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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选定中国主要河流的代表水文站，分析了中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径流量和总输沙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

明，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径流量随时间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增加或减小，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14 090 亿 m3 ; 年总输

沙量在 1960 年前变化不大，1960 年后逐渐减小，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26. 43 亿 t 减小至 2001 ～ 2008 年间的 5. 95 亿

t; 平均含沙量则从 50 年代的 1. 74 kg /m3 减至 2001 ～ 2008 年间的 0. 46 kg /m3。中国南方主要河流和主要内陆河流

的代表站径流量没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趋势，北方河流代表站径流量除淮河、松花江外，具有明显的减少趋势; 中

国各主要河流代表站年输沙量除塔里木河外，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北方河流的减小幅度较大。影响中国主要

河流水沙变化的主要因素分为自然和人类活动因素，其中自然因素包括流域降雨量变化和流域下垫面条件; 人类

活动因素包括水土保持措施、水库工程、流域调水调沙及引水引沙、河道采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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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许多河流，特别是北方河流，每年输送大量的泥沙。据不完全统计，中国 11 条主要河流多年平均

输沙量约 16. 9 亿 t，其中仅黄河、长江的年输沙量就高达 15. 2 亿 t。泥沙具有两重性，即资源性和灾害性，

既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灾害，长期以来也塑造了美丽富饶的平原陆地，逐渐成为资源而被人类利用。随着流

域内人类活动频繁和气候降水条件的变化，特别是流域修建水利水保工程和加强植被建设，流域产流产沙将

发生变化，导致江河水沙条件也发生显著变化。河流水沙变化不仅关系到河流本身的发展，而且也反映了流

域的环境特性、水土流失程度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在水利规划、防洪减灾、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水土保持及

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中，河流水沙变化问题也是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对于许多河流，特别是多沙河

流而言，泥沙治理十分重要，治水必治沙。河流水沙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水利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

甚至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全面了解全国主要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变化情况十分必

要。本文对中国 11 条主要江河水沙总量和各条河流水沙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试图为中国江河

治理和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持。

1 中国江河水文控制站与资料整理

1. 1 流域代表水文控制站选择

在中国主要江河流域内，布置了大量的水文控制站，而且不同的水文站控制不同的流域面积，这些水文

站监测流域内不同区域的水沙变化过程。为便于有效地反映河流整个流域的水沙变化特点，选择流域代表水

文站是必要的。流域代表水文站应具有如下特点: ① 应具有较大的流域控制面积，控制流域大部分区域;

② 应具有长系列的水沙观测资料。根据流域河道分布特点，可以选择数个水文站。结合各流域河流分布特

征，《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布的 11 条主要河流选定的代表水文站如表 1 所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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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选择的全国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及其多年水沙特征值

Table 1 Selected typical hydrological station and long-term annual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the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 in main rivers

流 域 代表水文站
控制流域面积

/万 km2
多年平均径流量

/亿 m3
多年平均年输沙量

/亿 t
长 江 大 通 170. 54 9 034 4. 140
黄 河 潼 关 68. 22 349. 9 11. 100
淮 河 蚌埠 + 临沂 13. 16 290. 7 0. 117
海 河 石闸里 + 响水堡 + 张家坟 + 下会 5. 22 15. 62 0. 187
珠 江 高要 + 石角 + 博罗 41. 52 2 849 0. 759
松花江 佳木斯 52. 83 653. 4 0. 127
辽 河 铁岭 + 新民 12. 76 32. 80 0. 169
钱塘江 兰溪 + 诸暨 + 花山 2. 30 200. 2 0. 027
闽 江 竹岐 + 永泰 5. 85 573. 9 0. 066

塔里木河 阿拉尔 + 焉耆 15. 00 72. 78 0. 234
黑 河 莺落峡 1. 00 15. 70 0. 023
合 计 388. 40 14 090 16. 900

注: 多年平均值是指 1950 ～ 2005 年期间的平均值。

1. 2 河流水沙资料处理方法

对于全国 11 条主要河流而言，由于各河流所处的战略地位和开发程度不同，国家对其重视程度和投入

也有一定的差异，水文资料的系统观测也不同，一些河流水文资料观测的起始年份较晚，甚至有些年份出现

漏测现象，特别是泥沙资料缺测现象比较普遍，给深入研究全国水沙变化趋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便于水

沙变化的深入分析和水沙资料的完整性，对资料缺测的年份进行了如下的处理: 对于河流代表水文站年径流

量缺测的年份，利用多年平均径流量代替，以进一步分析全国年径流量的变化特征; 对于河流代表水文站年

输沙量缺测的年份，利用代表水文站年输沙量与径流量的关系估算年输沙量，以进一步分析全国年输沙量的

变化特征。
1. 3 分析方法

一般说来，河流水文站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变化过程是周期性的上下变化，深入分析其变化趋势仍有一定

的难度，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水文站径流量和输沙量的累计值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假设河流水文站总输沙

量( 即输沙量的累计值 Ws ) 随时间的变化过程用以下函数表示:

Ws = f( t) ( 1)

其导数 W' s = dWs /dt( 输沙量累积曲线的切线斜率) 代表总输沙量随时间的变化率，当 dWs /dt 随时间无明

显的增加或减少( 或接近一个常数) ，相应的二阶导数接近于零( d2Ws /dt
2≈0) ，输沙量累积曲线为一直线，表

明水文站输沙量随时间没有明显的增大或减少趋势; 当 dWs /dt 随时间逐渐减小( 或减少趋势) ，相应的二阶

导数小于零( d2Ws /dt
2 ＜ 0) ，输沙量累积曲线为一上凸的曲线，表明水文站输沙量随时间具有明显的减少趋

势; 当 dWs /dt 随时间逐渐增大( 或增大趋势) ，相应的二阶导数大于零( d2Ws /dt
2 ＞ 0) ，输沙量累积曲线为一

上凹的曲线，表明水文站输沙量随时间具有明显的增加趋势。
对于水文站径流量的变化过程和输沙量与径流量的变化关系也可以采用上述分析方法。

2 中国江河水沙变化趋势

2. 1 水沙总量变化过程

结合选定的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表 1 给出中国 11 条主要河流代表站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和平均年输沙

量。由表可见，多年平均径流量最大的河流为长江，大通站多年均径流量为 9 034 亿 m3 ; 其次为珠江，相应

的年均径流量为 2 849 亿 m3。多年平均输沙量最大的为黄河，潼关站年均输沙量为 11. 1 亿 t; 其次为长江，

大通站年输沙量为 4. 14 亿 t。中国 11 条主要河流代表站的年径流量和输沙量的总和作为全国水沙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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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基础，称为代表站总径流量和代表站总输沙量。图 1 和表 2 分别为 1950 ～ 2008 年全国主要河流代表

站总径流量与总输沙量的变化过程和不同年代水沙特征值。由图看出，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径流量累计变

化过程线成直线，表明全国主要河流总径流量随时间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增加或减小，20 世纪 50 年代代表站

总径流量为 14161 亿 m3，70 年代减至 13306 亿 m3，90 年代增至 14526 亿 m3，在多年平均值 14090 亿 m3 上

下波动。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输沙量累计变化过程线总体为上凸型曲线，其中 1960 年前基本为直线，表

明年输沙量变化不大，平均年输沙量为 26. 43 亿 t; 1960 年后，总输沙量累计过程线开始向右偏离原趋势，

表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年总输沙量逐渐减小，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26. 43 亿 t 减小至 70 年代的 17. 64 亿 t，
到 90 年代减为 12. 18 亿 t，2001 ～ 2008 年仅为 5. 95 亿 t，减幅达 65%。

图 1 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年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变化过程

Fig. 1 Variation processes in the total annual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 for the typical hydrological station in main rivers

表 2 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径流量与输沙量的年代变化

Table 2 Decade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the total annual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 for the typical
hydrological station in main rivers

时段 年均径流量 /亿 m3 年均输沙量 /亿 t 平均含沙量 / ( kg·m －3 )
1951 ～ 1960 14 161 24. 631 1. 74
1961 ～ 1970 13 889 22. 156 1. 60
1971 ～ 1980 13 306 17. 643 1. 33
1981 ～ 1990 13 625 13. 805 1. 01
1991 ～ 2000 14 526 12. 183 0. 84
2001 ～ 2008 12 936 5. 952 0. 46

多年平均 14 090 16. 900 1. 23

图 2 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平均含沙量变化

Fig. 2 Averag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variations for the typical hydrological station in main rivers

从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双累计曲线进一步看出( 图 2) ，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径流

量与输沙量双累计曲线是上凸的，且从 1960 年起逐渐偏向径流量，表明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输沙量减小

幅度大于径流量的减小幅度，全国主要河流加权年平均含沙量逐渐减小，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 74 kg /m3

减至 70 年代的 1. 33 kg /m3，90 年代减为 0. 84 kg /m3，2001 ～ 2008 年仅为 0. 46 kg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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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主要河流年径流量变化特征

如图 3 所示的中国主要河流累计径流量变化过程来看，自 1950 年以来，长江、珠江、钱塘江与闽江等

南方河流和内陆河流( 包括塔里木河与黑河) 的代表站径流量累计变化过程线皆呈直线，表明这些河流代表站

的径流量没有明显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在多年平均径流量上下波动，多年平均值参见表 1。对于中国北方河

流，淮河径流量累计变化过程线曲折变化，总体为一直线方向，表明其年际间径流量变化较大，无明显的趋

势性变化; 其它北方河流径流量累计变化过程线总体为一上凸曲线或折线，表明这些北方河流的代表站径流

量呈现逐渐减少的变化趋势，近期黄河、海河、松花江和辽河分别偏小 39%、74%、39%和 59%。

图 3 全国主要河流累计年径流量的变化过程

Fig. 3 Variation processes of the accumulative total annual runoff in each main river

2. 3 主要河流年输沙量呈大幅度减少趋势

图 4 所示的中国主要河流代表站年输沙量累计变化过程看出，塔里木河和松花江河流代表站累计输沙量

变化过程无明显的上凸状态，表明这两条河流输沙量随时间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变化，但近期略有减少，分别

减少 26%和 19% ; 中国其它河流的代表站年输沙量累计变化过程线都呈现上凸型曲线或折线，表明中国绝

大多数河流的年输沙量随时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幅度逐渐增大，2000 年后减少幅度达到 44% ～
98%，其中南方河流减少 44% ～58%，长江减少 56%，北方河流( 如黄河、海河、辽河、淮河等) 输沙量减少

幅度可达 59% ～98%，辽河和海河输沙量分别偏少 94% 和 98%。黄河代表站年输沙量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7. 27 亿 t 减为 70 年代的 11. 86 亿 t，90 年代为 7. 49 亿 t，近期仅为 3. 33 亿 t，减少幅度为 70%。

图 4 全国主要河流累计年输沙量变化过程

Fig. 4 Variation processes of the accumulative total annual sediment load in each main river

3 流域水沙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

河流水沙变化过程是一个受众多因素影响的综合过程，其形成和演化过程是自然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

结果。分析中国主要河流水沙变化趋势成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流域降雨量变化和流域下垫面条件; 人为因

素包括水土保持措施、水库拦沙、流域调水调沙及引水引沙、河道采砂等; 其它因素还有河道的滞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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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流域降雨量变化

降雨是流域产流的主要来源和产沙的主要原因，其大小及时空分布决定了流域径流量与河流输沙量的大

小。在一定的地表条件下，流域降雨量越大，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越大。也就是说，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的

变化与降雨量的变化趋势一致( 如图 5 所示) ，只有当局部地区受水库蓄水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呈现不一致的变

化趋势。因此，当流域降雨量发生趋势变化时，流域产流产沙量都将随之发生变化。如黄河中游河口镇 － 龙

门河段区间( 简称河龙区间，如表 3 所示［2-4］)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年均降雨量较基准期 1969
年前分别减少了 7%、11% 和 13%，因降雨减少致使 7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产流量分别减少 5. 38 亿

m3、9. 52 亿 m3 和 13. 92 亿 m3，输沙量分别减少 2. 03 亿 t、3. 55 亿 t 和 2. 71 亿 t。

图 5 辽河年降雨量与年径流量变化过程

Fig. 5 Variation processes in 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runoff in Liaohe River

表 3 黄河中游 21 条支流水沙变化原因分析结果

Table 3 Variation causes of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 with the 21 branches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时段
平均降

水量
/mm

年径流量较 1969 年前的变化量 年输沙量较 1969 年前的变化量

总减少量
/亿 m3

( 1)

降雨因素
削减量 /亿 m3

( 2)

占总 /%
( 2) / ( 1)

总减少量
/亿 t
( 3)

降雨因素
削减量 /亿 t

( 4)

占总 /%
( 4) / ( 3)

1969 年前 464. 4
70 年代 433. 3 12. 64 5. 38 42. 5 2. 97 2. 03 68. 5
80 年代 412. 1 24. 37 9. 52 39. 1 7. 27 3. 55 48. 9
90 年代 5. 41 22. 31 13. 92 62. 4 4. 75 2. 71 57. 1

3. 2 流域下垫面条件

流域下垫面主要包括土壤组成、地势地貌形态、植被覆盖等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土壤侵蚀状况与产沙

量，进而影响河流输沙量［5-6］，在此予以简要说明。地面土壤组成( 如土壤类型、结构、含水量等) 决定了土

壤分离难易程度即可侵蚀性，在其它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相同撞击力的降雨落在粉沙、粗砂和岩石上，其侵

蚀效果依次减弱。地貌形态对侵蚀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貌类型区域变化( 平原、丘陵、山地等) 影

响侵蚀特点的宏观差异; 二是地貌形态特征( 地形坡度、坡型、相对高度、沟谷密度等) 制约着侵蚀过程的强

弱变化，在坡度陡、沟壑密度大的黄土高原区，其侵蚀模数较大。植被覆盖通过避免暴雨直接打击地面，减

少土壤侵蚀; 吸收水分和增加粗糙度减少减缓地表径流，减轻泥沙冲刷; 提高林草根系密集和改善土壤理化

性质，增加了土壤整体抗侵蚀力，以有效地抑制土壤侵蚀，达到保水保沙的目的。
通过对比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泥沙侵蚀量差异，进一步说明下垫面条件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尽管长江

流域的多年平均降雨量( 约为 1 067 mm) 为黄河中游黄土高原降雨量( 约为 436 mm) 的 2. 4 倍，但是由于长江

流域的植被覆盖率是黄河流域的 3 ～ 4 倍，且长江中上游流域的石质山区面积比例远高于黄河中游流域，黄河

中游松散的黄土面积比例远高于长江中上游地区，使得长江流域侵蚀模数大于 5 000 t / ( km2·a) 的面积约

10. 8 万 km2，比黄土高原约少 5 万 km2，长江干流输沙量仅为黄河的 1 /3。流域内植被、土壤性质等一旦发

生变化，流域土壤侵蚀特性和河道输沙量也将发生变化，这也是人类活动对流域产沙影响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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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水利水土保持工程的影响

( 1) 水土保持措施 上述分析表明，除塔里木河外，中国主要江河输沙量普遍减小。除了水利工程的

拦沙作用外，水土保持措施是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因素。水土流失治理措施自 20 世纪中叶就开始实施，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普遍得到加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增加，黄河流域和永定河流域都有体现。
黄河流域中上游区域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进行了大量的水土保持工作，流域减沙效果比较明显。研究

成果表明［7］，20 世纪 80 年代黄河中上游水利水土保持措施年均减沙量为 4. 19 亿 t，90 年代黄河中上游水利

水土保持措施年均减沙量为 3. 922 亿 t，较 80 年代有所减少。对于永定河流域［8］，1981 ～ 2000 年上游流域

产沙总量为 12. 09 亿 t，水土保持拦沙总量占流域总产沙量的 29. 03%，与 1950 ～ 1980 年相比 30 年间总产沙

量 28. 64 亿 t，水土保持拦沙总量约 2. 0 亿 t，水土保持拦沙总量占流域产沙量的 7. 0%，水土保持拦沙能力

提高了 13%。
( 2) 水库拦沙 截至 2006 年底，中国流域干支流上建设了大、中、小型水库 85 874 座，总库容达到

5 974亿 m3，调节了河流水沙过程，拦蓄了部分径流和泥沙，减小了进入下游的输沙量。在水库蓄水运用初

期，水库泥沙淤积严重，下泄含沙量明显减小，进入下游的输沙量大幅度减小，当水库淤积量接近总库容的

70%时，水库基本达到淤积平衡状态，水库的拦沙效果已很小，排沙比接近 100%，如图 6 所示的龚嘴水库

排沙比变化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特点［9］。水库可采用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进行合理排沙，有效地保持水库库

容。在水库没有达到淤积平衡之前，水库拦沙效果是持续的，表明水库拦沙对河道输沙量造成趋势性减小效

果也是长期的。如，黄河中游河龙区间支流已建水库 134 座［3，7］，多建于 1985 年前的不同时期，总库容

21. 76 亿 m3，至 1997 年累计淤积拦沙 9. 41 亿 m3，其中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年均淤积量分别

为 0. 26 亿 m3、0. 38 亿 m3 和 0. 23 亿 m3。再如珠江流域，图 7 为珠江流域年输沙量与水库库容( 部分水库)

关系图，珠江流域水库库容呈逐渐增加趋势，由于流域各区域泥沙侵蚀量的差异，水库位置与水库运行方式

影响了水库的拦沙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水库对流域输沙量减小影响不明显，80 年代中期以后输沙

量曲线与水库库容变化过程线明显呈背离趋势，表明随着流域水库库容的增加，水库拦沙作用加强，导致河

道输沙量减小。

图 6 龚嘴水库排沙比变化过程

Fig. 6 Variation processes of the sediment drainage rate in
the Gongzui Reservoir

图 7 珠江流域年输沙量与水库库容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nual sediment load and
reservoir capacity in the Pearl River

3. 4 流域调水调沙及引水引沙

为解决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缓解地方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将逐步开展流域调水调沙工程，比如南水

北调工程、引黄济津工程、塔里木河应急供水工程等。流域调水调沙实施后，一方面使得调水河道下游水沙

过程发生变化，减小河流的输水输沙量; 另一方面，受水河到下游水沙量增加，改变河道水沙变化过程。对

于长江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工程调水量相对长江来水量较小，在丰水期、中水期对长江影响甚微，但在枯水

期采用大流量引水时，使得进入下游河道的水量减少，可能会加重长江口地区盐水上溯。
在北方水资源紧缺的干旱地区，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对水资源需求不断增加，引水引沙对河道水沙变化

产生很大的影响。黄河下游引黄灌区 1958 年至 2002 年的 41 年间( 1962 ～ 1965 停灌) 共引水 3 665. 2 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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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引黄河水量 89. 4 亿 m3，约占同期黄河干流来水量( 花园口站) 的 23. 1%。共引进泥沙 44. 4 亿 t，年平

均引沙量为 1. 08 亿 t，约占同期黄河干流来沙量( 花园口站) 的 11. 0%，直接影响黄河下游的水沙变化过程。
塔里木河干流由于引水、洪水漫溢、河道渗漏等影响，水量沿程大幅递减，黑河流域汛期大部分水量引入农

田，导致径流量和输沙量大幅度减少。
3. 5 河道滞沙与采砂

( 1) 上游河道的滞沙作用 由于河道淤积作用，将减小下游河道的输沙量。河道淤积滞沙越多，输沙

量减少越明显，如辽河下游河道、永定河、珠江区间河道等。淤积萎缩比较严重的辽河下游柳河口至六间房

河段，1954 ～ 1996 年年平均输沙量 32. 8%的泥沙都淤积在河道。永定河上游流域，河道淤积泥沙占全部沙

量的比例 13. 01%。珠江流域西江干流浔江大湟江口站和梧洲站区间河道 1986 年后处于淤积状态，大洪水

年份 1994 年区间河道泥沙淤积量相对较大。
( 2) 河道采砂 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建筑用沙量增加，造成河道采砂量大幅度增加，对河道

输沙量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河道采砂造成河道下切，河道局部过水面积增大，采砂断面水流流速减小，致

使采砂河段发生泥沙淤积，直接减小了下游河道的来沙量。对于长江、珠江、闽江等河道，其采砂活动非常

频繁，从而造成下游河道输沙量减小。据初步估计［9］，近 20 年来长江干流宜昌以下河道共采挖江沙

1. 3 亿 t，平均为 0. 26 亿 t / a，近期江沙采挖量还在加大，估计可能达到 0. 4 亿 t / a。川江( 长江干流宜宾至

宜昌段) 90 年代宜宾市辖区、泸州市辖区和重庆市辖区三市一年内共采卵石约 516 万 t，沙约 1 014 万 t，比宜

昌站每年输出的卵石推移质( 75. 8 万 t) 和近底层砂砾推移质( 878 万 t) 还要多。嘉陵江每年每公里沙石开采

量达 3. 8 万 t，卵石开采量每年每公里达 1 万 t，1993 年朝天门 － 盐井 75 km 河段沙、卵石总开采量为 350 万

t，2002 年朝天门 － 渠河嘴 104 km 河段沙、卵石总开采量为 357 万 t。
3. 6 其它人类活动

由于人类在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制约下，违背自然规律，进行不合理的生产活动等，将引起严重的

水土流失。人类活动可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人类直接作用而产生的剥蚀-搬运-堆
积过程，其类型与方式多种多样，如耕作坡耕地、开矿、修路等。间接作用主要是人类破坏地表原始植被，

加速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地表森林、草原的破坏使表层土壤失去保护产生水土流失，表土的开垦和耕

种，进一步加速水土流失，特别是无保护措施的坡耕地。人为侵蚀是不能直接产沙的，必须通过其它营力如

风力、降雨等的作用方能达到侵蚀产沙的目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人类与自然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性也越来越大，人地关系将

越来越复杂，人类活动无论是强度还是广度，都比以往更甚。主要表现为人口增加、开垦规模增大，开矿规

模扩大，交通及其它基本建设。开矿修路、开荒、生态破坏等人类活动使得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增加，相应的

土壤侵蚀量也会大量增加，如表 4 所示的陕西部分地区新增水土流失面积和流失情况就说明这一点［10］。

表 4 陕西省自 1949 ～ 1990 年初各地市新增水土流失面积及流失量

Table 4 New soil erosion area and quantity in the some districts in Shanxi Province

地( 市) 新增水土流失面积 /km2 侵蚀模数 / ( t·km －2·a － 1 ) 新增土壤流失量 /万 t
西安市 595. 6 1 875. 0 111. 675
宝鸡市 1 566. 0 2 359. 5 369. 498
咸阳市 403. 3 2 346. 0 94. 614
铜川市 32. 0 1 484. 4 4. 75

渭南地区 43. 33 1 541. 7 6. 68
榆林地区 4 062. 5 12 200. 0 4 956. 25
延安地区 1 770. 28 6 968. 0 1 233. 531
汉中地区 2 224. 00 3 434. 0 763. 722
安康地区 731. 55 3 866. 0 282. 82
商洛地区 3 107. 0 1 240. 0 385. 268

合计 14 535. 56 8 208.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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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 1) 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年径流量随时间没有明显的趋势性增加或减小，在多年平均值 13 843 亿 m3

上下波动; 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总年输沙量 1960 年前变化不大，1960 年后逐渐减小，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26. 43 亿 t 减小至 90 年代的 12. 18 亿 t，2001 ～ 2008 年仅为 5. 95 亿 t。
( 2) 全国主要河流代表站输沙量减小幅度大于径流量的减小速度，年平均含沙量逐渐减小，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 74 kg /m3 减至 90 年代的 0. 84 kg /m3，2010 ～ 2008 年减为 0. 46 kg /m3。
( 3) 多年来南方河流( 包括长江、珠江、钱塘江与闽江) 和内陆河流( 包括塔里木河与黑河) 的径流量没

有明显的趋势性增加或减少; 除淮河、松花江外，其它北方河流的年径流量具有明显减少的趋势。
( 4) 除了塔里木河外，中国其它主要河流的年输沙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以北方河流( 比如黄河、海

河、辽河、淮河等) 年输沙量的减小幅度较大。
( 5) 河流水沙变化过程是自然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流域降雨量变化和流域

下垫面条件; 人类活动包括水土保持措施、水库拦沙、流域调水调沙及引水引沙、河道采砂等; 其它因素还

有河道的滞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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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tendency of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 in China
major rivers and its causes*

HU Chun-hong1，2，WANG Yan-gui2，ZHANG Yan-jing2，SHI Hong-ling2

( 1.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4，China;

2.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er on Erosion and Sedimentation，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 in China major rivers is studied based on the represent-
ative hydrological stations of the riv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mean annual runoff
( 1. 409 × 1012 m3 /a) of those stations; and little change is detected in the annual sediment load before 1960. How-
ever，the sediment load decreases gradually from 26. 43 × 108 t /a in the 1950s to 5. 95 × 108 t /a in the 2000s after
1960;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 in the averag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s from 1. 74 kg /m3 to 0. 46kg /m3. Re-
gionally，the annual runoff of major southern and inner rivers in China remains almost unchanged，a significant reduc-
tion in annual runoff is however detected in many representative hydrological stations of northern rivers except for the
Huaihe and Songhua rivers. Varying degrees of reduction is found in the sediment load of China major rivers except for
the Tarim River，and the greater reduction occurs in northern rivers.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al factors a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detected variations in runoff and sediment load，of which natural factors include changes in precipi-
tation amounts and land covers over the river basins，and human activities factors refer to those measures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reservoir engineering，inter-basin water transfer projects，water diversion，sand excavation，and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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