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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坝协会2014学术年会在贵阳召开

10月16日至17日，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代表520余人齐聚筑城贵阳，出席中国大

坝协会2014学术年会。会议围绕水库大坝建设和运行管理、水工新技术、新材料、新理念

以及水库大坝与水电可持续发展等热点问题进行研讨。此次会议由中国大坝协会主办，贵

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省水利学会承办。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主持。贵州省副省长刘远

坤、水利部总工程师汪洪、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杨昆、中国大坝协会副理事长周大兵、中

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程念高分别为大会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光谦、国家电网公司总

工程师张启平、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建设管理司副司长井书光、大连理

工大学孔宪京教授等知名专家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作大会特邀报告。（详情见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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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大坝协会2014学术年会专题

中国大坝协会汪恕诚理事长在2014学

术年会开幕式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针

对我国水安全新老问题交织，特别是水资

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问题

日益严重，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强调

要通盘考虑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更多运用

成熟适用技术等十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治

水要良治，善用系统思维统筹水的全过程

治理，分清主次、因果关系，当前的关键

环节是节水，从观念、意识、措施等各方

面都要把节水放在优先位置；面对水安全

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

境相均衡的原则，加强需求管理，把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

束，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中；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治水

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个要素，要用系统论

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统筹治水和治山、治

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等；保障水安全，

无论是系统修复生态、扩大生态空间，还

是节约用水、治理水污染等，都要充分发

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分清政府该干什

么，哪些事情可以依靠市场机制。”

贵州省副省长刘远坤在致辞中表示：

“贵州先后建成了坝型各异的数十座大

坝，丰富了大坝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

贵州电力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乌江梯级开发建设过程中，先后建成

了9座大型水电站，分布在贵州的青山绿

水之间，如同一颗颗明珠点缀着高原美

中国大坝协会汪恕诚理事长主持开幕式

贵州省副省长刘远坤致辞

水利部总工程师汪洪致辞

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杨昆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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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总工程师汪洪谈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部署加快推进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提出今明年和‘十三五’期间加快推进纳入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水利建设任务繁重，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

时期治水兴水的重要战略思想，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凝聚全社会力量，坚持和落

实节水优先方针，抓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统筹解决我国水

安全问题。”

国家能源局总工程师杨昆提出：“水能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在我国能源可持续

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

规划中，国家都高度重视水电发展，并把水电放在能源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但从国

家能源发展战略和水电资源潜力看，我国正处于水电开发的中期阶段，在当前及今后

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能源结构仍将以化石能源为主，能源结构调整压力巨大；同时，

能源需求也将持续增加，能源供给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形势下，推行能源结构优

化，科学有序地推进水能资源开发，是国家能源战略的必然要求。”

景。”“贵州不缺水，年均降雨量1200mm左右，而水利工程建设严重滞后所造成的工

程性缺水问题突出。‘十一五’以来，贵州水利建设思路更加清晰，工程建设已大步

提速。这次中国大坝协会2014学术年会在贵州召开，必将为贵州水利水电大坝工程建

设吸收和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提供有益帮助，进一步打牢贵州水利水电事业发展的基

础，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

中国大坝协会副理事长周大兵致辞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程念高致辞

刘远坤副省长、汪洪总工程师、杨昆总工程师为获奖论文作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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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24篇，共邀请了100余位国内外专家围绕工程经验和最新研

究成果做会议发言（其中，特邀报告27个）；另有19家单位参加了会间技术展览。

本次会议同时揭晓了第四届汪闻韶院士青年优秀论文评选结果。经网评、专家会

评和网络公示，共评选出优秀论文3篇。论文作者分别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冯

炜、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的汤显强和武汉大学的周伟。主席台嘉宾为获奖优秀

论文作者颁发了奖状。

中国科学院院士、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做大会报告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建设管理司副司长井书光做大会报告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张志强做大会报告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孔宪京做大会报告

国家电网公司总工程师张启平做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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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1天的大会报告之后，会议还开设了5个技术分会和2个专题研讨会，供与会

专家就有关议题做进一步交流。其中，为向公众更加全面、客观地介绍当前水库大坝

建设和水电开发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更好地回应社会热点、回答公众质疑，会议

特别举办了“水库大坝与环境保护论坛”；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开发水电，进一步加强

中非双方在水库大坝建设和水电开发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举行了“非洲水库大坝与水

电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

中国大坝协会学术年会自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4届。本次年会的主要议题包

括: 高坝建设关键技术及岩溶勘察处理技术、水库大坝与水电站的运行管理、水利水

电工程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水电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多功能

水库大坝与可持续发展等。

大会结束后，部分参会的国内外专家分别赴洪家渡、构皮滩、光照和董菁水电站

进行了工程技术调研。

二、国内大坝建设与运行管理简讯

国家将建设172项重大水利工程

国家发改委10月14日上午在发改委中配楼三层大会议室召开"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表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增长16.5%，增速虽然比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是基础设施投资依然保

持了较快增长。随着政策效应的逐步显现，预计今后几个月投资增速回落的幅度将会

有所收窄。

会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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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批准，201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的是4576亿

元，比去年增加了200亿元。按照集中用于市场机制难于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和突出薄

弱环节，支持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重大项目建设的要求，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主

要用于七个领域，一个是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三农"建设，三是大重大基础设施，

四是社会管理和社会事业，五是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六是节能环保和生态建

设，七是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5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发改委和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意见的汇报，强调要统筹谋划、突出重点，在今明两年和"十三五"期间分布建设纳入

规划的重大农业节水、重大引调水、重点水源、江河湖泊治理骨干工程，大型灌区建

设等方面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

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张明伦进一步透露，这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包括两部分，一部

分是在建工程，还有一部分是将要在今明两年和"十三五"期间陆续开工建设的。目前

情况比较清楚的在建工程的总投资规模大约是6000亿元左右。

                                                     来源：新华网

丹江口蓄水位超历史最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充足

自9月上旬汉江上游发生秋汛以来，丹江口水库水位持续上涨，10月17日14时达到

160.08m，超过建库以来最高历史库水位（1983年10月7日，因汉江上游10月初特大秋

汛而快速涨至160.07m）0.01m，相应蓄水量198.86亿m3，比大坝加高后的水库正常蓄水

位低9.92m。据预测，未来几天水库水位仍将缓慢上涨。

为掌握丹江口水库蓄水实时安全状况，国家防总于10月13日派出工作组赶赴枢纽

工程和库区了解相关情况。

现场查勘和工程监测数据表明，丹江口水库大坝运行正常，没有发现异常问题。

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水库大坝加高工程于2005年开工、2013

年完工，坝顶高程已从162m加高至176.6m,水库正常蓄水位已从157m提高到170m，总库

容从174.5亿m3增加到290.5亿m3。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常运行需丹江口水库水位超

过145m。当前丹江口水库145m以上的蓄水量为98.86亿m3，超过了中线一期工程95亿m3

的年均供水量，为中线工程正常运行提供了充足的水量。

此外，三峡水库17日14时库水位已蓄至173.16m，预计10月底可蓄至正常蓄水位

175m。目前，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水位均高于2008年长江三峡试验性

蓄水以来历史同期平均值1-2m。

                                                     来源：水利部

国家防总正式批复《三峡工程2014年试验性蓄水实施计划》

9月9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正式下达“关于三峡工程2014年试验性蓄水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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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电东送”骨干电源点、拥有305m世界最高拱坝的雅砻江锦屏一级水电站

最后一台机组，于7月12日结束72小时试运行正式投产。至此，锦屏一级水电站6台

600MW机组全部投产，平均年发电量将达16.62TWh，送往华东和川渝电网。

随着机组全部投产，锦屏一级水电站每年可替代标煤7682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

世界最高拱坝雅砻江锦屏一级水电站机组全部投产

计划的批复”，三峡工程2014年175m试验性蓄水在前期实时运用水位的基础上在9月15

日开始实施。

今年是三峡水库175m试验性蓄水的第7年。此前2010～2013年三峡水库均成功实现

175m蓄水目标，2009年蓄至171.43m，2008年蓄至172.8m。

按照批复要求，2014年三峡水库蓄水起蓄时间为9月15日，考虑长江上游水库群蓄

水任务较重、长江中下游来水较常年偏枯，三峡水库起蓄水位承接前期实时运用水位;

原则上9月30日蓄水位按165.0m控制，10月底或11月份争取蓄至175.0m。在蓄水过程

中，当预报长江干流沙市、莲花塘站水位将达到警戒水位，或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到

35000m3每秒并预报继续增大时，水库应按防洪要求进行调度。各阶段具体水位控制可

根据上下游实时雨水情及其预测、防汛抗旱形势、上游水库蓄水状况和重庆市主城区

河段泥沙淤积情况经批复作适当调整。

根据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实践及长江上游流域雨水情势变化特点，为充分发挥三峡

工程航运、抗旱、补水等综合效益，国家防总要求高度重视下游用水需求。2014年9

月15日至9月底，三峡水库下泄流量不小于10000m3每秒;10月下泄流量不小于8000m3每

秒;11～12月下泄流量按葛洲坝下游(庙嘴)水位不低于39.0m和三峡电站保证出力对应

的流量控制;2015年1～4月，下泄流量不小于6000m3每秒(同时要满足葛洲坝下游水位不

低于39.0m)，至5月25日水库水位逐步降至155.0m，6月10日消落到防洪限制水位，可

在水库消落期适时开展冲沙调度和生态调度试验。蓄水和消落期间应控制三峡水库下

泄流量的变动幅度和水库水位日变幅，保持平稳过渡。

9月12日，三峡-葛洲坝梯级枢纽调度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三峡工程2014年

175m试验性蓄水协调会，传达国家防总《关于三峡工程2014年试验性蓄水实施计划的

批复》相关意见，部署了蓄水相关工作。目前，中国三峡集团已做好三峡工程2014年

试验性蓄水的各项准备工作，编制了《三峡工程2014年175米试验性蓄水监测试验大

纲》，包含枢纽安全、泥沙、地震、水质监测及干流漂浮物清理等方面内容。蓄水期

间，中国三峡集团将严格执行国家防总下达的批复意见和长江防总下达的调度指令，

加强水情预测预报和水文、泥沙、河道冲淤、库岸稳定等观测，加强信息报送，落实

各项预案，确保防洪、供水安全和试验性蓄水的顺利实施。

                                          来源: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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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参加第八次中日韩大坝委员会学术交流会议

2014年10月21日，中日韩大坝委员会第八次学术交流会在韩国首尔三俊酒店正式

开幕。本次会议主题是“老坝的修复加固”。受汪恕诚理事长和贾金生秘书长委托，

中国大坝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总工程师周建平、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陈改新副所长共同率团参加了此次会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李昇、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谭少华等来自国内有关单位的17名代

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上，韩国大坝委员会主席兼本届会议组委会主席CHOI Gye Woon先生、国际大

坝委员会副主席YUM Kyung Taek、日本大坝委员会副主席YANAGAWA Joji及中国大坝协

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周建平先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周建平副秘书长介绍了我国

病险水库修补加固的历程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愿与韩、日等国加强相关技术交流。

放10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712万吨。同时，使四川电网枯水期平均出力增加

22.5%，极大地优化川渝电网电源结构，改善水电大省“丰余枯缺”电力供应矛盾。

同时，作为雅砻江干流下游河段的控制性水库电站，锦屏一级水电站水库有49.1

亿m3的调节库容，除电站自身巨大的发电效益外，对下游梯级水电站有巨大的发电补偿

效益：每年使雅砻江下游梯级电站增加发电量6TWh，相当于新建一座装机1200MW的水

电站;每年还使长江三峡和葛洲坝水电站增加发电量3.77TWh。

据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云华介绍，作为世界第一高坝水电站的锦

屏一级水电站，被国内外专家公认为是“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环境最恶劣、技术难度

最大、建设管理难度最大”的巨型水电工程，电站在建设过程中成功攻克了一系列世界

性技术难题，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陈云华表示，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将通过流域电站集中控制和梯级优化调度，实现流域梯级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锦屏一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境内，首批两台机组于2013年8月30日投产发

电，截至今年7月12日，已累计发电7.9TWh。
                                                       来源：新华网

周建平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做开幕式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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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技术科学院的金东洙教授受邀作了题为“Centrifuge modelling to assess 

the behaviors of aging dams”的大会特邀报告。本次会议主题是“老坝的修补加

固”。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共16位专家分别就大坝老化的检测、应对措施及修复等

方面取得的最新技术和研究成果在会上作了发言。中国代表团共有5名代表在大会上

发言，分别做了“多元胶凝粉体配制的高性能混凝土在大坝泄水道底板修复中的应

用”、“丰满大坝修复加固过程”、“设置界面构造锚筋的新老混凝土粘结性能的数

值模拟”、“粗粒土强度和变形性能尺寸效应的数值试验”和“金沙水电站泥沙模型

试验研究的有关进展”主题报告。参会代表与各国进行了广泛的技术交流，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21日中午，中日韩三国大坝委员会与会领导和缅甸国家大坝委员会副秘书长 U 

Victor先生一起进行了亲切会谈，并签署了修订合作协议。周建平副秘书长代表汪恕

诚理事长出席签字仪式并签署了合作协议。三方共同回忆了自2004年以来会议所取得

的成果及三国坝工学者之间的友谊，并对未来的发展与合作进行了探讨，希望各方共

同努力继续办好东亚国家大坝会议。

签署修订合作协议备忘录

中国代表在会场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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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2015"世界水电大会"将于2015年5月19至21日在北京召开。自2007年开始，

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国际大坝委员会第82届年会上，经国际大坝委员会批准，缅甸

成为国际大坝委员会第97个成员国。本次会议还邀请了缅甸国家大坝委员会副秘书长 

U Victor参加，各国代表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增强了合作，也加深了中日

韩大坝委员会之间的友谊。

中国代表团代表参加了会后安排的工程技术调研，调研的工程包括：昭阳江大坝

（soyanggang dam，123m高的心墙堆石坝-韩国最高坝，装机200MW，最大库容29亿

m3）、石华湖潮汐发电站（Sihwa Tidal Power Plant, 装机254MW-世界装机容量最

大，年发电量552GWh）、韩国四大江治理工程中的gangchonbo工程及京仁阿拉运河

（Gyeongin ARA Waterway）。

下届会议拟定于2016年10月在日本札幌召开。

世界水电大会将首次在中国召开 主题为"可持续发展" 

2014年8月26日，2015年世界水电大会北京宣介会召开。此次宣介会议旨在

加强相关各界对大会及其主办单位即国际水电协会（International Hydropower 

Association，以下简称IHA）的了解，并正式发布2015世界水电大会的活动信息，介

绍大会的组织和筹备工作情况。2015世界水电大会由IHA主办，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

司、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中国大坝协会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合承办。

本次宣介会是2015世界水电大会的相关各方高层代表在会前共同会面、共议大会

目标与主题、交流中国水电及世界水电的最新发展、探讨和展望2050年全球水电装机

容量翻番目标的一次难得的聚首。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中国

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原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等领导

出席会议；来自中方组委会成员单位、金砖五国与水电大国驻华使馆、IHA全球核心赞

助及合作伙伴企业、国际咨询机构、环保组织、金融组织与发展组织、中国水电界相

关单位、学术机构、媒体等各界高层代表约100人参会。

会上，国际水电协会、国家能源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等单位领导致辞，IHA

执行长理查德·泰勒作《IHA的行业贡献与世界水电发展》主题发言，中国水力发电

工程学会李菊根常务副理事长兼代秘书长作题为《2015世界水电大会筹备工作情况介

绍》的报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公司环保部副主任周世春、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博士

李明哲分别作《中国可持续水电的发展和展望》以及《中国水轮发电机的发展》的专

题报告。

此次宣介会上专家组的交流意见，将作为影响2015大会议题设置的指导意见。此

次活动将有助于提升各界对2015大会的了解和兴趣，发动行业力量参与大会，为主办

方及承办方更好地准备大会、成功地举办大会提供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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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动水电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IHA每两年牵头举办一次世界水电大会，此次大会

为第五届世界水电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召开世界水电大会是国际水电行业的重要事件，旨在通过交流和分享发展经验和

知识，探讨和支持水电行业持续进步来推进水电的可持续发展；世界水电大会侧重关

注与水电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性议题，如环境、移民、融资以及各国水电政策等影响

水电行业发展进程的问题，聚集了工程人士以及行业各相关方如银行、环保、投资等

力量的活跃参与。

近年来中国水电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目前总装机突破290GW，居世界第

一；三峡工程的顺利建设，不仅带动了行业技术的飞跃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

标志性工程。中国水电在电站建设及技术管理方面获得突破的同时，积极响应国家"走

出去"发展战略，大力进军海外市场，国际业务开展初具规模。中国水电已成为引领和

推动着世界水电发展的巨大力量。

在中国承办世界水电大会，将在加强与国际水电界交流水电开发政策、技术、移

民和生态保护经验，正面宣传中国水电行业力量、建设成就和水电开发理念，树立中

国水电行业正面国际形象以及推动水电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2015世界水电大会由IHA主办，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中国大坝协会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合承办。世界水电大会由国际水电协会

(IHA)牵头主办，前四次分别在马来西亚(2013)、巴西(2011)、冰岛(2009)和土耳其

(2007)举办。
                                                      来源：中国网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6月份全国基建新增水电

13.01GW，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290GW。提前1年半完成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水电装机目标。

我国水电装机提前完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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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公司优化调度提前实现瀑布沟蓄水目标

10月5日，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公司瀑布沟水库水位成功蓄至850m，提前26天

实现蓄水目标。

今年汛期，大渡河来水相对偏丰，但是由于市场需求疲软，川内新增大型水电站

投产，以及汛限水位的制约，增加了主汛期的弃水压力。进入10月后，大渡河流域降

雨量减少，瀑布沟入库流量逐渐下降。为确保水量利用率最大化，国电大渡河公司集

控中心深入分析来水趋势，准确研判发电形势，一方面积极与上级水库调度主管部门

沟通协调，瀑布沟汛末提前蓄水得到长江防总许可;另一方面通过重启支流引水、优化

水库联调等手段，全员参与营销，力争每一度电，用好每一方水。

国庆期间，瀑布沟水库水位蓄至目标水位进入倒计时，集控中心值班领导轮流到

调度大厅现场值守，全力确保蓄水安全。10月5日10时05分，瀑布沟水库提前26天蓄至

850m，为四季度多发电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集控中心通过13.1km长的引水隧洞将

支流水量安全引入瀑布沟水库，精细控制支流尼日河闸首泄洪闸门，日闸门操作次数

高达40余次，日最大引水量可达680万m3，可增发电量约3GWh。

                                   来源: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公司 

溪洛渡和向家坝电站全部机组均实现“首稳百日”

10月10日，继溪洛渡水电站全部机组实现“首稳百日”之后，向家坝水电站８台

机组近日也实现了“首稳百日”。这为确保“西电东送”稳定开展创造了利好条件。

“首稳百日”是指新投产机组在前100天的试运行期内实现安全稳定运行。作为

国家“西电东送”骨干电源项目，溪洛渡水电站和向家坝水电站两座电站作为一组电

源，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送入华东、华中和南方电网。今年6月底及7月初，两座电

站先后实现全部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悉，10月8日晚，溪洛渡水电站全部机组率先实现“首稳

百日”；10月15日16时，向家坝水电站全部８台机组也成功实现“首稳百日”安全运

行目标。

溪洛渡、向家坝两座大型水电站先后实现“首稳百日”，表明机组的投产质量符

合预期，这为持续开展“西电东送”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峡集团透露，两座电站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全面推进金沙江中下游、澜沧江中下游、雅砻

江、大渡河、黄河上游、雅鲁藏布江中游水电基地建设，有序启动金沙江上游、澜沧

江上游、怒江水电基地建设，优化开发闽浙赣、东北、湘西水电基地，基本建成长江

上游、南盘江红水河、乌江水电基地。统筹科学论证、因地制宜积极开发小水电，合

理布局抽水蓄能电站。

                                                   来源:中电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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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机容量分别为13.86GW和6.40GW，总装机容量达20.26GW，接近三峡电站装机容

量；设计年均发电量为88TWh，相当于从金沙江“捞起”了3300多万吨标准煤，可减少

排放二氧化碳超过7500万吨、二氧化硫约90万吨、氮氧化物约39万吨。

溪洛渡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县交界的金沙江段，向家坝水电站

地处四川省宜宾县和云南省水富县交界的金沙江段，两座电站分别为目前中国第二、

第三大水电站。
                                                      来源：新华网

日前，国家重点工程吉林丰满水电站全面治理（重建）工程围堰顺利实现合龙。

这是工程继7月20日开工以来实现的又一重要节点目标，标志着丰满重建工程建设迈向

了一个崭新阶段，为推进主体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

丰满水电站全面治理（重建）工程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境内松花江上，原丰满电站

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水电站，享有“中国水电之母”盛誉，在我国水电发展史上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时至今日，已经走过了70个年头的辉煌历程。作为我国最早的大型水

电站，存在诸多先天性缺陷，虽经多年补强加固和精心维护，仍然无法彻底根除。鉴

于丰满水电站在流域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巨大作用，为达到“彻底解

决、不留后患”的全面治理目标，2006年丰满大坝全面治理前期工作启动，2012年10

月“丰满大坝移址重建”方案获国家发改委核准，重建工程在原丰满大坝下游120m处

新建一座大坝，水库总库容103.77亿m3，新建总装机1200MW。工程总工期为2014年7月

20日至2019年3月31日。

                                                  来源：水电十六局

2014年9月20日6时，大唐观音岩水电站右岸溢流道4号墩和左岸23号坝段同时浇

筑至海拔1139m高程。这标志着该水电站大坝工程经过2年多的精心打造，已经全线封

顶。

观音岩水电站为金沙江水电基地中游河段“一库八级”水电开发方案的最后一

个梯级水电站，位于云南省华坪县与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交界处，上游接鲁地拉水电

站，下游距攀枝花市27km。电站水库正常蓄水位1134m，库容约20.72亿m3。装机容量

3000(50×60) MW。单独运行时保证出力47.80MW，年发电量12.24TWh，年利用小时

4080小时。

该电站建成后将有利于合理开发利用金沙江水能资源，有效增加云南、四川电网

电力供应，增强滇川两省电力外送能力，对促进“西电东送”和西部大开发，加快地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源:中国电力网 

大唐观音岩水电站大坝工程全线封顶

吉林丰满水电站重建工程围堰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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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大坝建设与运行管理简讯

来源：www.hydroworld.com

埃塞俄比亚、埃及、苏丹三国推进6000MW复兴（Grand Renaissance）大坝的水

环境影响研究

2014年8月下旬，埃塞俄比亚、埃及以及苏丹的水利部长们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

旨在研究埃塞俄比亚境内在建的复兴大坝可能引起的水资源和社会环境影响。复兴大

坝装机容量为6000MW。

在8月25日-26日会议中，部长们同意成立三方委员会并同时开展两项附加研究，

这两项研究课题由该项目的国际专家小组提出。三方委员会由每个国家派出四名专家

组成，两项附加研究分别为：一、水资源/水能仿真模型；二、跨界的环境和社会经济

影响评估。

三方委员会迅速开展工作并将在六个月内完成，其研究成果将按照商议的时间交

由国际咨询公司使用。同时，部长们就国际专家的任命达成一致，同意由任命的国际

专家提出技术意见，以免在研究过程中产生意见分歧。

贵州北盘江马马崖一级水电站工程蓄水验收委员会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在贵阳

召开，验收委员会认为马马崖一级水电站工程具备下闸蓄水条件，同意工程2014年11

月初择机下闸蓄水。 

马马崖一级水电站位于贵州省关岭县与兴仁县交界的北盘江中游，是北盘江干

流水电梯级开发的第二级。工程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装机容量558MW，安装三台

单机容量为180MW的水轮发电机组和一台单机容量为18MW的生态流量机组，年发电量

1.561TWh；水库正常蓄水位585m，相应库容1.365亿m3，死水位580m，调节库容0.307 

亿m3，具有日调节性能。电站枢纽工程由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坝身开敞式溢流表孔、坝

身放空底孔、左岸引水系统、左岸地下厂房等主要建筑物组成。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坝

顶高程592m，最大坝高109m，坝顶全长247.20m。 

2012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能源[2012]222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贵州北盘江马马崖一级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核准本电站开工建设。 

马马崖一级水电站于2010年9月开始施工筹建准备；2012年9月河床截流；2014年6

月挡水大坝基本达到坝顶592m高程。工程计划于2014年11月底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来源：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贵州北盘江马马崖一级水电站通过蓄水验收



大坝新闻 第 17 期，2014年11月 第 15 页

俄国供应商为萨扬-舒申斯克（Sayano-Shushenskaya）水电站安装最后一台机组 

俄罗斯设备制造商Power Machines宣布其为萨扬-舒申斯克（Sayano-Shushenskaya ）

水电站成功的安装了最后一个巨型发电机转子。该项目位于西伯利亚地区，装机容量

6400MW。

2009年11月，Power Machines公司与业主俄罗斯水电公司（JSC）签署了一份价值

3.714亿美金的合同，为JSC提供10台水轮机和9台640MW的发电机，以及6套励磁装置。

Power Machines 还将提供安装、监理及设备调试服务。

2014年10月1日，俄罗斯供应商为2号机组安装了该项目最重的组件，一个900吨

的发电机转子。在连接全部旋转部件并检查相关参数之后，公司将继续机组的调试和  

会上，埃塞俄比亚的技术团队提供了大坝设计变更的详细内容，以消除下游国家

对大坝稳定性的担忧。三国的技术团队也就今后继续对技术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共识。

除了大坝的安全性，下游国家尤其是埃及对水库蓄水后可能造成的水资源短缺表

示担忧。复兴大坝工程位于青尼罗河，共耗资45亿美元，涵盖了尼罗河流量的80%。

埃塞俄比亚水利部长Alemayehu Tegenu对苏丹和埃及的担忧表示理解，但同时强

调没有理由让他们停止建造复兴大坝。

埃塞俄比亚官员今年3月表示，复兴大坝的建设将能发出750MW的电力。据报道，

该工程已经完成了35%。

复兴大坝原名“X工程”、“千年工程”，埃塞俄比亚内阁于2011年将其更名为复

兴大坝。工程建成后将归属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运营管理。

2011年，意大利Salini construttori 公司获得了一份合同，将在距离苏丹边境

40km的地方承建该项目。2013年前后，法国Alstom公司与金属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一

份价值4.0632亿美元的合同，将为该工程提供8台375MW的水轮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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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将拍卖8,040MW圣路易斯塔帕若斯（Sao Luiz do Tapajos）水电站的特许权

巴西矿产能源部发布了塔帕若斯河（Tapajos）上8040MW圣路易斯塔帕若斯（Sao 

Luiz do Tapajos）水电站的开发特许权拍卖指南

巴西矿产能源部计划于2014年12月15日举行拍卖。届时各竞标公司将竞拍获得修

建圣路易斯塔帕若斯（Sao Luiz do Tapajos）水电站的权利，并将有权售出至少70%- 

80%的电力给指定电力市场上的电力分销商。

拍卖的相关规定发布在巴西政府的官方报纸上，此规定要求水电站于2019年12月

开始动工。根据合同内容，电力供应期限为2020年7月到2049年12月。

圣路易斯塔帕若斯（Sao Luiz do Tapajos）水电站的技术、经济和环境可行性，

是以电站-平台概念模型进行研究的。其可行性涉及水电站规划、设计、施工、运行；

在受保护区域或有可能成为受保护区域的地点设置发电厂房是否合法；该区域是否可

能成为永久性环境保护区域。

水电站的相关技术和经济参数由巴西政府的能源研究机构-高能咨询公司（Empresa 

de Pesquisa Energetica）负责分析，随后由政府法律部门提交国家审计署审核，从

而将社会和环境约束纳入项目要素中。

巴西公共设施中心于2014年8月邀请各有关公司提交项目计划书，相互形成伙伴

启动工作。目前，有9台全新的机组正在运行。

（编者注：该电站于2009年8月17日8时13分（当地时间），因水轮机顶盖螺栓发

生疲劳破坏，高压水冲入厂房，造成自动化电气保护系统失效等一系列破坏，最终导

致水淹厂房的重大事故。2010年4台机组经修复重新运行，2012年1月-3月先后投产2台

新制造机组，全部机组计划于2014年底前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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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电力监管机构颁发了一份资格证书，允许政府公共事业部门（Celec）推

进圣地亚哥（Santiago）水电站的研究工作。该水电站装机3600MW，位于厄瓜多尔萨

莫拉河。

厄瓜多尔计划在其东南部Zamora河下游开发总装机5500MW的梯级电站，圣地亚哥

（Santiago）工程是其第一级。据报道，预算30亿美元的圣地亚哥（Santiago）工程

和预算35亿美元装机2240MW的Zamora水电工程是厄瓜多尔战略能源规划项目的一部

分。

2014年9月23日，厄瓜多尔商务部(Conelec)向政府公共事业部门颁发了资格证

书。然而，该项目仍需进一步论证并获取资金支持。厄瓜多尔电力委员会称，圣地亚

哥（Santiago）水电站能够向国家电网提供15647GWh的电能，相当于厄瓜多尔电力需

求的70%。

厄瓜多尔推动3600MW圣地亚哥（Santiago）水电站项目研究

近日，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承诺提供2亿美元用以支持巴基斯坦装机容量为

4500MW的巴沙（Diamer Basha）水电工程开发。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评估拟建项目的环

境和社会影响，以及编制财务预算。

2014年10月8日，USAID和美国-巴基斯坦商业理事会美国分会，在华盛顿主持召

开了一个商务会议。1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以获取该项目的技术细节，并就潜在

的融资方案展开讨论。出席会议的美国政府官员包括：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Richard 

Osion、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Rajiv Shah博士、美国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

Daniel Feldman、美国能源项目主任Michael Curtis。这些官员均强调巴基斯坦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同时美国承诺帮助巴基斯坦达成这一目标。巴基斯坦事务特别

USAID积极推动巴基斯坦巴沙（Diamer Basha）水电站项目

关系，以在即将到来的特许权拍卖会上竞标。其中，Furnas公司的上级机构巴西电

力公司已于今年五月向巴西电力管理局提交了关于圣路易斯塔帕若斯（Sao Luiz do 

Tapajos）水电站的技术和财务分析报告；巴西电力管理局将负责组织管理此次特许拍

卖会。

圣路易斯塔帕若斯（Sao Luiz do Tapajos）水电工程是装机12,000MW塔帕若斯综

合水电项目最大的组成部分。该综合水电项目分布于巴西北部塔帕若斯（Tapajos）河

和札曼信（Jamanxim）河上，除圣路易斯塔帕若斯（Sao Luiz do Tapajos）水电站

外，还包括2300MW 的Jatoba水电站，528MW的Cachoeira dos Patos水电站，881MW的

Jamanxin水电站和802MW的Cachoeira do Cai水电站。这些电站都将建在亚马逊地区的

帕拉州。



大坝新闻 第 17 期，2014年11月第 18 页

据2014年9月消息，印度联合内阁已经批复开始投资修建1000MW的帕卡尔杜尔

（Pakal Dul）水电站和其他两个水电站，这些项目均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查谟地区修建。

印度内阁由总理Narendra Modi主政，批复投资在杰纳布（Chenab）河上修建帕卡

尔杜尔（Pakal Dul）水电站，投资估算为811亿卢比(合13亿美元)，其中包含的建设

和融资利息在2013年3月负债产权比率达70:30的价格水平下约50亿卢布(约8200万美

元)。批复中还附加了250亿卢比(合4.11亿美元)从属债务条件，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

地区政府放弃66个月之内完工的决定。

印度内阁还批准了国有水电开发企业NHPC在Chenab河谷电力项目之中注入160亿卢

比(合2.63亿美元)股本，以用于帕卡尔杜尔（Pakal Dul）水电站开发和印控克什米尔

查谟地区660MWKiru水电站、560MWKwar水电站的初始投资

内阁事后批准了Chenab河谷电力项目相关合作事宜,由NHPC国有水电开发企业和印

控克什米尔的查谟地区发展公司共同进行融资,每家公司分别拥有49%的股份,印度国有

电力交易商PTC有限公司则持有2%的股份。

印控克什米尔的查谟地方政府已经批准减免帕卡尔杜尔（Pakal Dul）水电项目

的入境关税，并在项目完成后免费为当地提供为期10年的电力和生活用水。目前两

地政府使用49%的电力，余下的电力分配给印度北部地区，但喜马偕尔省（Himachal 

Pradesh）除外，该省不购买电力。

印度内阁批准投资修建1000 MW帕卡尔杜尔（Pakal Dul）水电站

代表Daniel Feldman说：“我们不会在致力于消除贫困或解决气候问题的同时忽略大

型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巴基斯坦巴沙（Diamer Basha）项目或许将放在全球列表

中的首位。”

USAID已经发布了一份1790万美元的合同用以评估该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同

时，USAID正在寻求国际投资公司为巴基斯坦政府提供财务咨询服务，并寻求国际咨询

公司对该项目的设计方案进行技术评估。

巴沙（Diamer Basha）大坝将建造在印度河上，距伊斯兰堡450km。其主要特征

有：1、272m高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2、拥有14孔溢洪道；3、兴利库容达640万英亩-

英尺 （约合7.89亿m3）；4、拥有两座地下厂房。

在10月8日的会议中，一些巴基斯坦专家，包括财政部长H.E Mohammad Ishaq Dar,

水电部长H.E.Khawaja Muhammad Asif,水电发展协会主席 Zafar Mahmood,以及巴基斯

坦驻美国大使Jali Abbas Jilani介绍了该项目的细节，并一致表达了他们对于水电发

展的承诺。水电部长说：“巴基斯坦正在寻求各种电力来源，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必

须利用水电资源才能降低电价并解决电力短缺问题。巴沙（Diamer Basha）水库大坝

的建设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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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政府表示帕卡尔杜尔（Pakal Dul）水电站将有助于缓解印度北部地区的电力

短缺，同时根据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水域条约，部分电力将存储起来。巴基期坦方面

表示将持续关注印度在条约涉及的Pakal Dul水电站和其他三项工程方面的进展。

2014年10月11日，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与刚果共和国(CR)签署了一份工程

服务协议，对装机范围在400MW至1000MW的松达峡（Sounda Gorge）水电站进行可行性

评估。根据这份协议，IFC将对在Kouilou河松达峡（Sounda Gorge）处修建一座对环

境和社会具有较强保障能力的水利工程进行可行性评估。今年三月份，世界银行便面

向技术、环境和电力市场的咨询公司招标，以此推动项目的进展。

刚果政府和国际金融公司在今年二月份达成协议，国际金融公司将作为牵头事务

顾问，以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推动松达峡（Sounda Gorge）水电项目。国际金融公司

将为该项目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和预算，同时双方就一份金融咨询服务协议进行磋商。

IFC正着手考虑一系列方案，包括建造大坝和厂房，进行详细的工程、环境、社

会、市场调研和法律分析。该协议确保了调研工作依照其行业标准执行。

IFC将展开为期18个月的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持。使其可以基于环境因

素、社会因素和电站出力确定最合适的工程规模。IFC还考虑给予国有或公私合营供应

商参与项目的机会。

刚果共和国计划采用公私合营的方式部署一条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产业链，这包

括一个类似松达峡（Sounda Gorge）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政府最初在2006年与南

非保险业巨头Old Mutual达成协议，后者将资助修建Kouilou 省的松达峡（Sounda 

Gorge）水电站和Sangha 省600MW 的肖莱（Chollet）水电站。

20世纪50年代，一份初步的可行性研究显示在松达峡（Sounda Gorge）建造水电

站能装机1000MW。然而，最终的电站产能则取决于融资以及大坝、水库带来的环境和

社会效益。政府计划考察位于松达峡（Sounda Gorge）上下游的多处坝址，以做出最

终决定。

世界银行对刚果共和国松达峡（Sounda Gorge）水利工程进行可行性评估

美国咨询公司助力格鲁吉亚政府推进水电投资

2014年8月底，美国Deloitte 咨询公司签署了一份合约，旨在帮助格鲁吉亚共和

国实现水资源管理的法制化，推进水电投资并促进格鲁吉亚与周边国家的能源贸易。

根据这份合同额达1930万美元的合约，Deloitte咨询公司将在格鲁吉亚政府发展

计划的框架内提供服务，为格鲁吉亚的经济管理提供支持，营造有利于其经济发展的

环境，改进水资源管理，建立一套有效的电力交易政策。这项工作将持续到2018年9

月，内容涵盖政府内政支持、起草技术援助报告、指导参观学习、对利益相关者进行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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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向皮斯（Peace）河水电站颁发环境许可

近日，加拿大环境部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环境和林业部长们已经向BC水电公

司颁发了环境许可，同意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建造1100MW的皮斯河（Peace River ）

Site C 水电站。

BC水电公司表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仍需要制定最终的投资方案。此外，省属相

关部门必须获得监管部门的许可和授权，才能在皮斯（Peace）河进行大型水电项目建

设。

加拿大环境部部长Leona Aglukkaq 于2014年10月14日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声明

中概述了委员会的决定，认为拟建的Site C项目的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一个独立小组对Site C项目进行了彻底审查。在此过程中，小组和当地居民在相互

尊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意义的磋商。环境评估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

技术支持并使公众和当地居民有效地参与其中，从而使得政府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

在同一天的另一份声明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环境局长Mary Polak，以及森林、

土地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部长Steve Thomson表示，Site C项目符合公众利益，且该项目

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它可能对环境、社会和文物造成不良影响的风险。Aglukkaq部长

表示加拿大环境部的文件中包含了80多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在工程的全生命周

期内，BC公司都必须履行这些条款。Polak 和Thomson 也表示，他们的环境许可证明

包含77条针对该工程并具备法律效力的条款。

2013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与格鲁吉亚能源与自然资源部签署了一份意向

书。据此，格鲁吉亚政府将为电力生产者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径，方便他们向土耳其和

周边地区出售电力，以此促进私营水电建设的发展。

格鲁吉亚每年可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约22TWh。世界银行于2014年5月批准了一项

600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帮助格鲁吉亚发展水电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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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水电公司执行副总裁 Susan Yurkovich表示，BC水电公司将仔细斟酌这些条款，

以确保计划完全符合这些由联邦政府和省政府设置的条款。如果该项目继续进行，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环境评估办公室将与其他政府机构协同合作，确保证书上的条款被贯

彻执行。

皮斯河Site C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甚至加拿大来说都是一项重大工程，在提供

长达100年的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它将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 在其全生

命周期，Site C将减少3400至76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而减少加拿大温室气体的

排放总量。

继2730MW的G.M.Shrum电站和694MW的Peace Canyon电站之后，耗资79亿加元（折

合70亿美元）的Site C将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北部皮斯（Peace）河上的第三座水

电站。1976年，在发现Peace河上A、B、C坝址不具备相关条件后，BC水电公司将坝址

选在Site C。Site C 工程包含在BC水电公司的综合资源规划内。该规划详细阐明了如

何在未来20年内满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40%的电力需求。

美国瓦纳普姆(Wanapum)坝完成第一批加固工作

2014年9月，美国华盛顿州格兰特县公共设施管理局及其承包商已经完成了瓦纳普

姆（Wanapum）水库大坝第一批钢锚索的锚入工作。这批由35根钢筋组成的钢锚索最

终将作为加固工程的一部分锚入水坝。在加固后，经过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审

批，水库大坝的上游水位将允许在2014年第四季度略有上涨。

“这些维修和后续加固工程将增加水库蓄水水位,使公共设施管理局能够重新开放

到达海岸线的通道,以增加电站发电量,改善公共安全和保护文化敏感地区。”

每根200英尺长的钢锚索将从大坝顶部的溢洪道一直连接至坝体基岩，以保持溢洪

道结构长期稳定。工程也将安装超过50根的锚筋来加固瓦纳普姆（Wanapum）大坝的4

号闸墩。

公共设施管理局方面表示，施工加固工程的费用估计在6900万美元左右，该局以

储备金和售卖债券的形式支付了大部分工程款。瓦纳普姆是一座装机容量为1038MW的

水电站，管理局方面称水电站在大坝正常蓄水位时发电量只达到了设计发电量的一

半。

2014年5月，公共设施管理局发布了一份瓦纳普姆（Wanapum）坝体结构初步调查

报告。报告称，4号坝墩上65英尺（约合19.81m）长、2英尺（约合0.61m）宽的横向结

构裂缝是由于大坝设计时一次错误的数值计算所引起的。管理局在发现这一问题后，

开始降低水库大坝上游水位，降幅超过25英尺（约合7.62m）。

瓦纳普姆（Wanapum）水电站是普里斯险滩（Priest Rapids）水电站的姊妹工程，

两个工程装机加起来近2000MW。



大坝新闻 第 17 期，2014年11月第 22 页

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正在加快美国东南部160MW的皮克威克 （Pickwick 

Landing）水库大坝每年的取样进度，用以进行大坝地震安全研究。

美国从皮克威克 （Pickwick Landing）水库大坝取样用于大坝地震安全研究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于2014年9月10日表示，根据测试和岩心钻探的初步结果，皮

克威克 （Pickwick Landing）大坝混凝土部分的南部土堤会被一场大地震所破坏的

几率较小。皮克威克（Pickwick Landing）地区位于田纳西流域西部，密西西比洲

东北部，阿拉巴马州西北部，沿密西西比河存在数百英里的新马德里地震带。

作为持续改进计划的一部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从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对流域内

49个水库大坝进行“健康检查”，主要是检查混凝土的完整性以及土堤是否严格符

合现今行业标准。

皮克威克（Pickwick Landing）水库较低的水位使流域管理局可以在未来几个

月内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和测试，以确定什么是强化南部土堤抵抗大地震的必要因

素。

 “公共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田纳西河务局的副主席John McCormick表

示：“由于大地震无法预测,我们要求一旦发生地震，立即采取行动以保障公众和员

工的安全”。

皮克威克（Pickwick Landing）大坝设计并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混凝土坝体

部分包括电站厂房，溢洪道和2座船闸，大坝两侧建有较长的土堤。其中南部土堤长

4000英尺（约合1219.20m）。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表示， 2013年1月皮克威克（Pickwick Landing）大坝通过

实施大坝管理计划，减少了田纳西河沿岸及其支流区域至少8亿美元的洪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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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七届碾压混凝土坝国际研讨会会讯

会议简介

中国大坝协会和西班牙大坝委员会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致力于推广碾

压混凝土坝筑坝技术。由两个国家联合

主办的第一届碾压混凝土坝国际研讨会

于1991年在中国北京举办，之后分别于

1995年在西班牙Santander、1999年在中

国成都、2003年在西班牙马德里、2007年

在中国贵阳、2012年在西班牙Zaragoza成

功举办。六届会议的成功召开对碾压混

凝土坝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目前，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

区修建了400多座碾压混凝土坝。

本届国际研讨会将于2015年9月

24-25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将继续搭

建碾压混凝土筑坝技术和经验交流的平

台，展示各国最新的成果和进展，分享

经验，以更好地推动碾压混凝土筑坝技

术的发展。本次会议，还将评选第三届

碾压混凝土坝国际里程碑工程奖。具体

推荐和申报要求中国大坝协会将单独发

文通知。

会议初步日程

9月23日，全天注册报到

9月24日，大会开幕式及特邀报告

9月25日，专题分会研讨

9月26-27日，会后工程技术参观

会议议题及论文征集

会议议题主要包括：

● 材料和配合比

● 大坝结构设计

● 信息化施工管理和质量控制

● 运行和安全监测

● 非岩石基础上的碾压混凝土坝

● RCC坝加固和用RCC对老坝进行加固

● RCC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其他

应用

● 技术创新和发展趋势

● 胶结颗粒料坝（胶凝砂砾石、硬

填料、胶结土等）

现正就以上议题征集论文。有意投

稿的作者请于2015年3月31日前向会议秘

书处（邮件：chincold@vip.126.com）

提交500-600字中英文摘要。摘要中请注

明第一作者的通讯地址、电话、传真和

Email。论文摘要通过会议技术委员会审

核后，将发出录用通知。会议将印制摘

要文集和全文光盘文集，并择优正式出

版中英文论文集。欢迎各位专家和技术

人员围绕会议议题投稿。

会议期间将安排技术展览，会后安

排有工程技术调研。

敬
请
扫
描
手
机
微
信
二
维
码

关
注“

大
坝
新
闻”

微
信
公
众
号



大坝新闻 第 17 期，2014年11月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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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