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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罗闸河一级水电站建设要点
赵晓溪

!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北京0#"""$"$

!摘0要"0为加快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云南省临沧市云县电力供需矛盾"促进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开发建设

了罗闸河一级水电站% 本文结合罗闸河一级水电站建设过程"总结建设要点"希望对类似水电站建设有一定参考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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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加快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当地社会和经济

发展"推进1云电外送2战略目标的实施"急需发展有

调节性能的水电站"以提高电网电能质量和电网运行

安全$ 以就地使用*就地电力电量平衡*实现多能互补

的原则"并与大电网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结合云南省

临沧市云县小水电资源现状"开发建设罗闸河一级水

电站(#)

$ 电站开发方式为混合式"开发任务主要为水

力发电"无灌溉*防洪和航运要求$ 本文结合罗闸河一

级水电站建设过程"总结建设要点"为类似水电站建设

提供借鉴$

,%工程概况

云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全县主要河流共 2* 条"

总径流面积 22$.1$$UQ

!

"年末水量 #*.])*1$ 万 Q

2

"总

水能蕴藏量 .#1$* 万 Ua"可开发利用 !" 万 Ua$ 由于

云县小水电站多为引水式电站"上游均无水源调节能

力"发电量不稳定"水电生产经营受气候影响较大$ 急

需发展有调节性能的水电站"以提高电网电能质量和电

网运行安全性$ 以就地使用*就地电力电量平衡*实现

多能互补为原则"并与大电网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结合

云县小水电资源现状"规划建设罗闸河一级水电站$

罗闸河一级水电站位于澜沧江右岸一级支流罗闸

'(%'



河下游峡谷段"其坝址距太平关公路桥 ]1.UQ"距云县

县城 2)UQ$ !#. 国道贯穿整个工程区"交通便利$ 工

程区地理坐标!北纬 !.Y!]n2$rc!.Y2"n!)r"东经

#""Y#]n#)rc#""Y!.n2"r$ 罗闸河集水面积 2!2#UQ

!

"

干流河长 #]"1!UQ"流域行政区域涉及保山市*临沧市

的昌宁*风庆*云县和永德四个县$

$%建设要点

综合分析罗闸河一级水电站的建设过程"提炼主

要建设要点如下!

21#0详细的可行性分析

工程建设前期开展了详细的可行性分析"为确保

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首先明确建设罗闸河一

级水电站的重要意义为!有利于加快地方基础设施建

设"有利于促进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1云电

外送2战略目标的实施"建设十分必要#其次明确电站

的开发方式和主要任务!电站开发方式为混合式"开发

任务主要为水力发电"无灌溉*防洪和航运要求#第三

明确电站建设所具备的条件!水库不存在渗漏问题且

具有日调节性能"库岸稳定性较好"所选坝址具备修建

混凝土拱坝的地形和地质条件(!)

#第四明确工程等别

为
4

等"首部枢纽建筑物为 2 级"设计洪水标准为 +"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 年一遇"发电引水隧洞*

调压井*压力管道*厂房及升压站等为 . 级建筑物"设

计洪水标准为 +"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 年一

遇"移民洪水标准为 !" 年一遇"征地洪水标准为 + 年

一遇#第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消除和减轻电站建设带

来的不利影响#第六明确电站从国家整体角度评价是

经济合理的"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21!0合理布置工程建筑物布局

罗闸河一级水电站工程以发电为单一任务"主要

建筑物包括拦河坝*引水建筑物和发电厂房等"其中混

凝土拱坝最大坝高 +]1"Q"总库容 #2]) 万 Q

2

"电站装

机容量 2"fa$ 结合相关标准和规范"电站工程等别

为
4

等"永久性主要建筑物如大坝*泄洪排沙建筑物等

为 2 级建筑物"发电引水隧洞*调压井*压力管道*厂房

及升压站等为 . 级建筑物"施工导流等为 + 级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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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布置工程建筑物布

局$ 坝址位于罗闸河下游峡谷河段"坝型为9!"a* 混

凝土抛物线型双曲拱坝$ 水库泄洪采用坝顶表孔结合

冲砂泄洪底孔泄洪"挑流消能"设弧形闸门控制"工作

闸门采用弧形钢闸门"并设一道平板检修闸门$ 发电

引水进水口位于大坝上游约 2"Q左岸"塔墙式结构"调

压井设在厂后山坡"为水室式结构$ 厂址位于距坝址

约 *+"Q的左岸"设计尾水位 ]$#1""Q$ 发电厂由主厂

房*副厂房*升压站等组成$

2120合理确定水力机械*电工*金属结构和消防

等设备设施

00结合电站装机容量等参数"进行多方案经济比较"

筛选确定水力机械"选择立轴混流式机组"型号为

<L:++#EPLdP!+"" 额 定 转 速 !""GXQ85" 额 定 功 率

#+1+.fa"额定流量 .)1+*Q

2

XC"配 %(Pd#+P2"X++"" 型

发电机组$

根据梯级电站的装机总规模"电站送出确定采用

##"U^电压等级"发电机电压侧为扩大单元接线方式"升

高电压侧%##"U &̂为单母线接线方式"!回 ##"U^出线$

结合电站主要建筑物"合理布设金属结构"主要包

括泄水建筑物金属结构*引水建筑物金属结构和发电

厂建筑物金属结构等三部分组成$ 共计闸门门槽和拦

污栅埋件 #! 孔"闸门 ] 扇"拦污栅 ! 扇"各种类型启闭

机 ## 台$

各建筑物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或混凝土框架实体

砖充填墙"建筑物主体耐火等级为二级$ 楼板承重构

件为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隔墙*承重墙为砖砌件"耐

火等级也为二级$ 根据+防火规范,的要求"对整个发

电厂厂区进行消防总体设计"以达到有效预防和减少

火灾危害的要求$

21.0详细全面开展施工组织设计

在详细分析电站现场施工条件%对外交通*建筑材

料*施工用电*施工用水&的基础上"开展详细的施工组

织设计$

21.1#0施工导流

选用非汛期 #" 年一遇为挡水设计洪水标准"选定

枯期 #! 月至次年 + 月为围堰挡水时段"施工期坝体度

汛设计洪水标准为汛期 !" 年一遇$ 根据枢纽布置*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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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及地质条件等情况"工程拦河坝采用枯水期1一次断

流"导流隧洞导流2方式"即非汛期天然来水从导流洞

过水#汛期坝体挡水"天然来水从导流隧洞*坝体导流

底孔和冲砂孔联合过水度汛"坝体继续施工直至完成$

导流隧洞采用城门洞型"上下游围堰均采用土石混合

结构$ 根据施工总进度计划"截流安排在第一年 #! 月

初进行"拟采用立堵截流方式$ 导流底孔全孔堵死"采

用钢筋混凝土闸门下闸封堵$

21.1!0主体工程施工

01拦河坝工程!坝基开挖自上而下分层进行"先

开挖两岸坝肩的土石方"并在围堰施工前基本完成两

岸水上部分的土石方开挖"待围堰截流后"再开挖河床

基础土石方$ 坝体混凝土浇筑采用 ! 台 #+D固定式缆

机吊运入仓的施工方法$

91发电引水系统!隧洞施工共有 ! 个工作面$ 洞

挖石方采用手风钻造孔*光面爆破"全断面掘进$ 隧洞

混凝土衬砌施工采用全断面一次浇筑成型的方法"由

内向外进行施工"最后封堵施工支洞$ 调压井施工采

用先开挖导井"而后自上而下扩挖的施工方式$ 混凝

土施工采用滑模施工$ 压力管道由上平洞段*斜洞段*

下平洞段组成$ 钢管安装采用卷扬机牵引"由里而外

逐节安装$ 混凝土衬砌应与内衬钢管同步施工$

;1发电厂区土方采用挖掘机挖*自卸汽车运送弃

土$ 石方开挖采用风钻钻孔"炸药爆破"推土机集料"

挖掘机装*自卸汽车运送至弃渣场$

?1其他方面!混凝土由厂区拌和站供应$ 电动桥

式起重机由 a\P!"" 型履带式起重机起吊安装"水轮

发电机组由厂内安装好的电动桥式起重机就位安装$

其他机电设备按常规方法安装$ 闸门等均可在钢结构

加工厂内制作"由平板汽车运至现场"通过履带式起重

机或人字扒杆起吊安装就位$

21.120主要工程量和材料

工程土方开挖.1*+万Q

2

"石方开挖##1".万Q

2

"土

石方回填 .1"+万Q

2

"洞挖石方 $1"! 万Q

2

"混凝土及钢

筋混凝土 ##1"$万Q

2

"固结*帷幕灌浆 #1!. 万Q

2

"回填

灌浆 "1!+万Q

2

"接触灌浆 "1!*万Q

2

"封拱灌浆 "12] 万

Q

2

$ 主要建筑材料用量!水泥 22"""D"钢筋 #.""D$

21.1.0总工期&劳动力和施工强度

工程施工分四期"即筹建期*准备期*主体工程施工

期和完工期$ 筹建期主要完成三通一平工作及招标投

标工作"计划 ) 个月完成#准备期 ) 个月"占直线工期 #

个月"主要完成施工导流*生活福利和辅助企业的施工"

碎石加工系统*混凝土拌和系统及缆机安装工程相继开

工"于主体工程混凝土开工之前建成投入使用#主体工

程施工期 !2个月#完工期 #个月$ 施工总工期 !$个月$

工程施工高峰强度!土石方开挖 !1)2 万 Q

2

X月"

石方洞挖 #1#" 万Q

2

X月"混凝土浇筑 #1!) 万Q

2

X月$

估计高峰日劳动力人数为 $+" 人"平均人数 +)"

人"施工总工日数约为 2* 万工$

21+0严格进行环保*水土保持设计

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开展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和

水土保持设计$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电站建设用地无

矿山及其他重要矿产登记开发利用情况"电站为短隧

洞引水式开发"引水段内无当地居民"也无工业用水要

求"河段内无国家和云南省保护鱼类*特有鱼类"也没

有洄游性鱼类"电站修建对该区鱼类资源造成的影响

很小$ 工程对当地动植物资源*河流水质等环境因子

影响很小"总体而言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工程对环

境的不利影响主要集中在淹没和施工两个方面"经采

取措施后"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不大$

为解决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提出了

弃渣场挡土墙*排水工程"施工场地植被恢复措施"施

工道路护路林营造等具体措施$

*%结%语

罗闸河一级水电站在建设过程中详细开展可行性

分析"合理布置工程建筑物布局"合理确定水力机械*

电工*金属结构和消防设备设施"详细全面开展施工组

织设计"严格进行环保*水土保持设计及采取相应的措

施"确保整个建设过程顺利进行"为类似水电站建设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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