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坝新闻
中国大坝协会主办，第13期，2013年9月

地址：北京市玉渊潭南路1号  邮编：100038
电话：010-68785106  传真：010-68712208

电子邮箱：chincold@iwhr.com, 网址：www.chincold.org.cn

大坝新闻 第 13 期，2013年9月 第 1 页

中国大坝协会汪恕诚理事长
荣获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

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1届年会于2013年8月

12-16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在执行会议上，

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阿德姆•诺伯瑞宣布授予

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水利部前部长汪恕诚国

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

在授奖仪式上，国际大坝委员会高度赞

扬了汪恕诚理事长对中国和世界大坝发展所做

出的卓越贡献，赞扬了他从事水利水电工作40

多年来，作为水利水电专家和领导者，在倡导

“人水和谐”和水利水电可持续发展理念方面

所取得的富有影响的成果，高度评价了他在推

动中国水库大坝安全建设、快速发展方面所取

得的突出成就，并感谢他在促进国际合作、推

进发展中国家水库大坝建设等方面做出的重大

贡献。

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阿德姆•诺伯瑞、秘

书长米歇尔•迪维沃与会议承办国美国大坝协

会主席迈克尔•罗杰斯一起颁授荣誉证书和奖

牌。中国大坝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贾金生代

表汪恕诚理事长接受了荣誉证书和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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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坝协会2012学术年会报道

2013年8月12日至16日，国际大坝委员

会第81届年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此次会议

由美国大坝协会承办，中国大坝协会等多家

单位协办。中国大坝协会代表团参加了此次

会议。代表团成员分别来自水利部新闻宣传

中心、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勘测规划设计公

司、长江科学院、黄河勘测规划设计公司、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淮河水利委员会、海

河水利委员会、松辽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

水电开发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

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黄河上游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北

清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山西省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研究院、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青海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北

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乌

江公司东风发电厂等。

此次年会主要包括执行会议、专委会会

议、学术研讨会、技术展览、与有关国家交

流合作、会后技术考察等内容。中国代表团

成员各有侧重，会前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和分

工，成立了专项任务工作组，严格按照国家

因公出国（境）有关规定，顺利完成了出访

任务。

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1届执行会议于8月

16日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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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勘测规划设计公司董事长李文学、

协会副秘书长徐泽平、对外联络部主任郑

璀莹、国际大坝委员会泥沙专委会主席、黄

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江恩慧副院长、王仲梅副

处长等参加了会议。在执行会议上，中国大

坝协会汪恕诚理事长荣获国际大坝委员会终

身成就奖，西班牙大坝委员会主席帕罗蒙

（José Polimón）先生、加拿大专家吉尔林

斯基（Przemyslaw Zielinski）博士成功当

选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

成立胶结颗粒料坝专委会，贾金生秘书长为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曹广晶董事长、中国大坝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贾金生等代表参加学术研讨会

陈厚群院士等中国代表参加学术研讨会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公司李文学董事长等中国代表

参观技术展览

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1届执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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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委会主席。会议确定了2015年在挪威召

开的第23届大坝会议议题，确定南非为国际

大坝委员会2016年年会的承办国，通过几内

亚比绍为国际大坝委员会第96个成员国。捷

克提交了申办2017年年会的申请，印度、奥

地利、伊朗提交了申办2018年大会的申请。

印度尼西亚、挪威分别介绍了明年年会、后

年大会的筹备情况。

8月13日，各专业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作为专委会主席，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

司曹广晶董事长主持召开了水电站与水库联合运行专委会会议；中国大坝协会贾金生副理事长

主持召开了胶结颗粒料坝专委会首次会议；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江恩慧副院长主持召开了泥沙

专委会会议。作为专委会副主席，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陈厚群院士、黄河勘测规划设计公

司李文学董事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郭军副总工分别出席了大坝抗震专委会、多功能大

坝专委会和大坝水力学专委会的会议。另有国电四川阿水电力开发有限公司陈建春总经理、清

华大学金峰教授、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甄胜利技术总监、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徐泽平教高、王海波教高、杜振坤教高、郑璀莹高工等专家作为委员或者观察员的身份参

加了相关专委会的会议，与专委会各国专家就相关领域的技术进展进行了交流。

中国大坝协会副秘书长徐泽平投票

新当选的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帕罗蒙（Polimón）和吉尔林斯基（Zielinski）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曹广晶董事长主持水电站与水库联合运行专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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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变迁——基础设施的开发和管理”专题研讨会于8月14日召开，来自72个国

家的11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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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系统的创新及大坝的退役。与会

专家就上述议题展开了研讨。中国大坝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副总经理周建平

应邀在大会做主旨报告。本次会议，中国专家共提交论文30余篇，与各国进行了广泛的交

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江恩慧副院长主持召开泥沙专委会会议

中国大坝协会副理事长贾金生主持召开胶结颗粒料坝专委会会议

　　　“时代的变迁——基础设施的开发和管理”专题研讨会



大坝新闻 第 13 期，2013年9月 第 5 页

年会期间举办了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展览，中国大坝协会、日本大坝委员会、韩国大坝委

员会、美国大坝协会、挪威大坝委员会、印尼大坝委员会、瑞士Carpi公司、BV公司等62家

单位参加了技术展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鲁一晖所长、冯明珲博士负责中国大坝协会

展览。展览重点介绍了我国当前的重点工程，包括三峡、二滩、小浪底、南水北调、锦屏一

级、小湾、溪洛渡、糯扎渡、水布垭、猴子岩、龙滩、光照、瀑布沟、洪家渡、紫坪铺，影

响良好。

　　

中国大坝协会与美国大坝协会于8月14日就双方合作进行了专题会谈。2010年美国大坝

协会年会期间，中国大坝协会与美国大坝协会签署了技术交流合作协议。本次会议对协议

签署以来双方的互访交流情况进行了回顾，并就未来双方在相关技术专题的交流合作、青

年工程师的技术培训等议题进行了商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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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坝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副总经理周建平，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公司董事长李文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郭军、徐泽平教

高、郑璀莹高工、美国大坝协会现任主席米歇尔•罗杰斯（Michael Rogers）和即将继任的

新一届主席肯•弗格森（Keith Ferguson）先生等出席了双方会谈，就双方未来三年的合作

重点达成了一致意见。

中国大坝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周建平做主旨报告
中国大坝协会代表团部分代表在学术会议期间合影

鲁一晖所长展览期间与外宾合影 部分代表在中国大坝协会展台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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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大坝建设简讯

国际大坝委员会亚太地区分会会议于8月14日召开。代表团成员贾金生、江恩慧、徐泽

平、杜振坤、郑璀莹、王仲梅等参加了此次会议并重点介绍了中国前一年的重点工作及未来的

活动，就未来与日本、韩国、越南、伊朗、印度、印尼、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双边、多边

交流合作内容进行了座谈。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水库98002座，水电装机332889MW

历时3年（2010-2012年）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工作圆满完成，水利部、国家统计局于

2013年3月26日对外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此次水利普查首次查清了我国江河

湖泊的基本情况，掌握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现状，摸清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为完善治水方略、谋划水利改革发展提供了更为科学可靠的决策依据。

其中，本次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普查的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含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省）的已建和在建的各类水利工程，不包括已报废的水利工程。普查对象包括水库

工程、水电站工程、水闸工程、堤防工程、泵站工程、灌区、地下取水工程、农村供水工程以

及塘坝和窖池工程等。

本次普查的水库工程是指在河道、山谷或低洼地带修建挡水坝或堤堰形成的具有拦洪蓄水

和调节水流功能的水利工程。本次对总库容10万m3及以上的水库工程，进行详细普查。

普查的水电站工程是指为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将水能转换为电能而修建的工程建筑物和机

械、电气设备以及金属结构的综合体。本次对装机容量500kW及以上的水电站工程进行详细普

查；对装机容量500kW以下的水电站工程进行简单调查。

全国共普查10万m3及以上的水库98002座。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四川、湖北、

山东和云南七省，共占全国水库总数量的61.7%。

中、美大坝协会座谈会参会代表合影 亚太地区分会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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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模水库数量和总库容汇总表

全国共普查水电站46758座。其中装机容量500kW及以上的水电站22190座，主要分布在广

东、四川、福建、湖南和云南五省，共占全国500kW及以上水电站数量的56%。（来源：中国水

利报）

不同规模水电站数量和装机容量汇总表

向家坝水电站枢纽工程通过蓄水安全鉴定

2013年6月9日，向家坝水电站枢纽工程蓄水至高程 370m水位正式通过安全鉴定。以中国

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王柏乐设计大师为组长的安全鉴定专家组，在为期6天的鉴定工作中，

对向家坝水电站的枢纽工程建设形象面貌、蓄水方案和2013年防洪度汛、工程地质条件、枢纽

建筑物设计、土建工程施工质量、安全监测工程、金属结构设备等项目进行了认真检查、分析

和讨论，最终作出安全鉴定结论，认为向家坝水电站枢纽工程具备2013年6月下旬开始抬升蓄

水位至死水位高程370m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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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专家组指出，根据 2013年5月底工程建设情况和未完工程施工进度安排，向家坝水电

站枢纽工程形象面貌可以满足蓄水至370m水位及 2013年汛期坝体挡水度汛的要求，蓄水后基

本不影响少量未完工程的施工。枢纽工程有关水工建筑物设计符合规范规定；已完土建工程、

金属结构工程、安全监测工程的施工及制造和安装质量总体满足设计、国家和行业有关技术标

准及工程合同文件的要求。枢纽工程 2012年10月下闸蓄水至初期发电水位 354m以来运行状况

正常。水库蓄水方案、2013年防洪度汛方案和措施以及遭遇超标准洪水应急预案可行。

专家组同时提出建议：根据上游实际来水情况适时调整向家坝水库蓄水时机及蓄水方案；

在水位抬升期间加强坝基扬压力、排水孔出水量和携出物、地基变形、坝体裂缝的监测和巡视

检查；建立坝基排水孔永久渗压、渗漏量自动化监测、控制和预警系统，在抬高水位期间应加

强对基础等重点部位的渗流、渗压、变形等监测。

据了解，2013年4月12日，向家坝大坝全线浇筑至坝顶高程384m。截至5月底，大坝接缝灌

浆、大坝廊道内裂缝化灌全部完成；各坝段原设计主帷幕、封闭帷幕、加深补强帷幕、分隔帷

幕以及左岸高程 384m 灌浆平洞原设计帷幕、补强帷幕、第二次加密补强灌浆及全部排水孔施

工已完成。泄洪中孔金属结构已投入运行。右岸地下电站土建及金属结构设备安装施工已全部

完成。已完成的工程施工质量满足设计要求。（来源：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世界第三大水电站溪洛渡正式投产发电
　　　　　　　　　　　　　　

2013年7月15日零点，世界第三大水电站——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首台机组—右岸 13号机

组顺利结束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交由长江电力溪洛渡电厂受托运行管理，机组

进入商业运行。

据了解，自6月19日开始尾水洞充水以来，13号机组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期间，在溪洛渡

工程建设部、机电工程局、参建各方和溪洛渡电厂、三峡梯调成都调控中心等单位的共同努力

下，13号机组的发电机组、主变设备及右岸GIS等相关设备顺利完成了计划的一系列试验，并

于7月12日0时进入72小时试运行。在圆满完成72小时试运行后，经工作人员确认机组工况良

好，机组试运行指挥部决定13号机组不停机检修，直接转入正式运行。此举标志着溪洛渡电站

首台机组顺利完成建设向运行管理的无缝交接，溪洛渡电站正式发挥发电效益。



大坝新闻 第 13 期，2013年9月 第 9 页

当日上午9时，13号机组运行交接仪式在右岸电站机组试运行指挥部举行。水电八局、溪

洛渡机电项目部、集团公司机电工程局、溪洛渡电厂和三峡发展四方负责人在交接文件上签

字，水电八局将机组运行钥匙移交给溪洛渡电厂，这标志着溪洛渡首台发电机组正式移交给电

力生产单位运行。

目前，13号机组运行稳定，机组振动、摆度、各部位温度等各主要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

中国三峡集团机电工程局和溪洛渡电厂就后续管理、尾工处理等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安排，确

保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县接壤的金沙江峡谷段，是一座以

发电为主，兼有拦沙、防洪和改善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工程于 

2003年底开始筹建，2005年底正式开工，2007年实现截流，电站在左、右两岸各布置一座地下

厂房，各安装9台单机容量770MW的巨型水轮发电机组，电站总装机13860MW，仅次于三峡电站

和伊泰普电站。根据工程计划安排，溪洛渡电站工程在 2013年实现首批机组发电，2015年工

程完工。（来源：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金沙江中游梨园水电站大坝全面完成填筑施工

2013年7月25日，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完成卸车、摊铺和碾压，华电金沙江中游梨园水电站

大坝完成了全部填筑施工，达到了1623m的坝体最高填筑高程。 

梨园水电站大坝坝体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设计坝顶高程（海拔）1626m，坝基最低高

程1471m，大坝高度为155m。坝顶长525m，坝顶宽12m，坝底最大宽度455m，坝顶上游侧建有

4.2m高的混凝土防浪墙。大坝坝体分三期进行填筑，共计完成大坝填筑731.99万m3。 

梨园水电站在大坝的设计、施工和管理中采取了一系列创新的措施。为节约投资，提高效

益，大坝设计中优化基础处理方案，减少基础开挖方量，并创新地采用冰水堆积体作为坝体填

筑料；为提高大坝填筑的质量管控，管理中采用精确GPS定位技术控制施工质量；为提高规范

化、标准化、科学化施工水平，施工中优化施工方案，加强现场管理，科学精细组织施工。 

大坝填筑施工是梨园水电站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完工为完成梨园水电站的保安全、

保度汛、保稳定的年度任务，为实现整个工程的完建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来源：国资委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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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渠首大坝通过蓄水验收

2013年8月1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陶岔渠首枢纽工程通过蓄水验收，标志着大坝达到了蓄

水标准，具备了挡水条件。 

国调办副主任张野带领渠首工程蓄水验收委员会通过听取工程建设管理、安全评估、质量

监督、技术性初步验收等相关工作报告，查阅有关验收资料，并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了《南

水北调中线一期陶岔渠首枢纽工程蓄水验收鉴定书》。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陶岔渠首枢纽工

程施工、设备制造和安装质量满足相关标准和设计要求，满足蓄水要求，同意工程通过蓄水验

收。 

陶岔渠首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水龙头”，工程意义重大，自2010年3月开工以来，水

电十一局项目以“加强防范保安全，精雕细琢保质量，鼓足干劲保进度”为目标，不断掀起施

工大干高潮，2010年10月20日，提前40天完成首仓混凝土开盘浇筑；2011年2月20日，提前8天

实现导流通水目标，为引丹灌区送去了“及时雨”；2012年9月24日，提前半年实现大坝达到

设计高程目标。 

按照工程蓄水验收的标准，项目部对蓄水验收相关任务进行仔细研究，编制赶工计划，确

定关键线路，合力配置资源，为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来源：水电十一局） 

　　　

长河坝水电站大坝工程开始全断面填筑

2013年7月21日15时18分，我国第二大砾石土心墙堆石坝长河坝水电站心墙砾石土开始填

筑，标志着长河坝水电站大坝工程进入全断面填筑。

长河坝水电站是大渡河水电

基地“川电东送”的骨干电源，

总装机容量2600MW，总库容10.75

亿m3。长河坝大坝集中超高心墙

堆石坝、河床深厚覆盖层、高地

震烈度、狭窄河谷四大难度于一

体，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同等规模

的工程建成。长河坝水电站大坝

为砾石土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

240m，坝顶长度502.85m，坝顶宽

度16m，砾石土总填筑方量428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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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签署水力发电法案：267号和678号议案现成为联邦法律

美国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于2013年8月9日签署了《2013年水电监管法案》和《垦务局引水

式小水电开发与农村就业法》，使其正式成为法律。

这两项法案——分别为众议院267号和678号议案——将通过精简一些水力发电项目的联邦

监管程序要求，改善水电开发状况。

《水电监管法案》修正了《联邦电力法案》和《公用事业监管政策法案》，以推动和促进

水电的发展。

267号议案将小水电免税标准由5MW提高到10MW；将5MW以下的引水式工程项目移出联邦能

源管理委员会管辖范围；将所有引水式电站免税标准提高到40MW，要求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对

非发电大坝和抽水蓄能项目进行为期两年的许可审查。

为实现该电站大坝工程全断面填筑目标，长河坝施工局带领广大员工经过半年的精心策

划与组织，从2012年年底开始加大专业队伍的培训进与设备投入，着重抢工大坝基础覆盖层

固结灌浆施工，2013年4月完成所有基础覆盖层灌浆。该电站大坝工程具备全断面填筑条件

时，长河坝电站工程又经历了“4.20”雅安芦山地震考验，经排查，刚施工完毕的刺墙与廊

道混凝土均出现裂缝，心墙砾石土填筑工作暂缓进行。业主、设计、监理与水电五局四方开

会商议对裂缝进行注浆封闭处理。

两个月时间的裂缝处理让承建大坝工程的长河坝施工局一度陷入困境，刺墙廊道外包防

渗材料的重新试验选型采购，时间上大大滞后了工程的整体施工进度。今年7月21日，大坝

刺墙上游30m范围内6940m2土工膜铺设焊接完成，满足砾石土填筑要求，努力实现心墙填筑节

点，为实现2016年长河坝电站提前一年发电打下基础。（来源：四川日报网）

3、国外大坝建设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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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特里大坝拦截了汹涌澎湃的恒河，挽救了生命

2013年6月，位于西藏和尼泊

尔接壤的印度北阿坎德邦遭受了

严重洪灾。从帕吉勒提河及其支

流涌来的水量达到约7000m3/s。若

洪水继续上涨，其结果将不堪设

想。在瑞诗凯诗地区，恒河的水

位可能超过警戒水位5m。

但是由于特里大坝拦截了

洪流，蓄存了多余的水，因而

进水量降至500m3/s，下游城市

（瑞诗凯诗和赫尔德瓦尔）得到

了保护。特里坝监管机构的一名

伊泰普创季度生产记录
伊泰普水电站宣布，14GW的伊泰普水电站季度发电量达24.8TWh，创季度生产最高记

录。

虽然仅高出上一记录不到半个百分点，但相对于2012年的季度而言，今年（2013年）的

前三个月发电量增长了86.85GWh。

伊泰普水电站归巴西和巴拉圭联合所有，3月份创造了月度最高发电量记录，共发电

8.85TWh。（来源：水电与大坝杂志2013年第3期）

墨西哥拉耶斯卡工程全面投产

近期，俄罗斯制造商动力机械（Power Machines）完成了墨西哥拉耶斯卡（La Yesca）

水电厂的设备安装工程，标志着该工程全面投产。作为CPH（建筑公司ICA的子公司，墨西

哥联邦电力委员会（CFE）交钥匙工程招标中的中标人）的分包商，动力机械设备供应合同

于2007年签订。拉耶斯卡是世界上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之一，高220m。动力机械（Power 

Machines）还为该系统中以前建成的两座电厂—阿瓜米尔帕（975MW）和埃尔卡洪（750MW）

同时，《垦务局引水式小水电开发与农村就业法》修正了《1939年垦务工程法》，授权内

政部负责垦务局管辖的运河、管道、渡槽和人造水道的小水电开发。

8月早些时候，在白宫两党的强烈支持下，两项立法得到美国参议院的一致通过。

（来源：Hydroworld Weekly）

工作人员解释道，尽管北阿坎德邦的大多数电力项目因涡轮机中泥沙淤积已经停止发电，但

特里坝和科特诗瓦（Koteshwar）坝因属于蓄水发电项目，仍可继续发电（分别为1000 MW和

400MW）。

一则引自《印度时报》的报道中提到，6月16日至17日暴雨过后的24小时内，在北阿坎德

邦地区，大自然的狂怒使阿勒格嫩达河与帕吉勒提河交汇处的德沃普拉耶格水域水位上涨到4

层楼之高。据特里水电开发公司（THD）的管理人员透露，这样的水位上涨前所未有，若不是

帕吉勒提河的洪水被特里水库蓄存，瑞诗凯诗城镇有可能全部被毁；而且，赫尔德瓦尔大部分

地区也都会遭受毁灭的厄运。而以静修地而闻名的瑞诗凯诗地区，其所有的静修地也都会同时

毁于一旦。（来源：国际大坝委员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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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主要设备。

根据合同条款，俄罗斯公司负责涡轮机和发电机、进水和尾水闸门、阀门、变压器、升压

站以及通风、灭火、供水、冷却和通信系统的设计、采购、安装和调试试验。

发电站配有两台电压为17kV（替代常见的15.75kV）的机组。各机组的额定功率为

395MVA，最大功率为439MVA。2012年末，拉耶斯卡水力发电机开始承担工业负载，为此签发了

临时验收证书。

动力机械于2009年6月装运第一批设备，项目计划于2012年6月全面竣工。但是，机械的

投产日期延期了六个月。项目总工程师Igor Uskov解释说：“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质条件和

滑坡趋势比预期复杂得多。因此需要对土木工程设计进行修改，增大主要作业的范围，延迟

工程计划，同时提高价格。这些变更主要影响土木工程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合

同。”。

同时，施工活动在恶劣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进行。“水电厂位于地下。目前通风系统已经

投入运行，但在施工活动中，涡轮厅工作的人员承受着闷热、灰尘和非常高的湿度。呆在那里

都非常难受，更不用说工作了，”项目总工程师说。他还补充到，俄罗斯的专业人员通过在墨

西哥工作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来源：水电与大坝杂志2013年第3期）。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签署法令启动优素费利抽水蓄能工程

土耳其总理塔伊普·埃尔多最近签署法令，允许该国的国家水资源管理局（DSI）采取必

要措施，为东北阿尔特温北部克鲁河上的540MW优素费利（Yusufeli）水利工程提供便利。

该法令赋予DSI征用土地的权利，以便对土地被淹没的当地人口进行重新安置，同时对土

地和财产损失予以补偿。

优素费利动工典礼于2月举行，由三家土耳其公司—Cengiz、Koiln和Limak联合起草计

划，预示着2018年将建成世界上第三高的双曲拱坝。

大坝设计从基础算起的高度为270m，从河谷底线算起的高度为223m，坝顶长度490m，坝

顶宽度15m。大坝将围起一座表面积为33km2、总库容为21.3亿m3、有效库容为10亿m3的水库。

地下发电站长110m，宽21.4m，高45.2m，将安装三台180MW的立式法式水轮机。

项目遭到土耳其和国际环保组织的诸多反对，由于承包商撤出，之前的一次项目实施

尝试被取消。优素费利是克鲁河上10个水力发电方案中的一个，这10个方案的总装机容量为

2536MW。克鲁河从土耳其流入乔治亚，最终流入黑海。另外两个蓄水工程正处于施工之中。

332MW的阿尔特温（Artvin）工程采用高180m的拱形重力拱坝，建于优素费利下游，目前由独

立发电厂商Dogus Enerji施工，该发电厂商隶属位于优素费利下游的当地工业巨头Dogus集

团。大坝于2010年12月开工，导流隧洞于2012年7月建成，大坝基础施工于此时开始。该项目

投资6亿美元，计划于2015年末竣工。

另一座蓄水工程阿昆（Arkun）, 位于优索费利上游，由一家土耳其Sabanci控股公司

与德国E.ON成立的合资企业开发，装机

237MW。发电厂将配备由阿尔斯通提供的三

台76.6MW立式法式水轮机和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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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奉新水电站投入运行

巴基斯坦海湾电力公司（Hubco）2013年3月末宣布：其位于自由查谟和克什米尔杰赫勒

姆河上游的奉新（New Bong）水电站投入运行。这座84MW的径流式水电站由Hubco的子公司

拉拉比能源开发、拥有和运营，BOOT特许权为25年，是巴基斯坦的第一个独立的水力发电项

目。它也是巴基斯坦第一个作为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2009年获此殊荣）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注册的水利工程。

奉新水电站由韩国建筑公司Sambu根据2009年6月签订的EPC合同建造。E&M设备包由

Andritz Hydro提供。现代工程公司（Hyundai Engineering）是设计分包商。作为业主，MWH

与巴基斯坦国家工程服务公司(NESPAKL)的合资企业，对项目施工进行监管。而英国的麦克唐

纳公司担任融资人的技术顾问，负责代表他们进行施工和环境监督。

项目由亚洲开发银行、伊斯兰卡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法国经合投资公司（PROPARCO）

联合出资建造。

项目的运营和维护由巴基斯坦TNB REMACO—TNB修理和维护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负责，

该公司归马来西亚电力公司所有。

奉新水电站计划平均每年发电540GWh，这些电力将根据与国家电力输送和调度公司签订

的25年电力采购协议出售。

奉新水电站除提供安全的、便宜的电力外，它还能够代替135 000吨的石油进口，价值1

亿多美元/年，同时减少了CO2排放量。

奉新水电站位于装机1000MW的曼格拉（Mangla）电站下游约8km处，曼格拉电站是1967年

以来投入使用的一座重要多功能蓄水项目。（来源：水电与大坝杂志2013年第3期）

印度最高法院叫停北阿坎德州（Uttarakhand）的水电项目开发

印度最高法院禁止中央和州政府批准北部北阿坎德（Uttarakhand）邦州任何一个有环境

或森林问题的水电项目开发，直至另行通知。根据法官拉达克里希南和迪帕克米斯拉签署的

命令，水电站的建设对该地区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法院暂停水电开发，直到进行相关研

究。

法院称：“我们非常担心北阿坎德州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建设的水电工程，及其对阿拉卡

南达巴吉拉蒂河流域的影响”，“各种研究也表明，在恒河上游地区，有许多大型的和小型

的水电项目。这些项目的构成部分如水坝，隧道，爆破，渣土处置，采矿，砍伐森林等对生

态系统的影响需要科学地进行研究。”

法院说，印度环境和森林部将组织工作组开始研究。工作组成员包括来自州政府，中央

电力管理局，中央水务委员会的代表和其他专家，将对在建和已建工程是否造成了环境恶化

及恶化程度进行详尽地研究。

北阿坎德邦灾害管理机构也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其响应计划，但这份计划的有效

性还待评估。北阿坎德邦有许多项目待开发，包括300MW的拉克瓦德（lakhwad）和195MW的克

提波黑尔（Kotibhel）等。（来源：Hydroworld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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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内外会议信息

1)水电2013大会——中国大坝协会2013

学术年会暨第三届堆石坝国际研讨会

水电2013大会—中国大坝协会2013学术

年会暨第三届堆石坝国际研讨会将于今年11

月1-3日在昆明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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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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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届年会

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2届年会将于2014年

6月1日至6日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会议期间

除各专业委员会会议、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1

届执行会议外，将召开“全球挑战环境下的

大坝”专题研讨会，议题是：大坝的社会与

环境问题；大坝发展的工程问题；尾矿坝面

临的挑战；水质管理与大坝；气候变化下的

大坝运行管理；大坝安全。

有意向投稿和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专家请

与秘书处联系。  

电话：010-68785106，

传真：010-68712208

邮件：chincold@iwhr.com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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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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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第五届亚洲水电可持续发展国际研

讨会

时间：2014年3月11-13日

地点：斯里兰卡的科伦坡（Colombo）

议题有：土木工程；气候变化、水力发

电厂及设备、多功能蓄水方案、环境和社会

问题等。

联系方式：

asia2014@hydropower-dams.com

　　

5)HydroVision 系列会议

2013年9月24-26日，HydroVision巴

西，圣保罗

2014年3月4-6，HydroVision 俄罗斯，

莫斯科

2014年3月5-7日，HydroVision 印度，

新德里

2014年7月22-24，HydroVision国际，

美国田纳西州

详情可查阅网址：

http://www.hydroevent.com/inde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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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水和谐 科学发展

汪恕诚著

定价：98元

□中国大坝建设 60年
定价：230 元

□大坝技术及长效性能

研究进展

定价：150 元

□大坝技术及长效性能研

究进展（英文）

定价：120 美元

□现代堆石坝技术进

展——2009
定价：160元

□ 现 代 堆 石 坝 技 术 进

展——2009（英文）

定价：120 美元

□水库大坝建设与管理

中的新进展

定价：98元

□中国大坝技术发展水平

与工程实例

定价：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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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坝与鱼类——综述和

建议（翻译国际大坝委员

会公报）

定价：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