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教新报

电话：0731-84326418���E-mail:kjxb0731-666@163.com

编辑：田彦弘 版式：夏艳辉

2010 年 11 月 3 日 星期三

B2/

科普

防洪、发电、通航、供水达到设计要求步入全面收获期

巴西龟

□新闻背景

三度试蓄 175 米两次无果

10月 26日 9时，三峡水库水位 175米，标

志着今年三峡工程 175 米试验性蓄水任务顺

利完成，这是三峡工程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2008 年和 2009 年， 三峡工程两次进行

175 米试验性蓄水， 但分别只蓄至 172.8 米和

171.43米。

今年 9 月 10 日， 三峡工程启动第三次

175 米试验性蓄水，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冲顶

175米成功。

据介绍，蓄水 175 米后，三峡水库的高水

位持续时间约为 2个月。 明年汛前，三峡水库

将消落至 145 米防洪限制水位， 以腾出 221.5

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

这次蓄水至 175 米，使三峡成为一座库容

393 亿立方米的峡谷型水库， 可拦洪库容达

221.5亿立方米， 相当于 4 个荆江分洪区的蓄

洪量。

由此，长江最险处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可

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即使出现千年一

遇的洪水，三峡工程配合荆江分洪等分蓄洪工

程的运用，也可避免下游江汉平原发生毁灭性

灾害。

蓄水成功带来丰厚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对于水轮发电机来说， 水位落差越大，其

发电能力越强。 只有在 175 米水位，三峡左右

岸安装的 26 台 70 万千瓦巨型机组才能在高

水头下达到其设计能力。 这些机组满负荷运

转，年均发电量将达 847 亿千瓦时，比水位在

156 米时增加 100 多亿千瓦时，相当于 6 个半

葛洲坝电站。

从生态角度看，水电是清洁的能源，如果

以三峡电站替代燃煤电厂，相当于 7 座 260 万

千瓦的火电站，每年可减少燃煤 5000 万吨，少

排放二氧化碳约 １ 亿吨……间接产生的经济

效益同样不可估量。

三峡蓄水 175 米后，宜昌至重庆 660 公里

的航道可直达万吨级船队， 航运成本将降低

1/3 以上。 长江航道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

水道”。

与此同时，三峡蓄水至 175 米库容近 400

亿立方米，使我国拥有了一个巨大的水资源储

备库。三峡工程的生态补水抗旱功能可以得到

更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300 多平方公里

消落带值得关注

消落带又称消落区，是水库特有的一种现

象，是指水库季节性水位涨落使库区被淹没土

地周期性出露于水面的区域。 分为崖岸、陡坡

岸、滩坡岸、台(阶)� 岸。 崖岸一般是指坡度 >�

75°的消落带；陡坡岸一般指坡度 25°-75°

的消落带；滩坡岸一般指坡度在 15°-25°的

消落带； 台 (阶)�岸一般指坡度 <15°的消落

带。

三峡工程冬季蓄水发电水位为 175 米，

夏季防洪水位降至 145 米，其间 30 米水位落

差暴露出的土地就是消落带。据统计，三峡库

区消落带面积达 300 多平方公里， 分布在湖

北省、重庆市所有库区区县。 从最高蓄水 175

米到汛前库区水位回落到 145 米， 这样就产

生了一个高达 30 米的消落带。 枢纽主体建

筑、枢纽发电机组、船闸闸门等各项设备，泥

沙、 库区地质和岸坡稳定等多方面都将面临

新的考验。

枢纽工程首当其冲。 自 2003 年蓄水发电

以来，大坝、发电机组等枢纽工程一直在低水

位状态下运行，保持了安全平稳的运行。 但在

高水位下，大坝的荷载、变形、基础渗流情况，

以及发电机组的运行等，仍需长期监测、得到

检验和证实。

对于已投入运行的 26 台巨型水轮发电机

组来说，175 米高水位下，发电机组蜗壳、压力

钢管、转轮、顶盖等元件受压增大。 同时，水推

力也相应增大，从而使推力轴承负荷增加。 这

些因素都会造成机组发热量和振动增大，考验

机组运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

师郑守仁说：“由于消落带地质情况复杂，要反

复观察库区水位升降之间，对消落带造成的影

响和地质变化情况。 ”他预计要通过 3至 5年，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摸清其变化的规律，找到有

效保护消落带的措施。

未出现大的旱情地质灾害

满足中国 1/20 电力需求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这项“中国自长城

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建筑”， 取代了巴西伊泰普

水电站成为世界最大的发电和防洪综合工程。

它的年均发电量为 847 亿千瓦时，而美国胡佛

大坝(美国最著名的大坝，被评为美国现代土

木工程七大奇迹之一) 的年发电量仅为 40 亿

千瓦时。 三峡水电站发的电相当于 18 个核电

站，可以满足中国庞大用电需求量的 1/20。 此

外， 它还可以方便 3000 吨的海轮深入中国西

部。要知道，海轮延伸到哪里，哪里就会繁荣起

来。

据了解，蓄水期间，长江中下游没有出现

大的旱情和沿江、滨湖城乡供水困难，湘江、赣

江等主要河流来水和水库蓄水情况也好于去

年。

同时，国土资源部组织了有关专家在三峡

工程 175 米试验性蓄水期间，对库区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进行了检查和现场巡查，认为 175 米

试验性蓄水期间地质灾害基本平稳。

据透露，湖北、重庆为三峡工程做出了巨

大贡献，在三峡新增的电力中，将优先分配给

湖北和重庆。

10 月 26

日 9 时，三峡

工程在走过

18 年的建设

历程后，终于

首次达到设

计 的 175 米

蓄水位，标志

着这一世界

最大水利枢

纽工程的防

洪、 发电、通

航、供水等各

项功能都可

达到设计要

求，开始步入

全面收获期。

世界第一大水电站：三峡水电站

三峡工程是中国，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

利枢纽工程， 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

干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总

装机容量 1820万千瓦。 电站采用坝后式布置

方案，设计安装 26 台 70 万千瓦发电机组，其

中，左岸电站 14台、右岸电站 12台。

三峡工程正常蓄水至 175 米时， 三峡大

坝前形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库淹没区，从

而形成库容为 393 亿立方米的河道型水库，

可调节防洪库容达 221.5 亿立方米，能有效地

拦截宜昌以上来的洪水，大大削减洪峰流量，

使荆江地区的防洪标准由目前的 10 年一遇

提高到 100 年一遇， 并增加武汉市防洪调度

的灵活性。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伊泰普水电站

伊泰普大坝建在流经巴西和巴拉圭两国

之间的巴拉那河上，全长 7744 米，高 196 米。

自上世纪 70 年代两次电力能源危机后，巴西

政府决定同巴拉圭政府联合建造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水电站。 大坝于 1975 年 10 月开始建

造，直到 1982 年才竣工，共耗资 200 亿美元。

大坝坝后的水库沿河延伸达 161 千米， 形成

深 250米、面积达 1350平方公里、总蓄水量为

290亿立方米的人工湖。自 1990年改进以后，

伊泰普水电站 18 台水轮机组发电量高达

1260万千瓦。

伊泰普水电站生产的电能由巴西与巴拉

圭两国分享， 它不仅能满足巴拉圭全部用电

需求， 而且能供应巴西全国 30%以上的用电

量。 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等主

要工业区 38%的电力来自伊泰普水电站。

世界第三大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

溪洛渡水电站是我国仅次于三峡工程的

又一世界级巨型水电站， 前期准备工程于

2003 年 8 月动工，主体工程于 2005 年正式开

工建设，2015 年竣工投产。 是一座以发电为

主，兼有拦沙、防洪和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综

合效益的水电工程， 是金沙江上即将升起的

一颗璀璨的明珠。 大坝采用混凝土双曲拱坝，

坝高 276米，系世界最高大坝。 工程静态投资

459.28亿元，动态投资 792.4亿元，18 台 70 万

千瓦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260 万千瓦，年平

均发电量 571.2亿千瓦时。

电站总库容 115.7亿立方米， 建成后能拦

截三峡库区泥沙入库量的 62.4%， 从而有效减

少三峡库区的泥沙淤积。 溪洛渡水库防洪库容

为 43亿立方米，如果与三峡水库联合调洪，可

有效提高下游沿江城市的防洪标准。

溪洛渡水电站既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重大举措， 同时又缓解我国经济高速

发展中日益突出的电力紧张问题， 对有效改

善国家电源结构，促进东、中、西部优势互补、

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全球现有（在建）超大水电站前三甲中国占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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