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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坝  认  知

漫湾：大江流日月

漫湾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云县和景东县交界的澜沧江中游

河段上，是云南省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也是

我国第一座由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的大型水电工程。

它的建成使云南电力工业实现了大电厂、大电网、大机组、

超高压的历史性跨越，揭开了澜沧江丰富水能资源开发

的序幕，更为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奠定了“西电东送”、“云电外送”的战略格局，被誉

为“八五”期间我国水电行业的“五朵金花”之一。

◎ 本专题策划 |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中国三峡》编辑部

漫湾水电站泄洪    供图 /  漫湾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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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湾水电站位于中国云南省西部云县和景

东县交界处的漫湾河口下游 1 公里的澜沧江中

游河段上，距临沧 140 公里。电站于 1986 年开

建，1995 年一期建成，工程装机容量 125 万千

瓦，二期装机容量为 30 万千瓦，2004 年开工，

2007 年 5 月建成投入使用，2008 年并购田坝电

站 1 台 12 万千瓦机组，总装机容量提升至 167

万千瓦，呈“一厂三站”式分布。

漫湾水电站是云南省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

型水电站，它成功探索了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

的大型水电工程的模式，为之后的大型水电开

发积累了经验；它的建成为云南省贡献了巨大

的清洁电能，为云南经济腾飞提供了电力保障，

还为库区环境保护、当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做出了极大贡献。

省部合办大型水电工程的开创者

漫湾水电站始建于 1986 年，这一时期正是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漫湾水电站建设之前，国

漫湾：万里澜沧第一坝

家所有重大项目建设仍是由国家安排投资，由

国家指定施工单位进行建设，水电站先上哪个

后上哪个，全由水电部统一安排。

面对一边是严重缺电的现实，一边是身边

白白流淌的巨大水能资源，云南省委省政府为

了保证漫湾水电站尽快开工建设，大胆提出了

部省合资办电的倡议，取得了国家有关部委的

积极支持，打破了完全依靠国家投资办电的旧

模式，开创了多方集资，共同办电的先例。

1984 年 5 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

京召开，一份有包括普朝柱、林元惕在内的 70

名云南代表全体签名的《请将漫湾水电站列入

‘七五’国家建设案》提交给全国人大提案委员

会。提案转到水电部，水电部早有准备。7 月，

水电部向国家计委呈报了“关于漫湾水电站列

入‘七五’国家建设计划的报告”。

9 月，水电部与云南省政府共同对漫湾电站

初步设计进行审查。其他须由云南省单独做的

诸如资金筹措、移民搬迁、对外交通建设、建材

物资准备、电站设计方案细化等也在一步步扎

◎ 文 | 吴冠宇   田宗伟   

青山绿水间的漫湾电站大坝    供图 / 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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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进。

1985 年 4 月，国家计委批准了关于漫湾水

电站 1985 年进行施工前“三通一平”等准备工

作的请示。在云南人民和水电部的共同努力下，

漫湾水电站赶上了“七五”末班车。

1985 年 3 月，云南省电力局作为漫湾电站

业主与水电部、云南省政府签订《漫湾电站投资

包干协议》，即包生产能力、包工期、包质量、包

造价和包主材料消耗。

1986 年 5 月，电站导流洞开工“第一爆”响

起，我国第一座由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的大型

水电工程开工建设。

在几十年已经习惯于基础设施建设由中央

包干的环境里，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在全国

第一个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和紧俏物资来打破传

统的投资模式，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智慧和远

见卓识的。质朴的云南人敢为天下先，实现了

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体制的新突破。漫湾水电站

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座省部合资建设的水电站，

被后人称之为“漫湾模式”，漫湾大坝也被施工

人员亲切地称之为“万里澜沧第一坝”。

漫湾电站借鉴了鲁布革电站建设的经验，

实行业主制、招标投标制，打破了过去国家重点

建设中的“铁饭碗”、“大锅饭”，为后续的水电

建设积累了经验。

云南经济腾飞的电力保障

漫湾水电站建设前，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受

到电力短缺制约正处于瓶颈时期。以 1993 年为

例，云南省人均装机容量不足 0.12 千瓦，不少工

厂还处于“停三开四”状态。为了给云南经济腾

飞早日“充上电”，云南省举全省之力与水电部

合资共建了漫湾水电站。

漫湾水电站一期工程投产发电后，总装机容

量占云南电力系统的 33.23%，使云南省的电力供

应增加了 30%，其中水电供应增加了 50%。根据

季节的不同，漫湾水电站在云南电网中主要承担

系统中的基荷、调频、调峰和事故备用等多项任

务。尤其是在 6 至 10 月份的丰水期，水电厂进入

大发、大方式运行阶段，期间漫湾水电站高峰时

所带负荷占云南省系统总负荷的 40%，低谷时段

超过 50%，日发电量占系统的 40% 以上，年发电

量约占系统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大大缓解了云

南电网严重缺电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省的

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并且漫湾电站的投产发电以及云南省第一

条 500KV（漫湾 - 昆明）输电线路的送电成功，

云南经济腾飞的电力保障。   供图 / 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



72 7372 73

大  坝  认  知

使得云南电网从此跨入了大电网、大机组、大容

量、超高压的新时代，使“云电东送”“云电外

送”的目标得以实现，源源不断地将优质的清洁

电能送往广东广西等省，形成了资源省与产品

省的结合、东西部优势互补的新格局。

一方绿水青山的建设者

漫湾水电站所在的澜沧江是一条国际河流，

它的环境保护问题直接涉及下游多个国家。漫

湾电厂作为电站运营者和水库管理单位，在电

站建设及其后多年运行期间，本着对下游国家

和地区负责任的态度，高度重视库区环境保护。

自 1996 年以来，漫湾电厂投入大量资金，重点

用于库区、厂区的绿化和环境治理，库区内共

植树造林 3 万多亩，种植经济林果 90 余万株，

累计向当地政府无偿提供高经济价值生态树

种——钝叶黄檀 100 多万株；厂区绿化面积达

83 万平方米，占可绿化面积的 96%；并对施工

区域进行整治，全面清理外围域废弃混凝土堆

积物，平整场地、布设水沟、覆土绿化，实现生

产与环境协调发展。

此外，漫湾电站还建立了水库环境监测体

系，加强对库区水质和水库生态环境监测和管

理，库区生态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对库区沿岸

生产生活及自然枯死树枝等产生的库区漂浮物，

长年开展清理、外运及填埋处置工作。经过多

年的努力，库区两岸青山相映，绿水长流。

水电本身是清洁能源，漫湾水电站总装机

容量 167 万千瓦，它所产生的巨大的清洁能源每

年可节约原煤 450 万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硫的大

气排放量 8 万吨。而电站建成后形成了长达 70

千米的水库，库周气候更加湿润。库区优美的

自然风光和富饶的自然资源也给库周城镇的旅

游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千万民生幸福的守护者

漫湾水电站的建成不仅给云南提供了强大

的电力保障，还推动了库周城镇经济发展，给电

站移民及周边村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漫湾电厂为实现水电开发与地方经济的和

谐发展，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人畜饮水及

发展条件等多个方面对当地进行帮扶。围绕

“构建企业小和谐，促进社会大和谐”的思路，

漫湾电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践行华能集

团“百千万工程”云南行动计划，着力解决库区

群众饮水难、上学难、就医难、行路难等实际问

题，漫湾电厂截止 2018 年，累计投资 1500 余万

元，共援建了 8 所希望小学、14 个“人畜饮水工

程”、14 个华能博爱卫生室、7 个农村文化室和

21 个村容村貌整治，解决了近 3000 名小学生就

近入学问题，以及 24 个自然村 6000 人饮水困难，

实际受益群众 2 万余人。此外，还开展了道路

硬化、修缮工程、产业扶持、敬老院建设、民俗

文化建设等项目。漫湾电厂“挂包办”“转走访”

联系点云县于 2018 年脱贫摘帽，挂包点大田山

村也于同年脱贫出列。

经过多年努力，库区周边农村城镇呈现出

崭新面貌，以前通往各个村子的道路多是土路，

一下雨就变得泥泞不堪难以通行，而现在变成

了可供双向单车道行驶的银白色平整的水泥路

面；村子里泥胚墙、石棉瓦顶的简陋土屋变成了

一栋栋两层楼的小洋房，洋房的屋檐、房顶、外

墙还按照当地民族的传统建筑风格进行设计，

格外别致；家家户户出行都有摩托车，有的人家

的院子里还停放着小轿车。

村镇里修建、翻新了一所所学校。我们在

新村小学看到一幢幢宽敞明亮的教室楼替代了

原来四面透风的老教学楼，安全卫生营养的学

生食堂让孩子们不用再为一日三餐烦恼。按照

最流行的“小班制”进行教学，用上了先进的教

学仪器，还配备了计算机房，多媒体室。原来转

走的学生现在也都转了回来，每年的教学质量

评比在漫湾镇名列前茅。

饮水问题也得到解决。澜沧江边的很多村

寨虽然看上去地处依山傍水的好地方，但以前

这里吃水都是靠人背马驮。为了解决饮水问题，

漫湾电站投资建设了 14 个“人畜饮水工程”。其

中，柄柏组“人畜饮水工程”总投资近 7 万元，

是水电建设者启动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标志性项

目。有了取用方便的自来水，村民们开始大方

地用茶水热情地招待客人。

漫湾水电站修建时虽然以发电为单一目标，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座水电站向当地和云南

省贡献的已经远远不止是发电效益。它致力于改

善库区环境，守护青山绿水，带动库周城镇经济

发展，极大地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正是这

些环境、民生方面的效益让一座由混凝土建造而

成的工程充满温度、情感和人文关怀。 

漫湾电厂援建地方希望小学，解决了库区学生上学难的问题。   供图 / 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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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湾水电站是我们“中国大坝行”的第二

站。漫湾这地名我并不陌生，但它究竟在哪儿

还真不知道。上网一查，需先飞昆明转机临沧，

再乘汽车前往，光路上就得花上两天时间，想来

去一趟也颇不容易。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某日，我们出发了。

同行有同事小吴。去昆明的航班是在夜里，一

会儿小睡便到了。次日转机临沧是在下午，利

用上午的空闲，独自去西南联大旧址兜了一圈，

终于弄明白了冯友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

究竟是“诗书器”还是“诗书丧”。

那天天气也好，空气少有的透，从舷窗只瞄

了几眼脚下的群山便到了临沧。从临沧到漫湾

路程虽远，因是 214 国道却也平坦，加之一路紫

色的三角梅夹道相映，倒也不觉疲惫。

这是千岛湖吗

一夜雨后，漫湾山谷被乳白色的浓雾笼罩，

微带寒意。电厂办公区被洗过的花木枝叶一尘

不染，一粒粒的露珠晶莹透亮。约莫八九点钟，

太阳出来了，暖而不热。“漫湾的天气真是好

啊！”“漫湾的春季天天这样呢，所以我们这里

空气好啊！”漫湾电厂办公室主任郭俊颇是自得

地说。“我还以为是老天特地欢迎我们呢！”“也

是啊，上车吧，今天带你们去看看水库，采采

风。镇长就在前面。” 

我们沿着漫湾电厂援建的漫旧公路盘旋而

上。快到山顶时，发现有几个年轻人在路边照

相。“我 们 也 下 去 看 看 吧。”郭 俊 让 司 机 停 车。

“你们看，前面便是金庸笔下的无量山。我们现

在所在的位置是云县大丙山的余脉。”

眼前的美景着实让我吃惊：两岸的群山簇

拥着一个一望无际，有着很多湖湾、大小半岛，

看上去恰似千岛湖样子的大湖。岸线曲折迂回，

环绕错落。湖水一平如镜，静若处子。对岸无

量山众多山头参差肃立，连绵不绝，山间零星地

飘浮着一层细纱般的云雾，神秘而庄严。这里

的山不似三峡拔地而起，高处察看，逶迤腾浪，

山峦如涛，思绪仿佛可随无碍的视线穿越天际

进入远古。这一刻，我感受到了何谓磅礴，何谓

深邃。

为了与水库有个亲密的接触，返程我们走的

是水路。我们在昔宜上船，在漫湾电厂专用码头

我所知道的漫湾电站
◎ 文 | 田宗伟

上岸，百里长湖估计走了一半。两岸的植被并不

是想象中那样的高大茂盛，时候既已是仲春二月，

山上却只有苦刺花零星地开着，成为夹岸两山明

艳的点缀和餐盘中的美食，众多树枝依旧直指上

苍，没有绿叶，不见晃动，萧索而肃穆。下视江

水，绿得发蓝，那真是所谓“沧江”，名实相符，只

是不见了“澜”的影子。但我知道，澜沧江在调性

上依然是雄性的，奔腾不息、咆哮如雷是它的常

态 , “澜”是基调，只不过在这里稍稍放慢了脚步

而已。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奔腾咆哮固

然壮观振人心魄，缓缓流淌静水流深也别具风味

怡人心神的，如此，澜沧江便有了节奏。倘是没

有序曲没有高潮一路高歌到底那还有什么看头。

“滇南之迤西，有江汹汹。盘江带碧，捍围苍龙。

奔腾万壑，缭绕千峰。盖西域之发派，而南海乎

朝宗。”这是清代诗人黄桂《沧江赋》中的句子。

倘是黄桂仍在，他是不是要进行续写，加上 “物

换星移，沧海桑田。巨龙卧波，高峡静而平湖起；

银线凌空，电波走而蛮荒明”呢！

据漫湾电厂办公室主任郭俊介绍，澜沧江

在云南境内有 1240 公里，落差 1780 米，理论蕴

藏量为 2550 万千瓦，共规划有 14 个水电站，而

以漫湾水电站建设最早。其上游小湾水电站、

下游大朝山水电站均已建成。

国产设备装备的电厂

我们是从坝体心脏部位——电站厂房开始

参观的，这是郭俊主任的特意安排。我们经由

交通洞进入电厂厂房，其紧挨厂房的那一段交

鸟瞰漫湾电站大坝   供图 /  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



76 7776 77

大  坝  认  知

通洞，匠心独具地建成了展示漫湾电厂企业文

化的文化长廊。长廊图文并茂，有声有色，非常

漂亮，路过此处没有不被吸引的。长廊全长近

200 米，有电厂简介、记忆、风采、澜沧江流域图

等十二个版块，系统记录了漫湾电厂自 1986 年

开工建设以来的发展历程。

那天 5 号机组的转子正在大修。

“你们机组的供应商是哪一家？”

“东方电机。我们电厂 90% 以上的设备皆

为国产。”

“机组功率多大？”

“有 5 台 是 25 万 千 瓦，1 台 是 30 万 千 瓦。

后来我们又并购了田坝电站 1 台机组，是 12

万千瓦。”

“机组大件更换过吗？”

“没有。水轮机、转子、定子等大件一般不

会换的，换的多是控制设备。”

走到正在运行的机组前，我习惯性走上机

组盖板，以感受机组的震动，当时我们三人都在

身上摸硬币，无奈都没找到，大家相视而笑。凭

直觉，这机组震动不大。

同事小吴是第一次进电站厂房，对这里的一

切都感到好奇，郭俊主任便领我们又参观了他们

的值班室，控制室，还下到水机室也看了看。

从水机室返回厂房，我们乘坐电梯来到了坝

顶。其时坝顶有几个工人正在做坝面油漆。站在

坝顶向上游看，水离坝顶很近，那颜色真是纯啊，

就像是一块镜面的碧玉。向下游看，江面也比较

平静，只有穿过机组的尾水掀起的几个波纹。郭

主任告诉我，溢流坝顶设有 5 个溢流表孔，外加

左岸泄洪隧洞和左岸两个泄洪中孔共同泄洪，

左、右岸两个排沙底孔也可以泄洪，各泄洪建筑

物全开时泄洪量为 16805 立方米 / 秒。

站在高处或从谷歌地球看，大坝立于反“S”

形急拐弯的下段，右岸山体岸线呈圆弧前括号

形，山体雄厚，地形坡度约 20 度至 35 度。左岸

山体如伸进江中的一个半岛，三面临江，均匀的

山坡 40 度左右，岸线呈方形前括号的样子。

漫湾大坝的地形跟三峡有点相像，倘若不

上山，拍三峡大坝全景的最好位置是在截流纪

念园，漫湾大坝前也有这么一个所在，也是在右

岸，名叫观景平台。

漫湾电站上下游均系高山峡谷，无重要城

镇、工矿企业、重要设施和较为集中的大片农

田，淹没损失小；同时漫湾电站还具有坝址工程

地质条件好，开发规模适中，距昆明等负荷中心

最近等优势，因此，漫湾水电站成为开发澜沧江

流域水能资源的第一个建设项目。 

漫湾电站库区高峡平湖。  供图 / 漫湾电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