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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供三千二百万美元用于升级常规水电项目  

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宣布， 将提供三千二百万美

元的经济刺激资金对所有规模的非联邦水电工程进行升级。 

能源部要求提交申请资助意向书的截止日期是 2009年 7月 22日，

申请截止日期是 8月 20日。 

美国能源部于 6月 30日表示，宣布该公告的目的是支持水轮机和

控制技术的开发，提高现有的非联邦水电项目的发电能力并增强对环境的责任。 

金额高达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资助将用于五个规模超过五十兆瓦的常规水电项目的

升级，其余的七百万将用于提升五个规模小于五十兆瓦的常规水电项目。 

“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解决能源危机的方法，但水电显然是解决方法中的一

部分，并且是一个能创造更多的清洁能源工作的重要机会，” 朱棣文表示，“投资于我

们现有的水电基础设施将会加强我们的经济，减少污染，并帮助我们实现能源独立。” 

朱棣文说水电的另一个重要好处就是大坝后面所存储的潜在的水电能量,它可以在

最需要的时候得以释放。 

“因此，改善水电基础设施能够帮助我们在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间歇

期,提高对水电的利用和经济上的可行性。”美国能源部在所发表的公告中如是表示。 

能源部还认为，为利用这些优势，朱棣文将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抽水蓄能技术。今年

2月份，朱棣文呼吁增加对抽水蓄能电站的投资来支持扩大的电力传输网，这将使水电

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间歇期占据更大的电力份额。” 

申请资格仅限于水电行业 

    该资金的申请资格仅限于水电行业的行业成员或行业领导的伙伴关系。具体的实

体可以是技术开发商、项目开发商、私营机构、公共市政或合作性质的机构、私人资

助的研究组织以及服务公司等。 

    技术开发商的定义是从事水电技术的研究、开发或部署工作的公司。服务公司被

定义为通过与水电开发商、水电机构或电力生产商签订合同，提供相关的工程、设计、

环境或建设服务的机构。（摘自 HydroWorld期刊 2/25/09号） 

mailto:internews@iwhr.com
http://www.hydroworld.com/index/display/article-display/5283147802/s-articles/s-hrhrw/s-hydroindustrynews/s-pumpedstoragehydro/s-Energy_secretary_urges_pumped_storage_investment_to_support_grid.html


 2 

第二版                                                                专题报道 

美国众议院向能源部水电研究项目拨款四千万美元 

美国众议院签署了一项三百三十三亿美元的拨款议案，用于能源和水资源的开

发，其中包括四千万美元用于能源部的水电研究项目。 

虽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之前同意拨款三千万美元用于水

电研发，但众议院议员坎蒂斯·米勒（Candice Miller）于 2009

年 7月 17日成功修订了议院行动议案，使拨款又增加了一千

万，达到了四千万美元。 

“水电项目旨在开发、测试和评价新型水电技术，解决

水动力学和水电发展之间的屏障，”米勒说，“该水电项目开展重要的研发工作，

开发新式的创新型水电技术，使产品以一种更有益、低廉高效和对环境负责任的方

式进入市场”。另外，此项目还可以进行对现有技术的测试和模拟。 

米勒还表示，虽然水电只占到能源总需求量的 5.75%，但却占到所有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的 71%，可满足两千八百万家庭的用电需求。 

众议院向垦务局基地的水电项目拨款五百万美元 

众议院还批准了由众议员赫斯廷斯（Hastings）修订的第 432-0号议案，向垦务

局拨款五千万美元，要求在 2005 年能源政策法案研究中所确定的垦务局基地开始

实施水电设施的建设。 

此项研究于 2007 年完成，垦务局确认了六个地理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基地，

确保进一步开发 53兆瓦的水电能源。 

陆军工程师兵团也根据类似的标准确定了 58 处基地，并表示会在其中缺少水

电设施的 47处基地开发 819兆瓦的水电，在另外 11处基地现有的水电设施基础上

再增加 358兆瓦。 

“此项报告将要求垦务局确定部分地点，确保新的水电项目可以连接到垦务局

现有的供水设施上面”，赫斯廷斯说，“垦务局还没有在小型运河和河流支流上发

现潜在的项目，但却找到了利用新的水电设施进行发电的六个更好的机会。截止目

前，垦务局还没有执行该报告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摘自 http://www.hydroworld.com/index/display/article-display/1745543239/s-articles/ 

s-hrhrw/s-News/s-u_s_-house_endorses/s-QP129867/s-cmpid=EnlHydroJuly212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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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专题报道  

绝望蔓延——耕地干旱和失业率上升 

随着配给水量的下降，美国加州圣华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农场许多耕

地休耕，雇佣工人大量失业。来自加州门多塔（Mendota）的报告称，水使位于半

干旱区的圣华金河谷成为加州的重要农业区，而干旱和灌溉之间的斗争正威胁着河

谷的广大地区，欲使其变成黄尘地带。50万英亩曾经肥沃的土地被闲置，大批农场

工人被解雇，这给长期受贫困困扰的地区又带来了失业的高潮。 

长期以来，加州农业一直依靠输水维持其增收，缺水对于价值 370亿美元的农

业产业来说已隐隐表现为一项重大挑战。在距离洛杉矶北部 230公里的弗雷斯诺市

（Fresno）郊区，关闭引水口门所造成的后果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UC Davis）的经济学家理查德·豪伊特（Richard Howitt）估计说，2009年

圣华金河谷农场收入损失将达到 9亿美元，水资源短缺将使本已遭受经济衰退困扰

的加州地区再增加 3万失业人员。 

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上个月要求总统奥巴马宣布

弗雷斯诺市为灾区，以获得联邦援助，但这不是农民所希望的。最近一次在弗雷斯

诺的会议中，有些穿针织品的妇女和一些戴棒球帽、穿 T恤衫的男子向内政部官员

喊道：“我们不想要福利，我们要水”。 但是，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对这一资源的竞

争，而且很可能推动河谷几十年来种植方式的改变。 

河谷农民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谈及水，一个行业的生计会牵涉到另一个行业

的损失。濒危物种联盟加州代表马克罗克韦尔说，从圣华金—萨克拉曼多三角洲地

区抽取的水越多，该地区的野生动物遭受的伤害就越大。“实在没有足够的地表水，

特别是在干旱年”，罗克韦尔说。太平洋研究所的一名高级研究员说，在面对全球

变暖的过程中，争斗可能会加剧，“事实上，我们面临一个新的气候环境，陈旧的

配水结构在未来已不起作用”，“鱼类只是生态系统崩溃的标志之一”。 

官员们讨论了各种长期和短期的困境，包括从其他地区调水，为保护胡瓜鱼而

安装闸门以及增加州内蓄水量等。但农民普遍认为，如此吝啬的水量分配，使他们

难以为继。 

（ 摘自 http://www.latimes.com/business/la-fi-drought6-2009jul06,0,3172131.story?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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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世界之窗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雨水收集专题会议形成 9点建议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雨水收集区域高层

会议近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召开，会上各国分享了

雨水收集和雨水利用的相关经验，并形成了 9点建议。

来自南亚地区和西班牙、新西兰等国家的专家、学者、

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们参加了此次为期三天的会议。 

南盟实体规化与建设部（MOPPW）秘书 Suman Prasad Sharma称，由于气候变

化的不利影响和人类对水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世界上包括南亚在内的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都面临水危机。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水位的持续下降，南亚国家正将雨

水收集作为补给地下水的有效方法。 

联合国人居署亚洲城市水资源计划技术顾问 Roshan Raj Shrestha称，在加德满

都，如果我们能实现 10%的家庭用水由雨水收集的方法获得，那么我们每天可以收

集 3亿升的雨水。这里平均每年有 70天的降雨时间，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雨水收

集技术，那将获益匪浅。 

此次会议建议建立南亚雨水收集网络中心，以鼓励区域合作，共享雨水收集系

统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些建议包括学习和记录本地在雨水收集系统设计和建

设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以便通过适当的修正将这些经验应用于实践；研究通过公私

合营发展雨水收集系统以增加供水服务的可持续性的成本和效益。 

    同时，雨水收集可应用于多个方面，如家庭用水、地下水补给和灌溉。南盟提

出的其中一项建议是：基于经验的雨水收集技术应该得到推广，使其成为应急响应

的一部分。会议还强调了每年组织区域会议的必要性，这样可以保证定期的信息和

经验交流，从而提高南盟各国国家层面的决策水平。 

(摘自 http://www.kantipuronline.com/kolnews.php?&nid=20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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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异域传真 

一种维持老化大坝安全的新方法 

 美国农业研究局(ARS)的一个水力工程师小组正在全国范围内帮助修复老化的

小型大坝。尤其是在俄克拉荷马州，现有

的大坝溢洪道正在被修缮升级或修建新

的溢洪道。这些升级或新建的溢洪道将达

目前大坝的安全标准，可以延长大坝的运

行寿命。 

 作为流域保护和防洪管理项目的一部

分，美国农业部的自然资源保护处

（NRCS）历史上共帮助修建了 11000 多

座大坝。这些大坝有多种用途，但最初的目的主要是防洪。自从 1944 年该项目启

动以来，农业研究局水力工程研究室的工程师们参与了大坝设计标准的制定工作。 

 最近，当水力工程师 Hunt和她的同事们在帮助评价和设计乔治亚州及北达科他

州大坝的台阶式碾压混凝土溢洪道时发现，同样的技术也可以用于提高此类大坝的

过流能力。因此，他们制订了适用于美国各州的设计准则。 

 碾压混凝土是一种可以迅速使表面坚硬的方法。近年来，包括流域上下游土地

利用、人口及大坝安全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项技术又一次帮了曾经

设计和修建这些土坝的美国农业部自然资源保护处的忙。 

 农业研究局的工程师们主持了包括室内小尺度和室外大尺度在内的模型研究。

今年夏天，Hunt开始利用一个室外大尺度的水槽进行试验，这个水槽的尺寸与即将

设计的大坝碾压混凝土溢洪道尺寸一致。工程师们将根据实验所得的数据编写设计

和建设导则。 

 农业研究局是美国农业部的一个重要的科研机构，它的主要职责在于为那些影

响着美国的农业问题寻求解决途径。 

 (摘自 http://www.ars.usda.gov/is/pr/2009/090626.htm) 

（接第六版） 

航道公约的批准 

在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上，欧洲水伙伴（EWP）完成了一项附带活动：促进 1997

年签署的联合国航道公约的批准，以使该公约能在 2011 年前生效。目前该公约需

要参与国家的批准才能生效。 

为让各国注意到这一事实，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WWF ）最近已经开展了

相关工作，说服各国政府批准该公约。WWF 的工作在过去几个月内已经取得了一

些成果，几个国家已经启动了对公约的批准工作。 

(摘自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673-Course Convention Ratification.html)                                  

http://www.ars.usda.gov/is/pr/2009/090626.htm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673-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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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                                                                资讯快递 

2009世界防洪原理大会 

2009世界防洪原理大会于 2009年 5月 26日-28日在捷克共和国的布尔诺展览

中心举行，该会议是由捷克防洪协会主办的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也是今年对于防洪

管理者来说最大的一次会议。该会议主要关注防洪的实际经验和具体的防洪措施。

来自世界各地的在洪水风险管理方面具有典型性的若干个城市被邀参加了会议。 

参会者了解了如下几个城市的防洪系统：新奥尔良、温尼伯、伦敦、鹿特丹、

汉堡、威尼斯、圣彼得堡、德累斯顿和布拉格（捷克共和国的首都）。美国国家洪

水风险管理计划以及上次的欧盟防洪指令也在会上进行了介绍。鉴于捷克在抗洪方

面数百年来的经验，许多来自捷克的专家

也在会上介绍了他们的洪水风险管理方

法。 

会上发言者都是水资源管理、水利工

程、风险管理方面最好的专家，也包括相

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代表。该会议是 2009

布尔诺防洪贸易洽谈会的一部分，两者都

是捷克共和国在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期

间的官方活动。 

(摘自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530-Flood Control Principles in the World.html) 

荷兰三角洲设计方案：鹿特丹国家水中心 

2012年荷兰三角洲设计方案（DDD2012）于 2009年 7月 1日启动。30多个合

作伙伴提出了他们的想法，这些合作伙伴都由统一的项目中心管理，受交通和水利

设施部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在鹿特丹建立一个国家水中心。公众、

政府、企业、学生和承包商都可以在此相

会，共同努力。 

作为东道主，海牙提出了关于当地水

资源专业中心的设想，重点放在有关水的

法律部分。 

    会议最后发布了一份名为“让世界关

注水”的白皮书。由 Chris Zevenbergen 领

导的审查委员会已经对 DDD2012 的商业

案例进行了考虑。它强调了开展涉水工作

的紧迫性以及知识共享的必要性。项目负

责人 Erik Pool和 Djeevan Schiferli向 Zevenbergen赠送了该白皮书的第一份拷贝版。 

(摘自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666-Dutch Delta Design Rotterdam National 

Water Centre.html) （转第五版）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530-Flood
http://www.european-waternews.com/news/id666-Du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