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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开发是否会严重地破坏
生态？此问题一直在国际社会上
有所争论。然而，世界各国的发
展现实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很
多 水 电 开 发 程 度 高 的 国 家 和 地
区，不仅经济发达，而且生态环
境也好。

这种现象在国内也非常明显。
例如，浙江的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以
及所形成的千岛湖，不仅成为当地
重要的生态屏障，有力地促进了社
会、经济发展，还成为华东地区重
要的水资源战略储备。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集中
有限的财力，通过开发黄河上的
一些梯级水电站，治理了水患灾
害频繁的黄河。特别是进入 21 世
纪后，黄河既没有出现过洪水灾
害，也没有再发生过断流，这些
水电站有效地保障了黄河流域的
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

水电开发的生态功能，除了
水库大坝对水资源的调控外，还
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用水力
替代燃煤发电，减少碳排放。目
前，水电是全球替代化石能源发
电的第一主力，其减排量大约为
全球风、光发电之和的两倍。三
峡水电站 2020 年的发电量突破
1118 亿千瓦时，当之无愧地成为
节能减排功臣。

当然，事物没有绝对的好坏。水电开发如果
不够科学合理，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社会和
生态问题，如大量淹没土地造成人口迁移、阻断
河道影响鱼类洄游等。水电开发需要在河道上建
筑拦河大坝，这必然会影响甚至阻断鱼类洄
游。因此，世界各国在进行科学的水电开发
时，都会采取鱼梯、鱼道以及人工养殖等多种
科技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建造葛洲坝水电站时，就曾花巨资建立了
专门的科研机构，对中国一类保护鱼类中华鲟
进行人工养殖增殖研究。

进入 21 世纪，中国水电开发更是必须把
“不利的生态影响变成有利的生态修复”放到工
程建设的首位。在鱼类保护上，除修建鱼梯、
鱼道、扶助过坝、分层取水、生态调度等多种
技术措施之外，各个梯级流域的重要水电站几
乎都建有当地珍稀鱼类养殖增殖基地。不少在
自然水域已经发生功能性灭绝的珍稀鱼类，都
能在水电开发的养殖增殖成功后获得种群的有
效恢复，如金沙江中的胭脂鱼和达氏鲟等。

进入新时期，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抓
手的水电开发成为各个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
基调。“建成一座电站、保护一片环境、造福一方
百姓”，正成为中国水电科学开发的重要发展理
念。科学的水电开发不仅让山变得更青，水变得
更绿，生态环境变得更好，而且，还将为中国早日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
供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作者系中国水力发电
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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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开发 生态优先
本报记者 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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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岭间的水电站，将磅礴水势转

换成源源不断的电能，输送到千

家万户。

中国水电技术成熟，是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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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供水、供电、航运、灌溉等

综合功能，还对修复和改善生态

作用巨大：新安江水电站变出了

“千岛湖”，二滩水电站使植被稀

疏的干热河谷变成国家级森林公

园，黄河源水电站使黄河源沙漠

变绿洲……新时代，中国水电开

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宗

旨，协调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从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

态环境保护。

防洪减灾显神威

中国水电资源丰富，至 2019年底，全国水电总
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水电站、最高的碾压混凝土坝和双曲拱坝都
在中国。然而，水电能提供优质电力，但对其防洪抗
旱、清洁环境等生态作用，人们却所知甚少。

每到夏季，多地防汛任务艰巨，这时，包括
水电站在内的水利枢纽开始显“神威”：过洪河
道、流域水库和蓄滞洪区有序拦洪错峰、进洪蓄
洪、调节水量，及时缓解上游来水，同时为下游
实施拦洪错峰调度提供有力保障。

2020年7月，为全力支持长江中下游抗洪，三
峡集团长江干流4座梯级电站——溪洛渡电站、向
家坝电站、三峡电站、葛洲坝电站持续减少下泄
流量。据统计，2020 年入汛以来，三峡水库成功
应对多场洪水，总拦蓄水量相当于“兜”住了3.3
个太湖水量。

不仅拦洪，还要泄洪。2020年7月8日，中国
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大
型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建成运营 61 年
来，首次开启9孔泄洪道增大下泄流量，缓解了浙
江、安徽等省区防汛压力。

持续的水库工程建设使诸多水系抗旱能力提
升。2019年，湄公河遭受严重旱灾，澜沧江上游电站
水库不仅将来水全部放掉，而且动用水库的蓄水向
下游补水，为缓解湄公河下游干旱作出贡献。

水电作为目前可开发程度最高、技术相对成
熟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为国家节能减排作出了贡
献。金沙江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基地，2020年8月，
在金沙江下游，乌东德水电站通过第三阶段蓄水
至965米验收。据介绍，该电站将为粤港澳大湾区
提供绿色能源保障，每年可替代标煤消耗 1220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 3050 万吨、二氧化硫 10.4 万吨
的排放。

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遍布边远山区里的小
水电，正在用“以电代燃”的方式改变着亿万农
民的生活。“以前我们祖祖辈辈都靠上山砍柴来烧
火做饭，现在用上小水电，方便清洁又便宜。”在
湖南省衡东县高湖镇兴旺村，一户村民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他家里电冰箱、电视机等电器都能用
上了。在四川省凉山州，水电与风、光发电良好
互补，当地所发电量除了满足自用外，还能向东
部地区送电。

水电还有助于缓解火电的碳排放。在中国水
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看来，水电的资
源禀赋和快速发展可成为中国实现 2030年减排承
诺以及巴黎协定的最基本保障。他说：“推进水电
与新能源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通过风、光、水
能互补开发技术，将现有的水电基地建设成风光
水电力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推动我国走向清洁
能源的新时代。”

生态优化开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环境的
要求日益提高，水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受到更
深入、广泛的关注。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一
种观点：水电工程破坏河流的自然走向，带来
一系列生态问题，比如河段减脱水、鱼类保
护、水土保持等。

对此，专家认为，开发水电与生态保护并
不矛盾。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表示，要客观
看待水电工程利弊，在人类能源转型历程中，
应从全球角度、全生态视野谋划，以系统思维
考量，持续推进水电及其他能源协调健康成长。

在水电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越
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表
示：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开发水电。“十二五”
规划进一步提出：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发
展水电。在此期间，中国制定了水电环境保护
的政策文件，形成了水电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程
序和要求，初步构建了水电环境保护技术标
准，明确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建立起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长期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

2012年6月，环境保护部提出了以“生态优
先、统筹考虑、适度开发、确保底线”的水电
开发指导思想。对于“生态优先”的内涵，水
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有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解
释说，一是开发理念上要做到生态保护优先，
由“生态让位开发”向“生态优化开发”转
变；二是环境管理上要做到规划环评优先，以
规划环评为龙头，把好流域水电开发生态保护
的关口；三是建设运营上要做到生态措施优
先，可上可不上的生态措施坚决要上，可避让
可不避让的生态敏感区坚决要避让，可投可不
投的生态资金坚决要投。

2012 年以来，国家层面相继完成了金沙江
上 游 、 澜 沧 江 上 游 、 黄 河 上 游 河 段 等 河 流

（段） 的水电开发规划环评，在坚持生态优先的
前提下，从流域层面对梯级布局、开发时序、
装机规模、开发方式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
统筹优化和协调。

以黄河上游湖口至尔多段水电规划为例，
为了避让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环境
敏感区，通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取消了 10级
水电规划中的6级，保护天然河段976公里，占
规划河段 1256 公里的 78%；优化了开发时序，
推荐近期实施工程 1 级，河段长度 80 公里，占
规划河段总长的6%。

同时，还提出将干流部分河段和支流黑
河、白河等划定为鱼类保护的天然河段，禁止
开发，黄河源等水电站应补充建设过鱼设施，
恢复河流连通性的要求，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水
电开发对区域环境的不利影响。

环保投入升级

一项项生态保护措施在国家水电能
源基地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红水
河、黄河、乌江的开发规划中被严格落
实：在工程设计规划中，设计了完整的
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在工程运行中，
强化生态保护措施适应性管理，实施生
态调度。各地在水电开发中越来越不吝
啬地掏出环保“银子”。据不完全统计，
2001—2018 年批复的水电项目，累计环
境保护投资约300亿元；近年大多数水电
工程环保投资占总投资3%以上。

青海省尖扎县与化隆县的交界处，
黄河上游规划的第三座大型电站——黄
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李家峡水电站巍然
屹立。电站从建设初期就制定有效的环
境保护措施。据报道，通过低层取水发
电，保障出库水温常年维持低温水状
态，为小型鳅科鱼类繁殖提供了重要的
水温环境；水电站蓄水后，位于龙羊峡
下游、李家峡回水的贵德湿地面积明显
增加；通过发挥库区的拦沙作用，减少
大量水土流失量。从 2000年至 2019年期
间，李家峡水电站生产“清洁黄河电”
1084.91亿千瓦时。

各电站根据工程特点和环境影响特
征，通过采取分层取水、鱼类栖息地保
护、增殖放流、过鱼措施、人工鱼巢等
多种保护措施，减缓水电开发对鱼类资
源及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

2020年9月24日，松花江畔，110万
尾珍贵鱼苗被放入江中，当天，由中国
电建承建的国内首个严寒地区仿生态鱼
道——永庆鱼道投入运行。国家电网丰
满水电站是我国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自
1942 年原丰满大坝蓄水后，松花湖内鱼
类洄游通道从此被切断，此次鱼道运行
标志着中断近 80 年的松花江鱼类洄游通
道再次畅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已有近50多
座水电站实施了鱼类增殖放流措施，开展
了保护对象鱼类人工繁殖技术研究，实现
了中华鲟、长江鲟、四川裂腹鱼、岩原鲤、
长薄鳅等珍稀、保护和土著鱼类的繁殖技
术突破。以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珍稀特
有鱼类增殖放流站为例，2008 年 7月底建
成并投入运行，到 2020 年共开展 26 次增
殖放流活动，累计放流珍稀特有鱼类201.3
万尾；中华鲟研究所从1984年实施增殖放
流，到 2020 年 4 月，共实施了 62 次中华鲟
放流，累计放流503万尾。

由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四川
通江县高明湖公园。 程 聪摄 （人民图片）

在湖北省宜昌市拍摄的长江三峡水利水电枢纽
工程。 王 罡摄 （人民图片）

在湖北省宜昌市拍摄的长江三峡水利水电枢纽
工程。 王 罡摄 （人民图片）

浙江安吉长龙山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定子吊
装到位。 潘学康摄 （人民图片）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红林乡新坪村，电力工人进行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附件安装。 史开心摄 （人民视觉）

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人员在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的山区
加紧建设输变电工程。 郑贤列摄 （人民图片）

纳子峡鱼类增殖站组织的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资料图片纳子峡鱼类增殖站组织的鱼类增殖放流活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