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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示材料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公示内容
（2019 年度）

一、项目名称

长江三峡枢纽工程

二、提名者

水利部

三、提名意见

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早在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

就提出了开发三峡的设想。上世纪 50年代，毛泽东主席绘制了“高

峡出平湖”宏图。改革开放四十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三峡工程建设

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18年 4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峡

工程时指出，三峡工程是大国重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

标志。

三峡工程从构想、勘测、规划、论证、设计、施工到运行，经过

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三峡工程建设者遵照“功在当代、利及千秋”、

“千年大计、国运所系”的责任和使命，自主设计和建成了世界上最

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创造了 112项世界之最，拥有 934项发明专利，

编制了 135项《三峡工程质量标准》，获省部级特等奖 2项、一等奖

7项。在枢纽总体布置和枢纽工程、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国产化、工程

运行和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管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使

我国由水电大国变成了强国，成为我国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为我

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产生深远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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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4 月 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兴

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正式开工，2008年主体工程全面建

成，2015年通过竣工验收。已经历 10年 175m正常蓄水位运行，充

分发挥了防洪、发电、航运和水资源利用等巨大综合效益，为长江经

济带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四、项目简介

长江三峡工程是治理开发和保护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具有防

洪、发电、航运和水资源利用等巨大综合效益，对加快我国现代化建

设进程、提高综合国力具有重要意义。三峡工程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

施工建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在枢纽总体布置和枢纽工程、

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国产化、工程运行和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管理等方

面面临着一系列世界级难题，当时无成熟技术可利用，必须进行自主

创新、克难攻坚，才能成功建设这一宏伟的工程。三峡工程从构想、

勘测、规划、论证、设计、施工到运行，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上万名科技人员参与了三峡工程的科技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主要创新点如下：

（1）研究比选确定多目标、多功能、多需求的枢纽总体布置方

案；大坝采取深孔、表孔、导流底孔三层孔口相间布置，缩短了泄洪

前沿，解决了枢纽高水头超大泄量泄洪消能技术的难题；研发了特殊

勘探技术，建立了复杂地质条件下高坝深层抗滑稳定的理论和方法，

采取多种综合工程措施解决了坝基高连通率结构面的抗滑稳定难题。

（2）突破并掌握了巨型水电机组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核心技术，

攻克了三峡巨型水电机组水头变幅大、技术复杂、尺寸巨大、机组台

数多、运行稳定性要求高带来的研发、制造、安装及调试等一系列重

大技术难题，使我国水力发电重大装备的自主研制取得了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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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提出以耐久性为主导的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新理

念；首次采用以塔带机为主的连续浇筑混凝土的方案，实行分期通水、

个性化通水、适时保温的全过程温控防裂关键技术，实现大坝混凝土

优质高效施工；提出满足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双线五级

船闸完建期混凝土连续快速施工的巨型人字门整体提升新方法，缩短

了三峡船闸完建期的单线通航时间。

（4）建立了规模最大和功能最全的水情测报系统，实现了水库

智慧运行；成功解决了三峡水库多目标优化运行的关键技术难题，提

升和拓展了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建立了综合性的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

监测系统；对长江流域珍稀动植物保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突破中华

鲟的全人工繁殖系列技术。

（5）创立了特大型水电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和多元化融资模式，

实现了质量、进度和投资有效控制；研发了三峡工程管理信息系统，

实现大型工程的信息化管理。

1992 年 4 月 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 年三峡枢纽工程正式开

工，2015 年 9 月通过枢纽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已经历了 10 年 175m

正常蓄水位运行，枢纽建筑物工作性态正常、综合效益显著发挥。

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工

程。三峡工程的建设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峡品牌，走出了一条独

具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培育了“科学民主、求实创新、团结协

作、勇于担当、追求卓越”的三峡精神。2018 年 4月 24 日，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三峡工程时指出，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辛勤

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国人

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昌盛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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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1．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峡工程重要讲话及有关会议的评价

2018年 4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峡工程时指出：三峡工

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成为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2014年 6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指出：

三峡工程等一大批重大工程建设成功，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基础工业、

制造业、新兴产业等领域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2014年 6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

士大会上又强调：三峡工程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坚强支撑，也为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2．24 名院士同意提名

钱正英、周济、梁维燕、沈国舫、马洪琪、张建云等 24名院士

对“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科技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同意提名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3．中国工程院工程后评估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托中国工程院 2008 年~2009 年进

行“三峡工程论证及可行性研究结论的阶段性评估”，2013年进行“三

峡工程 5年试验性蓄水阶段性评估”，2014年~2015年进行“三峡工程

建设第三方独立评估”，三次评估对三峡工程决策、实施、运行阶段

给予了高度评价。

4．三峡工程国际合作和评价

三峡工程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三峡工程利用世界上最

先进的技术，从科学论证、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行，外国政要、国际工

程界、学术界、设备制造厂家等近 40000人次来三峡工程现场技术交

流。三峡工程作为案例纳入联合国《2014年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

介绍了三峡工程在防洪、航运、发电方面发挥的综合效益，以及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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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国际著名行业期刊《Hydrolink》

在其 2014年第二季度刊物上刊发三峡工程专题，内容涵盖三峡工程

各个方面，包括三峡工程的历史、建设过程、环境问题和解决措施、

给下游地区带来的利益和影响、工程完工后的运营情况、工程建设的

重大技术成就等。2011年 9 月，长江三峡枢纽工程获得国际大坝委

员会“混凝土坝国际里程碑工程奖”；2013 年 11月，长江三峡枢纽

工程获得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百年重大土木工程杰出

项目奖”。

5．长江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枢纽工程验收鉴定意见

2015年 9 月，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委员会枢纽工

程验收组对三峡枢纽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认为：三峡枢纽工程已按

批准的设计内容（不含批准缓建的升船机续建工程）提前一年建设完

成......枢纽工程验收组同意通过长江三峡工程整体竣工验收枢纽工程

验收。

6．成果鉴定

（1）“三峡工程大坝混凝土快速施工新技术的研究及实践”科

技成果鉴定

2001年 11月 18日，由水利部主持，潘家铮、谭靖夷、梁应辰院

士等 15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该科技成果进行了鉴定，一致认

为：“选定以塔带机连续浇筑为主，辅以大型门塔机和缆机的施工方

案，创造了混凝土浇筑的世界纪录，有力地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实施，

综合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三峡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创新研究及国产化实践”科技成

果鉴定

2009年 4月 18日，由湖北省科学技术厅主持，梁维燕、张勇传、

潘垣、顾国彪院士等 11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该科技成果进行

了鉴定，一致认为：“......实现了我国巨型水轮发电机组自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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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安装、运行的重大跨越，该项目研究成果为国际领先水平”。

（3）“三峡工程建设管理系统（TGPMS）”科技成果鉴定

2006年 3月 25日，由湖北省科学技术厅主持，张勇传、李鸿志、

郑守仁院士等 13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该科技成果进行了鉴定，

一致认为：“该项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在大型水利水

电工程的建设管理系统应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7．成果查新

中国科学院武汉科技查新咨询检索中心出具的科技查新报告结

论：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创造了 112项世界之最，发明了 934项专利，

编制了 135项《三峡工程质量标准》。在枢纽总体布置和枢纽工程、

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国产化、工程运行和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管理等方

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上述内容国内外未见相同公开文献报

道。

8．科技奖励

本成果的主体内容已获得省部级特等奖 2项、一等奖 7项，质量

奖 1项。

（1）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二期工程蓄水、通航、发电技术研究与

实践，2004年湖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2）三峡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创新研究与国产化实践，2009年湖

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

（3）三峡工程大坝混凝土快速施工新技术的研究及实践，2002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4）三峡工程建设管理系统，2006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5）长江三峡右岸电站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参数及水轮机水力设

计优化研究，2007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6）东方三峡右岸 700MW水轮发电机组研制，2009年四川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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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泄洪挑流消能工优化研究与工程应用，

2010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8）水电工程快速优质施工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建设，2012年湖

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9）重力坝深层抗滑稳定分析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2012年

水力发电科学技术一等奖；

（10）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被中国质量协会授予全国质量奖卓越

项目奖，2013年。

六、应用情况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建成的，核心技

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三峡工程科技成果为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奠定

了科学的基础，为优化设计、改进施工工艺、保证和缩短工期、保证

施工质量、节省工程投资、促进先进技术的应用以及提高工程管理水

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峡工程蓄水运行以来，全面发挥了防洪、发

电、航运和水资源利用等巨大综合效益，研究成果已推广应用于向家

坝、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巴基斯坦卡洛特、几内亚凯乐塔等大

型水利水电工程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在枢纽总体布置

和枢纽工程、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国产化、工程运行和生态环境保护、

工程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形成了大型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运行核心技术，并在三峡工程中整体应用。三峡工程经过了

10年 175m水位成功运行和多次特大洪峰考验，枢纽建筑物工作性态

正常、工程质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2）三峡工程勘测设计技术被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

推广应用于南水北调、向家坝、乌东德、彭水、构皮滩、亭子口、金

沙、马来西亚沐若、巴基斯坦卡洛特等国内外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设

计工作为工程成功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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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峡工程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制造、安装技术被哈尔滨电机

厂有限责任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

机电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推广应用于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

德、龙潭、小湾、锦屏一级、官地、长河坝、猴子岩、瀑布沟等水电

站，特别为白鹤滩 1000MW水轮发电机组的研制奠定了基础，三峡

巨型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技术横向嫁接的关键核心技术推广应用于

安谷、巴西杰瑞等一大批巨型轴流和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4）三峡工程混凝土施工技术被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推广应用于南水北调、向家坝、溪

洛渡、白鹤滩、乌东德、锦屏、小湾、双江口、大岗山、观音岩、引

汉济渭等一批国内水利水电工程和缅甸耶涯、埃塞 GD3、巴基斯坦

尼鲁姆-杰鲁姆、安哥拉卡卡、厄瓜多尔保特-索普拉多拉、伊朗鲁德

巴等国际水电工程中，把我国水电工程施工技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电工程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5）三峡工程运行和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为水库多目标优化运行

奠定了坚实技术基础，为长江流域动植物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撑，研究

成果被中国三峡集团等单位推广应用于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溪洛渡和

清江水布垭、隔河岩、高坝洲等水库的运行中，产生了巨大的防洪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6）三峡工程管理信息系统成果被中国三峡集团等单位推广应

用于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水立方、鸟巢、长龙山、科

哈拉等国内外重点工程项目中，实现了对工程全过程、全方位的信息

控制与管理，显著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为

提高工程建设管理水平提供支撑，产生了巨大的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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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序

号

知识

产权

（标

准）

类别

知识产权（标

准）具体名称

国家

（地

区）

授权号

（标准

编号）

授权（标

准发布）

日期

证书编号

（标准批

准发布部

门）

权利人（标

准起草单

位）

发明人

（标准

起草

人）

发明专

利（标

准）有效

状态

1
发明

专利

一种高浇筑强

度大坝的混凝

土浇筑施工方

法

中国

ZL2014

104373

83.9

2016 年

6月 8日

第

2099300

号

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

公司

曹广晶、

戴会超、

张曙光、

胡兴娥

等

有效

2
发明

专利

水轮发电机定

子蒸发冷却联

合循环装置

中国

ZL2005

100220

68.0

2010 年

9 月 29

日

第 680260

号

东方电机

股份有限

公司

贺建华、

郑小康、

侯小全、

铎林等

有效

3
行业

标准

水工混凝土

施工规范
中国

DL/T

5144-2

015

2015 年

9月 1日

国家

能源局

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

公司

孙志禹、

周厚贵、

陈先明

等

有效

4
发明

专利

梯级电站的发

电后评估系统

及方法

中国

ZL2013

101431

93.1

2015 年

6 月 10

日

第

1688089

号

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

公司

曹广晶、

戴会超、

张艾东、

蔡治国

等

有效

5
行业

标准

混凝土重力坝

设计规范
中国

SL319-

2018

2018 年

7 月 17

日

水利部

长江勘测

规划设计

研究有限

责任公司

王小毛、

杨启贵、

王俊红

等

有效

6
发明

专利

混凝土坝浇筑

入仓机械联合

浇筑模拟与优

化方法

中国

ZL2013

106612

57.7

2015 年

10 月 7

日

第

1810421

号

中国葛洲

坝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周厚贵、

戴志清、

张开广

等

有效

7
国家

标准

水轮发电机组

安装技术规范
中国

GB/T

8564-2

003

2003 年

9 月 15

日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

中国葛洲

坝集团公

司、中国长

江三峡工

程开发总

公司

张晔、王

泉龙、秦

锡翔等

有效

8
发明

专利

测量水轮机过

流部件卡门涡

振动的方法

中国

ZL2010

106079

02.3

2012 年

7月 4日

第

994173

号

哈尔滨电

机厂有限

责任公司

肖良瑜、

钟苏等
有效

9
发明

专利

中华鲟子一代

亲鱼性腺发育

调控方法

中国

ZL2010

101846

31.7

2013 年

4 月 23

日

第

1183591

号

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

公司中华

鲟研究所

郭柏福、

常健波、

朱滨、万

建义等

有效

10
发明

专利

混凝土浇筑中

温控防裂的施

工方法

中国

ZL

200810

092470

.X

2009 年

10 月 28

日

第

565450

号

中国水利

水电第四

工程局

席浩、邹

强、王爱

斌、胡君

成等

有效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SQR%3A(%22%E4%B8%AD%E5%9B%BD%E6%B0%B4%E5%88%A9%E6%B0%B4%E7%94%B5%E7%AC%AC%E5%9B%9B%E5%B7%A5%E7%A8%8B%E5%B1%80%22)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SQR%3A(%22%E4%B8%AD%E5%9B%BD%E6%B0%B4%E5%88%A9%E6%B0%B4%E7%94%B5%E7%AC%AC%E5%9B%9B%E5%B7%A5%E7%A8%8B%E5%B1%80%22)
http://www.soopat.com/Home/Result?SearchWord=SQR%3A(%22%E4%B8%AD%E5%9B%BD%E6%B0%B4%E5%88%A9%E6%B0%B4%E7%94%B5%E7%AC%AC%E5%9B%9B%E5%B7%A5%E7%A8%8B%E5%B1%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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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单位名称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雷鸣山 所在地 北京市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三峡枢纽工程建设项目法人，负责三峡工程建设和运营，组织重大技术

方案审查，对成果主要创新点 1、2、3、4、5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2．充分发挥业主统筹协调主导作用，与国内机电制造企业完整地引进了核

心技术，实现大型机电装备国产化，使我国水电装备取得重大突破，实现跨越式

发展。全球已建在建的 127台 700MW以上的发电机组，我国拥有 104台，标志

着世界水电装备制造业水平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3．研究以塔带机连续浇筑混凝土施工方案，提出以耐久性为主导的高性能

配合比设计新理念，推行全过程混凝土温控防裂关键技术等综合施工技术，实现

了混凝土优质高效施工。提出满足船闸完建混凝土连续快速施工的巨型人字门整

体提升新方法，缩短了船闸完建期的单线通航时间。

4．建立规模最大和功能最全的水情测报系统，组织研究解决了三峡水库多

目标优化运行的关键技术难题，提升和拓展了综合效益。建立综合性的生态与环

境监测系统，对长江流域珍稀动植物保护进行系统研究，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成功

在国内属首例。

5．建立了完善的工程管理体系，提出“零质量缺陷实现零质量事故、零安

全违章保证零安全事故”的“双零”管理目标，有效控制工程质量和安全；创新

了“多元化融资模式”和“静态控制、动态管理”的投资控制模式，开发三峡工

程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工程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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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排 名 2 法定代表人 马建华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 1863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是三峡工程设计总成单位，负责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组织委属各单位和

部门开展三峡工程各阶段设计和研究工作，参与工程建设运行管理，对本项成果

主要创新点 1、2、3、4、5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2．负责制定长江防洪体系并确立了三峡工程在其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研

究确定了三峡工程坝址、枢纽总体布置和工程建设方案；研究解决了枢纽超大泄

量消能、深层抗滑稳定等关键技术难题。

3．负责确定水轮发电机组的总体设计方案，明确水轮发电机组的规模和性

能参数，为水轮发电机组的制造提供依据。

4．研究制定大坝等枢纽建筑物混凝土设计指标，研究提出了以耐久性为主

的高性能混凝土设计理念，研究制定了混凝土施工全过程温控防裂关键技术和以

塔带机为主的快速施工方案，为实现大坝混凝土优质高效施工提供了技术支撑。

5．研究制定船闸完建优化施工方案，缩短了船闸完建期工期，减少了对通

航的影响。

6．研究提出了逐步抬升库水位的优化运行方案，组织研究了基本条件变化

下的水库多目标优化运行方式，提升和拓展了三峡工程综合效益；组织建立了环

境影响评价和水资源保护体系，为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

撑。

7．研究制定了主体工程施工技术要求，共同制定三峡工程质量标准和枢纽

运行调度规程，组织水库防洪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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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排 名 3 法定代表人 钮新强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大道 1863 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 是三峡工程的勘测设计单位，承担了勘测、规划、设计、监理和相关研

究工作，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1、2、3、4、5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承担了坝址、枢纽总体布置和工程建设方案研究比选工作；研究提出泄

洪坝段设置三层大孔口的方案；研发特殊勘探技术，提出了左岸 1～5号厂房坝

段深层抗滑稳定的综合措施。

3. 承担了水轮发电机组的总体设计，研究采用工程设计、机组参数优化、

水力设计优化和相关试验等集成创新的方法，成功解决了中低水头巨型机组存在

的高水头高部分负荷的特殊压力脉动峰值带等多项重大技术难题。

4. 研究确定了以耐久性为主导的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研究提出坝块合理

划分、骨料预冷、个性化通水、适时保温的全过程温控防裂技术措施；承担了塔

带机为主的混凝土快速施工方案研究，提出大仓面厚浇筑层成套施工技术，为实

现大坝混凝土优质高效施工提供了技术支撑；承担了船闸完建施工方案设计，缩

短了船闸完建期单向通航的时间。

5. 承担了逐步抬升库水位的优化运行技术方案研究，使开始 156m和 175m
蓄水的时间分别提前了 1年和 5年；共同研究了基本变化条件下的三峡水库多目

标优化运行方式，提升和拓展了三峡工程综合效益。

6. 承担制定了主体工程质量检查技术标准，共同制定运行调度规程，参与

监理、安全监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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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4 法定代表人 汪建平 所在地 北京市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26号 1号楼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 主要施工单位葛洲坝集团的母公司，组织葛洲坝集团承建了三峡工程大

部分关键工程项目，并针对工程施工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开展攻关，对本成果主要

创新点 2、3、5做出了重要贡献。

2. 组织葛洲坝集团研发并应用了混凝土高强度施工及防裂技术，创造了年

浇筑混凝土 548万 m³的世界纪录，解决了混凝土温控防裂技术难题。

3. 组织葛洲坝集团研发并应用了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技术，制定发布了

机组安装国家标准，确保了机组安装质量。

4. 组织葛洲坝集团研发并应用了双线五级船闸完建快速施工技术，使船闸

完建工期比初步设计缩短了 10.5个月。

5. 组织葛洲坝集团研发的混凝土施工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为三峡工程建

设提供了集成解决方案及决策支持。

6. 组织葛洲坝集团将混凝土高强度施工技术、防裂技术及巨型水轮发电机

组安装技术推广至锦屏一级、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大藤峡、尼泊尔、柬埔

寨、巴基斯坦等国内外大中型水电站建设中，为我国水电走向世界，服务“一带

一路”国家水电工程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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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排 名 5 法定代表人 晏志勇 所在地 北京市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施工、监理工作的主要牵头单位之一，参与建设期内重大施工、安

装技术方案的审查论证工作。对本成果主要创新点 2、3、5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2．充分发挥资源组织协调作用，组织集团参建单位针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

安装难题积极开展科研攻关工作，通过部件安装技术创新，优化安装工艺、工序，

加快了安装进度，创造了单个电站年投产 5000MW装机容量的世界纪录。组织

成员企业参与制定了《三峡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标准》、《三峡“精品机组”评价标

准》，填补了我国 700MW 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标准的空白，其关键性指标均高于

国内外同行业标准。

3．组织集团所属的施工、监理单位审核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塔带机连续

浇筑混凝土方案、全过程混凝土温控防裂关键技术等施工技术方案，并严格监督

实施，保证了三峡大坝混凝土优质高效施工。组织提出满足船闸完建混凝土连续

快速施工的巨型人字门整体提升新方法，缩短了三峡船闸完建期的单线通航时

间。

4．组织集团参建单位参与三峡工程管理信息系统（TGPMS）开发，通过信

息化建设不断促进管理创新，实现大型工程的信息化管理。

5．积极将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技术成果推广到我国后续开工建设的

水利水电工程中，为成果推广应用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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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排 名 6 法定代表人 王贵 所在地 黑龙江省

通讯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三大动力路 99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水轮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主要供应商，在左岸电站 14台机组国际

招标中，由法国 ALSTOM、挪威 KEN和瑞士 ABB 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哈电中

标其中的 8台机组，哈电分包份额约为总价的 30%。为三峡右岸电站机组提供 4
台套 700MW水轮发电机组，三峡地下电站提供了 2台 700MW水轮发电机组和

三峡电源电站提供了 2台 51.5MW水轮发电机组，承担技术和经济的全部责任。

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2做出了突出贡献。

2．哈电为三峡右岸电站提供的 700MW巨型水轮发电机组相对与左岸机组，

水轮发电机的电磁设计、通风设计、绝缘技术、结构设计、制造工艺等方面的技

术都得到了整体提升，机组整体性能达到当代世界先进水平，从机组性能、结构

设计、材料应用到制造标准和制造质量等方面均属世界一流。

3．在水轮机水力设计方面取得突破，三峡左岸机组存在的高部分负荷区压

力脉动带的难题在三峡右岸哈电机组得到解决。水轮机叶道涡的初生线位置移向

更小流量方向、转轮的空化性能有较大的改善、水力模型各测点的压力脉动值较

左岸的试验结果有较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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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排 名 7 法定代表人 刘辉 所在地 四川省

通讯地址 四川省德阳市黄河西路 188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参加单位，是三峡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国产化创新研究的主要负责单

位之一，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2做出了重要贡献。

2．共同研究解决了三峡左岸机组水轮机存在的高部分负荷水力稳定性问

题，引领了三峡右岸水轮机新一轮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避免了三峡右岸机组推

迟招标采购，为三峡工程的如期建成奠定了基础。

3．以水力稳定性为主导，为三峡右岸和地下电站设计开发了总体性能居于

世界领先水平的水轮机模型，水轮机水力稳定性、效率、空化等关键性能指标均

达到同类机组的最高水平，实现了我国水轮机设计开发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

4．共同研究解决了进口发电机存在的电磁振动的技术难题，该技术成功用

于对三峡左岸部分进口机组的改造。

5．自主设计制造了三峡地下电站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 700MW“蒸发冷却”

水轮发电机，为世界首创，该“蒸发冷却”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6．采用三维热弹流计算技术和巨型重载推力轴承试验技术解决了三峡左岸

机组发电机存在的推力轴承温度偏高问题，其研究成果用于三峡右岸和地下电站

机组。

7．突破了包括水轮机转轮、座环、主轴和发电机定转子、推力轴承等在内

的大尺寸重型部件的关键加工制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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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排 名 8 法定代表人 雷鸣山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西坝建设路 1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三峡电站的运行单位，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2和 4做出了重要贡献。

2．探索巨型机组运行规律，实现三峡电站本质安全、精益高效。从 2003年
起，历时 8年精心组织实施各水位下的机组运行特性试验，绘制形成机组运行区

域图表，成功掌握巨型机组运行特性和规律；深入开展设备状态分析和专项技术

改进，三峡电站设备可靠性明显提升，电站运行技术指标位居国际一流。

3．优化梯级水库调度，全面发挥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建设三峡水情遥测系

统，覆盖长江上游超 50%流域面积，大幅提升水雨情信息分析能力；开展梯级水

库科学调度技术专题研究，充分发挥梯级电站统筹蓄水、渐次消落、综合防洪、

精益发电的整体效益，不断优化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提升了三峡工程综合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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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排 名 9 法定代表人 洪文浩 所在地 四川省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府城大道东段 288号三峡大厦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为工程建设管理实施单位，组织技术方案研究与论证、应用、总结、技

术标准编制等，对创新点 1、3、4、5做出重要贡献。

2．参与研究比选、创新形成枢纽总体布置方案，成功解决了泄洪流量大、

机组台数多、运行条件复杂的布置难题。集成创新了“坝踵设齿槽、帷幕前移、

深层排水洞和厂坝联合作用、预应力锚索”等综合措施，成功解决岸坡坝段深层

抗滑稳定安全等问题。

3．牵头试验并组织研发、应用“高内含氧化镁中热水泥加 I级粉煤灰，联掺

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大坝混凝土配制技术，研制出高抗裂、高耐久且施工性能

优良的高性能混凝土。组织研究、论证和应用了船闸混凝土连续快速施工的巨型

人字门整体提升方法，缩短了三峡船闸完建期的单线通航时间。

4．首次集成塔带机、门塔机、缆机联合作业，创造混凝土高质量、高强度

连续年浇筑量的世界纪录。成功组织研发、应用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成套技术，

显著提升了施工效率。金沙江项目施工期承担了流域水文、气象预报任务，为三

峡工程科学制定蓄水方案提供了技术支持。

5．建立大型水电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健全了质量保证体系，实施全过程严

格的监督检查；参与研发并组织应用 TGPMS对工程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信息

控制与管理，实现了三峡工程质量、安全“双零”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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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三峡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排 名 10 法定代表人 张成平 所在地 四川省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东段 288号 10层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是三峡工程机电系统建设责任单位，负责三峡工程机电系统的建设和运

行，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2做出了创造性的重要贡献。

2．组织三峡工程机电系统设备的方案论证、设计选型和参数选择，提出了

针对三峡水电站特点的水轮发电机组设计原则和技术要求，有效解决了机组在

61～113m大运行水头变化幅度内可靠、稳定运行的技术难题。

3．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充分发挥业主统筹协调的主导作用。以三峡

工程为平台完整地引进了大容量水轮发电机组的核心技术，实现了巨型机组的国

产化，并突破了巨型水轮发电机水冷技术，自主设计制造了世界上首台 700MW
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使得中国水电行业的设计、制造水平整体大幅度提升，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

4．针对三峡工程机组尺寸大、台数多，安装及调试要求高的难题，共同研

究制定了《三峡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标准》、《三峡“精品机组”评价标准》，填补

了我国 700MW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标准的空白；优化安装工艺和工序，加快安装

进度，创造了单个电站年投产 5000MW装机容量的世界纪录，极大地缓解了当

时国内用电紧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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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排 名 11 法定代表人 陈晓华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558号葛洲坝大厦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三峡工程主要承建单位，承建了三峡工程 65%工程量。对该成果主要创

新点 2、3、5做出了重要贡献。

2．组织下属单位研发并应用了混凝土高强度施工及防裂技术。

3．组织下属单位研发并应用船闸完建快速施工技术。

4．组织研发的混凝土施工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为三峡工程建设提供了集

成解决方案及决策支持。

5．将混凝土高强度施工技术、防裂技术及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技术已推

广至锦屏一级、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大藤峡、尼泊尔、柬埔寨、巴基斯坦

等国内外大中型水电站建设中，为中国水电走向世界、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水

电工程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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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排 名 12 法定代表人 卢金友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黄浦大街 23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是三峡工程科研工作的主要承担者，针对诸多关键技术问题，全过程全

方位系统地开展研究，为工程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对创新点 1、2、3、4做出

了重要贡献。

2．围绕不同的坝址方案开展了长期研究，为坝址确定及枢纽布置方案提供

了重要技术支撑。

3．针对泄洪量大、水位变幅大的难点，通过不同阶段的系列优化研究，有

效支撑了表孔、深孔、导流底孔三层孔口相间布置方案的形成，并提出了深孔及

导流底孔的布置型式，解决了泄洪安全和多目标运行的难题。

4．围绕电站进水口体型与水力过渡过程特性，开展了长期、长系列试验研

究，并在国内首次应用模型机组开展研究。优化了进水口体型和导叶关闭方式，

为提升水轮机有效水头和机组安全平稳运行提供了科学依据。

5．开展了建基面优化、缓倾角不连续长大结构面发育的坝基深层抗滑稳定

破坏机理研究等，为坝基抗滑稳定评价难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6．开展了混凝土高性能化技术研发，研制出满足三峡工程耐久性和安全性

要求的高性能混凝土。采用不同类型模型试验、数值分析等手段，开展了大量研

究，为建筑物结构设计、温控防裂、抗震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7．针对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出现的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等问题开展了大

量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支撑了工程综合效益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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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排 名 13 法定代表人 匡尚富 所在地 北京市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作为三峡工程科研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开展了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研究，

对三峡工程的立项、建设与运行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对本成果创新点 1、2、3、
4做出了重要贡献。

2．围绕不同枢纽布置方案，针对泄洪、消能、排沙、施工导流、坝基稳定

等问题，本院开展了长期研究，为枢纽布置方案比选确定、大坝与基础处理设计

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3．研制了大比尺模型水轮机，开展了全工况水轮机模型试验，为 700MW水

轮发电机组的研制与运行条件确定提供了平台和技术支撑；研发了三峡右岸和地

下电站巨型机组控制系统，性能指标达到或超过进口同类产品水平，实现了巨型

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国产化。

4．共同提出以耐久性为主导的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新理念，提出“高

镁中热、二掺一低”配制高性能大坝混凝土的技术路线，建立高性能大坝混凝土

质量控制技术标准；提出了三峡大坝混凝土个性化和精细化的温控措施特别是

“加强表面保温、建立寒潮预警”的建议，为大坝混凝土优质高效施工提供了重

要技术支撑。

5．组织水力学、机电、水资源等专业开展攻关，为提前一年蓄水提供科学

依据；提出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风险评估技术，深度参与生态和环境监测

系统规划与实施，持续开展了工程对长江鱼类影响、三峡库区重点支流水华等研

究，为工程运行调度和综合效益提升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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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排 名 14 法定代表人 张建云 所在地 江苏省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 223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是三峡工程主要科研攻关单位之一，主持和参与完成了众多关键技术问

题的论证、咨询工作，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1、3、4做出了重要贡献。

2．围绕不同的坝址方案，组织水力学、水文、岩土工程等专业开展了长期

研究，为坝址确定及枢纽布置方案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3．建立了全长近 32km的三峡工程坝区物理模型。研究提出了枢纽、通航建

筑物布置优选方案；不同运行阶段引航道内往复流和不稳定流等水流条件对航运

的影响及改善措施；枢纽泄洪和电站日调节对航行的影响。方案解决了坝区通航

水流条件，至今运行情况良好。

4．共同研究提出以耐久性为主导的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新理念。确定

了高效减水剂和活性混合材的品种、胶凝材料浆量等配合比主要参数及其优化组

合方案。研制的特种混凝土，抗冲磨、抗冲击特性大幅提高，在三峡工程特种部

位使用。

5．开展了大量长河段物理模型试验与实船试验，保障了枢纽、通航建筑物

安全运行，充分发挥枢纽的航运效益。彻底改善了库区和长江中游宜昌至武汉的

航道条件，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

6．针对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出现的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等问题，开展了

大量研究，支撑了工程综合效益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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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清华大学

排 名 15 法定代表人 邱勇 所在地 北京市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1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主要科研单位之一，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1、2、3、4做出了重要

贡献。基于有限元法和地质力学模型试验建立了复杂地质条件下高坝深层抗滑稳

定的理论和方法，综合判定基础的抗滑稳定性。参与了枢纽总体布置方案的确定。

2．准确预测机组稳定性性能和空化流状态下的水轮机性能，解决了水轮机

卡门涡振动问题，参与了选择最优的水轮机设计。

3．基于以耐久性为主导的高性能配合比设计新理念，共同研究提出了分期

通水、个性化通水、适时保温的大坝混凝土全过程温控防裂关键性技术。

4．参与三峡工程逐步抬升库水位的研究，完成三峡提前正常蓄水位的模型

试验，为三峡工程科学调度、提前发挥综合效益提供了支撑。参与三峡工程建设

运行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在遂宁建立了长期综合性监测系统，为工程生

态与环境保护提供科学数据和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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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河海大学

排 名 16 法定代表人 徐辉 所在地 江苏省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西康路 1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科研工作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参与了建设运行期多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工

作，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1、3、4做出了重要贡献。

2．参与了复杂地质条件下高坝深层抗滑稳定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应用

于左岸 1～5号非溢流坝段安全性的分析。

3．参与巨型人字门整体提升新方法研究，提出了三峡永久船闸高边坡和特

大型人字门的“岩坡位移对人字门影响”的定量安全判据。

4．参与混凝土抗裂技术研究，提出非杆系混凝土结构的裂缝控制分为“按

耐久性、防渗等要求控制和按结构内部整体性要求控制两种，前者只需进行表面

裂缝控制验算，后者除表面裂缝控制验算外还需进行内部裂缝控制验算，此时不

但要验算裂缝宽度还需控制裂缝的延伸范围”，被《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DL/T5057-2009）采纳。

5．参与了大坝混凝土高性能化技术研发，提出了高掺量粉煤灰混凝土强度

和耐久性改善机理，为三峡大坝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撑。

6．针对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出现的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等问题，开展了

大量研究，特别在工程运行对下游鄱阳湖水位影响以及对鲟鱼生态影响等方面取

得了丰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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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武汉大学

排 名 17 法定代表人 窦贤康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299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科研工作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参与了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及运行期间的

多项重大关键技术方案研究工作，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1、2、3、4做出了贡

献。

2．参与了枢纽总体布置方案的研究工作，为航运、发电、泄洪等主要建筑

物布设规划、设计及建设做出了贡献。

3．参与了巨型水轮发电机组的研发工作，为水轮机安全、稳定运行做出了

贡献。

4．参与了高性能混凝土研发工作，为克服“无坝不裂”的顽症做出了贡献。

5．参与了三峡工程库水位逐步抬升及优化调度等研究工作，为三峡工程提

前蓄至 156m和 175m及汛后提前至 9月份蓄水提供了技术支撑，提升和拓展了

三峡工程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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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排 名 18 法定代表人 王俊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 系统构建了全面、完整的三峡工程水文资料体系。搜集、调查、整理、

甄别、考证及修正了相关水文资料，在干支流及库区布设大量的国家基本站和专

用测站并开展专项测验工作，为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水

文基础，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1、4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提出并完善了三峡工程水文分析计算的方法和成果。核实了1870年等特

大洪水，且调查到1153、1227年等历史洪水，极大地延长了洪水系列样本长度；

提出了更反映建库后条件下的的入库设计洪水；通过14C测定，获得近2500年以

来的古洪水资料信息；在国内首次提出应用水文气象途径估算三峡水利枢纽的可

能最大洪水，“长办汇流曲线法”成为产汇流计算及河道洪水演算的广泛应用方

法，并被编入教科书中及有关规范中。

3. 提出了分期设计洪水的计算原则和方法。原创提出根据最大流量散布图

拟定洪水分期；在样本选取时，首次提出跨期和不跨期选样的分期洪水计算和使

用原则；提出了分期设计洪水成果合理性检查的途径和方法。

4. 从气象和水文角度上系统解释了长江流域暴雨、洪水基本特性及地区组

成规律，揭示了形成长江上游与中下游洪水遭遇的暴雨类型、洪水遭遇规律，提

出了三峡工程洪水分期成因，从洪水遭遇规律的角度论证了三峡水库提前蓄水的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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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排 名 19 法定代表人 朱素华 所在地 湖南省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常青路 8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施工单位，负责二期厂房、右岸三期厂房施工，左岸电站 7-12号机

组及右岸电站公用系统安装，伸缩节、蜗壳、肘管、锥管等金属结构的制造工作，

对主要创新点 2、3、5做出了重要贡献。

2．在厂坝基础建基面开挖中，采用预留保护层、小孔径光爆施工工艺，有

效保护了建基面岩石的完整性。

3．在国内首先实现蜗壳等埋件现场制作，水轮机座环、基础环现场大平面

加工及大规格螺孔加工，制造质量和加工精度达到优良水平。在水轮发电机组安

装过程中，对部件安装技术进行创新，净化安装环境、严格测试要求，采用发电

机定子组装边叠片边固定定位筋，优化发电机定子水内冷系统安装及调试工艺等

措施，加快了安装进度，提高了安装质量；参与制定《水轮发电机定子现场装配

工艺导则》等行业标准，填补了 700MW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标准的空白。

4．在坝后电站厂房施工中，革新模板制作安装技术，细化混凝土浇筑工艺，

采用小水胶比和较大掺量优质粉煤灰、混凝土预冷和水管内冷温控防裂、厂房清

水混凝土等多项技术，显著地提高了混凝土的强度、密实性、抗渗性与抗裂性，

防止结构性裂缝的产生。采用保温保压、预埋冷却水管分多层浇筑蜗壳混凝土技

术，保证了混凝土的密实性和变形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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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排 名 20 法定代表人 高建民 所在地 青海省

通讯地址 青海省西宁东川工业园区金桥路 38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主要参与的施工单位，是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项目施工方，主要负

责枢纽工程左右岸厂房坝段工程、右岸地下电站进水口预建工程、坝后厂房机组

安装工程、电源电站及引航道施工，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2、3、5均做出了重

要贡献。

2．充分掌握实施了成套先进的以拌合楼、供料线、塔带机“一条龙”连续

浇筑混凝土为主的综合施工技术，发挥大型摆塔式缆机和大型MQ6000门机等施

工设备的安拆运行效率，实现了三峡大坝混凝土优质快速施工。通过混凝土浇筑

施工全过程综合温控防裂技术措施等各项施工工艺标准，实现了大坝施工质量稳

步提高，质量管理标准引领行业、大幅提升了混凝土重力坝筑坝施工技术水平。

3．充分发挥多年安装大型水电机组的施工经验，创新安装工艺技术措施，

配合三峡业主、设计、监理及机电设备制造等单位，通过达到安装“精品机组”

的高质量标准要求，对实现大型机电装备国产化，使我国水电装备制造安装水平

取得重大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贡献。

4．建立了本单位完善的工程管理体系，积极响应业主“以零质量缺陷实现

零质量事故、以零安全违章保证零安全事故”的“双零”管理目标，有效达到了

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的要求；落实了三峡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实现大型工

程的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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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

排 名 21 法定代表人 刘灿学 所在地 四川省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239号 N区 15栋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主要安装单位，承担了三峡 18台套 700MW机组安装调试工作及三峡永

久船闸完建工作，机组安装质量优良均一次通过“首稳百日”并满足精品机组的

要求。全方位创新了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技术、安装工艺，制定发布了机组安

装国家标准，确保了机组最终质量。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2、3做出了重要贡

献。

2．发明了机组轴线测量调整、定位筋精确快速安装、机坑外联轴同镗等新

技术，首创了“底环一次性安装法”、“顶盖三次安装法”、“下机架二次安装法”、

发电机定子“无尘、恒温、恒湿”下线技术等新工艺。《三峡巨型水轮发电机组

自主技术创新及应用》技术成果先后推广应用至锦屏、龙开口、猴子岩、厄瓜多

尔保特-索普拉多拉、巴基斯坦 NJ等国内外大型水电站建设中，为中国水电安装

走向世界、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主编国家标准 1部，

形成了国家级工法及巨型机组安装成套技术，成功解决了巨型机组安装的重大技

术难题，巨型机组安装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3．研究提出了巨型人字门整体提升新方法并组织实施，缩短了三峡船闸完

建期的单线通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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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排 名 22 法定代表人 周建华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 11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主要施工单位，承担了三峡一期、二期、三期工程的大部分关键项目施

工，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3、5做出了重要贡献。

2．参与研发了能满足大坝浇筑要求的高性能混凝土，通过从原材料、外加

剂、配合比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及改进，有效提高了混凝土强度及耐久性，降

低了水化热。

3．研究并大规模应用塔带机系统浇筑特大型水电工程主体结构混凝土，创

建了一整套混凝土快速施工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形成了混凝土快速施工工法，

开创了塔带机浇筑四级配和一个仓号浇筑多种混凝土的先例，创造了月最高混凝

土浇筑强度 47.6万 m³、日最高混凝土浇筑强度 21066m³的世界纪录。

4．首次全面实施全过程混凝土温控防裂关键技术等综合施工技术，研究应

用软冷却水管等措施解决厚浇筑层混凝土散热难题，突破混凝土浇筑层厚和层间

间歇期的限制，提出大仓面 3.0m～4.5m厚浇筑层成套施工技术，实行分期通水

和个性化通水，采用新型保温材料适时跟进保温等综合温控防裂关键技术，克服

了“无坝不裂”的顽症。

5．研发了三峡工程混凝土施工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了混凝土浇筑施

工过程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混凝土浇筑生产提供集成解决方案及决策支持，

保证施工质量、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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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长江三峡技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排 名 23 法定代表人 李文伟 所在地 北京市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号 B座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参与单位，承担了三峡枢纽工程混凝土原材料及混凝土质量监督检

测及相关科学研究和二三期土建、永久机电设备制造、安装监理任务，对本项成

果主要创新点 2、3、5做出了重要贡献。

2．共同提出工程永久机电设备安装调试标准，使我国机电设备安装质量和

技术达到领先水平。

3．共同提出适用于 200m级以上高坝混凝土的水泥技术要求，开发高内含

氧化镁延迟膨胀型中热硅酸盐水泥，形成水泥技术标准，并成功应用推广。

4．首次将 I级粉煤灰作为功能性材料大规模用于水工混凝土，探明了改善

混凝土性能的作用机理，提出了粉煤灰分级分类指标、技术要求以及掺量应用范

围，率先在高坝常态混凝土中掺量高达 45%。

5．共同研究提出以耐久性为主导、采用“低用水量、低坍落度、提高粉煤

灰掺量并降低水胶比”混凝土设计理念，形成了“高内含氧化镁中热水泥+I 级
粉煤灰，联掺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混凝土配制技术，解决了花岗岩骨料混凝土

用水量高的技术难题，参与研制高抗裂、高耐久且施工性能优良的高性能混凝土；

共同提出了“掺粉煤灰、限制原材料碱含量和混凝土总碱量”抑制大坝混凝土碱

－骨料反应的技术措施，并纳入行业标准。

6．承担了永久机电安装调试工程“项目管理、监理合二为一”管理模式实

践，实现了巨型水电站“建管结合，无缝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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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排 名 24 法定代表人 廖元庆 所在地 陕西省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 18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咨询、监理单位，承担了三峡一期工程左岸 1～6号厂坝开挖及坝区

配套设施、二期工程左岸 12～18号非溢流坝段和左岸 1～10号机组厂房坝段及

左岸电站厂房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三期工程右岸电站厂房及 19～26号机

组段的土建及金属结构安装等工程的监理工作；以及有关专题优化研究工作；西

北院 20多位技术专家作为整体或单项工程的技术专家组成员，为三峡工程设计

优化、方案审定、项目验收等提供了技术支撑。西北院总的监理占坝后电站厂房

的 85%，占大坝部分的 25%。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1、2、3、5均做出了贡献。

2．参与工程技术难题、技术方案和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应用的研究、

讨论、审核、批复、监督实施和总结, 为三峡工程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等提供了

技术和智力支持。

3．制定了《三峡工程建设监理规规划》及其实施细则、《三峡工程质量标准》

等，并在此基础上参与编制了《水电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DL/T5111—2000、
DL/T5111—2012）,为监理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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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天津大学

排 名 25 法定代表人 钟登华 所在地 天津市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科研参与单位，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1、2、3、4均做出了重要贡

献。

2．针对三峡二期大坝，运用系统分析和系统仿真方法分别建立了坝体浇筑

决策支持系统仿真模型，为大坝的施工提供了技术支持。

3．为三峡-葛洲坝梯级水库发电、航运和水环境生态多目标优化调度做出贡

献，揭示了三峡-葛洲坝梯级多时间尺度调度对库区水动力和水环境以及库间航

运条件的影响机制和规模效应，构建了嵌入多类型优化调度准则和快速量化评价

模型的三峡-葛洲坝梯级水库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形成了完善的调度决策技术

体系和可行方案群，显著提高了综合效益。

4．开展了三峡电站厂房动力特性和初期运行厂房结构振动观测分析与运行

优化研究，基于水机电耦联振动测试数据揭示了三峡厂房结构、发电机定子系统、

机组主轴系统等的动力特性；提出了运行初期厂房机组运行动力约束条件；共同

提出了运行初期三峡电站的优化运行模式。

5．参与了三峡工程库水位逐步抬升及优化调度等研究工作，为三峡工程提

前蓄水至 156m和 175m及汛后提前蓄水提供了技术支撑，提升和拓展了三峡工

程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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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排 名 26 法定代表人 殷战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南路 7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科研参与单位，开展了三峡工程建设对水生态环境与生物资源的影

响评价，运营后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对策，对本项成果主要创

新点 4做出了重要贡献。

2．积极参与三峡大坝建设对长江水生生物的影响评价工作，通过长期研究

和反复论证，提出了大型水利设施建设和水生生物保护合理对策，为三峡工程建

设的生物资源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3．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期对干流（尤其是三峡库区）水生生物系统调查监

测，摸清了本底状况，揭示了水生生物多样性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奠定了科学基础。系统研究了三峡工程运行对长江鱼类

（四大家鱼、中华鲟、江豚等）群落动态影响，提出了促进中华鲟自然繁殖的生

态调度方案和鱼类多样性保护的建议，长江江豚繁殖技术+栖息地优化措施+自然

迁地保护区建立的复合模式。研发珍稀物种圆口铜鱼的人工繁殖技术，实现了将

后备亲鱼培育成熟、进行人工催产并成功获取孵化鱼苗的重要突破。

4．提出了满足生态需求的水库调度方案，针对清水下泄后坝下生态环境变

化，提出划定红线保护策略，开展系统管理，保护和修复长江水系生态完整性，

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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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排 名 27 法定代表人 李耀华 所在地 北京市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二条 6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参研单位，以三峡地下电站两台 700MW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为目标

工程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牵头单位，负责与水轮发电机蒸发冷却

系统相关的技术研发，对本项目成果主要创新点 2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2．在关键材料选型、两相流动和相变换热分析、实验测试和数值仿真方法

等长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水轮发电机的立式结构特点，提出了三峡地电

700MW水轮发电机自然循环蒸发冷却系统优化设计方案和工程实施方案。

3．共同负责了 700MW 水轮发电机自循环蒸发冷却系统工程实施的过程控

制和管理；首次形成了 700MW蒸发冷却水轮发电机技术标准体系，满足了蒸发

冷却技术产业化应用需求；主导研发了 700MW水轮发电机自循环蒸发冷却系统

运维配套设备，提高了发电机的运行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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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排 名 28 法定代表人 王方清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是项目参与单位，主要承担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水环境监测与生态保护等工作，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4做出了重要贡献。

2. 系统建立了全面、完整的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体系。搜集、调查、整

理、甄别、考证了三峡工程评价范围内的环境本底和基础资料，为三峡工程规

划、设计和建设运行提供了系统的环境保护成果。

3. 对三峡库区水功能区进行分段调整，在此基础上对水库蓄水前和不同蓄

水状态下的纳污能力进行核算，首次提出《三峡库区水域纳污能力及限制排污

总量意见》，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限制排污总量方案，为制定流域乃至全国水功

能区限制排放总量意见提供了借鉴。

4. 从三峡工程论证之初起对三峡工程的水环境要素和问题进行跟踪监测与

研究，开展了三峡水库水体中氮磷影响研究，确定了易发生富营养化的敏感区

域和敏感时段；分析和研究了三峡水库蓄水前、蓄水中和蓄水后水环境质量变

化及主要影响因子，为库区水质保护的科学决策奠定了基础。

5. 核实了工程建设影响受保护的珍稀动植物，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方案并实

施，促进了我国珍稀动植物保护区、保护点的建设与提升，对其它工程建设保

护珍稀动植物提供了有利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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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排 名 29 法定代表人 郑声安 所在地 北京市

通讯地址 北京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 2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是项目参与单位，主要承担二期、三期、右岸电

站工程蓄水阶段，以及枢纽工程竣工阶段的安全鉴定工作，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

点 1、3、4做出了重要贡献。

2．研究枢纽总体布置和工程总规模的地质地震、防洪运行安全标准，科学

评价了大坝深孔、表孔、导流底孔三层孔口相间布置的枢纽泄流能力和流态满足

设计要求；评价了复杂地质条件下高坝深层抗滑稳定，以及采取多种综合工程措

施解决坝基局部高连通率结构面稳定满足设计要求，并有一定的安全余度。

3．研究了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尺寸巨大、水头变幅大、机组台数多、技术复

杂、运行稳定性要求的特点，评价了三峡机组设计、制造、安装质量，调试以及

运行特性和可靠性。

4．研究检查大坝及主要建筑物取样试验资料和温控防裂检测成果，评价了

三峡枢纽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5．研究三峡工程分期建设特点，针对工程蓄水、初期运行、逐步抬升库水

位的问题，分阶段开展安全鉴定和枢纽工程竣工安全鉴定，满足了三峡工程及早

投产，发挥工程效益的要求。

6．研究了三峡工程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任务及蓄水后为适应流域环境、

经济社会条发展开展了水资源调配等任务，科学评价了三峡水库多目标优化运行

方式，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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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三峡大学

排 名 30 法定代表人 何伟军 所在地 湖北省

通讯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大学路 8号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

1．项目参与单位，对本项成果主要创新点 1、3、4做出了重要贡献。

2．参与了枢纽总体布置方案的研究工作，为航运、发电、泄洪等主要建筑

物布设规划、设计及建设做出了贡献。

3．参与了枢纽总体布置方案研究工作，为解决左长 1~5号坝段深层抗滑稳

定性问题做出贡献，减少了开挖量和混凝土回填，避免了过多的抗滑锚固工程量，

节约了工程处理费用。

4．通过系统大体积混凝土温控室内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揭示了混凝土温

度场与应力场耦合作用和开裂机理，提出了三峡大坝混凝土抗裂技术措施；基于

实时采集的施工过程数据，提出了大坝智能建设和动态调控关键技术，并成功应

用于溪洛渡等水电工程。

5．参与了三峡工程运行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的保护研究，参与了三峡工程生

态与环境监测系统（神农溪重点站），通过对重要的水生态环境因子进行了定期

和不定期监测，取得了大量数据与成果，为应对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充分发挥工程的有利影响和综合效益提供了参考。

6．参与了三峡水库优化运行等研究工作，提升和拓展了三峡工程综合效益。



40

九、完成单位合作关系说明

三峡工程从构想、勘测、规划、论证、设计、施工到运行，经过

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时间跨度大、历时长，研究论证近 50年、开

工至验收历经 21年、正常蓄水位 175 米试验性蓄水 10年，参与单位

超过 150 家。按照国家奖励条例规定，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项

目完成单位不超过 30家。根据各单位提供的支撑材料以及在三峡枢

纽工程建设中承担的任务、发挥的作用、取得的成效等，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有限公司会同主要参建单位进行了长时间反复的分析和论证，

从中遴选了 30家作为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是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项目法人，负

责三峡工程的建设和运营，组织重大技术研究和方案审查，中国长江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三峡机电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了工程的建设和运营管理。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是三峡工程的设计总成单位，长江勘测规

划设计研究院是勘测设计单位，承担了三峡工程各阶段的勘测、规划、

设计和相关研究工作。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

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技术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是共同承担

了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主体施工和监理等任务，共同推动了我国特大

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技术的进步。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

规划设计研究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

机有限公司、三峡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

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研究解决了三峡 700MW 巨型水轮发电机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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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和安装等难题，使我国水力发电重大装备的自主研制取得了重大

突破。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

规划设计研究院、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

河海大学、武汉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天津大学、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三峡大学等单位依托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开

展重大科技攻关，为三峡工程的建设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撑。

各主要完成单位长期合作、优势互补、联合攻关，取得了多项创

新性成果，为确保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成功建设、高效运行以及综合

效益显著发挥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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