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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全球在建规模最大、单机容量

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

程———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 2

台机组 28日投产发电。

白鹤滩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1600 万千瓦，是我国实施“西电东

送”的国家重大工程。水电站大坝

为 300 米级特高混凝土双曲拱坝，

共安装 16 台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

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

电机组。发电机组实现了我国高端

装备制造的重大突破。

“白鹤滩水电站核心技术均为

自主研制，全部机组投产发电后，将

成为仅次于三峡水电站的世界第二

大水电站。”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

建设部党委书记何炜说。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

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处金沙江干

流河段，是三峡集团在金沙江下游建

设的四座巨型梯级水电站———乌东

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中的第二

级，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兼具防洪、

改善航运、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地处金沙江干热

河谷地带，工程规模巨大，地质条件

复杂，工程建设攻下了多个技术难

关，例如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建造

不对称特高拱坝；1650 万吨拱坝水

推力下，确保拱坝坝肩稳定；高烈度

地震区，确保 300 米级高拱坝抗震

安全；窄河谷、大泄量条件下解决泄

洪消能等问题。

在 1994 年修建三峡工程之

前，中国还不具备制造 35 万千瓦

以上水电机组的能力。20 多年来，

建设者们砥砺奋斗，克服重重困难

直抵世界水电“无人区”。

据新华社报道

6 月 28 日，全球在建规模最

大、单机容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

的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首

批 2台机组投产发电。白鹤滩水

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

重大工程，蓄满能量的金沙江水

依照建设者的精妙构思流入地下

厂房，冲击水轮发电机组，转化为

电能源源不断向外输送。

“白鹤滩水电站核心技术均

为自主研制。”三峡集团董事长雷

鸣山说，“2022 年 7 月全部机组

投产发电后，白鹤滩水电站将成

为仅次于三峡水电站的世界第二

大水电站。”

在白鹤滩水电站地下厂房

内，首批投产发电的 2台机组稳

定运行，像这样的全球单机容量

最大水轮发电机组共有 16 台，其

研制和安装难度空前。“这个‘大

块头’，光核心部件‘转子’就重

约 2000 吨，在以每分钟 111 转

的高速旋转下，自身的摆度只有

0.05 毫米，稳定性极强，能够保证

机组长期安全运转。”三峡集团白

鹤滩工程建设部机电项目部工程

师陈浩说。

白鹤滩工程地质复杂、气候

恶劣，工程建设攻下了多个技术

难关———

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建造

不对称特高拱坝；1650 万吨拱坝

水推力下，确保拱坝坝肩稳定；高

烈度地震区，确保 300 米级高拱

坝抗震安全；窄河谷、大泄量条件

下解决泄洪消能问题……

随着首批机组成功投产发

电，白鹤滩水电站的综合效益优

势正逐步彰显。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

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处金沙

江干流河段，是三峡集团在金沙江

下游建设的四座巨型梯级水电

站———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

家坝中的第二级，开发任务以发电

为主，兼具防洪、改善航运、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效益。

———发电效益

白鹤滩水电站， 是 “西电东

送”骨干电源点之一，总装机容量

1600 万千瓦 ， 多年平均发电量

624.43 亿千瓦时。 源于中国“心”

的绿色电能，将跨越 2000 余公里

到达华东地区， 助力当地经济高

质量发展。

———生态效益

白鹤滩水电站建成投产后 ，

相当于每年可节约标煤约 1968

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5160 万

吨、二氧化硫 17 万吨 、氮氧化物

约 15 万吨……白鹤滩水电站将

与三峡、 葛洲坝以及金沙江乌东

德、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一起，

构成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 ，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防洪效益

白鹤滩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

四座梯级电站中库容最大、 梯级

效益最为显著的水电站， 是长江

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电

站预留防洪库容 75 亿立方米，相

当于 525 个杭州西湖， 长江中下

游再添一道来自金沙江下游的防

洪屏障。 ”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

设部技术管理部主任王玮说。

———航运效益

金沙江，穿行于高山深谷。 狭

窄蜿蜒、滩多坡陡、水流湍急……

曾经仅靠河道整治无法实现全面

通航。 白鹤滩水电站全部建成投

产后， 可增加下游河段枯水期河

道流量，改善航道通航条件。

在当代年轻人看来，眼缘很重

要。迈锐宝XL作为一款超高颜值

座驾，足以让人一见倾心。前脸部

分，迈锐宝XL采用经典海浪式双

格栅设计，与两侧犀利的 LED星钻

式头灯相连，带来了极强的视觉冲

击。车身侧面，溜背造型及流畅线

条，在光影型面的作用下，勾勒出一

副优雅动感轿跑姿态。

迈锐宝 XL 还提供 Redline

尚 ·红系列，采用专属曜黑和炫红设

计元素，增添了几分神秘感与运动

感。18吋曜黑五辐叠浪式运动轮毂

更显大气，铭牌、后视镜、轮辋等处

以红黑经典配色点缀，提升运动气

质的同时，又彰显与众不同的个性。

穿梭在城市街头，迈锐宝XL自带

流量，时刻都是路人关注的焦点。

内饰方面，迈锐宝XL拥有经

典飞翼式双座舱，中控和门板等处

采用大量软性材质包覆，辅以炫红

手工缝线，兼具运动感与精致感。

另外，新车还提供 Alcantara

内饰，共有霜灰、枫红、琥棕、碧蓝、

琉灰 5种颜色可选，进一步提升了

内饰档次感，让年轻人坐拥豪华与

质感体验。全新迈锐宝XL是同级

采用Alcantara 内饰的车型。

年轻人喜欢自由不羁，遵循自

己的节奏。对于心仪的座驾，他们的

态度也是如此：即要澎湃性能，也要

节能省油，总之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迈锐宝XL在动力方面有着同级车

型难以比拟的优势，“2T9”黄金动

力组合了解一下? 迈锐宝 XL

Redline 550T 车型在 2.0T 智能

变缸涡轮发动机与 9 速 HYDRA-

MATIC誖手自一体变速箱这套动

力总成的加持下，最大功率

177kW，峰值扭矩达到 350N ·m，

完成 0-100km/h 加速仅需 7.2s，

成为同级别中性能最强的车型之

一，让年轻人随时随地都能来一把

速度与激情，享受肾上腺素飙升的

爽快感。另外，迈锐宝XL 535T车

型搭载 1.5T+9AT 高效动力组合，

兼顾强劲动力与优异燃油经济性，

综合工况百公里油耗低至 6.3L，给

追求经济实用的年轻用户和家庭提

供了上佳选择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迈锐宝 XL在

售后方面也诚意满满，全系车型可

享动力总成主要零部件 8 年或 16

万公里的原厂质保服务，让年轻人

在用车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

年轻人喜欢尝鲜，对于前沿科

技也更为敏感。在这方面，迈锐宝

XL给足了料。迈锐宝XL搭载全新

升级的MyLink+智能车载互联系

统，具有海量娱乐和互联功能，并支

持苹果 CarPlay 与百度 CarLife 手

机映射，在OTA远程升级后，可提

供更加丰富的功能和更好的交互体

验。同时，引入科大讯飞全面升级智

能语音识别功能，识别速度和识别

精度都大幅提升，只需发出语音指

令即可完成拨打电话、播放音乐、搜

索导航、查询生活服务信息等操作，

给用户带来更加轻松愉悦、便捷且

安全的用车体验。

迈锐宝XL还配备全新一代安

吉星智联系统，提供各类智能安全

服务，并且所有车载APP 应用可享

每年 100G的车联应用免费流量服

务，让所有乘员都可以尽情体享受

精彩纷呈的车联乐趣。

安全科技方面，全新迈锐宝XL

除了配置周全的安全气囊和一体式

侧气帘以及符合 C-NCAP 五星安

全标准的坚固车身所带来的被动安

全防护外，全系标配博世全新一代

电子安全系统，搭载包括ACC自适

应巡航系统、FCA 前方碰撞预警

+CMB碰撞缓解系统、PAEB 前方

行人侦测与刹车辅助、LDW车道偏

离预警 +LKA行道保持辅助系统、

SBZA 侧盲区报警、RCTA 后方交

叉路口提醒等在内的 10 项主动安

全智能科技，将车辆安全升级到全

新高度，让每一次出行都从容自信。

此外，迈锐宝XL还配有BOSE剧

院级 9扬声器高级音响系统、ANC

主动降噪静音系统等高感知装备，

让驾乘人员享受高品质出行体验。

雪佛兰迈锐宝XL具备了超高颜

值和质感座舱、领先同级的动力性能

以及丰富的智能互联科技与安全科

技，这些特性与当下年轻人的高审美

标准、注重细节品质、敢爱敢玩的特质

完美契合。正因如此，迈锐宝XL完全

有理由成为那些钟爱高品质中高级座

驾的年轻消费者的新宠。 （于大卫）

如何选择一台高品质座驾？ 让雪佛兰迈锐宝 XL告诉你
6.·18 刚过，大家是不是开始期待双 11 了？ 确实，当下各种名目的

购物节活动非常火爆，对于年轻消费一族来说，“薅羊毛”是件很快乐的

事。 而在买车时，他们也精打细算，希望给自己挑选一款有颜有品又有

料的座驾，雪佛兰迈锐宝 XL 正合他们的心意。

全球在建规模最大、单机容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

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水拍云崖展翅起 “白鹤”飞舞金沙间

解码“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白鹤滩水电站

/新华社这是 6 月 10 日拍摄的白鹤滩水电站（无人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