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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将进行整体竣工验收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担任验收委员会主任

三峡工程建设经过20年的时间已如期完成，并进行了6年试验性蓄水检验。国务院将对三

峡工程进行整体竣工验收。

按中国有关水利水电工程验收规程，工程在全部完成建设内容、各单位工程能正常运行

并经过专项验收的基础上，经过一个汛期运行后，可进行整体竣工验收。经过6年的试验性蓄

水以后，三峡库区地质总体安全稳定，水库水质总体良好，验收的各项准备已经就绪。国务

院三峡办技术与装备司司长周宪政表示，验收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开始工作。国务院副总理汪

洋担任验收委员会主任。

周宪政称，验收主要范围是国家批准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设内容，以及增建的三峡地

下电站和电力送出工程。

三峡枢纽工程验收组专家组组长陈厚群院士表示，三峡工程是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为

切实保证其安全、科学、持续运行，国务院三峡建委在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基本完成

后，安排了6年时间进行试验性蓄水运行，以检验其安全性和可靠性，目前已顺利通过了几

年来运行实践的检验。监测表明，各项指标均在设计或预测范围之内，库区地质总体安全稳

定，水库水质总体良好，三峡工程质量、功能等都得到了相应的检验，验收的各项准备已经

就绪。

2014年6月底前，验收委员会已完成组织机构的设立和验收大纲的审定。2015年6月底

前，中国工程院提交第三方独立评估报告。2015年第四季度，完成各项工程的竣工验收，并

形成整体竣工验收报告。2016年第一季度，将召开验收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作出整体竣工

验收结论，提请国务院三峡建委全体会议审议并报国务院审批。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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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题报道

项 目 简 介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引进碾压混凝土筑坝技术，经消化、吸收再创新，目前碾压混凝

土坝已成为最具发展前景的坝型之一。2000年以来，我国开工建设的坝高大于30m的水库

大坝共391座，其中，碾压混凝土坝为89座，占22.8%。拟建、在建的还有一大批高碾压混

凝土坝。

根据国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重大需求、相关学科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内外研究现状，天

津大学钟登华院士作为首席科学家，组织开展国家973计划项目“高碾压混凝土坝全寿命

周期性能演变机理与安全控制”的研究工作，从碾压混凝土材料与结构性能演变、高碾压

混凝土坝设计准则与建设性能控制、碾压混凝土坝全寿命周期性能评估等角度，凝练出在

高碾压混凝土坝工程设计、建设和长期安全运行中急需解决的三个关键科学问题：（1）

碾压混凝土材料与结构性能演变的宏细观机制；（2）高碾压混凝土坝建设全过程随机动

态监控理论；（3）高碾压混凝土坝长期性能评估与安全控制理论。

围绕这三个科学问题，该项目设置了六个研究课题：

课题一：复杂环境下碾压混凝土材料性能演变细观机制（负责人：浙江大学刘国华教

授）

课题二：碾压混凝土坝成层结构力学特性及演变规律（负责人：清华大学徐千军教

授）

课题三：高碾压混凝土坝结构优化理论与新型结构（负责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贾金生教高）

课题四：复杂条件下高碾压混凝土坝建设性能实时监控理论（负责人：天津大学钟登

华院士）

课题五：极端条件下高碾压混凝土坝动力响应机制（负责人：四川大学许唯临教授）

课题六：高碾压混凝土坝全寿命周期性能评估与安全控制（负责人：大连理工大学程

春田教授）

项目将围绕高碾压混凝土坝全寿命周期安全问题，研究揭示高碾压混凝土坝从设计→

建设→运行的全寿命周期的性能演变规律，实现高性能碾压混凝土的材料创新和碾压混凝

土坝结构设计理论的创新，解决高碾压混凝土坝建设与运行基础理论研究的瓶颈问题，为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与长期安全运行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本刊从本期起设置该项目专栏，随后将持续跟踪项目进展和成果，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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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内大坝建设简讯

国务院：部署加快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2014年5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节水供

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决定大幅增加国家创投引导资金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会议认为，当前我国推进新“四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对水资源支撑保障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但水利设施薄弱仍是明显掣肘。在继续抓好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集中

力量有序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特别是在中西部严重缺水地区

建设一批重大调水和饮水安全工程、大型水库和节水灌溉骨干渠网，十分紧迫和必要。这

对夯实农业基础、保障粮食安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善水生态环境，促进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脱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将发挥长期的积极效益，也可以增加有效投资需求、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会议确定，按照统筹谋划、突出重点的要求，在今明年和“十三五”期间分步建设纳

入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工程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年供水能力800亿立方米和农业

节水能力260亿立方米、增加灌溉面积7800多万亩，使我国骨干水利设施体系显著加强。

一要推进重大农业节水工程，突出抓好重点灌区节水改造和严重缺水、生态脆弱地区及粮

食主产区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二要加快实施重大引调水工程，强化节水优先、环保治污、

提效控需，统筹做好调出调入区域、重要经济区和城市群用水保障。三要建设重点水源工

程，增强城乡供水和应急能力。四要实施江河湖泊治理骨干工程，综合考虑防洪、供水、

航运、生态保护等要求，提高抵御洪涝灾害能力。五要开展大型灌区建设工程。坚持高标

准规划，在东北平原、长江上中游等水土资源条件较好地区新建节水型、生态型灌区。会

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改革创新、加强协调，加快前期工作和审批进度。建立政府和

市场有机结合的机制，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工程建设和管理。管好用好建设资金，确

保工程质量，强化建后使用和管护。要统筹使用税费、价格等改革措施促进节水增效，加

强终端配套设施建设，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使重大水利工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坚实后盾。

会议指出，我国已进入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需要创业投资的助力和催化。改革政府投入方式，更好发挥中央财政引导资金“四两拨千

斤”作用，带动各方资金特别是商业资金用于创业投资，完善竞争机制，让市场决定创新

资源配置，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处于成长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这对激

励创新创业、扩大社会就业、促进创新型经济加快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决定，成倍

扩大中央财政新兴产业创投引导资金规模，加快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完

善市场化运行长效机制，实现引导资金有效回收和滚动使用，破解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难

题。会议要求，要营造宽容失败、敢于开拓的氛围，抓紧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鼓励创业投

资向创新型企业起步成长的前端延伸。使全社会创业投资生机盎然，让各类创新创业人才

大展身手，促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来源: 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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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正英院士获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

2014年第十届光华工程科技奖6月11日在北京揭晓并颁奖，中国工程院院士、91岁高

龄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钱正英获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为她颁奖。

钱正英院士1939年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 1942年参加革命， 1952年兼任

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第一任校长、教授。先后在苏皖边区政府和黄河河务局从事治

淮、治黄等水利工作，历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长期主持中国的水利电力工作。历

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七、八、九届副主席。主持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关

于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与保护的方针政策和管理办法，主持编制黄河、长江、淮

河、海河等流域的治理规划和全国水利建设长远发展纲要，主持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起草工作，主持审定、决策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项目，并具体参与研究解决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问题。

钱正英院士主持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工作，曾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质量检查

专家组组长。她主编出版了《中国百科全书水利卷》、《中国水利》等，主持完成 “中

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新疆可持续发展中有关水资源的战略研究”，“浙江

沿海及海岛综合开发战略研究”等多项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

院院士，2000年荣获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奖。

光华工程科技奖包括成就奖、工程奖、青年奖3个奖项，每两年颁奖一次，其1996年

首届颁奖至今，已有机械、运载、信息、电子、能源等工程科技领域173位专家先后获

奖。

                                                    来源:中国新闻网

能源“十三五”规划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14年6月23日，国家能源局在京组织召开全国“十三五”能源规划工作会议，部署

动员“十三五”能源规划编制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出席

会议并讲话，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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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雄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能源战略规划。做好“十三五”能源规划是实

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是能源行业贯彻落实转变职

能、简政放权、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廉洁政府的需要，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促进能源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各级能源

主管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把握做好“十三五”能源规划的重大意义，切实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扎实组织好规划编制工作。

吴新雄要求，科学编制“十三五”能源规划，必须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坚持“节约、清洁、安全”的发展方针，落实“节能优先、立足国内、绿色低碳、创新驱

动”四大战略，围绕加快建立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的目标任务，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重点，认真研究准确把握“十三五”能源规划的重大问题，从根

本上解决影响我国能源科学发展的长期性、深层次问题。

吴新雄强调，能源规划编制工作，涉及领域广，工作任务重，质量要求高。各级能源

主管部门要围绕提高规划的前瞻性、战略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

配合，高度重视规划研究，坚持“开门做规划、科学编规划”，做好国家规划与地方规

划，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的衔接，做到战略与战术相结合、中央与地方相结

合、长远与当前相结合、系统性与操作性相结合，力争用两年时间，编制出一个经得起历

史检验、让党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十三五”能源规划，为推动能源革命，实现“两个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刘琦在总结讲话中指出，编制能源“十三五”规划是能源发展的一件大事，一要进一

步增强做好规划编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编制工作任务。二要着力创新规划编制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国家和地方可以互相借鉴研

究成果和资源，共同提高规划编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三要加强规划的衔接、协调和沟

通。对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能源发展布局、能源重大项目等规划进行统筹平衡，协调推

进各类能源规划的衔接工作。

                                                    来源：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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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副部长率团赴印尼参加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2届年会

2014年6月2日至6日，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2届年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水利部

副部长刘宁率中国专家团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次年会主要包括专委会会议、学术研讨会、

执行会议、技术展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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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顺利完成了出访任务。

“全球环境挑战下的水库大坝”国际研讨会于6月4日召开，来自70多个国家的1500多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刘宁副部长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刘部长在致辞中指出：“截至2012

年底，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已经修建了6万多座大坝（指坝高15米以上，或坝高5-15米且库

容大于300万立方米的水坝），其中，中国修建了3.8万座大坝，在防洪、发电、供水、

灌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保障了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从全世界

看，随着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和气候影响的不断加剧，在不断完善现有储水基础设施

运行管理和维护的同时，同样还需要加速发展新的储水基础设施，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而

言，更是如此。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

的共同挑战和紧迫任务。”刘部长的致辞获得了广泛赞誉，国际社会高度认可中国在坝工

建设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刘部长在会期间会见了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阿德姆.诺贝瑞（Adama NOMBRE，布基纳法

索）、荣誉主席路易斯.贝尔加（Luis Berga，西班牙）、秘书长米歇尔. 迪维沃（Michel 

De Vivo，法国）、印度尼西亚公共工程部副部长艾哈迈德·赫尔曼·达尔达克（Achmad 

Herman Dardak）、水资源司司长默罕默德.哈桑（Mohamad Hasan），印度尼西亚大坝委

员会主席巴苏基·哈蒂姆约诺（M. Basuki Hadimuljono）等贵宾。

开幕式贵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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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副部长一行与部分中国大坝协会代表团成员合影

此次会议的议题包括：大坝的社会和环境因素、大坝的发展、尾矿坝的挑战、大坝与

水质管理、可持续大坝开发中的流域管理、大坝安全政策和实施方面的挑战、考虑气候变

化影响的大坝运行管理。与会专家就上述议题展开了研讨，共安排学术交流报告146个。

本次会议，中国专家共提交论文47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周邵武教高、张敏博士、周

曼、徐涛、曹文波、南京水利研究院郦能惠教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徐泽平教高、

王海波教高、徐耀博士等10位中国专家做会议交流报告，与各国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

6月3日，各专业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相继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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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专委会主席主持召开了胶结颗粒料坝专委会会

议，黄河勘测规划设计公司李文学董事长作为专委会副主席代表主席主持了多功能大坝专

委会的会议。另有雅砻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世勇、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周建平总

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李晖高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张国新所长、徐泽平教

高、清华大学金峰教授等专家作为委员或者观察员参加了相关专委会的会议，与专委会各

国专家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展进行了交流。

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2届执行会议于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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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周建平总工、王富强博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刘毅副所长、协会副秘书长徐泽平

博士、对外联络部主任郑璀莹博士等参加了会议。在执行会议上，挪威专家Leif LIA和韩

国专家YUM Kyun-Taek当选为国际大坝委员会副主席。会议确定捷克、奥地利分别为国际

大坝委员会2017年年会和2018年大会的承办国，通过了缅甸为国际大坝委员会第97个成员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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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坝委员会执行会议

国际大坝委员会亚太地区分会会议于6月3日召开。部分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期间，通过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亚太地区分会秘书处章程的修订方案。中国代表重点介

绍了中国在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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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会期间举办了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展览，来自世界各地的87个参展商参加了技术展

览。中国大坝协会展览重点介绍了我国水库大坝建设的总体概况，以及我国的大坝抗震技

术、面板堆石坝建设技术、胶凝砂砾石筑坝技术等内容，影响良好。会议期间，代表团参

加了会议组织的技术参观。

                                                   来源：中国大坝协会
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机组全部投产

装有18台单机容量77万千瓦水电机组的溪洛渡水电站全部投产、8台单机容量80万千

瓦水电机组的向家坝水电站全部投产，总装机容量达到2026万千瓦，金沙江下游再造了一

个三峡工程。

日前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由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四局承担安装的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

最后一台机组（4号机）于7月7日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网发电并进行无缝隙移

交，至此我国第三大水电工程——向家坝水电站8台机组全部投产。无独有偶。就在此前

一周，6月30日晚上9点50分，我国第二大水电工程——溪洛渡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结束72

小时试运行，进入投产运行状态，至此，世界第三大水电站机组全部投产。

两者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电站，对改善我国能源

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国能源报 
溪洛渡水电站送出工程全面投运

上篇：左岸浙溪特高压直流工程投运
      每年可将西南地区约400亿千瓦时的清洁水电输送至华东负荷中心 

2014年7月3日，目前世界上输送容量最大的直流输电工程——溪洛渡左岸—浙江金华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这是继向家坝—上海、锦屏—苏南特高压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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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右岸送出工程全面投运
      南方区域建成“八交八直”西电东送大通道

2014年6月25日，世界最大容量、输电距离最长的±500千伏同塔双回直流工程——溪

洛渡右岸电站送电广东±500千伏同塔双回直流输电工程（简称溪洛渡直流工程）双回四

极全面建成并投入运行。该工程的按期建成投运，对保障汛期云南水电送出，确保迎峰度

夏期间广东电力供应，以及促进东西部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溪洛渡直流工程是国家“十二五”西电东送重大能源建设项目，由南方电网公司负责

建设运维。工程西起云南昭通市盐津县牛寨换流站，东至广东广州从化市从西换流站，途

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线路全长2×1223公里。数据显示，该工程额定电压

±500千伏，单回直流输电容量320万千瓦，双回直流输电容量64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

输电容量最大、输电距离最长的同塔双回直流输电工程。2013年，广州市最高统调负荷为

1310万千瓦，按此估算，即使在一年中用电需求最高的时刻，溪洛渡直流工程仍可满足广

州市近一半的用电需求。

输电工程外，国家电网公司投资建设的又一条连接我国西南水电基地和东部负荷中心的清

洁能源大通道。

溪浙特高压工程起于四川宜宾换流站，止于浙江金华换流站，途径四川、贵州、

湖南、江西、浙江5省，线路全长1653千米（含湘江大跨越2.7千米和赣江大跨越2.4千

米），额定电压±800千伏，额定输送功率800万千瓦，动态总投资197亿元。国家电网公

司总经理舒印彪指出：“溪浙特高压充分验证了特高压直流工程提升容量的技术可行性和

安全可靠性，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单回直流工程800万千瓦连续运行和840万千瓦过负荷输电

运行，创造了超大容量直流输电的新纪录。”

据了解，该工程投运后，将使特高压四川水电外送能力提升到2160万千瓦，每年可将

西南地区约400亿千瓦时的清洁水电输送至华东负荷中心，相当于节省标煤1228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超过3400万吨，大力推动西南清洁水电的规模开发，有力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与已建成的特高压直流工程相比，溪浙特高压技术水平更先进，国产化水平更高（主

设备国产化率达84%），实现了±800千伏、800万千瓦直流输电技术的标准化示范应用，

进一步发挥了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远距离、大容量、高效率的优势，标志着±800千伏直

流输电技术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此外，溪浙特高压还攻克了直流电流进一步提升带来的电气和机械应力、温升散热、

大件运输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自主研制并成功应用了额定电流5000安的特高压大容量直流

设备。

随着溪浙特高压工程投运，国家电网公司已拥有“两交四直”六条特高压线路，初步

构建形成连接我国大型煤电、水电、新能源基地和东中部负荷中心的能源配置平台。数据

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特高压电网累计送电1930亿千瓦时，实现了能源的大范围优化

配置，保障了清洁能源的送出和消纳，有效解决了弃水弃风弃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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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洛渡直流工程创下了多个“世界首次”：首次架设最长距离的±500千伏同塔双回

直流，同塔双回直流首次共用接地极线路和接地极，送受两端换流站首次分别采用合址建

设。据统计，溪洛渡直流工程线路采用同塔双回架设节约线路走廊约7000公顷，节约塔基

占地约180公顷，送端和受端换流站均采用合址建设节约用地约33公顷。

数据显示，溪洛渡直流工程输送的是云南清洁水电，送电能力最高为640万千瓦，按

照年送电量320亿千瓦时计算，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60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

放19.7万吨。

随着溪洛渡直流工程的建成投运，也标志着南方区域正式建成了“八交八直”西电东

送大通道。“‘八交八直’西电东送大通道送电规模达3400万千瓦，目前南方电网西电东

送已经成为南方五省区最直接、最牢固、最紧密的经济社会合作方式之一。”

                                                    来源：中国能源报

我国第四大水电站——糯扎渡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

2014年6月26日，目前我国第四大水电站——华能糯扎渡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投

产发电，标志着总装机容量585万千瓦的糯扎渡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

作为国家实施“西电东送”和“云电外送”重大战略工程之一，华能糯扎渡水电站是

云南境内最大的电站，同时也是澜沧江流域装机和库容最大的电站。水电站共安装9台单

机65万千瓦机组，首台机组于2012年9月投产。电站大坝高261.5米，是中国第一、世界第

三坝高;开敞式溢洪道规模居亚洲第一，泄洪功率和流速为世界第一。水库总容量237.03

亿立方米，相当于16个滇池的蓄水量。

糯扎渡水电站位于澜沧江下游的云南省普洱市境内，是澜沧江中下游河段梯级规划

“二库八级”中的第五级。截至2014年6月26日零时，该电站9台机组均高质量投产，自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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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洛渡水电站大坝成功钻取出国内混凝土第一长芯

2014年6月3日，中国水电八局成功钻取一根直径为219毫米、长度为20.59米的常态混

凝土芯样，一举刷新了向家坝水电站取出的20.27米长的常态混凝土芯样，成为国内水工

常态混凝土第一长芯。

本次溪洛渡水电站取出的20.59米长芯，表面光滑细密，层间结合良好，骨料分布均

匀，充分显示出大坝混凝土的良好胶结性，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电建大体积常态混凝土的施

工质量和工艺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此次取芯，不仅刷新了国内常态混凝土取芯最长纪录，说明长芯样钻取技术继续稳居

国内领先地位，而且再一次用事实证明溪洛渡水电站大坝混凝土质量堪称完美，同时为我

国常态混凝土筑坝技术发展进步提供了有力证据。

电站建成后，将以发电为主，兼有拦沙、防洪和改善下游航运等综合利用效益，可将

下游沿江城市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标准，增强下游地区自然减灾能力，在长江防洪体

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通过水库合理调度可使三峡水库入库含沙量比天然状态减少34%

以上。下游航运条件得到充分改善，水库区也可实现部分通航。

                                        来源: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产至此已累计发电321.04亿千瓦时，机组安全运行673天，电站保证出力240.6万千瓦，

多年平均发电量239.12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为国家节约956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

1877万吨，对云南省培育以水电为主的电力支柱、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和带动地方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将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程建设中，糯扎渡水电站创新性地开发了“数字大坝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并成功

运用粘土心墙掺砾工艺，电站大坝为直心墙掺砾堆石坝，高261.5米，居中国第一、世界

第三;开敞式溢洪道规模居亚洲第一，泄洪功率和流速居世界第一。

                                                       来源：云南日报

西藏拉洛水利枢纽工程开工

“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西藏水利发展史上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拉洛水利枢纽

及配套灌区工程于2014年6月8日开工。这项工程建设将对西藏打牢农业发展基础、推进经

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拉洛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位于日喀则地区萨迦县和日喀则市境内，由拉洛水利枢

纽及申格孜、扯休、曲美、聂日雄4大配套灌区组成。配套灌区设计灌溉面积45.39万亩，

工程估算总投资46.98亿元，预计总工期67个月。

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表示，实施拉洛水利枢纽及配套工程建设，是改善西藏农牧

业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农牧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支撑，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项

目建成后，不仅有利于解决日喀则地区4大旱区水资源短缺问题，保障灌区45万多亩农田

实现有效灌溉，而且有利于促进扶贫开发、生态保护、电力供应和防洪能力建设，必将为

加快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工程建成后，农田灌溉保证率将达75%，预计到2020年，4大灌区将发展灌溉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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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完成国内首个复杂异形结构工程浇筑

2014年6月21日，中国水电五局一分局承建的溧阳抽水蓄能电站1号进/出水塔完成下

塔体底座混凝土浇筑任务，这是该电站上水库今年建设的重要节点。该塔底座为国内电站

工程建设中首个复杂的异形结构工程。

21.27万亩。”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厅长达娃扎西表示，该工程建成后还具有显著的生态建

设效益、防洪效益和发电效益。预计到2020年，4大灌区生态建设面积为24.12万亩，将对

防风固沙、防减灾等发挥巨大生态作用。4大灌区的宜垦土地开发，还为生态移民、扶贫

搬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可靠的保证，将使贫困人口能够“搬得出、留得住、富

得起”。

                                                       来源:经济日报 

响水涧抽水蓄能电站工程获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

国网新源公司所属安徽响水涧抽水蓄能电站被授予“2014年度中国电力优质工程

奖”。

响水涧电站装机容量1000兆瓦(4×250兆瓦)，是我国首座机组及主要配套设备全部实

现国产化的大型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于2007年底开工，2012年11月四台机组全部投入

商业运行。

复查专家组于2014年5月上旬对响水涧电站进行了现场和资料检查，一致认为该工程

建设目标明确、质量管理体系健全、管理科学有序、管理水平先进，达标投产及创优工作

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成效显著。

据了解，响水涧电站在参评水电工程中排名靠前，并被行业协会推荐评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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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该电站工程1号进/出水塔开始浇筑塔体底座，中国水电五局一分局承建的上

水库有两个进/出水塔，设计为竖井式进出水口，进/出水塔总高度130多米，下部为50米

深的竖井。进出水口内侧为喇叭状进水道，纵剖面为椭圆形曲线结构，横剖面圆形最大直

径为23.4米，最小直径9.2米，这种复杂的异形结构为国内首创，施工难度很大。由于塔

体框架有8根异型立柱并要安装闸门，因242米高程以下框架混凝土钢筋部分预埋，平面

钢筋要绑扎8、9层，钢筋量很大，并且要预留闸门底槛，工序复杂。该项目部克服了工期

紧、施工难度大、交叉作业的困难，在施工中严格按照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经过近半年的

艰苦奋战，顺利完成这一重要施工节点。242米高程以下塔体底座共分为21仓进行浇筑，

从原材料开始严格控制质量，严格钢筋的检验、保管、加工、安装、维护程序，每一仓浇

筑过程中配备专人不间断进行全程监控，严格控制浇筑质量，在混凝土中预埋温度监测仪

器，在混凝土浇筑完成7天内，每天检查一次混凝土内部温度变化情况，混凝土浇筑完毕

后，及时进行养护。1号进/出水塔完成高程242米以下塔体底座混凝土工浇筑约34000立方

米。

江苏溧阳抽水蓄能电站由上水库、输水系统、地下厂房系统、下水库及地面开关站等

建筑物组成。地下厂房安装了6台单机容量250兆瓦的混流可逆式水泵水轮电动发电机组，

总装机容量1500兆瓦，采用一洞三机布置。上水库主要由1座主坝、2座副坝、库岸及库底

防渗体系组成。总库容1423万立方米、死水位高程254立方米、正常蓄水位高程291米，主

坝最大坝高165米。

                                                   来源： 中国电力网

4、国外大坝建设简讯

巴西和巴拉圭共同庆祝伊泰普水电站建成40周年

2014年5月17日，来自巴西和巴拉圭的代表集会，共同庆祝装机14000MW的伊泰普水电

站建成四十周年纪念日。“巴西人和巴拉圭人完成了不可能的事”，伊泰普水电站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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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为巴基斯坦达苏（Dasu）2160MW水电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发展协会近期批准了一项资金用于资助巴基斯坦在印度河修建Dasu

一期水电项目 (DHP-1)，该项目装机为2160MW。

国际发展协会将以5.884亿美元的信用形式进行资助，其中局部风险担保额度为4.6亿

美元，用以调动42亿美元的商业融资从而支持水电站建设。

该水电项目为径流式水电站，将建在巴基斯坦北部科希斯坦（Kohistan）市Dasu

区附近，距离德尔贝拉综合水电工程（装机3480MW）上游240km处。Dasu一期水电项目

（DHP-1）是政府建设计划的一部分,旨在促进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同时帮助减少碳的排

放。该水电项目是第一座综合性水利工程，电站最终产能将达到4320MW。

 “该项目是巴基斯坦的能源转型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银行集团的资金支持致

力于帮助解决巴基斯坦的能源危机，使其达到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

长”世界银行官员Rachid Benmessaoud说。

此外，世界银行方面表示该项目是首次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逐步提供资金支持，通

过信用和担保额度相结合的方式来周转建设期间的全部资金。信用额度以国际发展协会条

款为标准，担保期限为25年,5年为宽限期。

                                           来源：www.hydropower.com

美国颁布法案支持在现有水利设施上开发新的水电站

“美国水利改革与发展法案”日前获得国会参众两院的一致支持，并由美国总统奥巴

马于6月10日签署生效。该法案明确了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监管利用现有联邦水利设施进

行私有水电开发的流程。

美国国家水电协会执行董事Linda Church Ciocci在法案获得通过后，发表声明称：

“法案指出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可以优先利用现有水利设施进行水电开发，这对水电行业是

件好事。” 该法案反映出美国国会更加重视出台有益于开发美国水电潜能的政策。

近期的一份能源部报告显示，美国现有的水电装机达65000MW。开发水电潜能也是能

成员豪尔赫萨梅克说，“他们把近四十年来最伟大的水电站设计变为了现实”。

伊泰普水电站位于巴拉那河流经巴西与巴拉圭两国边境的河段。该项目的业主伊泰普 

Binacional公司将1974年5月17日定为伊泰普水电站的生日，首批施工机械这天到达施工

现场，揭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工程序幕。在建设高峰期，雇用工人达到40000人。当其建

成时，伊泰普大坝创造了世界之最，《大众机械》杂志将其命名为“工程世界七大奇迹”

之一。

2014年年1月份，电站通报2012-2013年度发电量为9863GWh之后，该公司宣布伊泰普

打破了由它自己创造的年度发电量的世界纪录。伊泰普水电站的总体出力位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中国的三峡水电站。

据报道，庆祝活动之后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活动，电站纪念日的影响将贯穿整年。

                                           来源：www.hydropower.com



大坝新闻 第 16 期，2014年7月 第 15 页

源部 “水电愿景”倡议的主题。同时，2014年7月下旬“水电愿景”国际会议即将在田纳

西州纳什维尔举行。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中将Thomas P. Bostick将作为主讲嘉宾出席该

次会议。

                                          来源：www.hydropower.com

塔吉克斯坦官员支持3600MW罗贡水电项目恢复重建

在2014年6月的例行周会上，塔吉克斯坦能源与水资源部副部长Poulod Muhiddinov证

实该国将开展装机为3600 MW 的罗贡（Rogun）水电项目建设。

早在项目工作尚未开展时，公共事业公司Barki Tojik就在2012年11月邀请了负责罗贡

项目采购和建设的顾问们，表达该公司对项目的浓厚兴趣。

Muhiddinov副部长表示，罗贡水电项目将同中南亚输电项目CASA 1000一起作为国家

的“战略目标”进行建设，这将积极地促使国家的电力生产多元化。同时他还表示：“这

些项目的实施将为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期斯坦等中亚国家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南亚等国

家之间的可持续电力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历史上，罗贡水电站开工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苏联末期被迫停工。2009年3月世界

银行集团承诺帮助塔吉克斯坦开展项目重建评估工作。当前，罗贡水电项目是计划中的10

个水电项目之一。

                                          来源：www.hydropower.com

印度乌里（Uri）2号水电站全面投入商业运营

2014年5月27日，得益于丰沛的水量，印度国家电力公司的乌里2号水电站240MW发电

机组全面投入商业运营。该电站1号和3号机组已于2013年9月实现同步运行，2号机组在

2013年11月投产， 4号机组直到今年5月才投入运行。

水轮机的制造商阿尔斯通公司的相关负责人Frederic Teyssedou称：“因之前受到水

量及不利地形条件的限制，水轮机运行一度受阻，但我们的团队克服了各种工程挑战，恪

守时间期限，使得机组成功运行，该工程显然是阿尔斯通公司在印度地区的可借鉴工程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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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5日，加拿大转折点发电（Turning Point Generation（TPG））公司宣布

计划在阿尔伯塔行省开发抽水蓄能水电站。该项目的装机将达到80-150MW。

这座尚未命名的水电站是TPG公司的首个抽水蓄能项目，TPG公司声称开发该项目是为

了保障全省的能源安全。TPG公司已经选定了几个所谓“不错”的坝址，并且将推动项目

向前迈进。

“这个项目是我们最好的，拥有天然的优秀坝址并且受到包括政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

方欢迎。”TPG官员Peter Bubik指出。“我们相信，此刻阿尔伯塔省电力市场为抽水蓄能

项目提供了经济基础，并且市场迹象预示着未来经济环境会对抽水蓄能项目愈来愈有利”

                                           来源：www.hydroworld.com

印度与不丹达成协议合资开发水电项目

2014年5月30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不丹首相策林多吉举行会晤，两国达成协

议，将在不丹开发2100MW以上的水电能源。

据国际水电资讯报道，今年四月份两国官员签署了一项政府间协议，呼吁推进四个水

电项目，包括：600MW的Kholongchu水电站，770MW的Chamkarchu水电站，570MW的Wangchu

水电站和180MW的Bunakha水电站。

此次，多吉首相访问新德里并出席了莫迪总理的宣誓就职仪式。两位政府首脑表达了

他们致力于水电开发的决心。该项目将帮助印度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同时也将为不

丹创造出口收益。

在2012年8月，印度国有Satluj Jal Vidyut Nigam公司（SJVNL）和不丹的Druk Green

电力公司曾签订了600MW的Kholongchu水电站和570MW的Wangchu水电站的开发协议。这些

水电站的建设仍有待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可行性评估。

                                           来源：www.hydropower.com

2014年6月6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三郡（Tri-County）水务局的 Ridgway小型水电站

（装机8MW）成功运行。电站是基于美国垦务局在沿安肯帕格里河上已建水坝而修建的，

工程于2012年11月开始施工，总投资1800万美元。该电站有2台发电机组，装机分别为

800kW和7.2MW。较小的发电机组将在冬天利用30-60立方英尺每秒的水流量进行发电，较

大的一台在夏天利用500立方英尺每秒的水流量进行发电。

加拿大水电开发人士着眼于抽水蓄能项目

美国里奇韦（Ridgway）小型水电站成功运行

2007年，阿尔斯通公司与印度国家电力公司签署乌里2号水电站项目合同，为该电站

提供发电机组及辅助设备。乌里2号水电站位于印度北部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州，可利用

乌里1号水电站480MW机组的下泄尾水进行发电。

乌里2号水电站是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州水能开发的重点项目的一部分。当地政府部门

预计，未来十年，在山区将有8000MW的水能资源得到开发。

                                           来源：www.hydro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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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鲑鳟鱼类保护协会（Trout Unlimited）的代表加里·丹尼森说：“在干旱的西部

地区，需要像Ridgway坝这样的储水设施以确保可靠的灌溉水源供给粮食生产，工程的意

义在于可以产出清洁、零排放的电力，同时也避免了水能资源浪费”。

Ridgway水电站生产的电力将卖给阿斯彭市、三州（Tri-State）发电和输电联盟。三

郡水务局的建设资金大部分来自于科罗拉多州水资源保护署提供的1300万贷款，期限30

年。额外的200万资金由科罗拉多州水资源与电力发展署共同借贷，期限20年。电站将通

过售卖电力和可再生能源信用额度（RECs）来偿还项目前30年的贷款，之后的收入将用于

三郡水务局的日常运营支出。

该工程项目曾向科罗拉多州小水电协会(COSHA)提出申请，以便开发现有水坝的发电

潜能。申请于2014年年初得到当地立法大力支持，以表示对当地小水电建设的鼓励。协会

主席凯特·约翰森说：“美国只有约3%的坝建有水电站，利用现有水坝产生清洁能源仍有

极大的开发潜力和机会。 

                                            来源：www.hydroworld.com

加拿大与智利公司将合建智利30MW水电站

2014年6月18日，加拿大温哥华安第斯山脉铜业（Los Andes Copper）公司同智利

Icafal公司达成一致，将联合出资开发位于智利Rocin河上、装机为30MW水电站。由安第

斯山脉铜业公司的新组建的一家附属公司将全面负责Rocin水电站项目的开发、修建和运

行。安第斯山脉铜业公司已于去年8月获取了Rocin河的非消耗性水权。同时，Icafal公司

总部已同意投资750万美元用于项目建设。其中200万美元可先于支持项目开发，剩余部分

资金还需等待项目监管机构的批准。安第斯山脉铜业公司期望整个工程项目能在四年内完

成，这样电站产生的效益可以为公司在Vizcachitas的矿业生产提供运营资本。

                                            来源：www.hydroworld.com

俄罗斯水力发电公司将在高加索北部地区新建三座小型水电站

2014年6月19日，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水力发电公司（RusHydro）表示将在高加

索北部新建三座小型水电站，该工程在一次可再生能源竞卖会上得到立项，三座电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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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内外会议信息

1) 中国大坝协会2014学术年会

中国大坝协会自2011年来，先后于湖

北宜昌、四川成都和云南昆明成功举办了

三届学术年会会议。学术年会的召开为会

员单位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对促进水

库大坝及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

要作用，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赞扬和

会员单位的充分肯定。我会定于2014年10

月16-17日在贵阳市贵州饭店召开中国大

坝协会2014学术年会。

会议议题：

1.高坝建设关键技术及岩溶勘察处理

技术；

2.水库大坝与水电站的运行管理；

3.水利水电工程的新技术、新产品和

新工艺；

4.水电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

实践；

5.多功能水库大坝与可持续发展；

欢迎各位领导、专家参加会议！详情

括：Sengileevskaya（10MW）、Barsuchkovskaya（5.04 MW）和Ust-Dzhegutinskaya（5.6 

MW）水电站。工程项目将于2017年交付运行，协议运行期限15年，基本年回报率达14%。

Sengileevskaya水电站将在已建的15MW电站附近修建，而Sengileevskaya水库作为斯

塔夫罗波尔市的主要供水水源地，新建的电站将有助于减轻水库内的泥沙淤积问题。

Barsuchkovskaya水电站建在库班河调节水库的下游，电站利用Nevinnomysskaya热电

厂循环冷却用水发电，该热电厂从属于俄罗斯水力发电公司（RusHydro）。

Ust-Dzhegutinskaya水电站基于Ust-Dzhegutinskaya水利枢纽工程修建，并将斯塔夫

罗波尔（Stavropol）运河设为取水口。

俄罗斯水力发电公司相关司负责人表示：“每1kW装机容量成本约4247美元，此外按

照国产化要求，这些机电设备由当地制造商提供，高加索地区的小水电工程开发拥有高优

先级，这也是出于当地发电能力不足和自然地理条件适于开发等原因”。

                                             来源：www.hydroworld.com

卢旺达卢卡拉拉（Rukarara） 2号小型水电站建成

2014年6月27日，卢旺达装机2.2MW的Runkarara 2号小型水电站完工。这座耗资1312

万美元的水电站于2011年开工，由卢旺达政府、比利时技术合作公司和欧盟共同出资。

该项目实现了全自动化和远程管理，输电线路建成后可以向Nyamagabe农村地区供电

并改善该地区居民的生存状况。卢旺达目前只有约18％的人口可得到电网供电，政府希望

电网覆盖率在未来两年内至少达到70％。

装机6MW的Rukarara 1号水电站已于2011年建成。2007年，卢旺达基础设施部利用美

国贸易发展署（TDA）的资助，为该项目聘请了技术顾问，当时预计该电站的装机是9MW。

                                             来源：www.hydropower.com



大坝新闻 第 16 期，2014年7月 第 19 页

请查阅中国大坝协会网站年会专题。 

2）中日韩第八次学术交流会

The 8th East Asian Dam Conference 

由中国、日本和韩国大坝委员会联合

举办的中日韩大坝委员会学术交流会议自

200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七次。会议的召

开促进了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坝工界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第八次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4年10月（具体日期待定）在韩国召

开。议题及论文征集：

1.大坝的老化检测；

2.解决大坝老化面临的挑战；

3.除险加固的规划与实施。

秘书处将组团参会，请实时关注中国

大坝协会网站。

3）国际大坝委员会第25届大会

83rd ICOLD Annual Meeting and 

25thCongress

国际大坝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

每三年召开一次大会，迄今已召开了24届

大会。83届年会暨第25届大会将于2015年

6月在挪威斯塔万格（Stavanger）市召

开，中国大坝协会将组团参会，相关要求

随后将详细公布在协会网站。

4）水电2014国际学术研讨会

Hydropower 201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时间：2014年10月13 -15日

地点：意大利切尔诺比奥

主题：水电开发新进展

会议秘书处

电话: +44 20 8773 7244 

电子邮件：

Hydro2014@hydropower-dams.com

技术展览电子邮件：  

sales@hydropower-dams.com

5）世界水资源大会暨技术展览

World Water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Exhibition

时间：2014年9月21-26日

地点：葡萄牙里斯本

议题：水质与健康；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水系、水资源管理。

联系人：Gertjan Zwolsman

邮件：gertjan.zwolsman@kwrwater.

nl

6）第七届碾压混凝土坝国际研讨会

The 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ller Compacted Concrete(RCC)Dams

由中国大坝协会和西班牙大坝委员会

联合举办的碾压混凝土国际研讨会每四年

举办一次，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届。第七

届碾压混凝土国际研讨会将于2015年9月

24日至25日在四川成都召开， 会议期间

安排有技术展览，会后拟安排工程参观。

议题及论文征集：

1. 材料和配合比

2. 大坝结构设计

3. 信息化施工管理和质量控制

4. 运行和安全监测

5. 非岩石基础上的碾压混凝土坝

6. RCC坝加固和用RCC对老坝进行加固

7. RCC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其他

应用

8. 技术创新和发展趋势

9. 胶结颗粒料坝（胶凝砂砾石坝，硬

填料坝，胶结土坝等）

相关信息详见中国大坝协会网站英文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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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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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