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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坝协会2012学术年会在成都隆重召开
2013学术年会将于10月25~27日在昆明举行

中国大坝协会2012学术年会暨第一届理事

会第六次会议于2012年10月11至12日在四川省成

都市川投国际酒店顺利召开。来自水利部、国家

能源局、四川省政府、四川水利厅以及中国大坝

协会各会员单位的领导、专家共530多人参加了

会议，其中包括来自我国香港地区代表7名，来

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非洲的国外代表20多

名。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汪恕诚

主持，中国大坝协会荣誉理事长陆佑楣、中国大

坝协会副理事长、水利部副部长矫勇、中国大坝

协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张

野、中国大坝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水力发电工程

学会荣誉理事长周大兵、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吴

贵辉、中国大坝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党委书记晏志勇、中国大坝协会副理事长、中

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尚富、中国大坝协

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

晓鲁、水利部建设管理司司长孙继昌、四川省水

利厅厅长冷刚、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赵学谦、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云华、中国大

坝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菊根、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先

生、国家电网公司总工程师张启平、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刘志明、中国华能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郑爱武、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清廷、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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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坝协会2012学术年会报道

总经理付兴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建设

部主任洪文浩、中国南方电网发电公司副总

经理陈涛、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

院总工程师余挺、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总经理申茂夏、美国大坝协会主席罗杰斯、

国际大坝委员会荣誉主席、中国大坝协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贾金生等出席大会。赵学谦

秘书长、陆佑楣院士、矫勇副部长、吴贵辉

总工、周大兵副理事长和陈云华总经理在大

会开幕式上致辞。

会议的主题是水库大坝建设和管理中

的技术进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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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邀请了十

多位国内外资深专家和学者做特邀报告，就

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管理经验进行交流

与总结，同时共同交流、探讨坝工界关注的

大坝安全管理、环境友好新技术、数字化设

计和现代化施工等内容。会议还特别邀请了

美国大坝协会主席罗杰斯就当前普遍关注的

气候变化条件下大坝的风险管理做了学术报

告，报告收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会议的成功召开对我国坝工事

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大

坝协会各会员单位在坝工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3年学术年会将于10月25日至27日在

昆明召开，会议期间同时举办水电2013国际

研讨会及第三届堆石坝国际研讨会。会议由

中国大坝协会和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联合

主办，由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和中国水

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共同

承办。

会议的议题有：堆石坝筑坝技术；高坝

设计和施工；大坝安全评估与加固技术；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及新技术、新产品；水库大

坝与环境保护；促进非洲水电可持续发展。

目前在征集论文，欢迎各单位的领导、

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积极投稿和参加会议。

陆佑楣院士出席中国大坝协会2012学术年会并致辞

矫勇副部长出席中国大坝协会2012学术年会并致辞

周大兵副理事长出席中国大坝协会2012学术年会并致辞

张野副主任出席中国大坝协会2012学术年会并作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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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大坝建设简讯

三峡和伊泰普水电站2012年发电均创历史新高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三峡水电站2012年全年发电量达981.07亿KWh（电站装机容量

22500MW），创下自投产以来年发电量最好成绩。此记录刷新了2010年全年发电量843.7亿KWh

的纪录。

另据Hydroworld网站消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伊泰普水电站2012年同样创造了年发电量新

纪录。该电站装机容量14000MW，2012年全年发电量超过982亿KWh，刷新了2008年全年发电量

946亿KWh的记录。

三峡水电站

伊泰普水电站

向家坝水电站首批两台机组并网发电

向家坝水电站是我国已建和在建的第三大水电站，是“西电东送”战略的骨干电源点，由

中国三峡集团公司开发建设。向家坝水电站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通航、灌溉以及为

溪洛渡水电站提供反调节等综合效益的巨型电站，总装机6400MW，年均发电量308亿KWh，主要

供电华东地区，兼顾川滇两省能源需求。向家坝电站左右岸共安装8台机组，单机容量800MW，

是当今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向家坝电站首批正式发电机组共2台。首台7号机组于11月5日完成72小时试运行，并正式

并网发电，目前运行稳定。第二台8号机组今日完成72小时试运行后，机组未停机检修，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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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二级水电站正式投产发电

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性项目——雅砻江锦屏二级水电站于2012年12月30日正式投产发

电。

锦屏二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盐源、冕宁三县交界处的雅砻江干流锦

屏大河弯上，系雅砻江卡拉至江口河段五级开发的第二座梯级电站。该水电站安装8台单机容

量600MW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4800MW，是雅砻江流域装机规模最大的巨型水

电站，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性项目，也是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

锦屏二级水电站于2007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葛洲坝二公司承担了锦屏二级水电站进水口

工程、厂区枢纽工程、终端塔工程建设。葛洲坝机电公司承担该水电站机组安装和调试任务。

锦屏二级水电站的8条引水隧洞平均长约16.6km，开挖洞径13m，为世界最大规模水工隧洞。两

家单位精心组织、精心施工，经受了泥石流自然灾害等重大考验，确保了工程建设顺利推进，

为电站首批机组并网发电做出了突出贡献。

锦屏二级水电站作为我国“西电东送”的骨干工程，是节能环保新能源战略发展的标志性

成果。锦屏二级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四川水电开发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将极大推动四川省经

济社会发展。信息来源：中国水利水电工程网。

2013能源：风、光、水电 重任在肩

2013年1月7日，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进一步表明国家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视程度和发展决心。会议表示，积极发

展水电，协调发展风电，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这也清晰地向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国

断直接转入正式运行，实现了建设方与向家坝电厂的无缝交接。目前，8号机组运行稳定，性

能优良，机组振动、各部分温度等主要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信息来源：《国家电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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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承建世界最长水电大坝竣工

2013新年伊始，在苏丹东南部，位于青尼罗河州州府达马津市的罗赛雷斯大坝加高工程全

面竣工。该工程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历时4年零7个月完成。公司总经理助理丁

拯国在竣工庆典上致辞说，罗赛雷斯大坝加高工程是继麦洛维大坝之后，中苏友好合作的又一

丰碑。这一工程的竣工，使水库库容增加了40亿m3，电站发电量提高了40%，为苏丹今后的农

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苏丹几代人的梦想。

家能源主管部门将直面目前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焦点问题，积极开展

重点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在他题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扎实做好2013年能源发展改革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全年新增水电装机21GW、风电装机

18GW、光伏发电装机10GW。”仔细分析水电的新年发展目标，值得玩味。

2012年，中国水电新增装机约18GW，其中常规水电16.5GW，好于“十二五”开局之年。

按照《水电发展“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底，水电装机要达到2.9亿KW(其中常规水电2.6

亿KW、抽水蓄能30GW)。2012年底水电装机已经达到2.49亿KW，未来，随着溪洛渡、向家坝等

一批大型水电站陆续投产，2013年水电新增2100万千瓦目标实现，意味着剩下20GW留给2014、

2015年两年完成。不难看出，实现“十二五”规划常规水电新增装机41GW几无悬念。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做出“2020年实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达15%”的承诺，其中，水电责任最重。水电建设周期长，普遍4-8年。为给“十三五”打好

基础，必须在“十二五”期间新开工常规水电1.2亿KW，平均每年新核准开工常规水电规模达

24GW。但从最近两年的新核准开工情况来看，实现2020年目标存在隐忧。2011、2012年新核准

大中型水电开工规模分别只有11.48GW和11.14GW，远远不能满足目标要求。为达到2020年常规

水电装机3.5亿KW目标，水电项目核准还需要在做好前期勘探设计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体制

机制、简化审批流程，加快进度。信息来源：中国能源报。

　　2013年1月1日，中国电建集团与苏丹电力和水资源部代表

　　在罗赛雷斯大坝竣工仪式上签署一项新的水利灌渠建设合作协议，

　　后排左二为苏丹总统巴希尔

坝区水库面积260km2，大坝一期工程于1966年建成。加高工程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期工程的

基础上整体加高10m，使大坝轴线长度从13.5km增加到25.1km，库容增加40亿m3，可灌溉土地

增加55万公顷。这座大坝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土石坝。

当地时间2013年1月1日上午11时，苏丹总统巴希尔来到庆典现场。他致辞时感谢中国公

司、阿拉伯海湾国家基金会等为罗赛雷斯大坝加高工程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说，罗赛雷斯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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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外大坝建设简讯

竣工是个奇迹，它不仅将为大坝以下广大地区的农业灌溉、人畜饮水、林业发展、矿业开发提

供充足的水电资源，也将为地区的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修复并加高一座40多年前建成的大坝，在施工的同时还要保证原来的水电站正常发电和运

转，其施工难度远远超出修建一座新的大坝。据悉，自2008年5月1日开工以来，中国电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始终坚持“科技为先，质量为首，诚信至上，持续改进”的管理方针，努力克服

重重困难，积极探索优化施工方法。其中，对长达25km的土石坝工程所需的上千万立方米粘土

料采取了筑畦灌水技术，对坝体结构、物料等进行了10余项重大优化。加高后的库区水位已达

到493.02m，达到最高设计蓄水位，并已在满负荷条件下正常运行。

此外，这项工程是在当地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完成的。信息来源：人民日

报。

美国还将开发60000 MW的水能

美国大坝协会主席Michael F. Rogers先生在中国大坝协会2012年学术年会上提到，2025

年之前，美国还将继续开发水电，规划新增60000 MW的水电装机。这些水电工程开发将创造

140万个就业岗位。

他强调了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排灌研究委员会、国际水电协会、国际水资源协会共同发

布的“储水设施与可持续发展”世界宣言的重要意义，认为该宣言强调了水库大坝建设和水能

开发的重要性，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目前，公众逐步认同，水能资源是一种清洁的可

再生能源，应该得到优先开发，这一观点逐渐为世界所公认。

美国从1882年开始开发水电。目前，已建8.4万座水库大坝，其中，15米以上的大坝有

6191座。美国已建水库大坝按主要功能和所有权分类的情况见图1。美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约为

100000 MW（包括21500 MW的抽水蓄能机组），水电年发电量约为3000亿度，占美国总发电量

的7%，可替代火电用煤1.29亿吨，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相当于3800万辆汽车的排放

量）。

图1 美国水库大坝的主要功能和所有权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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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RusHydro公司启动萨扬－舒申斯克水电站全新640MW水电机组

俄罗斯水力发电公司JSC RusHydro公司宣布，萨扬－舒申斯克水电站的第三台全新水电机

组已完成调试，并将投入运行，该电站的可用容量提高了640MW。

目前萨扬－舒申斯克水电站有5台装机640MW的机组处于运行状态，装机容量为3200MW，为

总设计装机容量的一半。其他新机组正在组装中。四台老机组中有两台曾经发生过事故，后经

修复运行，目前这两台机组已经退役，并将由新机组取代。

按照萨扬－舒申斯克水电站的恢复计划，需要在2014年前每年完成3台机组的调试工

作。最终，该电站将完全使用最新设备，其性能将得到强化，完全满足安全和可靠性要求。    

Power Machines公司和RusHydro公司于2009年11月达成协议，将为萨扬－舒申斯克水电站的恢

复工作提供基础发电设备。根据协议，Power Machines将提供10台水轮机，9台容量为640MW的

水力发电机以及6套励磁系统（2010年大修工作完成后，1台新的发电机和4套励磁系统已经生

产完成并安装到水电机组中）。

新机组的寿命被延长至40年，最大效率可达96.6%，同时空蚀问题得到改善。水轮机组将

配备更高效的流程保护系统，该系统在出现偏离受控参数的问题时会自动停止机组运行。

世界第二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墨西哥拉耶斯卡（La Yesca）大坝举办揭幕仪式
　　

拉耶斯卡坝是世界第二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墨西哥国家电力公司（CFE）于2012年11

月6日举行了拉耶斯卡坝的揭幕典礼。

拉耶斯卡混凝土面板堆石坝位于太平洋海岸哈利斯科州和纳亚里特州的边境，由当地的建

筑公司EMPRESAS ICA建造，坝高208m，库容23.9亿m3，比中国的水布垭大坝约低25m，世界排

名第二。

典礼期间，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表示，拉耶斯卡大坝的一台机组已经成功安装，

正好可以利用即将到来的雨季，不过干旱缺水对其目前的产出造成了一定影响。墨西哥国家电

力公司补充说，预计在今年年底第二台机组将投入运行。

受水文风险、洪水、库区滑坡、地震、坝体自身缺陷等因素的影响，水库大坝的建设和运

行存在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种风险有增长的趋势。美国近年重视考

虑气候变化的水库大坝风险管理，并开展了相应的研究，指出，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应该考虑未

来水文的可能变化，结构设计需要适应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同运行方式，防止可能导致溃决的风

险、降低不可避免的风险的影响并通过工程措施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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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立法拟认定水电为可再生能源
　　
美国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共和党主席达克-海斯廷（Doc Hastings）提交了题为“保护

我们的大坝和新水电开发工作法案”的众议院6247号法案，据了解，此项法案提议促进水电发

展，不再减少现有水电站并且不再阻碍新水电开发。该法案已提交到美国众议院进行表决。达

克-海斯廷称 “此项法案有助于消除监管上的繁文缛节、创造更多非联邦经费，并改善政府透

明度；水电是零排放、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针对我国如何保护现有水电站及推进新水电开发

的问题，该法案具有清晰的愿景，是一次常识性的改革。”

众议院6247号法案如获得通过，将实现以下政策条款：

认定水电为一种可再生能源；

禁止联邦经费用于拆除、破坏、研究拆除或破坏任何水电站和大坝，除非获得国会的

明示授权；

禁止联邦经费用于从事拆除水坝相关的组织机构或用于削减水电的不利于联邦政府的

诉讼；

禁止联邦经费用于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在备忘录中提议的电力市场管

理局（PMA）履行职责的一些新活动，PMA需提供一份第三方开具的活动正当性证明，

并且得到国会授权；

如果某个州宣布进入干旱紧急状态或者濒危鱼类受到威胁，那么美国垦务局及其它联

邦机构不得使用水轮发电机；

通过各电力市场管理局（PMA）预估并每月向其用户报告维护联邦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的

相关成本来改善透明度，这些成本包括与损失的发电量等。

允许非联邦政党进行研究并筹资来新增储水设施，以便增加水力发电；

创造更多的经费来源以建造水利及水电基础设施；

授权众议院2842号决议中有关现有人工恢复运河和水道上进行水电开发的条款，该决

议于今年3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解决由内政部和商务部实施的针对非联邦水电项目发放许可或重新许可的费收和

法规；

允许联邦土地上的电权持有人清除500英尺范围内受害虫侵害的树木及其它危险燃料，

以保护输电线路免受森林火灾的损害；

达克-海斯廷说，“这一法案将正式认可水电为可再生能源，有助于消除水电开发的政府

障碍和琐碎诉讼。水电是全方位能源计划的基本组成部分，它的扩张将为美国人创造成千上万

的工作机会，推进经济增长并保护环境。”

★

★

★

★

★

★

★

★

★

★

★

该电站将配备两台375MW的混流式水轮机，总装机750MW，预计年发电量1210GWh。俄罗斯

的动力机械公司于2007年9月获得了2亿美元的合同，为该电站提供水轮机发电机及辅助设备，

并负责安装机电设备。

拉耶斯卡项目现已更名为阿尔弗雷多·埃利亚斯·阿尤布（Alfredo Elias Ayub），位于

圣地亚哥河，耗资约10亿美元。

9月，墨西哥国家电力公司表示，已经为项目在墨西哥市场发售了135亿比索（10.5亿美

元）的债券。

该项目是圣地亚哥河流域的水电工程系列项目之一，全部项目包括27个水电站，潜在的总

装机容量4300MW。其设计目的是调节水流量，并改善下游750MW的埃尔卡洪（El Cajon）水电

站和975MW阿瓜米尔帕（Aguamilpa）水电站的电力输出，这两座水电站也是由俄罗斯动力机械

公司提供机组并安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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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坝高178m的博古恰内（Boguchany）坝即将竣工
　　

俄罗斯JSC水力发电公司在2012年9月中旬宣布，在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博古恰内坝最多再

填筑5m，高度就可达到178m，因而可以确保首批发电机组的测试。11月大坝高度达到185m，与

此同时，第一台机组投产，不久另外两台机组也将陆续投入运行。

博古恰内是俄罗斯在建的最大的水电项目，是安加拉河梯级水电站的第四级电站。施工作

业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进行。该水电站投产将有助于减少严重的电力短缺，预计将刺激工业增

长，同时将每年节省1050亿吨的煤，这对于西伯利亚统一电力公司来说很非常关键。

一旦9台Francis水电机组全部投入运行，总装机达3000MW，平均年发电量为17600GWh。该

电站将成为俄罗斯联邦五大水电站之一。 项目投资者是JSC RusHydro——俄罗斯最大的电力

控股公司之一，其在俄罗斯联邦及海外经营超过70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博古恰内水电站的设计

单位是JSC水电研究院。

鉴于极端的西伯利亚气候（温度范围为-60°C至+38°C），研究院的工程师采用了一系

列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西伯利亚的博古恰内项目主要由混凝土重力坝以及两侧的堆石坝组成

（后者有沥青混凝土防渗层）、包括厂房和两侧的泄洪道。

巴西装机11.2GW的贝罗蒙特(Belo Monte)水电工程恢复建设
　　

2012年8月上旬，巴西的一家联邦法院叫停了装机11.2GW的贝罗蒙特水电站的建设，项目

耗资170亿美元。该法院指出，该项目没有适当征求原住民的意见。

但仅在两周之后，巴西最高法院又作出一份决议推翻了这一禁令，称当地社区应该在该项

目被巴西国会批准之前表达对贝罗蒙特水电站的环境影响的意见，而不是之后。由于最高法院

仍在审查更多证据，该决议仍有可能被再次修改。在雨季来临之前，有关人员正在努力完成被

延误的施工任务，预计12000名员工将日夜轮班进场工作，工人数量计划在2013年增加至22000

人。

贝罗蒙特大坝，位于兴谷河(Xinggu river)上，是继三峡大坝和伊泰普大坝之后的世界第

三大坝。工程自从2011年开始建设以来，一直受到当地一些组织的强烈反对。这一富有争议的

水电站多次停工，其中就包括2012年4月因罢工造成的停工，以及2011年10月，反对人士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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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装机1260MW沙耶武里（Xayaburi）水电项目重新开始建设
　　

据了解，备受争议的装机1260MW的沙耶

武里水电项目已经重新开始建设。

在遭到多个环保组织的强烈抨击后，老

挝政府于2011年12月搁置了这个投资达35亿

美元的项目的建设。但是该项目的开发商朝

甘昌集团（CH. Karnchang Public Co. Ltd）

表示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开工建设。

朝甘昌集团首席执行官PlewTrivisavet

说，“我们仍然在建设该项目。我们并未从

老挝政府处收到要求我们暂停或搁置该项目

的函件。”

该项目的反对者称，沙耶武里水电项

目将开启未来湄公河上建坝的大门，促使组

建湄公河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还包括柬埔

寨、老挝、泰国和越南。

但是湄公河委员会指出其成员国家的政

府已同意接触日本政府及其它国际组织以进

一步研究大坝的影响，然后才许可老挝建造

该工程。

湄公河委员会指出，沙耶武里大坝及其

它10座计划在湄公河下游建造的大坝将可能

蓄积这条河的55%水源，可能导致5亿多美元的农业利润损失。

沙耶武里水电项目的一半权益归朝甘昌集团下属的沙耶武里电力有限公司所有，后者与老

挝政府签订了长达29年的特许合同运营该项目的发电设备。

Natee Synergy有限公司、泰国电力公司及曼谷快速公路公司参与组建了朝甘昌集团，三

家公司各自拥有其25%、12.5%和7.5%的股权。

俄罗斯博古尚斯卡娅（Boguchanskaya）水电站首次发电 
  

位于俄罗斯东西伯利的亚安加拉河上的博古尚斯卡娅水电站，将安装9台333MW发电机组，

2012年10月15日，前两台机组及电网连接设备经测试后，顺利发电。俄罗斯的国有水电生产商

法律行动导致的项目停工，不过这一裁决也被推翻了。

据巴西政府数据显示，贝罗蒙特大坝建成将淹没500km2的土地，移民1.6万人。而环保组

织认为，移民人数将超过4万人。政府计划投资12亿美元，以减轻大坝的负面影响。

贝罗蒙特是巴西加速增长计划（PAC）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官员说，大坝将增强

巴西能源上自给自足的能力。特别是在依赖化石燃料的亚马逊地区。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

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大型水坝来满足巴西消费者与日俱增的能源需求。

该大坝由Electrobras集团和巴西能源集团(CHESF)联合控制的一个财团建造。2011年，

主要的供应合同已与Alstom集团、Andritz集团和Voith公司签订。 大坝预计在2015年首次发

电，2019年最后一台发电机将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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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引发巴西水电担忧

据息，持续的干旱令巴西官

员担心水电资源无法满足用户的

能源需求。报道指出，巴西的高

温气候和干旱的夏季致使水电站

缺水，进而导致电力供应吃紧并

引起人们的担忧，这将有可能是

巴西自2001年以来，首次面临的

能源定额配给的窘境。

巴西国家电力系统运营商

（ONS）表示，巴西东北部的水

库储水量仅为31.61%，而北部地

区为41.24%。与此同时，巴西独

立电力商协会（Alpine）表示，

巴西东南部和中部用于水电站的

水库储水量仅为28.9%，仅仅比其风险线高0.8%，仅能满足其满负载发电的最低水位。

国家新闻媒体“巴西通讯社”也作了相关报道，尽管巴西能源部长Edison Lobao 表示，

“不会出现电力定额配给和短缺的情况”，但巴西所有的备用热电厂都已处于运转状态，以备

电力短缺之需。

考虑到水电占巴西电力供应量的65%，巴西电力监督委员会(CMSE)将于9日开会讨论这一问

题。

该消息的发布恰逢伊泰普水电站宣布2012年其发电量创下新纪录的数天之后。

老挝2013年水力发电将增加664MW

老挝政府于2012年7月5日宣布，目前其国内的4台水电项目将于2012年底竣工，预计到

2013年将实现发电能力提高26%，即增长664MW。

目前老挝共有17座水电站，总装机2560MW。其中约有64%的电力出口到邻国泰国。但是老

挝也从泰国、中国和越南进口电力。

通过提高输出，老挝政府希望到2015年前后能够停止电力进口。

（RusHydro）负责此项目，并正在联合俄罗斯铝业公司（RusAl）共同建造铝冶炼厂。

博古尚斯卡娅坝，高79m，长2587m，由重力坝和堆石坝共同组成，于2011年年底竣工，水

库于2012年5月开始蓄水。2012年8月，第一台水轮机成功安装。电站将于2013年全面投产，发

电装机将达3000MW。

所有9台333MW的发电机组都由动力机械公司（Power Machines）提供，该公司于 2006年

和2007年签署的合同额达6亿卢布（1.846亿美元）。每台水轮机直径7.86m，重155.6吨，是俄

罗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轮机。

大坝最初于1980年开始修建，由能源部下属的布拉茨克GESstroy公司承建，由于缺少资

金，于1994年停工。直至RusHydro和RusAl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水电站才于2006年5月恢复建

设，该协议称为博古尚斯卡娅能源与金属制造联合项目协议。预计水电站与铝冶炼厂（年产量

达60万吨）将分别耗资14.5亿美元和14.3亿美元。建成后，水电站的电力将主要卖给铝冶炼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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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内外会议信息

1) 水电2013国际研讨会暨中国大坝协会

2013年学术年会

水电2013国际研讨会暨中国大坝协会

2013年学术年会将于今年10月25-27日在昆明

召开，期间举办第三届堆石坝国际研讨会和

中国大坝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水库大坝建设和管理中

的技术进展。会议议题有：

堆石坝筑坝技术

高坝设计和施工

大坝安全评估与加固技术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及新技术、新产品

水库大坝与环境保护

促进非洲水电可持续发展

会后拟安排小湾、糯扎渡等工程参观。

欢迎各位领导、专家投稿，参加会议！ 

　　

2）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1届年会

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1届年会将于2013年

8月12日至16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会议期

间除各专业委员会会议、国际大坝委员会第

80届执行会议外，将召开“时代的变迁——

基础设施的开发和管理”专题研讨会，议题

是：关于基础设施老化管理的技术；大坝安

全及风险管理最新进展；延长大坝服役周期

的策略；监控系统的创新；大坝的退役。

会后安排了多条线路工程技术参观，参

观的工程有：胡佛大坝、七橡树坝等。中国

大坝协会秘书处将于2月初组团参加此次会

议。

有意向参加的领导和专家请与秘书处联

系。电话：010-68785106，

传真：010-68712208

邮件：chincold@iwhr.com

3）非洲2013水电国际研讨会

非洲2013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3年

4月16日至18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

贝巴召开，会议主题是“非洲储水与水电开

发”，与会代表将集中探讨水电、大坝、水

资源开发边界问题等。非洲代表将向与会代

表介绍非洲国家的需求、开发潜力及目标，

将与代表们交流规划、筹资、大坝安全、水

电设备、洪灾、气候变化及环境保护等。

会议秘书处联系方式：

Mrs Margaret Bourke, Conference 

Project Manager, Aqua~Media International, 

PO Box 285, Wallington, Surrey SM6 6AN, 

UK.

电话: +44 20 8773 7244 

传真：+44 20 8773 7255.

电子邮件: africa2013@hydropower-

dams.com

　

4）Hydro Vision 2013

Hydro Vision 2013将于2013年6月23-26

日在美国丹佛召开。会议的议题是：资产管

理；土木工程和大坝安全；海洋能、潮汐能

等；运行与维护、规程规范、水资源等。

会议秘书处联系方式：

传真：+1-918-831-9160

电子邮件：Registration@PennWell.com

网址：www.hydroevent.com

5）水电2013国际学术研讨会

时间：2013年10月7日-9日

地点：奥地利茵斯布鲁克

议题：促进水电的多种作用

会 议 秘 书 处 地 址 ： H Y D R O  2 0 1 3 

Conference Team，PO Box 285，Wallington，

Surrey, SM6 6AN,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20 8773 7244 

传真：+44 20 8773 7255

电子邮件：

Hydro2013@hydropower-dams.com

技术展览联系人：Gaël Bozec  

电子邮件：sales@hydropower-dam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