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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8日，水利部原部

长、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汪恕诚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主持

召开了中国大坝协会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大坝协会荣

誉理事长陆佑楣院士、副理事长

矫勇、周大兵、张野、晏志勇、

匡尚富、林初学，以及来自副理

事长单位的：水利水电规划设计

总院温续余副总工、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章为民副总工、黄河水

利委员会田凯副处长、中国华能

集团公司林鹏处长、中国大唐集

团公司李文谱处长、中国华电集

团公司罗锦华副主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张书军副主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靳东来副主

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吴新琪副总工和秘书处工作人员等共30余人。

中国大坝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贾金生分四个方面汇报了秘书处2010年工作并报告了2011

年的工作计划。

与会领导对中国大坝协会秘书处2010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2011年的工作计划提

出了指导意见。

会议详细报道及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工作计划详见中国大坝协会网站。

本 刊 目 录

1  “绿色能源——水库大坝与环境保护论

坛”——水电开发中的地质和地震问题专题论坛

在京举办

2 国内外大坝建设与技术动态

3 日本“3.11”地震后大坝安全情况介绍

4 国际大坝委员会工作动态

5 国外大坝安全管理介绍(三)

6 会议信息

7 书讯

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大坝新闻 第 9 期，2011年3月第 2 页

2011年3月6日上午，中国大坝协会、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在中国科技会堂联合主办了

“水电开发中的地质和地震问题”专题论坛，这次论坛是“绿色能源—水库大坝与环境保护论

坛”的延续。论坛邀请了国内知名地质、抗震专家和水电规划设计专家参会，目的是以详实的

数据和研究结论，针对前一阶段网络媒体上提出的怒江等流域水电开发中的地质、地震等问题

进行专业的、权威的解读，同时重点介绍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的地质、地震情况。参加论坛的

众多媒体，与到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水电开发中的地质和地震问题专题论坛在京举办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陈厚群院士就大坝的抗震安全做了报告。陈院士指出，说到抗震

安全，首先要在概念上区分“抗震”与“抗断”。根据规范，我国大坝是不允许建立在活动断

层上面，但强震区还是可以建坝的。大坝可以抗震，但不能抗断，建坝要避开活动断层。陈院

士提出，强地震区大坝的抗震安全确实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政府也非常重视，这反映在

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国的抗震设防标准很高，与国际其他国家相比也是很高的；第二方

面，由于这些年我国在金沙江、大渡河等流域修建了一系列高坝工程，在工程应用的推动下，

我国在保证大坝抗震安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这些工作的成效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检

验，4座坝高100m以上的大坝经受住了超过设防标准的强震考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陈

院士指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水能资源丰富的西部恰恰是我国地震最强烈的地区，发展水电，

论坛现场

论坛由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中国大坝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贾金生主持。到会的专家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库大坝抗震专家、中国大坝

协会常务理事陈厚群院士，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徐锡伟所长、周庆主任、虢顺民研究员和蒋

溥研究员，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地质勘测处原处长、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探专家朱建业教

高，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张博庭副秘书长，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工程科技部楚跃先主任。在京

参加两会的怒江州人大代表丁秀花代表，应邀到论坛做了相关报告。参加论坛的媒体记者来自

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中国网、中国青年报、中国能源报、中国改革报、科学

时报社、中国电力报社、中国水利报社、国家电网亮报社、南方都市报、每日经济新闻、第一

财经日报、西部开发报、《财经》杂志、《财经界》和《能源》杂志等20多家媒体单位。

贾金生副院长分析了新的历史背景下水电开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他指出在大江大

河上建设开发水电，需要科学对待有关问题。他希望此次论坛作为一个平台，权威专家对热点

问题进行专业解读，媒体用科普的语言让大众对专业问题有科学的认知，让更多的人更好地理

解水利水电、支持水利水电，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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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安全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只要我们认真按照我国抗震规范严格要求，对大坝进行了认真设

计，保证优质的施工质量，再加上规范的运行管理，大坝的抗震安全就有保证。”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徐锡伟所长做了题为《活动断层灾害特征与对策》的报告。徐所长

指出，地震造成两种破坏形式，分别是地面振动和断层错动导致的地面破坏，对于前者可采用

工程措施予以应对，而后者只能采取避开断层的应对措施。基于大量的地震调查和科学研究资

料，徐所长总结了活动断层地质灾害的破坏特征，即地表破裂主要沿断层带呈线性分布，严重

破坏仅限于10-30m范围，而垂直于断层带的方向，破坏程度随着离开断层的距离迅速衰减。以

往多个地震的例子表明，只要离开断层一定距离，即使靠断层很近，也是可以保证安全的。徐

所长介绍，根据目前地质鉴定结果，怒江断裂带主体部分不是一条像东昆仑断裂带一样能够发

生很大规模整体贯通的断裂带。通过地震安评，通过活动带的填图，把这些断层的位置确定出

来，不让水坝坐落在断层上，加上合理的抗震设防标准，好的施工质量，可以保证这些水坝的

安全。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周庆主任做了题为《区域地震活动背景介绍》的报告。周主任主要

从事场地安全评价性工作，参与多个水电工程的地震安全调查和鉴定工作。周主任介绍了怒

江、澜沧江、金沙江规划水电站的安全评价的结论。他指出，坝址可以选择在地震区，对于强

震区建坝，坝址可以选择在地震活动相对较弱的地块内，或距活动断裂一定的距离，应该是安

全的。川滇地区强震的地震动衰减快，在垂直活动断裂延伸方向的两侧，地震动衰减更快。因

此选择的坝址即使距离活断层较近，但是只要不是在断层延伸方向，也是相对安全的。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虢顺民研究员就水电站的地震安评工作做了报告。虢研究员根据实

际工作经验，具体分析了各个电站的地质环境。针对某些专家提出的怒江水电开发的地质地

震问题，他指出，目前怒江流域规划的所有大坝都距怒江断裂带有一定距离，不在这些断裂

上。而且，根据对比研究，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的地震安全度与澜沧江类似，比金沙江的风险更

低。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蒋溥研究员做了《怒江水电开发地质与地震问题研讨》的报告。他

指出，怒江断裂有几千公里，而实际上沿怒江沿线分布的只有几十公里到上百公里，因为该断

层在怒江周边穿插，被称为怒江断裂，人们往往容易误解，以为整个怒江就是一个断层，实际

上不是那么回事。蒋研究员指出，国家有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水电建设也有一系列的审核制

度和程序，因此水电开发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流域要不要开发，政府来拍板。有些科学家对有

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譬如在地震和地质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是非常自然的，可以不断论

证。蒋研究员介绍了相关研究成果，指出怒江不存在像汶川地震那么大的地质地震环境，开发

水电要增强信心。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地质勘测处原处长朱建业教高做了《关于水电开发中的地质问题》

的报告。朱总指出，我国是多地震的国家，地质构造复杂，地震烈度高，区域地质构造稳定性

陈厚群院士作报告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徐锡伟所长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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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记者与专家进行交流

报告结束后，与会媒体记者就报告涉及的相关观点和相关热点问题，踊跃提问，与地震、

地质专家和水电专家进行了交流。

国内外大坝建设与技术动态

三峡地下电站三台水轮机转轮全部吊装就位

2011年3月1日，由天津阿尔斯通水电设备有限公司承建的三峡工程地下电站第30号发电机

组转轮(直径11.8m、高4.9m、重460吨、价值1亿元)，进入三峡地下电站厂房按计划吊装到基坑

内。这是继地下电站第32、31号水轮机转轮吊装到基坑后的第3台，也是今年5月计划首批3台机

组投产发电的最后一台转轮。 

及地震地质的研究成为水电工程选址和工程设计不可或缺的工作。长期的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

计研究及工程应用表明，目前制定的选址避开活断层、加强抗震设计的原则，经受住了实践检

验，“说明我们的工作方法、技术标准和评价原则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怒江州全国人大代表丁秀花（怒族）同志做了《加快怒江绿色水电开发，是促进怒江流域

生态保护和人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的报告。丁秀花代表在报告中指出，怒江州是云南“边

疆、民族、贫困、山区”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较多。通

过多年的探索和总结，怒江人民认识到只有依托优势的资源开发，才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这

是唯一的途径。怒江水能资源丰富，开发条件好，移民少，淹没区少，是怒江流域唯一具有资

源量大、可长期循环利用，且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资源。“只有加快怒江水能资源的开

发，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带动怒江流域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开创生态良好，边疆

稳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丁秀花代表表示，“我认为怒江开发的

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怒江和中国的水电开发由于具有巨大的节能减排作用，绝不能仅当做如

何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环境保护措施，我们真诚的希望通过今天的论坛，通过各种渠

道的呼声反映，建议我们国家尽快的做出决策，批准怒江水电的开发，促进怒江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为我们国家发展绿色能源做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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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地下电站第30号发电机组正在吊装

金沙江中游阿海水电站获得批准

继去年金安桥电站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同意建设之后，国家发改委以发改能源〔2011〕63

号文，正式核准金沙江中游阿海水电站项目。阿海水电站成为金沙江中游河段规划“一库八

级”电站中，第二个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的电站，标志着金沙江中游梯级水电滚动、有序开发

的序幕正式拉开。 

国家发改委于今年1月7日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金沙江阿海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文

件，同意建设金沙江阿海水电站。阿海水电站坝址位于宁蒗县（左岸）和玉龙县（右岸）交界

的金沙江干流上，是金沙江中游河段规划“一库八级”电站的第4个梯级，最大坝高138m，水库

正常蓄水位1504m，总库容8.85亿m3，防洪库容2.15亿m3。电站总装机容量 2000MW，年均发电量

7907GWh。工程静态总投资152.75亿元（按2009年底价格测算，其中建设征地及移民安置补偿投

资 12.76亿元），动态总投资184.55亿元。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水电公司拟对罗斯金水电工程进行升级改造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水电公司(BC Hydro)计划用三年时间、

投资60亿加元对现有水电资源进行升级改造，投资8亿加元对已建80年的罗斯金(Ruskin)大坝和

电站改造升级工程即为该计划的一部分。

罗斯金水电工程坐落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米申(Mission B.C.)地区，始建于1930年。服役80

年后，需要对大坝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现代大坝安全和抗震要求，同时发电设备老化，也须

更新换代。

改造工程计划2012年开始，2018年完成，历时七年，包括替换溢洪道闸门和大坝交通桥、

改造电站厂房结构、安装新的水轮机、发电机和其他附属设施。

该工程系不列颠哥伦比亚水电公司三年投资策略-更新扩建该省电力系统的一部分。投资主

目前三峡地下电站计划首批投产发电的30号至32号机组安装工作进展顺利，第32号、31号

机组转子、转轮等重要部件都已吊装到位，第30号机组还正在进行定子下线和转子磁轭叠片施

工，计划3月底或4月初进行机组转子吊装。 

三峡地下电站位于长江右岸白岩尖山体中，与右岸坝后式厂房相毗邻，是利用弃水发电，

可以提高三峡工程对长江水能资源的利用率，其预装6台发电机组。三峡电站总装32台机组，建

成后总装机容量达 22400 MW，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大坝新闻 第 9 期，2011年3月第 6 页

罗斯金大坝和交通桥

格鲁吉亚能源公司拟投资4.93亿欧元修建水电站和输变电项目

格鲁吉亚能源(JSC ENERGO-PRO Georgia)公司打算投资4.93亿欧元修建两座水电站和一个

连接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的输变电项目。拟建的水电站位于格鲁吉亚西部山区，计划装机71MW，

投资3.7亿欧元，同时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之间的输变电线路，预计投资1.23亿

欧元。

格鲁吉亚能源公司，旗下有10座中型水电站，总计装机414MW，为格鲁吉亚最大的能源公

司。

菲律宾政府拟投资2.96亿美元修建水电站和灌溉工程

菲律宾政府签署备忘录，在该国伊莎贝拉省开发一个集发电、灌溉于一体的水电项目。该

工程投资为2.96亿美元，装机10MW，灌溉41,700ha。具体修建时间还没有最终确定。

另据报道，SMEC签署了在梅盖特(Megat)水电站增加一座抽水蓄能电站的可行性研究的合

同。梅盖特水电站位于菲律宾吕宋(Luzon)岛上，装机360MW。

亚洲开发银行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水电站等工程提供贷款保障

据亚洲开发银行报道，亚洲开发银行将向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能源署提供5730万美元的贷

款，以支持他们修建新的可再生能源工程，包括径流式水电站和相关输变电系统。 

该贷款为“城镇电气化投资计划”的一部分。亚洲开发银行于2010年末签署该计划，用可

持续利用的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昂贵的化石能源，以提高省级城市中心的电力供应能力。 同

时，该计划拟建立省级中心与主要人口居住地之间的电力传输系统，并帮助负责解决农村地区

电气化问题的部门的投资负担。“城镇电气化投资计划”预计总投资1.5亿美元。 

一期贷款投资的工程包括北部省(Northern Province)和布干维尔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 of Bougainville)的径流式水电站和西新不列颠(West New Britain)一条66KV的输电线

路。

另据悉，印度和亚洲开发银行签署了一份金额为2.08亿美元的贷款合同，这是“喜马偕

尔.邦(Himachal Pradesh)清洁能源开发投资计划”的第三批贷款。

要用来升级和更新老化的水电站，这些电站主要修建于1950-1980年间。改造升级工程包含大坝

加固、发电站升级和新的输变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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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3.11”地震后大坝安全情况介绍

日本越南联合修建水电站

日本出口投资保险公司(Nippon)将向越南提供5千万欧元的“海外联合贷款保险”，用来修

建位于北部河江(northern Ha Giang)省的北卡河(Bac River)水电站。 

2011年2月21日，日本奈科斯(NEXI)公司和北卡河水电联合股份公司签署了合同。贷款将由

日本三井住友(Sumitomo Mitsui)银行分14年支付，包含五年的优惠期。

北卡河水电联合股份公司是第一个获得该类贷款的越南个人投资公司。

计划投资的水电站位于广平区谈郑氏公社(Tan Trinh commune, Quang Binh district)，

装机42MW。

另据悉，越南另一座投资180万美元，装机1200MW的莱州(Lai Chau)水电站今日进行了动工

仪式。莱州水电站为越南电力（Electricity of Viet Nam）所有，预计2017年开始发电。

北京时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发生9级强烈地震。3月12日，日本有关部门对252

座大坝进行了检查。检查发现有6座土石坝在坝顶出现了浅层裂缝，有1座混凝土重力坝库区出

现了小滑坡。但所检查的大坝工作运行状态正常。到目前为止，震区仍有4座大坝无法抵达。

另外，根据日本新闻媒体报道，高17.5m的藤沼储水池（Fujinuma Pond）大堤溃决。该堤顶长

133m。储水池库容150万m。 

藤沼储水池位于日本福岛县（Fukushima Prefecture） 须贺川市（Sukagawa city） 以西

16Km的阿布库玛河（Abukuma river）上，建于1949年，主要用于灌溉。藤沼储水池大堤为土石

结构，高17.5m，顶长133m，方量99,000m。藤沼水库库容1,504,000m，流域面积8.8km，库

区水面面积20ha。该储水池由商事建设（Shoji Construction） 建造，由虹口区海涂围垦管理

局（Coastal Reclamation Hanakawa Kou District）运行管理。

储水池大堤溃决后的洪水冲毁了下游的房屋。一座大桥被冲毁，洪水夹杂的建筑物残骸阻

断了交通。8人失踪，3月12日发现四具尸体。据报道，在地震发生前，当地政府曾尝试修补大

堤的泄漏问题。

失事前的藤沼坝 藤沼储水池与震中相对位置

3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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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国土资源部的消息，截至2011年3月16日，日本对于可能受损的大坝进行逐日检

查，所检查的大坝范围也有所增加，截至目前最新的检查结果详见表1。

表1  大坝受损情况检查结果

河口堰设备电源故障，所有阀门均无法使用。 

，

11

 

坝 名 都道府县 管理部门 震损情况 

石淵大坝 岩手县 东北地方整备局 大坝坝顶有裂缝 

摺上川大坝 福岛县 东北地方整备局 大坝坝顶有裂缝 

立根川河口堰 茨城县、千叶县 水资源机构 

霞ヶ浦 茨城县 水资源机构 

堤坝多处确认有沉降裂缝，已采取管制措施

新附州闸门启闭机，排水泵停止工作（3 月

日）。预备修复发电（3 月 13 日） 

鹰生大坝 岩手县 岩手县 库内局部岸坡崩塌 

石羽根大坝 岩手县 东北水利地热公司 大坝顶端有裂缝 

衣川 1 号大坝 岩手县 岩手县 大坝顶端有裂缝 

西乡大坝 福岛县 
阿武隈川上流 

土地改良区 
大坝顶端有裂缝，为确保安全已降低水位 

羽鸟大坝 福岛县 农林水产部 大坝顶端有裂缝 

三ツ森池大坝 福岛县 大玉土地改良区 大坝顶端有裂缝，为确保安全已降低水位 

风兼大坝 福岛县 南相马市 大坝顶端有裂缝，详细检查中 

铁山大坝 福岛县 南相马土地改良区 大坝顶端有裂缝，详细检查中 

矢の目大坝 枥木县 那须市 大坝顶端沥青隆起，详细检查中 

八汐大坝 枥木县 东京电力公司 大坝沥青防渗面板表面有裂缝，详细检查中

嘉太神大坝 宫城县 大和市 泄洪道有裂缝，详细检查中 

藤沼堤断面

溃决后的藤沼储水池大堤和洪水推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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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动记录情况

目前，日本所检查的大坝大多数距震中超过140公里，距离断层约100至200公里。有大约50

座大坝监测到地震加速度，监测到的大坝坝基的最大地表加速度（PGA）一般在0.02ｇ至0.3g之

间，其中有1座大坝的监测值为0.5g，日本专家正在研究该纪录的可靠性。本次地震动持续时间

很长，达90到180秒，随后发生了多次余震。图1为日本国家地球科学与灾害研究所（NIED）所

测的地面PGA数据，断层100公里范围内的PGA为0.1g-0.6g，平均为0.2g。根据日本相关专家的

经验，当距离相同时，坝基处的PGA约为NIED所测地面PGA的一半，原因是NIED所用的监测仪器

一般埋设在土壤中，而坝基处的监测仪器多埋设在岩石上。

图1 PGA(cm/s/s)和PGV(cm/s)的衰减情况

（注：PGA为测量值，PGV为按剪切速度600m/s换算到基岩上的计算值；数据来源于NIED）

2011年3月11日14点46分，深度为24公里（日本气象厅，JMA），矩震级Mw=8.9（美国地质

勘探局，USGS）

国际大坝委员会工作动态

国际大坝委员会继续推进能力建设项目

国际大坝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Large Dams, ICOLD）非常重视成员国的

能力建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根据土耳其国家水利工程总局和国际大坝委员会签署的协议，

土耳其国家水利工程总局和国际大坝委员会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在土耳其联合开展多个

能力建设项目。

第一个能力建设项目开始于2006年，包括相关技术培训和工程参观。培训共分为三期，分

别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进行，培训的内容涵盖大坝、水电站以及相关装备和基础设施的

规划、融资、设计、执行和运营等。

来自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埃及、马里、摩洛哥、尼日利亚、南非、赞比亚等国家的35

名年轻工程师和水坝专业人才参加了土耳其国家水利工程总局组织的三期培训。现协议即将到

期，ICOLD与土耳其将续签合作协议，继续推进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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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坝安全管理介绍（三）
                                            ———日本大坝安全管理

为帮助非洲国家开发水电，中国大坝协会(CHINCOLD) 2010年11月邀请了来自布基纳法索、

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坦桑尼亚、苏丹、加纳等十几位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水电专家代

表来华进行工程考察和研讨。通过研讨，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促进了交流和沟通，对未来与

非洲国家共享水利水电开发的经验和成果，加强水利水电开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起到积极的

作用。相关工作得到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水电

工程顾问集团、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中国大坝协会将在今年9月召开的大坝技术及长效性能国际研讨会期间，再次邀请非洲水电

专家参加会议并安排工程考察，分享中国大坝建设的经验和成果。中国大坝协会也正在积极准

备非洲国家的能力建设培训工作，现正和国际大坝委员会中心办公室协商。

1、日本大坝建设概况
截止到2008年，日本已建3058座大坝（H≥15m），用于防洪、城市供水、灌溉和水力发电

等。表2所列是日本大坝的修建时间分布，可以看出多数大坝建于1900年后。日本最高坝为修建

于1963年的黑部（Kurobe）拱坝（H=186m），坝顶长492m，库容约2亿m3（见图2）。电站的厂

房位于地下150m深处，水头总落差高达545.5m，电站装机容量为33.5万kw。日本历史最悠久的

坝为修建于7世纪早期的Sayama土坝，最初坝高5.4m，后来不断加高至18.5m，至今仍在使用中

（见图3）。

表2 日本大坝修建时间分布

图2 黑部（Kurobe）拱坝（H=186m）

 
修建年份 坝高 H>30m 坝高 15m<H<29m 合计 比例（%） 
1000 以前  3.0 9 8 1

 6.12 166 856 3 9981-1001
 6.22 296 706 58 5491-0091
 2.05 4351 056 488 9991-6491

 3.5 261 03 231 8002-0002
合计 1105 1953 305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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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大坝安全管理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而特殊的地形又决定了大坝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

地位，因此一向对大坝的安全管理十分重视，自1964年先后颁布了《河川法》等一系列与大坝

运行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在日本，大坝管理与河流管理是紧密联系的。日本将全国的河流分

成两个等级，一类河流（109条）与二类河流（2723条）。一类河流由中央政府（国土基建交通

部）直接管理，二类河流由地方政府管理。通常情况下，由河流管理局代表国土基建交通部对

全国范围内的一类河流进行管理。河流的管理主要包括建设和管理河流上的包括大坝、堤防在

内的各种设施结构以及颁发相关的各类许可证。图4给出了从规划设计、施工到运行的大坝建设

与管理流程。

图4 日本大坝建设与管理流程

图3 Sayama土坝（H=18.5m）

在日本，大坝安全评价是根据监测结果和目视检查来进行的。监测项目主要包括渗漏/渗

流、变形、扬压力/孔隙水压力、应力、应变和温度，以及坝体和坝基的目视检查等。这些项目

对不同类型的大坝来说具有不同的重要程度。表3列出了混凝土重力坝、混凝土拱坝、堆石坝和

土坝需要监测的项目。大坝的安全监测应该定期进行，监测间隔将根据大坝的实际情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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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日本大坝监测时期、监测项目及监测频率的规定

3、日本大坝地震安全评价与震后检查
2005年日本国土基建交通部颁布了《大坝地震安全评价指南》。该指南系统地描述了进行

大坝地震安全评价的方法。指南规定的基本评价方法包括地震加速度评价法、地震反应分析法

等。指南特别定义了一个“2级地震加速度”的概念，用于地震加速度评价法。该指南的目录如

表 5所列。

表3 日本大坝安全监测项目

注：●-强制性监测项目；▲-重要的监测项目；■-对大型工程希望监测的项目。

蓄水初期应周密观测，这期间应增大监测频率。经过数年的蓄水运行确认大坝稳定后根据监测

项目的重要程度、监测值的绝对值或变化情况可以减少监测频率。日本规定的不同监测时期、

监测项目及监测频率如表4所列。

大坝的定期检查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由负责管理的有关人员进行。大坝的日常检查是根

据各大坝所规定的手则由现场的管理人员进行。对于建成20～30年以上的多功能大坝，组成由

政府机构、大学、研究所等各种组织参加的多个领域专家的专家组，进行大坝的安全性评价、

操作正确性评价、应急管理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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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日本《大坝地震安全评价指南》目录

在日本,发生地震后，要求大坝管理者在震后立刻对所拥有的大坝进行紧急检查，并报告检

查结果。为此，日本国土基建交通部先后颁布了《地震后立刻进行大坝紧急检查的结果报告》

《震后大坝紧急检查准则》等，规定了专门的震后大坝检查方法和检查程序等。根据该准则的

规定，需要进行紧急检查的地震是“在坝基处产生的最大加速度达到25gal或以上的地震，或气

象局公布的地震烈度超过4度的地震”。震后紧急检查分为初步检查和二次检查。初步检查主要

是对大坝表面进行目视检查；二次检查除对大坝表面进行更详细的目视检查外，还需要对大坝

监测数据进行分析。

根据历史经验, 烈度为4度的地震几乎从来没有对大坝的安全造成过任何威胁。因此，日本

国土基建交通部建议根据地震强度和大坝的类型与高度决定是否进行二次坝体检查，并在2005

年颁布了修改后的《地震后立刻进行大坝紧急检查的结果报告》。该报告有关规定如下：（1）

在坝基处监测到的最大加速度小于80gal, 或地震烈度为4度及以下时，必须立刻进行初步检

查，确定损坏情况。如果没有发现任何损坏，二次检查可以省去。（2）在坝基处监测到的最大

加速度为80gal及以上，或地震烈度为5度及以上时，必须立刻进行初步检查和二次检查，以便

确定损坏情况。新修订的报告还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不能省去二次检查：（1）属于管理阶段第

一期和第二期的大坝（见表3）。（2）坝高大于100m的大坝。（3）具有特殊设计的大坝。拱

坝、空心重力坝、有不透水面板的土坝、支墩坝和胶凝砂砾石坝。（4）坝基为土质和砂砾石。

（5）坝基经过特殊处理。坝基存在地下防渗墙，坝基采用了套管灌浆处理，大坝和水库采用了

人造防水材料，坝基处理采用了大量混凝土回填。

 



大坝新闻 第 9 期，2011年3月第 14 页

会议信息

1、国际大坝委员会第79届年会

国际大坝委员会第79届年会将于2011年

5月29日至6月3日在瑞士的Lucerne召开，会

议内容有：国际大坝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会

议、“不断变化挑战下的大坝与水库”国际

学术研讨会、国际大坝委员会第79届执行会

议、技术参观及会后工程考察等。

“不断变化挑战下的大坝与水库”国际

学术研讨会议题：

◆ 坝与可再生能源

◆ 大坝的长效运行

◆ 坝与气候变化

◆ 坝与防洪

◆ 坝与水资源管理

◆ 坝与航运

◆ 坝与娱乐

中国大坝协会秘书处将组织代表团参加

会议。

2、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学术年会暨第一

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中国大坝协会2011学术年会暨第一届理

事会第四次会议定于2011年6月16～17日在

三峡坝区召开。会议的主题为：高坝安全

建设与管理。会议将根据会员单位建议，

结合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十二五

期间我国水库大坝建设和水利水电发展新

形势、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管理经验

回顾总结，以及坝工界关注的大坝安全管

理、环境友好技术等内容，邀请专家做专

题报告，并拟邀请加拿大、日本等国外专

家就当前关注的大坝与抗震、流域综合规

划和开发等热点问题做学术报告。欢迎各

会员单位领导、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围绕

会议内容提交论文并参加会议。

会议将印刷论文集。对于优秀的论文，

秘书处将推荐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学报》（核心期刊）、《中国水能及电

气化》等杂志发表。欢迎投稿，有意提交

论文的作者请于2011年5月20日前将全文

发到中国大坝协会秘书处。请在论文中注

明第一作者的详细通讯地址、电话、传真

和电子邮件。 

3、大坝技术和长效性能国际研讨会

大坝技术和长效性能国际研讨会将于

2011年9月27日至29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会

议由中国大坝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

会议议题：

● 大坝设计与分析方法

● 环境友好的筑坝技术

● 大坝长期运行与维护

● 大坝修补加固与更新改造

● 大坝安全评价和风险管理

● 水库运行管理

会议拟正式出版中英文论文集，有意投

稿的作者请与秘书处联系。论文摘要的截稿

期为2011年3月31日，全文的截稿期为2011

年5月31日。



大坝新闻 第 9 期，2011年3月 第 15 页

4、第二届堆石坝国际研讨会

由中国大坝协会和巴西大坝委员会联合

主办的第二届堆石坝国际研讨会将于2011年

10月27日至28日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

会议的议题是：

（1）堆石坝总体情况介绍：面板堆石坝

及心墙堆石坝的工程案例及经验介绍；

（2）施工材料：包括土壤、岩石、砂

砾、混凝土、止水和其它材料如：EDPM、GB

和氯丁橡胶

（3）设计、分析方法：

a．经验方法

b．数字模型 

c．反分析与结论

（4）施工方法

（5）仪器设备

（6）运行

（7）水力学问题与河道分流

（8）坝高超过200m的堆石坝，面板堆石

坝、心墙堆石坝

a．狭长的峡谷地带建筑堆石坝具体问题

b．面板堆石坝接缝的种类：压缩式、压

力式

c．堆石坝与碾压混凝土坝和拱坝在经济

和技术方面的比较

（9）地震

有兴趣投稿的作者，请将论文全文于

2011年5月20日发到中国大坝协会秘书处。

5、2011年国际水力发电研讨会及技术

展览

时间：2011年10月17日-19日

地点：布拉格，捷克共和国

议题：未来可持续发展实践措施

会 议 秘 书 处 地 址 ： H Y D R O  2 0 1 1 

C o n f e r e n c e  T e a m，PO  B o x  2 8 5，

Wallington，Surrey, SM6 6AN,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20 8773 7244 

传真：+44 20 8773 7255

论文投稿联系人：Margaret Bourke， 

　　电子邮件：Hydro2011@hydropower-

dams.com

技术展览联系人：Gaël Bozec  

电子邮件：sales@hydropower-dams.com

6、第四届亚洲水资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

国际研讨会及技术展览

第四届亚洲水资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国

际研讨会及技术展览将于2012年3月26日至

27日在泰国清迈举行。

会议的议题是：

◎ 规划与发展

◎ 水文与洪灾管理

◎ 环境与社会

◎ 财经与商业   

◎ 水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

◎ 土木工程建设

◎ 安全

会议摘要要求800字以上，请于2011年6

月30日前提交。

地址：PO Box 285，Wallington 

Surrey，SM6 6AN，United kingdom

电话：+44 20 8773 7244

传真：+44 20 8773 7255

论文投稿联络人：Mrs.Margaret Bourke

电子邮件：Asia2012@hydropower-

dams.com

技术展览联系人：Gaël Bozec

电话：+44 20 8773 7250

电子邮件：subs@hydropower-d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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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中国大坝协会秘书处现有部分出版物和研讨会论文集，欢迎购买！

 

   内  容  提  要 

本文集收录了国内坝工方面 40 多位知名专家的相关论文，同时收录

了三峡、二滩、小浪底等工程及其他已建、在建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

内容反映了我国在大坝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方面的主要技术进展。 

本文集收录的主要工程有：三峡、二滩、小浪底、小湾、锦屏一级、

溪洛渡、龙滩、糯扎渡、水布垭、洪家渡、天生桥、光照、沙牌、冶勒、

茅坪溪、瀑布沟、十三陵抽水蓄能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天荒坪抽

水蓄能电站等工程。 

潘家铮院士为我国大坝建设和科学管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集

也是潘家铮院士从事坝工技术工作 57 周年的纪念文集。 

 

□中国大坝技术发展水平与工程实例（定价：136 元） 
 

 
 

现代堆石坝技术进展—

—2009 
定价：160 元 

第五届碾压混凝土坝国

际研讨会中文论文集

（上、下册） 
定价：80 元 

2004 水力发电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上、下册） 
定价：50 元 

2005--大坝安全与堤坝隐

患探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光盘 

定价：50 元 

 
 

□中国大坝委员会系列

译丛-碾压混凝土坝发展

水平和工程实例（定价：

22 元） 
 

□国际共享河流开发利

用的原则与实践 （翻译

国际大坝委员会公报）

（定价：25元）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设计

与施工概念（定价：36元）

□水利水电工程新技术推广
研讨会暨中国水利学会水
工结构专业委员会第九次
年会论文集（定价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