栎 Quercus cocciferoides Hand.-Mazz. + 

桑科 Moraceae 

地石榴 Ficus tikoua Bur. 

昆明珍珠莲 Ficus duclouxii Levl. et Van 

鸡桑 Morus australis Poir 

荨麻科 Urticaceae 

水麻 Debregeasia orientalis C. J. Chen 

长叶水麻柳 Debregeasia longifolia (Burm. f.) Wedd.  

糯米团 Gonostegia hirta (Bl.) Miq.  

雾水葛 Pouzolzia sanguinea var. elegans (Weddell) Friis 

荨麻 Urtica fissa E.Pritz.  

大蝎子草 Girardinia palmata (Forsk.) Gaud.  

檀香科 Santalaceae 

沙针(乾檀香)Osyris wightiana Wall. 

山柑科 CAPPARACEAE 

野香橼花 Capparis bodinieri Levl. 

鼠李科 Rhamnaceae 

多花钩儿茶 Berchemia hirtella Tsai et Fang 

薄叶鼠李 Rhamnus leptophyllus Schneid. 

小叶鼠李 Rhamnus parvifolia Bge. 

椴树科 Tiliaceae 

朴叶扁担杆 Grewia celtidifolia Juss 林中，海拔 300-1700m 

芸香科 Rutaceae 

石椒草 Boenninghausenia sessilicarpa Lévl.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黄连木 Pistacia chinensis Bunge 

清香木 Pistacia weinmannifolia J.Poisson ex Franch. 

小漆树 Toxicodendron delavayi.(Franch.) F.A.Barkley 

野漆树 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 (L.)O.Kuntze 

盐肤木 Rhus chinensis Mill. 

仙人掌科 Cactaceae 

单刺仙人掌 Opuntia monacantha Haw 

山茱萸科 Cornaceae 

矩圆小梾木 Cornus.oblonga Wall. 

杜鹃花科 Ericaceae 

珍珠花 Lyonia ovalifolia (Wall.) Drude 

炮仗花杜鹃 Rhododendron spinuliferum.Franch. 

亮毛杜鹃 Rhododendron microphyton Franch.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小铁仔 Myrsine Africana L. 

茜草科 Rubiaceae 

长节耳草 Hedyotis uncinella Hook.  

薄皮木 Leptodermis oblonga Bge. 

鸡屎藤 Paederia scandens (Lour.) Merr.  

茜草 Rubia cordigolia L.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密花荚蒾 Viburnum congestum Rehd. 

臭荚蒾(小叶荚蒾) Viburnum foetidum Wall. 

败酱科 Valerianaceae 

败酱草 Patrinia scabiosaefolia Fisch. 

菊科 Compositae 

紫茎泽兰 Ageratina adenophora (Spreng.) R. M. King 



胜红蓟 Ageratum conyzoides L. 

云南兔儿风 Ainsliaea yunnanensis Franch. 

珠光香青 Anaphalis margaritacea (L.) A.Gray 

二色香青 Anaphalis bicolor Diels. 

香青 Anaphalis sinica Hance   

黄花蒿 Artemisia annua L. 

青蒿 Artemisia.apiacea Hance 

牡蒿 Artemisia japonica Thunb. 

灰苞蒿 Artemisia roxburghiana Bess. 

毛甘青蒿 Artemisia tangutica Pamp. 

三叶鬼针草 Bidens pilosa L. 

鬼针草（婆婆针）Bidens bipinnata L. 

小加蓬 Conyza Canadensis (L. ) Crong. 

飞机草 Eupatorium Odoratum L. ++ 广布 

地膏药 Gnaphalinm adnatum Wall ex DC 

齿翼臭灵丹 Laggera pterodonta (DC.) Benth. 

华火绒草 Lentopodium sinense Hemsl. 

千里光 Senecio argunensis Buch.-Ham. 

狗舌草 Senecio.vulgaris L. 

白牛胆 Inula cappa (Buch.-Ham.ex D.Don) DC. 

蒲公英 Taraxacum mongolicum Hand.–Mazz. 

百日菊 Zinnia elegans Jacq. 

卫茅科 Celastraceae 

卫茅 Euonymus alatus (Thunb.) Sieb. 

龙胆科 Gentianaceae 

滇龙胆 Gentianaceae.rigescens Franch. 

花锚 Halenia corniculata (L.) Cornaz 

爵床科 Acanthaceae 

山一笼鸡 Gutzlaffia.aprica Hance 



假杜鹃 Barleria cristata Linn. 

仙鹤草 Rhinacanthus nasutus ( L. ) Kurz. 

爵床 Rostellularia procumbens (L.) Nees 

唇形科 Labiatae 

虫豆 Atylosia.scarabaeoides Benth. 

紫羊蹄甲(羊蹄甲)Bauhinia purpurea Linn. 

多花羊蹄甲 Bauhinia chalcophylla L. Chen 

寸金草 Clinonopsis megalanthum (Diels.) C.Y.Wu et Hsun ex H.W.Li 

灯笼草 Clinopodium polycephalum (Van.) C. Y. Wu 

山蚂蝗 Desmodium racemosum (Thunb.) DC. 

香薷 Elsholtzia ciliate (Thunb.) Hyland. 

野拔子 Elsholtzia rugulosa Hemsl. 

绣球防风 Leucas ciliata Benth. 

姜味草 Micromeria biflora Benth. 

牛至 Origanum vulgare L. 

毛萼香茶菜 Rabdosia eriocalyx (Dunn) Hara 

紫草科 Boragiaceae 

狗屎花 Cynoglossum amabile Stapf et Drumm 

厚壳树 Ehretia thyrsiflora (Sieb. et Zucc.) Nakai   

旋花科 Convolvulaceae 

滇土瓜(土瓜)Merremia hungaiensis (Lingelsh. et Broza) R.C.Fang 

山土瓜 Merremia hungaiensis Lingelsh. et Borza 

天南星科 Araceae 

老鸦泡（千年健）Vaccinium fragile (Lour.)Schott 

酢浆草科 Oxalidaceae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Dc. 

百合科 Liliaceae  

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nieri Levl. 



马钱科 Loganiaceae 

密蒙花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苦苣苔科 Gesneriaceae 

石蝴碟 Petrocosma duclouxii Craib 

胡桃科 Juglandaceae  

云南黄桤 Engelhardtia spicata Bl. 

川续断科 Dipsacaceae 

川续断 Dipsacus asperoides Wall. ex DC. 

三白草科 Sauraceae 

蕺菜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无患子科 Sapindaceae 

坡柳（车桑子）Dodonea viscose (L.) Jacq. 

藤黄科 Guttiferae 

金丝梅  Hypericum patulum Thunb. 

薯蓣科 Dioscoreaceae 

云南薯蓣 Dioscorea yunnanensis Prain et Burkill 

粘山药 Diosccrea hemsleyi Prain et Burk. 

禾本科 Gramineae 

荩草 Arthraxon hispidus Makino. 

矛叶荩草 Arthraxon lanceolatus Hochst. 

刺芒野古草 Arundinella setosa Trin. 

无芒雀麦 Bromus inermis Leyss 

细柄草 Capillipedium parviflorum Stapf 

香茅 Cymbopogon citratus (DC.) Stapf 

芸香草 Cymbopogon distans (Nees) Wats. 

蟋蟀草 Eleusine indica (Linn.) Gaertn.     

画眉草 Eragrostis pilosa Beauv. 



旱茅 Eremopogon delavayi A.Camus 

蔗茅 Erianthus rufipilus Griseb. 

四脉金茅 Eulalia.quadrinervis O.Kuntze 

白健杆 Eulalia pallens (Hack.) O. Kuntze 

金茅 Eulalia speciosa O.Kuntze 

扭黄茅 Heteropogon contortus Beauv.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 A.Camus 

双穗雀稗 Paspalum paspaloides (Michx.) Scribn. 

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 (Lam.) Hack. 

棒头草 Polypogon fugax Nees ex Steud. 

紫丹参(云南鼠尾) Salvia. yunnanensis C.H.Wright 

鼠尾粟 Sporodbolus fertilis (Steud.) W. D. Clayton 

黄背草 Themeda triandra Forsk. var. japonica (Willd.) Makino 

菅草 Themeda gigantea (Cav.) Hack. 

 

 



附录 2：评价区脊椎动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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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蛙科 Hylidae       

2 华西雨蛙 Hyla annectans SW 3～6 900～2600    

F3 蛙科 Ranidae       

3 云南臭蛙 Rana andersonii OD 1～3 900～1600    

4 滇蛙  Rana pleuraden SW 1,2 950～1800    

F4 姬蛙科 Microhylida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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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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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爬行纲  REPTILIA       

O1 蜥蜴目 ACERTILIA       

F1 壁虎科 Gekkonidae       

1 多疣壁虎  Gekko japonicus SC 2～4 1000～2100    

2 云南半叶趾虎 Hemiphyllodactylus yunnanensis SC 5 1000～2400    

F2 鬣蜥科 Agamidae       

3 丽棘蜥  Acanthosaura lepidogaster SW 2～4 950～1600    

F3 石龙子科 Scincidae       

4 石龙子 Eumeces chinensis POD 2～4 500～2200    

O2 蛇目 SERPENTS       

F4 游蛇科 Colubridae       

5 八线腹链蛇 Amphiesma octolineatum SW 1～3 950～2000    

6 棕网腹链蛇 Amphiesma johannis SW 1～3 1000～2800    

7 中华斜鳞蛇 Pseudoxenodonmarcrops sinensis SW 1～3 10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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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及类群名称 区系 

从属 

栖息地 居留 

状态 

保护等级 红皮书 备注 

中名 学名 生境 海拔 m    

C3 鸟纲 AVES        

O1 鹃形目 CUCULIFORMES        

F1 杜鹃科 Cuculidae        

1 大杜鹃 Cuculus canorus  广 1-4,7 200-2500   S    

2 鹰鹃 Cuculus sparverioides  东 1-3,7 100-2500   S    

3 噪鹃 Eudynamys scolopacea 东 1-4,7 100-2500       

O2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F2 翠鸟科 Alcedinidae        

4 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广 1,7,8 80-2750    R    

O3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F3 燕科 Hirundinidae        

5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广 1-7 200-3000 R    

F4 山椒鸟科 Campephagidae        

6 长尾山椒鸟 Pericrocotus ethologus O 1-4 100-3650 R    

F5 百灵科 Alaudidae        

7 小云雀 Alauda gulgula O 67 500-3250 R    

F6 和平鸟科 Irenidae        

8 橙腹叶鹎 Chloropsis hardwickii  东 2-4 200-2300 R    

F7 卷尾科 Dicruridae        

9 发冠卷尾 Dicrurus hottentottus  东 3,7 1500 以下 S    

10 黑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东 1-3,7 100-1900 RSM    

F8 鸦科 Corvidae        

11 喜鹊 Pica pica  广 1,7 600-2500 R    

12 小嘴乌鸦 Corvus corone P 2-7 250-3500 R    

F9 鹟科 Muscicapidae        

SF 1 画鹛亚科 Timaliinae        

13 褐胁雀鹛 Alcippe dubia 东 1-4,7 80-2670 R    

14 矛纹草鹛 Babax lanceolatus  东 1,3,4 550-3600 R    

SF 2 莺亚科 Sylviinae        

15 黄腹柳莺 Phylloscopus affinis 东 1,3,4 600-3200 BWM    

16 山鹪莺 Prinia criniger  东 2,3,7 600-2150 R    

SF3 鹟亚科 Muscicapinae        

17 方尾鹟 Culicicapa ceylonensis  东 1-3 100-2670 R    

F10 山雀科 Paridae        

18 绿背山雀 Parus monticolus 东 1-5,7 100-3000 R    

F11 文鸟科 Ploceidae        



 

19 麻雀 Passer montanus 东 7 2000-3000 R    

20 山麻雀 Passer rutilans 广 1,3-5,7 760-3000 R    

F12 雀科 Fringillidae        

21 褐灰雀 Pyrrhula nipalensis 东 3-6 1000-3600 R    

22 小鹀 Emberiza pusilla 古 4-7 2000 以下 WM    

23 灰头鹀 Emberiza spodocephala 广 1,7 500-2700 RW    

O4 鸽形目 COLUMBIFORMES        

F13 鸠鸽科 Columbidae        

24 岩鸽  Columba rupestris  P 6 2910-4200  R   

25 点斑林鸽 Columba hodgsonii  O 34 600-4000  R   

26 山斑鸠 Streptopelia orientalis  D 1347 100-3250  R   

注释： 

区系：古：古北种，东：东洋种，广：广布种 

生境：1. 干热河谷，2. 雨林季雨林，3. 常绿阔叶林，4. 針阔混交林，5. 暗针叶林，6. 高山灌丛草甸，7. 城镇农田， 

8. 各种水域湿地 

居留状态：M：旅鸟，R：留鸟，S：夏候鸟，W：冬候鸟 

保护动物：I,II: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I 级、II 级。红皮书：V：易危 



 

编号 
动物名称及类群 区系 

从属 

栖息地 国家保 

护等级 
红皮书 备注 

中名 学名 生境 海拔 m 

C4 哺乳纲 MAMMALIAN       

O1 树鼩目 SCANDENTIA       

F1 树鼩科 Tupaiidae       

1树鼩 Tupaia belangeri  OD 1-2，5-7 300～2700    

O2 兔形目 LAGOMORPHA       

F2 兔科 Leporidae       

2云南兔 Lepus comus SW 2-6 450-3000    

O3 啮齿目 RODENTIA       

F3 松鼠科 Sciuridae       

3红颊长吻松鼠 Dremomys rufigenis  SC 1-5 550-2500    

4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vaeus SW 1-5 550-2500    

5侧纹岩松鼠 Sciurotamias forresti SW 1-2，4-6 550-2500    

F4 鼠科 Muridae       

6小家鼠 Mus musculus POD 4～7 750～3000    

7社鼠 Niviventer confucianus OD 1～6 300～2500    

8黄胸鼠 Rattus flavipectus OD 1,4～7 300～3000    

9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 POD 6,7 300～3000    

F5 竹鼠科 Rhizomyidae       

10银星竹鼠 Rhizomys pruinosus  OD 1-7 300～3000    

O5 食肉目 Carnivora       

F6 鼬科 Mustelidae       

11黄鼬 Mustela sibirica OD 1-7 300～3000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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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能源局

云能源办水电 (2022) 70 号

云南省能涌局关千加快推进
“

十四五
”

规划

新能椋项日配套接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

云南电网公司：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的

决策部署， 按照
“

能开全开、 能快尽快， 依法依规、 科学有序
”

的要求， 确保顺利完成省
“

十四五
“

新能源规划建设目标。 在

前期沟通对接的基础上， 认真研究未来三年我省新能源项目建

设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影响， 切实做好新能源项目建设与配

套接网工程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 同步投产工作， 实现新能源

项目按期并网消纳，保障全省能源供应安全。 请对照《云南省

“十四五
”

规划新能源项目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详见附

件），按照2022—2024 年每年开工 2000 万千瓦新能源并留有裕

度的原则，编制完成新能源项目接入系统方案（包括建设时序），

同时提前修订电网建设规划， 加快新能源配套接网工程前期工

作和建设，确保未来三年新增 5000 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全额消纳。

请于文件印发l个月内将《清单》 新能源项目接入系统方案报

省能源局。



附件：云南省
“

十四五
”

规划新能源项目清单

（联系人及电话：周培志 64885587) 



云南省2021年风电、光伏项目清单

序号 地州 市／县／区 项目名称 规模（万千瓦） 类型 批次

1 楚雄州 大姚县 石板菁光伏 20 光伏 8+3 

2 楚雄州 大姚县 大平地光伏 IO 光伏 8+3 

3 楚雄州 武定县 田心光伏 IO 光伏 8+3 

4 楚雄州 永仁县 观音岩光伏 10 光伏 8+3 

5 楚雄州 永仁县 宜莲基地谢蜡光伏 23 光伏 8+3 

6 楚雄州 永仁县 宜莲基地班二界小木马光伏 30 光伏 8+3 

7 楚雄州 元谋县 平新光伏 45 光伏 8+3 

8 楚雄州 元谋县 物茂复合型光伏 55 光伏 8+3 

9 昆明市 东川区 生态治理及修复光伏 28 光伏 8+3 

IO 昆明市 禄劝县 撒永山光伏 25 光伏 8+3 

11 昭通市 巧家县 海坝光伏 24 光伏 8+3 

12 昭通市 永善县 海子山 20 光伏 8+3 

13 红河州 个旧市 猴子山风电场 20 风电 8+3 

14 红河州 开远市 剑角峰风电场 30 风电 8+3 

15 红河州 开远市 仙人润坡风电场 35 风电 8+3 

16 红河州 弥勒市 弥勒西风电场 55 风电 8+3 

17 红河州 弥勒市 永宁风电场 75 风电 8+3 

18 曲靖市 富源县 富源西风电场三期 40 风电 8+3 

19 曲靖市 富源县 富源西风电场二期 10 风电 8+3 

20 曲靖市 富源县 富源北一期光梁子 13 风电 8+3 

21 曲靖市 富源县 富源西风电场一期墨红 30 风电 8+3 

22 曲靖市 富源县 富源北二期羊场 22 风电 8+3 

23 曲靖市 会泽县 待补风电场一期 18.8 风电 8+3 

24 曲靖市 会泽县 金钟风电场一期 35 风电 8+3 

25 曲靖市 会泽县 待补风电场二期 18.2 风电 8+3 

26 曲靖市 会泽县 金钟风电场二期 12 风电 8+3 

27 曲靖市 罗平县 罗平西风电场一期阿岗 21.5 风电 8+3 

28 曲靖市 罗平县 罗平西风电场二期竹子山 21.5 风电 8+3 

29 曲靖市 马龙县 通泉风电场 35 风电 8+3 

30 曲靖市 师宗县 丹凤风电场 30 风电 8+3 

31 曲靖市 宣威市 文兴风电 48 风电 8+3 

32 曲靖市 宣威市 西泽风电场 21 风电 8+3 

33 曲靖市 沾益区 盘江风电场 18 风电 8+3 

34 文山州 富宁县 阿用风电场 20 风电 8+3 

35 文山州 广南县 广南天马山一期 20 风电 8+3 

36 文山州 麻栗坡县 麻栗坡大王岩风电 18 风电 8+3 

37 文山州 丘北县 锦屏西风电场一期 35 风电 8+3 

38 文山州 丘北县 锦屏西二期 53 风电 8+3 

39 文山州 文山市 平坝风电项目一期 10 风电 8+3 

40 文山州 文山市 平坝风电二期 IO 风电 8+3 

41 文山州 文山市 平坝风电三期 10 风电 8+3 

42 文山州 砚山县 天马山风电场二期 5 风电 8+3 

43 保山市 隆阳区 西邑东光伏发电项目 62 光伏 保促445

44 保山市 施甸县 施甸中光伏发电项目 10 光伏 保促445









Administrato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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