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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开都河小山口三级水电站建设
与管理模式浅析

赵晓溪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北京"!'''%'$

!摘"要""为改善电力系统供电紧张和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建设小山口三级水电站& 小

山口三级水电站为渠道引水式电站"工程规模为小!!$型"工程等别为
+

等& 本文结合小山口三级水电站建设和管

理过程"总结经验"为小型水电站建设和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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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改善电力系统供电紧张"促进当地电网建设和

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虑距负荷中心距离'开发条件等

因素"建设小山口三级水电站"与小山口二级水电站共

同承接小山口电站的尾水发电*![#+

&

小山口三级水电站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

的开都河下游和静县境内"距已建的大山口水电站下游

约 ##$%BI& 水电站以上集水面积 !R#%'BI

#

"河源至坝

址处的河道长约 N##BI"河道平均比降约 J$Kr& 水电

站为无压引水式电站"利用小山口二级电站尾水发电"

发电为其唯一的效益"电站装机容量 ( U!&$JXa& 枢纽

主要建筑物有引水闸'节制闸'引水渠道'前池'溢流堰

及泄水道'排冰道'压力管道'厂房'尾水渠等&

本文结合小山口三级水电站建设和管理过程"总

结经验"为小型水电站建设和管理提供借鉴&

+%建设模式

小山口三级水电站由新疆新华水利水电投资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建设"主要建设要点总结如下&

($'(



#$!"详细的水文地质勘查分析

工程建设前开展了详细的水文地质勘查"摸清了当

地气象'径流'设计洪水'施工洪水'泥沙'区域地质构造

与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引水路线地质条件'建筑物场地

地质条件等情况"为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确定合理的工程建设规模

小山口三级水电站主要开发任务是发电& 在工程

建设前"确定合理的工程建设规模是确保工程正常发挥

效益的前提& 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和电力工业

特点"采用年平均增长率法'人均电量法'弹性系数法预

测电力需求量& 按照设计保证率 R'd进行径流调节及

水能计算"综合多方案经济比较"确定电站装机容量'装

机台数'额定水头和多年平均发电量& 根据相关标准和

规范"小山口三级水电站工程规模为小#!%型"工程等别

为
+

等&

#$("合理布置工程建筑物

根据相关标准和规范"小山口三级水电站工程等别

为
+

等"其中引水闸'二级电站尾水渠节制闸'引水渠道'

排冰闸'排冰道'溢流堰'溢流堰泄槽'前池'泄水建筑物

及电站厂房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N 级"次要建筑物为 J

级"临时建筑物为 J级&

综合考虑地形地貌'工程投资'占用耕地等多因素"

开展多方案综合经济比较"确定建筑物轴线"合理布置

工程建筑物布局& 其中引水闸直接从小山口二级尾水

渠引水"其纵向轴线与引水渠轴线重合"为平底板开敞

式& 节制闸位于引水闸右侧"其纵向轴线与小山口二级

尾水渠轴线夹角 &'W"正常情况下关门挡水运用& 引水

渠道为非自动调节渠道"渠道沿开都河左岸滩地和阶地

布置"并采取渠道防渗措施& 前池由前室'进水室两部

分组成"总长 !NJ$'I& 其中排冰闸布置在进水室二层"

采用液压翻版门排冰"溢流堰布置在前室右岸"并连接

泄水建筑物&

厂区建筑物由主厂房'副厂房'出线场及尾水建筑

组成& 主厂房垂直压力钢管布置"安装间布置在主厂

房的左侧"副厂房布置在主厂房上游侧"主变压器布置

在副厂房上游侧"出线场布置在主变压器上游侧"绝缘

油库布置在厂区西北角&

#$N"筛选确定机电及金属结构

结合电站装机容量'多年平均发电量'年利用小时

数等参数"进行多方案经济比较"水力机械选择 ( 台混

流式水轮机"并配备相应的辅助设备& 综合考虑运行

灵活'供电可靠'接线简单'自动化程度高'工程投资等

多方面因素"电气主接线方案如下!发电机[变压器组合

采用扩大单元接线和单元接线方式"!!'Bl侧接线采用

单母线接线方式& 结合电站主要建筑物"为满足引水'

退水和电站水流控制要求"合理布设金属结构"主要包

括钢闸门'铸铁闸门'拦污栅'启闭机等& 此外"结合季

节特点"合理布设采暖通风设施"保障发电机运行的环

境需求& 同时"按照确保重点'兼顾一般'便于管理'经

济实用的原则布置消防设施"对消防车道'防火间距和

安全出口均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进行布置&

#$J"完善施工组织设计

在详细分析电站现场施工条件的基础上"开展详

细的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立足于国内现有的

施工水平"同时还采用国内外先进的施工技术和施工

机械"以机械化作业为主& 在施工机械设备选型和配

套设计时"根据各单项工程的施工方案'施工强度和施

工难度"工程区地形和地质条件"以及设备本身能耗'

维修和运行等因素"择优选用电动'液压'柴油等能耗

低'生产效率高的机械设备&

#$&"环保'水土保持'节能降耗

详细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设计及节能降

耗措施等工作&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建设符合产

业政策"建设区域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

境敏感区域"工程建设没有重大环境制约因素& 工程

建设的不利影响通过环境保护措施得到有效减免"工

程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是可行的&

针对水土保持设 J 个防治区"分别为主体工程区'

砂砾料场区'弃渣场区'施工道路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

等"增设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针对节能降

耗"从设计理念'工程布置'设备选用'施工组织设计等

多个方面进行优化设计"选用了符合国家政策的先进

节能设备"取得了良好的节能降耗效益&

#$%"经济评价

工程建设前期"详细开展经济评价& 经国民经济

评价"电站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Nd"大于社会折现

率 Kd"说明该电站占用的投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超

过规定要求"国民经济评价指标优越"项目经济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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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F%管理模式

小山口三级水电站的管理模式主要分为工程建设

期管理模式和工程运行期管理模式"分别介绍如下&

($!"工程建设期管理模式

($!$!"项目法人负责制

小山口三级水电站实行严格的项目法人负责制"

新疆新华水利水电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法

人"承担建设的主体责任"对工程质量'工程进度'资金

管理和生产安全负总责& 项目法人主要职责是对建设

期内各个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进行严格把控&

($!$#"工程建设招投标制

小山口三级水电站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2实行严格的招投标制度& 项目法人严格按照

1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合同和招标文件示范文本2编制

招标文件"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择优选择建设监理单位

和各类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制造的承包方"招标工作由

项目法人或其委托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完

成"全部招标工作接受政府部门监督&

($!$("工程建设监理制

小山口三级水电站的建设采取建设监理制"确定建

设监理单位后"监理单位依据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

律'法规'规章和批准的项目建设文件'建设工程合同以

及建设监理合同"对工程建设实行管理"按照合同控制

工程投资'工期和质量"并协调建设各方关系&

($#"工程运行期管理模式

($#$!"健全管理体制

健全管理体制是确保工程良性运行的前提& 小山

口三级水电站由新疆新华水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面

负责运行管理"主管单位为新疆自治区水利厅"管理单

位定性为经营性管理单位& 按照相关规定以及精简运

行的原则进行机构设置"工程运行管理费用由发电收入

承担&

($#$#"加强建筑物的运行维护

加强工程运行期建筑物的运行维护"保证混凝土建

筑物表面日常清洁完好"如有脱落'剥落'机械损坏'裂

缝'磨蚀等现象"及时采取修补'补强或进行灌浆等措施

进行处理*([N+

& 定期对建筑物上的照明'通信'观测设备

等附属设施进行管理和维护"确保良性运行&

($#$("加强工程自动化监测

加强对引水闸'节制闸'前池'溢洪道'厂房及渠

道的监测"并设置自动化系统& 针对引水闸'节制

闸'前池主要进行底渗流监测'变形监测"针对溢洪

道进行底板扬压力监测'绕渗监测和变形监测"针对

厂房主要进行安全监测"针对渠道主要进行渗流监

测和变形监测&

($#$N"加强通信系统运行维护

小山口三级水电站通信系统包括电力系统通信'

梯级电站集控中心通信'电站生产调度管理通信等&

电力系统通信采用光纤通信方式"梯级电站集控中

心通信通道利用小山口三级水电站至小山口二级水

电站和哈尔莫墩的 _V]a光纤通道组织"电站生产

调度管理通信包括电站内生产调度通信和行政管理

通信"满足了小山口三级水电站生产调度和行政管

理通信的需要&

$%结%语

在小山口三级水电站建设过程中详细开展了水文

地质勘查'合理确定工程规模'合理布置工程建筑物布

局'筛选机电及金属结构'完善施工组织设计'进行环

保'水土保持和节能降耗分析及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

整个建设过程顺利进行$工程运行管理主要分为建设

期管理和运行期管理"健全管理体制采取严格的管理

措施"确保电站良性运行& 小山口三级水电站的建设

和管理模式为小型水电站建设和管理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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