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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电项目不确定的未来
BIG HYDRO UNCERTAI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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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是我们迄今为止使用的规模最大的可再生
能源。全球水电装机容量现已达到将近1.2 TW，提供
全球约16%的电力。水电也许会继续扩张，但或受到
环境异议的限制。人们必然越来越担忧水电项目的
生态影响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这一背
景下，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
和德国国际管理学院开展的一项新研究的结果很
值得一读。该项研究表明“必须密切审核现下对水
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进行重大、全球性投资的号召，
包括由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世界
银行等组织发出的号召”。

该研究使用世界银行的30年数据，将主要水电
国家的安全、政治治理、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绩效与
石油生产国和所有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
虽然依赖水力发电的国家的净排放量有所减少，但
其贫困、腐败和债务水平却有所上升，且其经济放
缓速度明显高于采用其他能源资源的国家。此外，
碳减排效益需要一段时间方能实现，即在建筑施工
活动对环境造成初始影响之后，而重大水电项目的
经济效益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美国能源在分歧中取得进展
该报告中援引一些关于水电项目的社会和经

济影响的令人担忧的报道。报告中指出，据世界大
坝委员会估计，每年约有400万人因水电项目的修
建或运营工作而流离失所，而另一项着眼于100年
来全球能源事故的调查发现，水电大坝事故在能源
事故总数中所占比例不到1%，但其致死人数却占
报告死亡人数的94%，并造成97亿美元的损失。该
报告还指出，重大水电项目往往伴随着大额预算超
支。SPRU发布的新闻稿甚至表示，“诸如美国胡佛
水坝和中国三峡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型水电项目
的时代即将终结，转而迈入青睐小型项目的时代”。

但是，报告本身的立场更为谨慎。报告指出，“大
坝的缺点虽然是切实存在的，但与其他政策、计划和
投资项目的有害影响相比可能会显得不值一提”，其

他项目包括核电或火力发电厂，原因在于水电项目“
通常在选定指标上能够实现更佳绩效，特别是在碳
足迹和能源回收率方面”。报告还表示“在某些情况
下，水电大坝的益处超过了它们的成本，尽管这些益
处可能发生在距离大坝本身非常遥远的城市地区”。

降低排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SPRU报告称，水电项目可

能产生重大净环境影响的论点并未得到其数据的
支撑。该报告指出，水电项目无疑会对栖息地、水质
和环境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但它们也会产生积
极的减排影响。有趣的是，该报告中引用了一个断
言，即水库可以“作为一座虚拟甲烷工厂：随着水库
中的水位交替性上升和下降，水库中的水涌入并淹
没岸边的大片土地；柔软的绿色植被在暴露的泥浆
上快速生长，并且只有在水再次上升时，才会在水
库底部的厌氧条件下分解。这一过程将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转化为甲烷，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更为重大”。
但报告表示，该研究（水电“降低人均温室气体排放
量”）中未发现整体净负排放影响。

尽管如此，水电仍然是一种遭遇很大反对声音
的具有争议的技术，尤其是针对大型水电项目，主要
原因是它们可能造成局部干扰。正如报告所指出的
那样，“研究表明，在农村地区，水电项目可能会对
粮食安全造成干扰，特别是通过降低渔业活力或农
业用地的可用性，进而加剧贫困”。这些项目还可以“
加剧精英阶级对资源的攫取，加剧财富集中和/或边
缘化少数民族和土著群体”。该研究的数据在一定程
度上支持了水电项目加剧贫困的论点。

哪些国家建造大坝，谁能够从中受益，成本由
谁承担——谁输谁赢——必须仍然是审核水电项目
的前景（以及危险）的核心内容。

大型项目面临的腐败风险也可能很高。该报告
引用了透明国际组织的主张，“水电部门的巨额投
资和高度复杂、因地制宜的工程项目可能成为全球
大规模大坝项目设计、招标和建设中滋生腐败的温
床。然而，腐败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虚增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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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研究也发现，伴随大坝项目而生的大规模安
置资金和补偿方案也极易受到腐败的影响，增加了
水电部门的腐败风险”。该研究的数据也在一定程
度上支持了这一论点，同时该研究也支持经济增长
放缓，债务水平上升的假设。该报告指出，“水电项
目修建或运营工作产生的许多收入从国家经济中
流入外国投资者手中”，而“与水电项目有关的成本
超支和经济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则对国内的财政纪
律产生腐蚀作用”。

小型水电项目的春天？
尽管水电可能不会给一个国家带来直接和全

面的利益，但其仍然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来源。可
以更广泛地利用无需修建水库的小规模、径流式大
坝设计（例如在尼泊尔、坦桑尼亚和斯里兰卡部署
的大坝）来限制腐败和环境问题的风险，扩大发展
成果，同时仍然生产足够的能源来满足需求。因此，
我们可以重新聚焦于基于社区的迷你、微型甚至 分
布式微水电项目。

这是许多环保主义者持有的共同观点，并且
在一定程度上，部分研究分析也持有相同观点，但
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与水电项目（特别是建有大型
水库的抽水蓄能项目）在协助均衡可变的可再生能
源（如风和太阳能光伏发电（PV））方面可能发挥的
作用存在冲突。例如，有人提议将美国的巨型胡佛
大坝改造成抽水蓄能大坝，而且世界各地的许多其
他项目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加以利用。

热带的水电开发足够清洁吗？
水电大坝确实有助于各国实现经济脱碳，至少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下降，但这种低碳路径的
代价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困境。总而言之，水力发电
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为持续管理一系列有害风险，但
其所采用的管理方法并不一定是最优方法。哪些国

家建造大坝，谁能够从中受益，成本由谁承担——谁
输谁赢——必须仍然是审核水电项目的前景（以及危
险）的核心内容。

水电似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除了上文讨论
的问题之外，在一些干旱易发地区，气候变化已然对
水电在维持基荷供电方面的作用产生了影响。这一
问题只会变得更加糟糕，而风能和太阳能光伏等非
水可再生能源正在加速发展。它们的综合发电容量
很快将赶超水电。但电力系统将需要其他发电容量
来实现均衡。2013年，全球有超过127 GW的抽水
蓄能容量投入使用（2015年，抽水蓄能容量占全球
电力存储容量的99%）。随着需求不断增加，新建水
电站的数量也在增加，通常都是中小规模水电站。
正如前文所述，一些现有的大型水电站也可能与小
型项目一样，可以通过改造用于抽水蓄能，但不太
可能仅仅出于抽水蓄能的目的而新建大量规模非
常大的径流式水电站。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
有可能新增2200万GWh的抽水储能发电容量。如
果能够通过恰当方式连接起来，这些容量将远远超
出维持电网平衡所需的容量。然而，其中大部分水
电项目是基于非径流式“闭环”系统，水在高低位水
库间切换。与此同时，对规模较小的、径流式水电项
目的需求可能会增加，以增强当地的去中心化电力
组合——这类项目可以修建在不适合修建大型集
中式项目的区域。新的影响较小的微型水电技术也
在不断涌现。因此，水电议程上有很多技术选择可
以触发战略性辩论。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8/03/c_1382814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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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坝修复预计需投入逾700亿美元

ASDSO SAYS MORE THAN $70 BILLION NEEDED TO REHABILITATE 
U.S. DAMS

ASDSO利用2018年美国大坝清单中的信息，估
算了修复美国国内90,000多座大坝所需的成本。2003
年，ASDSO在题为《修复美国大坝的成本：方法论、估
算值与拟议筹资机制》的报告中公布了其初始成本估
算值。该报告分别于2009年、2012年、2016年和2019
年进行了更新。当前数据显示，非联邦大坝的总修复
成本估计为658.9亿美元，高于上一次估算的607.0
亿美元。非联邦、高危大坝的修复成本估计为204.2
亿美元，高于上一次估算的187.1亿美元。而修复所
有联邦大坝所需的成本估计为47.8亿美元，其中高
危大坝的修复成本占33.5亿美元。高危大坝指的是
故障或操作失误可能导致人员生命损失的大坝。

ASDSO表示，由于大坝状况恶化、技术标准不
断变化、技术得到改进、对大坝所在地区的降水条
件的更充分了解以及下游人口或土地利用的变化，
偶尔的升级或修复作业是必要之举。要想缩减修复
成本，有必要设立并支持联邦政府和各州设立资金
援助计划。美国大多数大坝都是私营大坝，其所有
者仅仅负责为大坝的养护和升级提供资金。

在州级层面上，ASDSO鼓励针对修复筹资的
贷款和拨款计划。在国家层面，ASDSO鼓励为高危
大坝修复补助计划提供充分资金，并鼓励联邦机构
继续支持大坝安全举措。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8/03/c_138281444.htm

根据美国大坝安全官员联合
会（ASDSO）于2019年发布的一
份最新报告，美国联邦和非联邦
大坝的修复费用已增至700多亿
美元。高危大坝的修复成本超过
23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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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协助降低洪灾风险
NATURE’S POTENTIAL TO HELP REDUCE FLOOD RISKS

洪灾是美国损失最为严重和最常见的
自然灾害。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的数据，2017年，美国发生的16次
单独损失达十亿美元的天气事件造成的累
计损失达到3,062亿美元，打破了2005年创
下的2148亿美元的历史记录。美国国家洪水
保险计划的资金来自纳税人缴纳的税费，该

计划当前已亏空200亿美元，这体现了我们
在过去和当前所采用的方法的缺陷，即我们
过度依赖人造基础设施，例如大坝、防洪堤、
防波堤和防浪堤，这一依赖也在无形之中对
环境以及环境产生的效益造成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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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重新思考防洪规划和应对方式了”

大自然在降低洪灾风险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
往往被忽视或低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例如
重新连接泛滥平原以便在洪水期间为河流提供更
宽阔空间或恢复可在风暴期间保护沿海社区的珊

瑚礁、沼泽或沙丘——也可以帮助改善水质，为野
生动物提供最佳栖息地，丰富娱乐选择并产生相关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美国伊利诺伊河曾有着繁荣的内陆河渔业，如今是开发程度最高、洪灾侵袭次数最多的河流之一
图源：大自然保护协会

让河流重新连续流动
2019年，洪灾的影响尤为具有破坏性，密西西

比河谷以及美国境内的其他河流沿岸均发生了重
大（有些境况下甚至是历史性的）洪灾，造成严重破
坏。遗憾的是，根据Floodlist.com的数据，在过去
十年中，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多场洪
灾，河流洪灾危害正在逐步恶化。

拥有更宽阔空间的河流证明了它的价值
2009年1月，华盛顿遭暴风雨浸透，冬季积雪融

化，导致Cascades以西的河流溢流泛滥。在奥廷镇及

其周边地区，在Puyallup河溢出防洪堤之前，26,000
名居民被命令撤离。这是该州历史上最大的城市疏
散计划之一。

奥廷镇位于皮尔斯县，皮尔斯县的管辖范围从
瑞尼尔山的14,410英尺高峰延伸至普吉特海湾，是全
美海拔变化最大的县之一。皮尔斯县的防洪堤系统将
河流限制在一条笔直的河道内，且自20世纪90年代
以来，其防洪堤系统一直受到洪水冲击，但皮尔斯县
无法在防洪堤受损时尽快开展修复工作。

在2009年的洪灾过后，大自然保护协会与华盛
顿州订立的伙伴关系使该流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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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大自然保护协会泛滥平原设计项目主管Bob 
Carey表示：“在历史上，防洪人员依赖的是灰色、
工程基础设施，而保护人员则依赖保护性和恢复性
基础设施，我们将防洪人员与保护人员汇集在一起，
共同努力建立可持续的混合解决方案”。

通过购买位于泛滥平原内的房产，这一伙伴关
系帮助居民摆脱危害。经过重建，新的防洪堤延伸地
更远，平均长度为泛滥平原宽度的三倍。这一工作取
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2014年，河流的水流量几
乎与2009年洪灾期间一样，但在防线后退的防洪堤
的防护下，小镇并未遭到洪水侵袭。除了改善防洪外，
该项目还恢复了自然栖息地，促进了鲑鱼种群恢复，
并有助于创造旅游收入。

大自然保护协会与合作伙伴开展合作以证明
为河流提供更宽阔空间能够带来的益处的其他示
例包括路易斯安那州上沃希托河野生动物保护区的
Mollicy农场单位和大自然保护协会在伊利诺伊州
设立的Emiquon保护区。

沿河实施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价值
科学研究表明，一英亩的湿地在洪灾期间可以

容纳约三英亩-英尺（一百万加仑）的水，且这些水将
在降雨停止后释放。根据一项评估，全球湿地的美元
价值估值为14.9万亿美元。（资料来源：Costanza
等，1997）

恢复海岸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平均而言，飓风每

年造成的损失达到280亿美元。不幸的是，美国人仍
在继续深入危险之中。自1970年以来，已有3500万
人搬迁至沿海高风险地区，这些人可能正在将自己
置于毁灭性风暴潮的直接通道上。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对抗超级风暴桑迪
2012年，飓风桑迪袭击大西洋海岸，造成近700

亿美元的损失，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损失第二严重

的飓风，直到2017年被飓风哈维和玛丽亚赶超。飓
风桑迪在新泽西州造成尤为惨重的损失。但是，在
新泽西州的开普梅镇，尽管有一些房屋遭到破坏，
但该社区的表现要远远优于邻近社区。

大自然保护协会新泽西州沿海项目协调员Adri-
anna Zito-Livingston说：“尤其是开普梅附近地区
的情况非常好。我们将这一结果归因于大自然保护
协会在这一地区开展的恢复工作。”南开普梅梅多
斯保护区位于海洋和数十座住宅之间，经过数十年
的持续状况恶化后，于2007年经大自然保护协会开
展的工作得到恢复。Zito-Livingston说“我们开展了
大量沙丘恢复和海滩养护工作，所以海滩足够宽，沙
丘足够高，且淡水湿地吸纳了足够多的水，我们的社
区鲜少发生沿海洪水，也没有看到任何沙丘被冲垮。”

如今，经过修复的保护区可以作为大自然发挥
的防护作用的典范，同时提供全年的野生动植物、经
济和社会效益。

沿海实施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价值
近期的研究表明：
● 沿海沼泽可以将波浪能量减少50%以上。
● 红树林最高可将波浪的高度和能量降低66%。
● 美国的沿海湿地每年为其提供价值232亿美

元的风暴防护效益。
● 珊瑚礁每年提供18亿美元的防洪效益。
●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防护沿海洪灾的最

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在湿地和珊瑚礁恢复项目
上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7美元的直接减灾效益。

通向更美好未来的道路
为了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并帮助社区克服日益

严重的洪水威胁，我们应当：
1.	投资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防洪规划过

程中，在考虑新建或重建人造基础设施时，也应考虑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救灾基金为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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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梅国家野生动植物救济站
图源：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

2.	改善和更新沿河和沿海人造基础设施。美国
土木工程师协会在其2017年基础设施报告单中将国
内大坝和防洪堤评级为“D”级。通过恰当的投资，可
以利用现代科学，以与自然携手，而不是对抗自然的
方式来改善基础设施。

3.	提高认识。我们必须通过以下方式更好地提
升对洪灾风险意识：

● 利用科学和最新的气候预测来改进洪水地图。
● 要求披露房产的洪水保险索赔历史，以帮助

潜在买家更好地了解他们面临的洪水风险。
● 鼓励洪水风险评估和风险较低的开发项目的

社区外展活动。
● 针对现有房产的防洪措施以及阻止在洪水易

发地区开展进一步开发工作的规则。

4.	实现政策现代化。我们应当寻求相关政策，鼓
励社区降低洪水风险，引导开发工作远离风险区域。
改革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
旨在阻止在高洪水风险区域开展开发工作。但是在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绘制的许多泛
滥平原上，许多能够提供天然洪水缓冲作用的地区
往往已被开发。国会和行政部门应恢复联邦洪水风
险管理标准，该标准制定了常识性规则，以协助保
护社区免受洪水侵袭。

确保《清洁水法》为湿地、水道和天然泛滥平
原提供保护至关重要。目前，政府正在提议大幅减
少受联邦保护的溪流和湿地的数量。大自然保护协
会正在敦促政府恢复以科学为基础的《清洁水法》
实施方式，以确保保护可以协助我们减少社区洪水
风险的地区。

https://www.nature.org/en-us/what-we-do/our-priorities/tackle-climate-change/
climate-change-stories/natures-potential-reduce-flood-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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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时提供的卫星数据助力印度
抗击洪灾

FEATURE: TIMELY SATELLITE DATA FROM CHINA HELPS 
INDIA COMBAT FLOODS

位于印度东部的比哈尔邦近日遭到暴雨袭击，
共13个区受灾，其中西塔马尔希的灾情最为严重。
据报告，此次暴雨自7月15日开始，已持续两周，已
在比哈尔邦造成130人死亡，而西塔马尔希区的死
亡人数达到将近40人。

导致比哈尔邦低洼地区受灾的主要原因是位
于邻国尼泊尔的多条上游河流泛滥溢流，这些河流
几乎每年都对这些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新华社记者前往遭受洪灾袭击的西塔马尔希区，
并在现场进行报道。记者乘坐救生艇抵达“Dhaap-
tola”村，却只看到一个约200间房屋的村庄。大部
分茅草屋顶的泥屋已被从巴格马蒂河溢出的洪水
从四面包围。洪水自7月14至15日夜间开始涌入，几
乎淹没了所有房屋，洪灾持续了8至10天。在这几天
内，即使正在下雨，甚至是在暴雨期间，居民也不得



11 

2019年第12期 水利水电国际资讯摘要

不待在临时竹制担架上，这些担架被放置在屋顶或
高于水面的其他地方。

洪水继续淹没村民的农田，印度国家灾害响应
部队（SDRF）派遣的救援队提供的船只是村民前往
附近市场购买日用品的唯一交通方式。而印度国家
灾害快速反应部队（NDRF）和印度陆军派遣的类
似救援队也在附近地区快速投入服务，以便为受灾
人民提供救济和服务。

Dhaaptola村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是一条用竹
棍建造的约100米长的桥梁，但这一唯一通道也在暴
洪中被冲垮。在救济和救援团队抵达之前，Dhaaptola
村至少已与比哈尔邦的其他地区隔绝了五天。救援
团队为Dhaaptola村带来了救援艇、救援物资和药
品。由于缺乏医疗救助，一名一岁男孩在高烧数天
后在村内夭折。

据报道，中国是第一个与印度政府分享受灾地
区（特别是比哈尔邦和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卫星数据
和图像的国家。据印度英文日报《印度快报》报道，中
方提供的卫星图像是中国卫星“高分二号”于7月18
日传回的图像。印度外交部感激中方提供的帮助，同

时也感谢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等七个国家为印度政
府提供的协助。中印双方同属一个旨在与受到自然
灾害或人为灾害影响的国家分享太空数据的多边
机制，这些卫星数据便是通过这一多边机制获取的。

7月26日，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发推文称“在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发出国际救灾支持请求
后，中国已向印度政府提供了印度受灾地区的卫星
数据，以协助印方开展抗洪救灾工作。我们希望救
灾工作顺利开展。”

印度于7月17日发出国际救灾支持请求，据悉，
中国是第一个向其发送卫星数据的国家。据印度媒
体报道，其他国家的航天局在其卫星经过该地区时
也向印度政府提供了相关信息。

除了导致人员伤亡之外，此次暴洪还导致大量
牲畜死亡，甚至导致大米、甘蔗和蔬菜等未收割作物
被损毁。除了比哈尔邦外，类似的暴洪事件也在印度
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导致80多人死亡。截至目前，虽然
印度气象局（IMD）预测比哈尔邦部分地区和印度其
他东部地区将迎来倾盆大雨，但据报道，比哈尔和阿
萨姆邦的灾情已得到控制。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8/03/c_1382814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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