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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丽丽

◎本报记者 付丽丽

白鹤滩水电站投入使用后，每年平均发电量约为 624.43亿千瓦时，一天的发电量可满足 50万人一年的生

活用电。每年可节约标煤约 2500万吨，减排约 6500万吨二氧化碳、60万吨二氧化硫，相当于少建近 6座年产

400万吨的大型煤矿。

代表委员连线

◎本报记者 付丽丽
通 讯 员 杜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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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灌浆行业给人的印象是“脏乱差”，一

些灌浆作业点积水严重，甚至得穿雨靴才能行

走。这些现象，在已被评为“施工区文明施工样

板”的白鹤滩工程里不存在。

作为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大坝灌浆

工程负责人，王克祥与灌浆工程打了大半辈子

交道，凭借“滴水不漏”的灌浆效果，他被业内称

为“王灌浆”。

2006 年，王克祥参与溪洛渡水电站的建设

工作。“（溪洛渡水电站）坝基是玄武岩地层，与

我之前参与的工程相比，它是细微裂隙发育，这

对灌浆来说很不利。”王克祥说。

此外，坝基固结灌浆深度大、工期紧，与大

坝混凝土浇筑存在交叉干扰。

凭借丰富的灌浆经验，王克祥提出了将细

颗粒水泥作为材料的“高压密灌”施工方法。

然而，大坝蓄水后，灌排洞壁有滴水现象，

必须进行帷幕强化灌浆。高水头条件下的灌

浆，成为摆在王克祥面前的另一难题；如何避免

重复造孔，保证高水头条件下的灌浆质量，业内

也没有成熟方案可循。

经反复研究，他和团队提出同孔复合灌浆

技术。“采用这项技术使灌后效果显著，渗水量

减少一半。”王克祥说。

2015年，王克祥溯江而上，来到位于溪洛渡上

游的白鹤滩，续写他与金沙江水电开发的缘分。白

鹤滩水电站围堰防渗墙地层复杂，河床基岩起伏

大、两岸基岩陡峭，防渗墙施工工艺难度大。

和溪洛渡水电站相比，白鹤滩水电站坝基

地质条件更加复杂：在行业内，柱状节理玄武岩

坝基处理并无先例。经过现场查勘、评估，施工

团队意识到，传统的坝基固结灌浆方案可能无

法满足白鹤滩的地质条件和质量要求，他们提

出“岩石盖重固结灌浆”这一创新方案。

然而，这套方案刚提出来，就遭到了激烈反

对。“如果运用这套方案，需要预留 5米厚的保护

层，灌浆完成后需要对保护层进行爆破。可是，

爆破有可能损伤坝基，所以行业内一般会避免

在灌浆后再进行爆破操作。”王克祥心里也没

底。反复试验、论证和优化后，方案被证实可

行，能够满足现场施工条件和质量要求。

有了方案，并不意味着可以松一口气。灌

浆工序复杂，工程量大，一旦质量不可控，或者

工期被拖延，就会影响大坝混凝土浇筑的启动

时间。为此，王克祥一有时间就往工地跑，生怕

灌浆出问题。

在他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白鹤滩河床坝

基固结灌浆创下超过 3000 米每天的强度纪录，

保证了白鹤滩大坝坝基的坚实稳定。

更让王克祥高兴的是,白鹤滩水电站工程运

用的岩石盖重固结灌浆方案，得到了行业认可。

“溪洛渡水电站之后，行业内一直在研究怎样降低

坝基固结灌浆和大坝主体混凝土浇

筑之间的干扰。我们的这套方案，让

行业探索往前迈出了一步，不管是试

验结果，还是实际施工结果，都达到

高标准。”他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不顾反对，用新方案创下灌浆强度纪录

“白鹤滩水电站创下多个

世界之最，充分展示了中国水

电科技的强劲实力。”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钮新强

这样评价。

作为一名在水利行业奋战

40 多年的老兵，钮新强经历了

中国水电工程建设从学习国外

先进技术到引领全球的全过

程。但他也坦言，未来中国水

电工程的发展并非坦途，将面

临更加复杂的挑战。

钮新强表示，水电开发未

来的战场主要在西南地区，这些地区筑坝条件复杂，海拔高、地

震烈度高、基础条件和自然环境严苛，对大坝建设提出了更高

要求。

同时，这些地区距离负荷中心远，高坝的勘察、设计、施工和

安全运行均面临诸多技术难题，尤其是高坝安全标准、耐久性、抗

震安全、基础处理、电力输送等，超出了现有规范和现有工程建设

经验，需要从头摸索。

因此，钮新强建议，要坚持全生命周期安全理念，将其贯穿在

工程规划、勘察、设计、施工、运行的全生命期，充分评估，合理规

避风险；完善大坝安全标准，建立健全特高和超高坝安全标准、梯

级水库群大坝风险管理标准、结构耐久性标准等；加强大坝安全

保障技术创新，尤其是要充分利用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打造数

字孪生工程和数字孪生流域，跟上我国建设数字社会、数字经济

的浪潮。在此方面，以他领衔的长江设计集团已积极开展研究并

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迈向世界水电新高峰的征途上，只有坚持科技创新，牢牢

将水电工程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实现我国水利水电高

质量发展，抢占世界水电科技的制高点。”钮新强强调。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短短几个字，已经深深印

刻在中国水电人心中，成为贯穿水电规划、建设、运行全过程的自

觉行动。

在钮新强看来，从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到运行管理的各个阶

段，都要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意识和考量。

具体来讲，在水电开发之前，首先必须开展所在流域的规

划工作，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前提下，从流域层面统筹协调水电

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如长江设计集团编制且国家已经批

复的长江、澜沧江、岷江等流域综合规划报告，从源头上提出了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对于生态环境影响显著的项目，建

议近期不纳入规划或暂缓开发；对于纳入规划的项目，从流域

层面统筹提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如生态流量泄放、划定鱼类

栖息地保护河段等。

“项目建设阶段，采取综合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最大程度

减缓水电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钮新强说。

以他主持设计的乌东德水电站为例，其采用叠梁门分层取水

措施，保障鱼类正常繁殖的水温需求。他和团队创造性地提出

“尾水集鱼、仿生集运、库尾放殖”的新型高坝过鱼方法，在金沙江

鱼类保护中发挥了实际作用。

2021 年生态调度期间，宜都、沙市、监利三个江段鱼类总产

卵量接近或超过 50 亿粒，其中宜都江段“四大家鱼”产卵量达 43

亿颗，创历史新高。

“事实证明，只要绷着这根弦儿，在流域和项目两个层面

协调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水电开发的关系，能够实现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赢’的局面。”钮

新强说。

钮新强代表：

水电开发要绷紧生态保护弦

累计安全生产绿色电能 200亿千瓦时，相当

于减少标准煤消耗 62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602 万吨。前不久，白鹤滩水电站交出亮丽的

成绩单。

国产机组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世界第一；

总装机容量 1600万千瓦，仅次于三峡电站，位居

世界第二。2021 年 6 月 28 日，白鹤滩水电站首

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在川滇两省交界的金沙江上，白鹤滩与其

上游的乌东德，下游的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

洲坝水电站共同构成一条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

源走廊。

世界首台最大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世

界最大的地下厂房、世界“最聪明”的智能大

坝……大国重器白鹤滩水电站实现了多个世界

之最。而这背后，是中国几代水电人几十年如

一日的不懈探索，他们一步一个脚印，用行动书

写出中国水电装备由并跑向领跑冲刺的神话。

特种水泥解决“无坝不裂”难题

坝高 289 米，相当于 100 层楼，整体浇筑低

热混凝土 803 万立方米，体积超过 3 个胡夫金字

塔——从外形看，白鹤滩水电站绝对是个大块头。

2021 年 5 月 29 日，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最后

一仓溢流面混凝土浇筑完成，这标志着大坝表

孔已具备过流条件。

白鹤滩水电站处于 V 型河谷，两岸悬崖峭

壁，复杂的地质条件决定其只能采用混凝土双

曲拱坝，以使受力更科学，同时节省坝体材料，

提高安全性。

在业界，“无坝不裂”是横亘在水电站建设

过程中的世界级难题。白鹤滩水电站尤其如

此。规模巨大，坝体结构不对称，加上持续的干

热、大风天气，导致温控难度极大。

为此，科研人员研制出特种水泥——低热

硅酸盐水泥，也叫低热水泥。它具有水化热低、

放热速率慢、碱含量低、后期强度增进率高等优

良性能，为解决大体积混凝土开裂问题提供了

更好的技术途径。同时，在每一处浇筑的混凝

土中，都埋设有数支温度传感器和循环冷却水

管，可以实时监测混凝土内部的温升，并进行有

针对性的降温。

自开浇以来，白鹤滩水电站大坝没有出现

一条温度裂缝。2019 年，在钻孔取芯质量检查

过程中，人们从大坝取出 25.7 米混凝土长芯，混

凝土芯样光滑密实、骨料分布均匀、气泡少。这

样一份高质量混凝土浇筑施工成绩单的背后，

是建设者对大国重器质量细节的精准把控。

“最强大脑”提升工程效率

从长江到金沙江，三峡集团组织创新“300

米级溪洛渡拱坝智能化建设关键技术”，开创了

我国智能高拱坝建设的先河。

而白鹤滩水电站则借助物联网、云计算以

及大数据等技术，向建设管理智能化又迈出了

一大步。

在白鹤滩工程建设部技术管理部副主任周

孟夏看来，手机中安装的智能通水系统和施工

过程智能监控系统，是他最亲密的“工作伙伴”。

“大坝施工中，混凝土温度控制的主要手段

是冷却通水，以前全靠人工操控。按照规范，至

少每 4个小时就要对所有仓号进行一次测温，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员手工操作，大坝温度情况掌

握也比较滞后。”

如今，智能通水系统不仅能实时感知温度，

还可以自主分析温度变化趋势，按照预设的控

制算法进行自动调控。在降低人工作业强度的

同时，极大提升了工程效率与温控精度。

“这个‘最强大脑’还可以积累工程实践数

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完善预设的经验算法，进行

部分自主决策，进而实现现场快速响应。如此

一来，工程师便能从大量日常管理工作中解放

出来，仅在数据异常时纠编处理即可，管理效率

随之提高。”周孟夏介绍。

“最强大脑”高效整合物质流与数据流，为

精细化施工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以混凝土振捣为例，振捣几遍，振捣棒型

号如何选择，初振多久，复振多久，这些专业试

验的参数，都会印成标准化工艺手册，用以培训

员工。”白鹤滩工程建设部大坝项目部工程师刘

春风介绍。

如今，这些标准被“翻译”成代码进入智能

系统，智能系统实时分析振捣棒的覆盖范围、插

入深度、振捣时长等数据是否“合格”，让施工质

量不再仅靠人工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而是

“数”说了算。

勇登水电行业“珠穆朗玛峰”

100万千瓦巨型水轮发电机组，是世界水电

行业的“珠穆朗玛峰”。白鹤滩水电站机组是全球

首个单机容量最大的水电机组，也是中国自主设

计制造的完全国产化百万千瓦机组，研制与安装

难度远大于世界在建和已投运的任何机组。

在白鹤滩建水电站的设想始于上世纪五十

年代。当年，在研讨白鹤滩水电站机组单机容

量的时候，为稳妥起见，有专家提出采用 2台 100

万千瓦机组，其余机组采用 80 万千瓦的方案。

但最终决定 16台机组全部用国产百万千瓦水轮

发电机组，是在 2006年。

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汪志林说，选择 100

万千瓦机组，其一是具备建设能力，其二是客观

要求。白鹤滩两岸均为雄厚山体，复杂地质条

件已带来一系列世界级难题。在枢纽建筑工程

布置上，单机容量越大，机组台数就越少，地下

洞室群、地下厂房的规模将更趋合理，稳定性安

全性也会更好。其三是资源禀赋，金沙江干流

落差大，水流湍急，白鹤滩水电站是高坝大库，

水头高达 200 多米，从水能利用率来看，可以满

足 1600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

而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现代化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大规模清洁电能的支撑，白

鹤滩水电站是国家重大工程，是西电东送骨干电

源点，远景发展电力的需要为其提出更高要求。

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白鹤滩水电站投入

使用后，每年平均发电量约为 624.43 亿千瓦时，

一天的发电量可满足 50 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

每年可节约标煤约 2500 万吨，减排约 6500 万吨

二氧化碳、60 万吨二氧化硫，相当于少建近 6 座

年产 400万吨的大型煤矿。

“水电是清洁能源的主力军。而白鹤滩水电

站即将加入中国清洁能源的主力阵容，备受关

注。”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七虎说，电站建设本身亦

是对蓝天的守护，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水电人正在持续书

写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答卷。

白鹤滩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
在金沙江上铸就在金沙江上铸就““国家名片国家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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