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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乌东德水电站8号机组

在顺利完成近40项既定试验和72小时

试运行后，正式投产发电。这是继6月

29日首批6号、7号机组投产发电后，

投产发电的第三台机组。2021年7月

全部建成投产后，乌东德水电站将凭

借10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成为世界

第7、中国第4大水电站。

“黑科技”造大坝，创多项纪录
从宜昌开始沿长江溯流而上，依

次分布着三峡、向家坝、溪洛渡、白

鹤滩、乌东德这些水电“巨无霸”。

乌东德水电站位于云省禄劝县和四川

省会东县交界的金沙江干热河谷，由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三

峡集团）负责开发和运营。

据专家介绍，乌东德坝区地处川

滇菱形构造带，地质条件恶劣：两岸

边坡高约1000米、接近90度的岩壁直

插江底、坝址区地震基本烈度高达7

级……在媒体的报道中，大坝像是一

弯月牙，也像雄鹰展开的两翼，与金

沙江V型的干热河谷和两岸峭壁融为

一体。

在专业人士眼中，乌东德大坝坝

体属于混凝土双曲拱结构设计，因结

构、受力情况复杂，被认为是水电工

程界的“难度之王”。即使在这样的

条件下，大坝建设者也成功破解了两

岸高达千米级的超高陡边坡稳定问

题，先后创造了世界最薄300米级特

高拱坝等7项“世界第一”，打造了

“体型纤细却身强力壮”型大坝：坝

高270米、底厚51米、坝顶上游面弧

长326.95米、厚高比仅为0.19。

在施工方面，乌东德水电站创下

全坝采用低热水泥混凝土等12项“全

球首次”，攻克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

裂、800兆帕高强钢焊接等世界级难

题。由于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气候条

件复杂：大风频发、日照强烈、蒸发

量大、昼夜温差悬殊，如何打造“无

缝大坝”就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据乌东德工程建设部专家介绍，乌东

德全坝使用低热水泥是世界水坝建造

史上的一个创举。低热水泥就像大坝

的“退烧药”，能显著降低混凝土温

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工建设并建成投产的首个千万千瓦级

巨型水电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是“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对于

带动电力工业技术进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乌东德 ：这个电站不简单
文/韩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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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力，有效防止温度裂缝产生。在

坝体之外，两岸山体的裂缝也被纳入

关注范围，施工人员为了保证水库安

全，也将水泥浆灌入山体裂隙，使岩

石缝隙、大坝和山体之间“浑然一

体”。

在大坝建设过程中，多项“黑科

技”得到深度应用，取得了众多成

果，不仅让大坝“聪明”起来，而

且让施工就像“自动洗衣机一样简

单”。

据了解，目前，乌东德水电站已

成功蓄水至945米高程。来自三峡集团

的各项监测数据表明，大坝当前各方

面性能状态均优于预期和设计标准。

投产机组之最，获综合效益
乌东德水电站在装备制造、发电

能力、综合效益等方面的成果，同样

值得称道。

在水电装备方面，目前投产的85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是世界上已投产

的最大水轮发电机组，这标志着中国成

为世界水电技术的排头兵。值得关注
2020年6月29日，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
产发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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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尽管乌东德水电站发电机组的

标牌是85万千瓦，但实际上都是按照

百万千瓦机组技术标准、规范要求进行

设计制造，其尺寸、重量、技术升级均

达到百万千瓦级机组规定的要求。

据长江设计院机电院百万千瓦机

组项目负责人陈波介绍，乌东德水电

站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就进行了

三种装机方案的综合比选，包括14台

70万千瓦机组、12台85万千瓦机组、

10台百万千瓦机组。三种装机方案在

技术上均可行，考虑到乌东德水电站

将按左右岸2个电站布置，左右岸电站

尾水系统均采用2机1洞水力单元布置

形式，最终选定12台85万千瓦机组方

案，在后续的设计推荐、国家立项审

批环节均采用了此方案。

在发电能力方面，按照年平均发

电量389.1亿千瓦时计算，约相当于北

京2018年用电量的34%、广州2019年

用电量的40%。乌东德水电站生产的

绿色电能，每年将节约标准煤1220万

吨，分别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

放3050万吨和10.4万吨，相当于种植

8.5万公顷的阔叶林。

除发电外，乌东德水电站还具有

防洪、航运等综合效益。

6月23日，水利部批复《2020年

长江流域水利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

划》，乌东德水电站正式纳入2020年

度长江流域联合调度范围。据了解，

乌东德水电站预留防洪库容24.4亿立

方米，相当于170多个西湖的容量。

汛期到来时，乌东德水库拦蓄金沙江

洪水，可减少进入三峡水库的水量，

配合三峡水库，可进一步提高荆江河

段防洪标准，削减长江中下游成灾洪

量；同时，可配合金沙江下游白鹤

滩、溪洛渡、向家坝水库，将进一步

提高川江河段宜宾、泸州、重庆等区

域的防洪能力。

在航运方面，乌东德水库正常蓄

水位为975米，届时将形成长约200千

米的回水区域，其中常年回水区153千

米，可淹没各类碍航滩险约50处，将

为发展库区航运创造条件，助力库区

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对于乌东德水电消纳，各方也都

非常关注。在日前下发的《国家能源

局综合司关于白鹤滩电站消纳有关意

见的复函》中，主管部门明确答复：

“为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兼顾各方

诉求，乌东德、白鹤滩电站枯水期在

云南、四川各留存100亿千瓦时电量，

其中云南留存电量包括乌东德水电站

60亿千瓦时及通过置换方式留存的白

鹤滩电站40亿千瓦时，其余电量按原

规划方案外送东部地区消纳。”

在交易方式上，据了解，2020年

乌东德水电站商运电量全部参与跨省

区市场化交易，云南、广东分电比例

按国家文件执行，交易价格通过市场

化方式形成。2021年及以后，按“协

议+市场”模式将乌东德水电站纳入

“十四五”政府间框架协议。“协

议”电量采取“保量保价”和“保量

竞价”相结合形式，并逐步提高“保

量竞价”比例；“市场”电量通过市

场化交易机制组织，不限制具体规

模，根据供需和来水情况开展。

建设能源走廊，重绿色清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

于乌东德水电站所在的这片金沙江流

域而言，保护和开发同等重要。

三峡集团董事长雷鸣山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

乌东德水电站大事记

20世纪50年代 2002年

开始前期勘探

工作。

开发权明确归属

三峡集团，三峡

集团组织开展预

可行性勘测设计

工作。

尽管乌东德水电站发电机组

的标牌是85万千瓦，但实际

上都是按照百万千瓦机组技

术标准、规范要求进行设计

制造，其尺寸、重量、技术

升级均达到百万千瓦级机组

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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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乌东德水电站将与下游的

超级水电工程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

水电站一同构筑起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

廊，带动相关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实际上，以水电站为主体的多能

互补模式已经成为业界趋势。

这一模式的核心理念就是将不稳

定的风电、光伏发电输送到水电站，

通过水轮机组快速调节之后形成统一

的电源并网，最终让新能源发电成为

平滑稳定的电源，响应电力系统调控

的要求。

国 家 电 投 黄 河 上 游 水 电 开 发 有

限责任公司已经做出表率。2015年

6月，该公司装机85万千瓦的龙羊峡

水光互补光伏电站就实现了全部并网

发电。据公开报道，通过水光互补，

龙羊峡水电站的调峰调频性能提高约

30%，送出线路年利用小时由原来设

计的4621小时提高到5019小时，极大

地提高了经济效益。水光互补的社会

效益同样可观。数据显示，龙羊峡水

示我们在金沙江水电资源开发过程中，

要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我们在大坝建设过程中要做到保质保量

地完成环境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各项生态

环保任务，真正实现大坝建成之时，也

是美丽的乌东德建成之时。”

据他介绍，在乌东德水电站开发

建设过程中，三峡集团非常注重生态

保护，“整个工程概算约为1000亿

元，用于生态环保的比例为5%左右，

达到50亿元，包括对珍稀鱼类、支流

等等的保护，我们尽可能地把生态环

保和水电开发有机结合起来”。

新形势下水电行业更需要关注如

何通过开发水电，助力区域经济实现

可持续发展，促进电力工业发展。

“ 除 了 水 电 资 源 之 外 ， （ 金 沙

江）干热河谷还有很丰富的风光资源，

我们想把它打造成将水电、风电、光

伏、储能有机结合的风光水储清洁能源

走廊，使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个

坚强的产业支撑。”雷鸣山表示。

光互补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近15亿千瓦

时，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8.356万吨，

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48.09万吨、二氧

化硫1560.26吨、氮氧化合物1358.34

吨。

如今，在水电开发领域，水光互

补模式正在得到业界的认可，后来者

不断涌现。4月3日，贵州华电洪家渡

水光互补织金3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举

行了投资框架协议签约仪式。7月初，

大唐岩滩水电发布广西桂冠岩滩101兆

瓦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施

工监理招标公告。近日，国家能源局

综合司公布的2020年光伏发电项目国

家补贴竞价结果显示，贵州黔源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光照30万千瓦、

马马崖30万千瓦、董箐15万千瓦水光

互补农业光伏电站项目竞配成功，补

贴竞价申报上网电价均在0.40元/千瓦

时以上，项目计划2020年12月投产发

电，建成后将形成流域梯级水光互补

可再生能源基地。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大坝全线浇筑

到顶。

首批机组投产

发电。
全部机组投产

发电。

预可行性研究报

告通过审查。国

家发展改革委同

意开展电站建设

前期工作。

核准开工，将再

造一座金沙江上

的“三峡”。

地 下 电 站 机 组 重 达

2100吨的首台转子吊

装成功，机组安装全面

步入总装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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