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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库大坝弃渣场生境营

造方法，主要包括下述步骤：1、生态基底调查：调

查水库大坝的设计及运行情况，调查弃渣场特

点，开展土质检测，了解场地周边生物多样性分

布及生境情况，确定生境指示物种；2、确定修复

目标；3、修复弃渣场土壤；4、引入生态水系；5、按

照实际情况进行多类型生境营造。本发明治理方

法系统，治理范围广，治理速度快，生态效果好，

克服了传统治理方法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解决了

水库大坝弃渣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本发明将

生境营造策略融入到治理方法中，通过对多种生

境进行合理营造，吸引了多种类型的动植物生

长、繁殖，并利用微生物圈良性循环，快速实现了

水库大坝弃渣场的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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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库大坝弃渣场生境营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骤：

第一步，生态基底调查

调查水库大坝的设计及运行情况，调查弃渣场特点，开展土质检测，了解场地周边生物

多样性分布及生境情况，确定生境指示物种；

第二步，确定修复目标；

第三步，修复弃渣场土壤；

第四步，引入生态水系；

第五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多类型生境营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库大坝弃渣场生态环境营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库大

坝的设计及运行情况包括大坝结构，坝前水位高程情况，水土保持批复情况，生态基流；

所述弃渣场特点包括弃渣场高度、边坡、占地面积和土源；

所述土质检测包括土质的渗透系数，容重，有机质含量，酸碱度；

所述指示物种包括对生境敏感的物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库大坝弃渣场生境营造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二步所述的修

复目标包括根据不同生物的栖息特点设计方案，根据弃渣场土质特点设计修复措施，按照

适地适树的原则确定植被布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库大坝弃渣场生境营造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三步所述的修

复弃渣场土壤包括首先将弃渣场改造为缓于1:  3的生态微地形，然后对弃渣场土壤的结

构、养分、酸碱度以及盐渍化分别进行改良，以利于各种植物生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库大坝弃渣场生境营造方法，其特征在于：第四步所述的引

入生态水系包括采用弃渣场预留水源结合水库大坝前后水位差形成自流水系和喷泉；设置

溢流堰拦蓄水面，在满足植被浇灌的同时，营造多样生境空间形态；结合人工鱼巢护岸，打

造水生态环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库大坝弃渣场生境营造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五步所述的多

类型生境营造包括生物生境，植物生境，河底生境，湿地生境，蜜源生境，林鸟生境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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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大坝弃渣场生境营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库大坝弃渣场的治理改造，尤其是涉及一种水库大坝弃渣场生境营

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库大坝工程在承建过程中，基础开挖、主体浇筑、输水洞、电站等施工中均会产

生大量的工程弃渣，堆积弃渣的弃渣场已成为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地面积较大（一

般在5‑50公顷之间）。弃渣是由石渣和心土组成的混合物，土壤物理结构不良，有机质不足，

pH值不稳定，导致植被生长困难，水土流失严重。

[0003] 传统水利工程是通过水土保持的措施来防治弃渣场施工期水土流失的：一方面通

过设置拦挡、排水、苫盖等措施来防止土被水冲走流失；另一方面通过种植乔木、灌木或植

草等措施来实现固土，对坡面土体进行加固而使其不易被水冲走。但在主体工程完工后，对

弃渣场的生态修复则重视不够。

[0004]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传统工程的处理措施已满足不了时代发展的要

求。水库大坝的生态环境对整个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

视。要从根本上解决水库坝址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就必须采用一种新的对生态环境进

行系统营造的方法来对弃渣场进行全面有效的生态修复，以提升弃渣场区域的生态环境质

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弃渣场区植被生长困难，不能满足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问

题，提供一种水库大坝弃渣场生境营造方法，以实现生态修复的良好效果。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可采取下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所述的水库大坝弃渣场生境营造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第一步，生态基底调查

调查水库大坝的设计及运行情况，调查弃渣场特点，开展土质检测，了解场地周边

生物多样性分布及生境情况，确定生境指示物种；

第二步，确定修复目标；

第三步，修复弃渣场土壤；

第四步，引入生态水系；

第五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多类型生境营造。

[0007] 具体来说：

本发明所述的水库大坝的设计及运行情况包括大坝结构，坝前水位高程情况，水

土保持批复情况，生态基流等；

弃渣场特点包括弃渣场高度、边坡、占地面积和土源；

土质检测包括土质的渗透系数，容重，有机质含量，酸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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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包括鱼类，两栖类，昆虫类，鸟类以及爬行类等各类生物；指示物种包

括对生境敏感的物种，如萤火虫、蜻蜓等。

[0008] 本发明第二步所述的修复目标包括根据不同生物的栖息特点设计不同的栖息地

方案，根据弃渣场土质特点设计不同的修复措施，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确定不同的植被布

局；如修复目标可以是生态修复示范基地，科普教育基地等；功能可分为湿地生境区，蜜源

生境区，鸟类生境区等。

[0009] 本发明第三步所述的修复弃渣场土壤包括首先将弃渣场改造为缓于1:  3的生态

微地形（1:  3是生态种植的基本稳定边坡），然后对弃渣场土壤的结构、养分、酸碱度以及盐

渍化分别进行改良，以利于各种植物生长。

[0010] 具体来说：

对土壤结构进行改造时，采用挑拣、过筛等方式清除土壤有效种植层内的石砾、废

弃物等杂质，保持种植土的壤质特性；遇到沙质土壤可添加污泥堆肥、动物性堆肥等以提高

土壤黏性，遇到黏质土壤可添加粉碎的树枝堆肥、细砂等改良材料；若土壤容重大于1.4g/

cm3，土壤水分渗透吸收小于10‑4cm/s时，需通过深翻松土、打孔等措施对土壤紧实性进行

改良。

[0011] 对土壤养分进行改良时，首先对土壤N、P、K和有机质进行测定，并采取有机肥为

主，无机肥搭配的改良措施对土壤养分进行有效改良；鼓励采用控释、缓释肥料、液体肥料

等高养分利用率的新型肥料和新型施肥技术的应用。

[0012] 对土壤酸碱度进行改良时，若土壤酸性过强，要增施中性或偏碱性有机改良剂，如

配施石灰调酸，石灰用量按照《森林土壤石灰施用量的测定》（LY/T  1242‑1999）计算；若土

壤偏碱，应施用酸性有机肥料或泥炭调节，配施石膏、磷石膏、硫酸等。

[0013] 对土壤盐渍化进行改良，由于弃渣场区域大多原为河道滩地，大坝拦水以及基础

灌浆、截渗墙等防渗漏措施的施工对坝后地下水位和地表水连通会产生影响，极易造成土

壤盐渍化。此时应通过疏松土壤，添加改良剂改善土壤透水性，改善排水条件等以利于排水

排盐。改良剂可采用由有机堆肥、泥炭、硫酸钾、硝酸亚铁等按比例配而成的复合改良剂。

[0014] 本发明第四步所述的引入生态水系包括采用弃渣场预留水源结合水库大坝前后

水位差形成自流水系和喷泉；设置溢流堰拦蓄水面，在满足植被浇灌的同时，营造多样生境

空间形态；结合人工鱼巢护岸，打造水生态环境。水面形态宜采用“树枝状”、“长藤结瓜”式

结构。

[0015] 本发明第五步所述的多类型生境营造包括生物生境，植物生境，河底生境，湿地生

境，蜜源生境，林鸟生境的营造。具体来说，

可就地取材，利用石块、树脂、树根等材料构建不同的生物生境，以满足指示物种

及场地原生物种的生境需要，如满足蝴蝶类、蜻蜓类、蛙类等生物的繁殖、越冬、觅食等综合

需求；结合弃渣场土壤和地形，种植多类型的植被，沿水岸种植湿地植物以吸引鱼类、蝶类、

蜻蜓、两栖类、软体动物等生存和觅食；其余场地采取开花植被、常绿、落叶混合搭配的种植

模式打造蜜源、幼虫食源植物林，幼鸟、虫媒植物林。

[0016] 河底生境，可设置深潭、浅滩等不同水深的水体，河底投放粒径30cm的石块，留出

空隙工鱼类穿梭、产卵。

[0017] 湿地生境，可种植多类型水生植物，为幼虫提供栖息地，如可选用芦苇、香蒲、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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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芦竹等。

[0018] 蜜源生境，种植多类型的开花植被，可选用樱花、杜鹃、木芙蓉、紫薇、红花酢浆草、

波斯菊等。

[0019] 林鸟生境，构建多品种林地，如水杉林、银杏林、竹林、槐树林、柿子林等。

[0020]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库大坝弃渣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本发明

的治理方法系统，治理范围广，治理速度快，生态效果好，克服了传统治理方法的局限性。

[0021] 本发明将生境营造策略融入到治理方法中，通过对多种生境进行合理营造，吸引

了多种类型的动植物生长、繁殖，并利用微生物圈良性循环，快速实现了水库大坝弃渣场的

生态恢复。

附图说明

[0022] 图1a‑1c是对弃渣场土壤进行检测得到的pH值、含盐量、有机质含量图。

[0023] 图2、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营造的生境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以我国中原地区某水库大坝弃渣场为例，通过设计具体的生境营造方案来对

本发明做更加清楚的说明，以方便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和实施。

[0025] 水库坝体施工完工后，经测量，弃渣场区域的占地面积约为51公顷（510000m2）；弃

渣场高度2米，边坡1:1.5。

[0026] 一、对弃渣场区域的生态情况进行调查：

水库的设计库容约12.5亿m3,水电站装机容量2900kw。

[0027] 该坝型为混合坝，坝长3667m，坝高20m。主体工程土石方开挖量257.12万m3（自然

方），土石方回填量495.99万m3（实方），回填需用量551.10万m3（自然方），经平衡计算需外借

403.20万m3（自然方），产生弃渣109.22万m3（自然方，折合松方125.60万m3）。本工程共设弃

渣场6处，占地共计51.15hm2。工程施工及弃渣扰动地表，使得弃渣区原有地形、地貌、土地

利用方式发生改变，场地自然生境遭受干扰，亟待进行生境营造和生态恢复。

[0028] 1、对弃渣场土质进行检测：

对坝址区土壤检测共设定62个样本点，每个样本点取两层土壤，均采取中层样，分

别为20~30厘米的淋溶层，50~60厘米的沉积层土壤，每层样本重量大约为500克。经测定，上

部淋溶层入渗率为8mm/h，土壤pH值5.5~7 .5，含盐量0.0199~0 .0681mS/cm，有机质4.09~
24.5g/kg。下部沉积层土壤入渗率为7.5mm/h，土壤pH值5.7~7.7，含盐量0.0159~0.0979mS/

cm，有机质6.35~24.5g/kg。

[0029] 具体检测结果如图1a‑1c所示，图1a为62个样本点测得的土壤pH值（红色线条为深

度20~30厘米，蓝色线条为深度50~60厘米）；图1b为62个样本点测得的土壤含盐量值（红色

线条为深度20~30厘米，蓝色线条为深度50~60厘米）；图1c为62个样本点测得的土壤有机质

含量值（红色线条为深度20~30厘米，蓝色线条为深度50~60厘米）。

[0030] 从检测结果中可以看出：弃渣场内土壤黏度较大，含盐量偏低，有机质分布不均，

pH值和入渗率总体正常。

[0031] 2、根据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周边的生物分布情况，确定合适的生境指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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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中原地区地处暖温带，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干冷同季。

本工程所在地多年平均降雨量1000mm，动植物资源丰富，7‑10月是该地区萤火虫活跃期，萤

火虫位于生态链的底层，对土壤、植被、水质等生态基底变化极为敏感，且萤火虫特征明显、

易于观测，因此选用萤火虫作为本工程生境营造的指示物种。

[0032] 二、设计营造方案

根据第一步调查及测试的实际情况，设计该生境的营造方案：

设计原则：

1、就地取材。经多年的积淀，当地的材料与地域风、水、气候形成和谐的生理基底，

利于形成当地物种最适生微环境。

[0033] 2、生境多样。在卵、幼虫、成虫、死亡等生物的不同时期，需不同的生活环境，多样

的生境利于多种生物不同生长阶段的栖息，以丰富指示物种的上下游食物链。

[0034] 3、融入景观。考虑适当的人类观测活动，兼顾为城市提供一处生态景点。

[0035] 设计完成的方案如图2、图3所示：包括溢流堰A，微地形B（利用开挖溪流土方就近

堆砌形成的起伏地形），维护观测路C，湿地生境  D，河底生境E，林草生境F。

[0036] 三、按照设计方案修复弃渣场土壤，使之满足种植或养殖需求

按照对弃渣场土质进行检测的结果，可采用以物理手段为主、生物手段为辅的措

施对土壤进行综合改良：

物理手段：通过改良土壤结构进行，在原土表面添加20cm厚当地沙、10cm充分腐熟

的有机介质，深层次搅拌解决土壤黏度大、有机质偏低的问题。

[0037] 生物手段：在种植多品种植物的同时，引入蚯蚓、蜗牛等软体动物，在改良土壤结

构、增加土壤养分的同时为指示物种（萤火虫）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

[0038] 四、引入生态水系

弃渣场水系的水源来源于北侧灌溉洞，设管道自流引水0.1m3/s，水系最终汇入坝

后主河道。水系总长度3.0km，纵坡0.1%，设溢流堰三座拦蓄水面，控制水深0.5‑1.5m，水面

宽度10‑30m，河岸边坡1:  3。流动的水体可调节土壤多种特性，多样的涉水空间为生物提供

多样的栖息空间。

[0039] 五、多类型生境营造

按照适地适树、生境多样的原则，针对选取的指示物种（萤火虫），结合萤火虫卵、

幼、蛹与成虫四个生长阶段共设置三类生境类型：河底生境、湿地生境、林草生境。

[0040] 河底生境：水生萤火虫幼虫生活于水中，本工程在局部河底处不均匀投放粒径

30cm的当地自然石块，石块间留出空隙，为幼虫提供庇护的场地。

[0041] 湿地生境：萤火虫常在近水潮湿的环境中产卵和筑巢蜕变，在水系浅水区种植当

地水生湿生植物，包括香蒲、菖蒲、千屈菜、水葱、伞草等，种植密度25株/m2；可吸引青蛙、多

种鱼类、水鸟前来筑穴、觅食。各类生物排出的粪便可繁殖藻类,这些藻类是螺类的食源，同

时又是萤火虫的主要食物来源。

[0042] 林草生境：是萤火虫幼虫、成虫觅食和发光生活的主要场所。水系开挖土方就近堆

砌，形成0.5‑1.5m高的起伏地形，种植水杉、柿树、枇杷、玉兰等食源树种，苗木规格选用胸

径8cm，种植密度3m*3m；林下种植白三叶、波斯菊、油菜花、红花酢浆草等播种地被植物，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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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量为25g/m2；为多种生物如鸟类、虫类提供栖息和觅食环境，可丰富食物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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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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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112544157 A

9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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