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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水库建设对水沙变化态势的影响， 通过引入来沙系数、 输沙模数和流域水库调控系数， 深入分析了

长江水库拦沙对水沙态势变异的作用。 长江干支流水沙参数与流域水库库容参数之间有重要关系， 主要水文站年

输沙量随流域累积库容增加而逐渐减少， 来沙系数和输沙模数随流域水库调控系数成指数关系衰减， 表明水库蓄

水拦沙是长江水沙态势变异的主要因素。 长江干支流输沙量衰减规律有一定差异， 支流来沙系数和输沙模数衰减

规律相对独立， 而干流上游站衰减幅度大于下游水文站， 且干流各站输沙模数的衰减规律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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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在长江流域内频繁发生， 主要包括水库修建、 水土保持、 河道采砂等， 造成流域干支流河道水

沙态势发生变化， 特别是干支流上修建大量的水库枢纽工程， 对河道拦沙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

计［１⁃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修建的大型水库有 ８４ 座， 总库容达 １ ５３５ 亿 ｍ３， 主要分布

于雅砻江、 嘉陵江、 岷江、 乌江、 汉江、 洞庭湖和鄱阳湖湖区支流上。 目前， 关于水库修建对长江水沙变化

影响的研究较多。 府仁寿等［３］通过分析三峡水库修建前宜昌站水沙变化趋势， 预测了三峡水库修建后及金

沙江上建成金安桥、 溪洛渡和向家坝 ３ 个大型水电站后宜昌的水沙变化趋势； 陈进和黄薇［４］ 初步分析了

２０００ 年前长江水沙变化情况， 论述了水沙变化的原因， 特别是分析了梯级水库的影响； 李海彬等［５］ 通过估

算上游主要支流水库的拦沙率， 分析水库对河道输沙量变化的影响； 利用中国河流泥沙公报提供的水沙资

料， 分析了 １９５０—２０１２ 年长江流域干支流水沙变化趋势及成因［１］， 指出流域水土保持、 水库拦沙、 河道采

砂和过度建设等人类活动是长江流域水沙变异的主要因素， 其中水库拦沙作用明显； 其他成果也多为分析和

描述水库拦沙对河道水沙变化的影响［２，６⁃１０］。 显然， 现有研究一般都局限于水库库容与输沙量的关系， 未考

虑径流量的影响。
本文结合《中国河流泥沙公报》提供的资料［１１⁃１２］， 通过引入流域水库调控系数、 来沙系数和输沙模数等

参数， 深入研究修建水库对长江干支流水沙变化态势的影响， 特别是对干支流输沙量的作用。

１　 研究对象、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长江主要支流包括两类， 一类是直接汇入长江， 包括雅砻江、 嘉陵江、 岷江、 乌江、 沱江和汉江等， 一

类是通过洞庭湖和鄱阳湖汇入长江， 洞庭湖支流包括湘江、 资水、 沅江和澧水等， 鄱阳湖支流包括赣江、 修

水、 饶河、 信江和抚河等。 结合《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发布水沙资料的实际情况， 选择嘉陵江、 岷江、 乌江、
汉江和赣江等支流作为分析对象， 对应的典型水文控制站分别为北碚站、 高场站、 武隆站、 皇庄站和外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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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对于干流河道， 则主要开展三峡水库入库站及其下游宜昌站、 汉口站和大通站水沙变化的研究。 长江流

域干支流及主要控制水文站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长江流域主要水文站和水库分布示意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１ ２　 水沙资料与水库建设概况

对于长江流域而言， 由于干支流控制水文站的重要性和投入的差异， 各水文站水文资料观测的起始年份

与观测项目有较大差异。 为了长江干支流水文资料系统完整性和搜集方便， 干支流控制站径流量和输沙量主

要来源于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发布的 １９５０—２０１２ 年水文资料［１１⁃１２］。
根据长江流域水利水电资源的开发状况， 典型水库资料主要来源于有关文献和网站［１⁃２，５］。 长江流域主要大

型水利枢纽分布如图 １ 所示， 干支流水库建设主要指标如表 １ 所示。 在选择的 ５ 条典型支流上， 嘉陵江、 岷江、
乌江、 汉江和赣江流域分别修建 ３ 座、 ７ 座、 １３ 座、 ７ 座和 １４ 座大型水库， 对应的总库容分别为 ３２ ３６ 亿 ｍ３、
７０ ８５ 亿 ｍ３、 １５０ ５５ 亿 ｍ３、 ２６７ ３ 亿 ｍ３和 ５１ ０１ 亿 ｍ３， 对支流径流调蓄和拦沙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 １　 长江流域主要大型水库建设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河流或区域 大型水库数量 总库容 ／ 亿 ｍ３ 典型水库 ／ 蓄水运用年份

雅砻江 １ ５８ ００ 二滩 ／ １９９８
嘉陵江 ３ ３２ ３６ 碧口 ／ １９７５、东西关 ／ １９９５、宝珠寺 ／ １９９６

岷江 ７ ７０ ８５ 映秀湾 ／ １９７１、渔子溪 ／ １９７２、龚嘴 ／ １９７２、铜街子 ／ １９９３、
太平驿 ／ １９９６、紫坪铺 ／ ２００２、瀑布沟 ／ ２００９

乌江 １３ １５０ ５５ 猫跳河 ７梯级（红枫水库） ／ １９６０、 乌江渡 ／ １９８３、
东风 ／ １９９４、 普定 ／ １９９５、 洪家渡 ／ ２００４、 索风营 ／ ２００６、 构皮滩 ／ ２００９

清江 ３ ８４ ８０ 水布垭 ／ １９９３、 隔河岩 ／ ２０１０

汉江 ７ ２６７ ３０ 鸭河口 ／ １９６０、 丹江口 ／ １９６７、 石泉 ／ １９７３、
黄龙滩 ／ １９７４、 石门 ／ １９７８、 安康 ／ １９８９、 喜河 ／ ２００６

洞庭湖“四水” ２４ ３１４ ０３ 东江 ／ １９８８、 柘溪 ／ １９６２、 五强溪 ／ １９９４、 江垭 ／ １９９８
赣江 １４ ５１ ０１ 万安 ／ １９９０

鄱阳湖　 其他四河 １１ １１３ １０ 柘林 ／ １９７５、 洪门 ／ １９６１、 大坳 ／ １９９９、 共产主义 ／ １９６０
小计 ２５ １６４ １１

长江 １ ３９３ ００
三峡水库 ／ ２００３

合计 ８４ １ ５３５ ０

注： 不包括近期在金沙江修建的向家坝、 溪洛渡等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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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研究方法与相关参数

针对搜集的大量干支流控制水文站水沙资料和水库库容， 通过引入流域水库调控系数、 来沙系数和输沙

模数， 利用资料回归分析法研究长江干支流水沙与库容变化特点， 探讨和建立来沙系数和输沙模数与流域水

库调控系数的关系。
（１） 流域水库调控系数　 水库库容和径流量为分别反映水库蓄水能力和河流水量大小的重要参数， 二

者的比值为水库调控系数， 主要反映水库对径流量的调控作用［８］。 在江河流域， 不同年代在河流及其主要

支流上修建了多个水库， 为了反映江河流域水库的共同调控作用， 引入流域（区域）水库调控系数， 即流域

水库调控系数为流域某年兴建水库的累积库容与流域控制水文站该年度径流量的比值， 即

α ＝
Ｃｒ

Ｒａ

＝
∑
Ｎ

ｉ ＝ １
Ｖｉ

Ｒａ
（１）

式中　 α 为流域调控系数， 量纲一值， 用于反映流域水库的开发程度和调控能力； Ｃｒ为流域某年兴建水库的

累积库容， 亿 ｍ３； Ｒａ为流域控制水文站该年度径流量， 亿 ｍ３； Ｎ 为流域水文控制站集水面积内修建水库的

数量； Ｖｉ为流域内第 ｉ 个水库的库容， 亿 ｍ３。
（２） 来沙系数　 来沙系数定义为江河含沙量与流量的比值， 即

β ＝ Ｓ
Ｑ

（２）

式中　 β 为来沙系数； Ｓ 为江河含沙量， ｋｇ ／ ｍ３； Ｑ 为江河流量， ｍ３ ／ ｓ。 来沙系数主要反映河道的来沙输沙强

度和沙搭配关系［１３］， 若河道来沙系数较大， 河道水沙搭配关系失调， 河道输沙潜力较小； 若河道来沙系数

较小， 河道输沙潜力较大。
（３） 输沙模数　 输沙模数是指河流某断面以上单位面积上所输移的泥沙量， 即

Ｍ ＝
Ｑｓ

Ａ
（３）

式中　 Ｍ 为输沙模数， ｔ ／ （ｋｍ２·ａ）； Ｑｓ为河道某一水文站断面的年输沙量； Ａ 为水文站断面以上的集水面积。
一般来说， 输沙模数越大， 表示流域水土流失越严重， 河道输沙能力大； 反之， 表示流域水土流失越轻， 河

道输沙能力越小。

２　 长江流域水沙变化与主要影响因素

２ １　 长江流域水沙变化现状

利用《中国河流泥沙公报》提供的水沙资料［１１⁃１２］， 结合文献［１］和作者最近研究， 长江流域水沙变化

（１） 长江上游金沙江屏山水文控制站的年径流量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在 １ ４２９ 亿 ｍ３上下波动； 由于

人类活动较少， 屏山站年输沙量多年变化趋势也不太明显， 仅当二滩电站修建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 屏山

站年输沙量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明显减少， 从 １９９９ 年前的 ２５ ５００ 万 ｔ 减至 １９９９ 年后的 １６ ３００ 万 ｔ。
（２） 岷江、 嘉陵江、 乌江、 汉江和赣江等主要支流的年径流量没有显著的变化趋势， 基本上在多年平

均值上下波动； 而由于流域内人类活动频繁， 如修建水库、 实施水土保持工程等， 长江主要支流年输沙量具

有明显的减少趋势。
（３） 以朱沱站、 武隆站和北碚站水沙量之和作为三峡工程的来水来沙条件， 受上游主要支流的综合影

响， 三峡工程入库径流量多年来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在 ３ ７８３ 亿 ｍ３上下波动， 而输沙量减少趋势明显，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 ５５ ０００ 万 ｔ 减至 ２１ 世纪 ００ 年代的 ２２ ３００ 万 ｔ， 有利于三峡水库的减淤。
（４） 对于三峡水库下游干流水文控制站而言， ２００３ 年三峡蓄水运用后， 长江干流宜昌站径流量略有减

少， 从 ２００３ 年前的 ３ ８２８ 亿 ｍ３减少到 ２００３ 年后的 ３ ６０７ 亿 ｍ３； 汉口站和大通站径流量长期以来没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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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 在多年平均值上下波动。 受流域水库拦沙、 流域水土保持、 河道采砂等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 宜

昌站、 汉口站和大通站年输沙量具有显著的减少趋势， 特别是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后， 三站输沙量减小幅度更

大， 宜昌站减少趋势更明显， 从 ２００３ 年前的 ３ ８２８ 万 ｔ 减至 ２００３ 年后的 ２０ ２７０ 万 ｔ。
（５） 受荆江三口（包括松滋口、 太平口和藕池口）水沙量、 洞庭湖调蓄和四水（包括湘江、 资水、 沅江和

澧水）输沙量减少的综合影响， 洞庭湖汇入长江的城陵矶站径流量和输沙量具有明显减少的趋势， 分别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 ３ １９５ 亿 ｍ３和 ５ ７００ 万 ｔ 减至 ２１ 世纪 ００ 年代的 ２ ３６３ 亿 ｍ３和 １ ７６１ 万 ｔ。 鄱阳湖湖口站径流量

略有增加， 但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而湖口站输沙量在 １９９０ 年前变化不大，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年均输沙量减少

为 ６４１ 万 ｔ， 而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输沙量增加恢复到 １９９０ 年前的 １ ０４０ 万 ｔ， 总体变化不显著， 鄱阳湖调蓄、
五河（包括赣江、 修水、 饶河、 信江和抚河）水沙变化及湖区采砂等是造成其变化的主要成因。
２ ２　 流域水沙变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长江流域产流产沙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流域下垫面条件、 气候降水、 自然灾害、 人类活动等。 其中，
长江流域内的总体地质地貌条件和气候降水条件仍然相对稳定， 不会造成长江干支流水沙量的变异； 对于一

些特大型地质灾害， 比如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在四川汶川县发生的 ８ ０ 级地震［１２］， 形成大量的崩塌、 滑坡、 泥

石流、 堰塞湖等次生灾害， 对地质灾害发生区域在一定时段内的水土流失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对整个流域输

沙量的影响还是较小的， 因此， 影响江河水沙变化的因素主要就是人类活动， 主要包括流域内实施水土保持

措施、 修建水库、 河道采砂、 流域过度建设等［１４⁃１５］， 这些人类活动对河道水沙变异的影响机理具有很大的

差异。 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是改变流域下垫面条件， 增加流域植被度和水土保持工程， 减轻水土流失， 达

到保水滞沙的目的， 主要对支流水沙量变化产生影响， 特别是对未修建水库枢纽的支流水沙变异产生直接作

用。 修建水库主要是调节河道径流量过程， 而不会减少总径流量， 但水库会拦截大量泥沙， 改变进入下游的

水沙过程。 河道采砂造成河道下切， 致使采砂河段发生一定的泥沙淤积， 直接减少下游河道的输沙量， 影响

程度视采砂量而定。 流域过度建设主要是指开展大范围的荒地开垦、 开矿修路、 森林砍伐等活动后， 而未实

施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 使得水土流失面积和土壤侵蚀量增加。
水土保持、 水库修建、 河道采砂、 流域过度建设等人类活动对水沙变异的作用具有很大差异， 特别是水

土保持和水库建设随着河道输沙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多沙河流流域的水土保持与水库拦沙的作用都很重

要， 甚至水土保持效果更加显著， 如黄河流域内， 由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 黄河潼关站 １９８６
年之前年均输沙量为 １４ ０ 亿 ｔ， 三门峡、 万家寨等水库建成后泥沙淤积十分严重， 拦沙作用逐渐减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黄土高原实施大量的水土保持措施， 黄河潼关站输沙量大幅度减至 １９８６ 年以来的 ５ ５２
亿 ｔ， 水土保持效果显著［１６］。 少沙河流流域的水库拦沙作用直接和显著， 水土保持滞沙作用减弱， 如长江上

游 １９８９ 年开始实施水土流失治理工程以来［１２］， 至 ２００８ 年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９ ５８ 万 ｋｍ２， 宜昌站

年输沙量从 １９９０ 年前的年均输沙量 ５ ２１ 亿 ｔ 减至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 年的 ３ ９７ 亿 ｔ， 而三峡水库 ２００３ 年开始蓄水

运用后， 宜昌站年输沙量迅速减至 ０ ４８２ 亿 ｔ， 水库拦沙效果更加直接和明显［１］。
２ ３　 水库拦沙对河道输沙量的影响

２ ３ １　 典型支流

图 ２ 为典型支流输沙量与水库累积库容的变化过程。 结合文献［２］利用聚类分析法进行的水沙趋势突变

分析和表 １ 水库建设的实际情况， 深入分析长江典型支流输沙量与水库建设之间的关系， 给出典型支流输沙

量突变年份， 与水库蓄水运用时间基本上一致。 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１） 嘉陵江是长江上游较大的一条支流， 先后于 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９５ 年和 １９９６ 年修建了碧口、 东西关、 宝

珠寺等大型水库， 累计库容从 １９７５ 年的 ５ ２１ 亿 ｍ３增加到 １９９６ 年的 ３２ ３６ 亿 ｍ３， 相应的河道输沙量也不断

减少， 北碚站年平均输沙量从 １９７５ 年前的 １５ ５２１ 万 ｔ 减至 １９７５—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１ ２４７ 万 ｔ， １９９６ 年后仅为 ２ ９３５
万 ｔ， 嘉陵江输沙量持续减少的突变时点为 １９７５ 年和 １９９５ 年。

（２） 岷江作为长江上游的最大支流， 先后于 １９７２ 年、 １９９３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９ 年分别修建了龚嘴、 铜

街子、 紫坪铺、 瀑布沟等大型水库， 累计库容从 １９７２ 年的 ３ ７４ 亿 ｍ３增加到 １９９３ 年的 ５ ７４ 亿 ｍ３， 到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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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至 １６ ９５ 亿 ｍ３， 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７０ ８５ 亿 ｍ３， 相应的河道年输沙量也不断减少， 高场站年均输沙量从 １９７２
年前的 ５ ８００ 万 ｔ 减至 １９７２—１９９３ 年的 ４ ７８９ 万 ｔ， ２００９ 年以后仅为 ２ １４０ 万 ｔ， １９７２ 年、 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０２ 年为

输沙量持续减少的突变时点。
（３） 在长江上游右岸的最大支流乌江上， 从 １９６０ 年开始先后兴建了猫跳河 ７ 梯级（红枫水库） （１９６０

年）、 乌江渡（１９８３ 年）、 东风（１９９４ 年）、 洪家渡（２００４ 年）、 构皮滩（２００９ 年）等大中型水库， 其累积库容

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１０ ２５ 亿 ｍ３增至 １９８３ 年的 ２８ ９８ 亿 ｍ３， １９９４ 年增至 ３９ ２３ 亿 ｍ３， 至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累计库

容分别达到 ９２ ９ 亿 ｍ３ 和 １５０ ５５ 亿 ｍ３， １９６０ 年前、 １９６０—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后 ６ 个阶梯对应的武隆站年平均输沙量分别为 ２ ６１０ 万 ｔ、 ３ ３７８ 万 ｔ、 ２ ３７１ 万 ｔ、
１ ９７８ 万 ｔ、 ６５８ 万 ｔ 和 ２８３ 万 ｔ， 输沙量持续减少， 对应的突变时点为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４ 年和 ２００４ 年。

（４） 汉江是长江流域的最大支流， １９６０ 年和 １９６７ 年先后建成鸭河口和丹江口水库， 对应的累积库容为

２２２ ０６ 亿 ｍ３， 皇庄站输沙量从 １９６０ 年前的 １３ ３３７ 万 ｔ 迅速减至 １９６７—１９７３ 年的 ５ ０９０ 万 ｔ； １９７３ 年、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８９ 年又先后修建石泉、 黄龙滩和安康水库，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８９ 年对应的累积库容分别为 ２３８ ０９ 亿 ｍ３和

２６４ ９８ 亿 ｍ３， 皇庄站输沙量分别在 １９７４ 年和 １９８９ 年下台阶继续减少， １９７４—１９８９ 年和 １９８９ 年后的输沙量

分别为 ２ ３６８ 万 ｔ 和 ７８２ 万 ｔ， 表明汉江输沙量随水库累积库容增大而减少， 持续减少的突变时点为 １９６０ 年、
１９６７ 年、 １９７３ 年和 １９８９ 年。

（５）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 赣江上游就陆续修建了许多水库， 至 １９８３ 年水库累积库容为 ２３ ６３ 亿

ｍ３， 由于水库距外洲站较远， 外洲站年输沙量 １９８３ 年前减少不明显， 多年平均输沙量为 １ １４６ 万 ｔ， １９８３ 年

后水库拦沙累积效应逐渐显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赣江流域又陆续修建了数座大型水库， 特别是赣江中游万安

水库 １９９０ 年运用以来， 水库拦沙效果显著， １９８３—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１—１９９８ 年外洲站输沙量分别减为 ８６７ 万 ｔ
和 ６４０ 万 ｔ， １９９８ 年后仅为 ３２２ 万 ｔ， １９８３ 年、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８ 年是赣江输沙量减少的突变时点。

图 ２　 长江典型支流水文控制站输沙量和水库库容的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２ ３ ２　 干流河道

（１） 朱沱站、 北碚站和武隆站水沙量之和可作为长江三峡水库的入库水沙条件。 三峡水库上游各主要

支流从 １９６０ 年开始兴建了大量的水库， 上游累积水库库容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７ ５８ 亿 ｍ３， 增至 １９７９ 年的 ３７ ９ 亿

ｍ３， 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３１１ ８ 亿 ｍ３， 进入水库的年平均输沙量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 ５２ ５９１ 万 ｔ， 减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的 ４９ ２０１ 万 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减为 ３６ ８１８ 万 ｔ， ２１ 世纪 ００ 年代仅为 ２２ ３３３ 万 ｔ， 如图 ３（ａ）所示， 表明这

些水库拦沙效果十分明显。
（２） 流域水库拦沙对干流宜昌站、 汉口站和大通站输沙量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特别是 ２００３ 年长江三峡

水库蓄水运用以来， 干流控制站输沙量大幅度减少， 如图 ３（ｂ）所示。 对于宜昌水文站， 从 １９６０ 年开始上游

陆续修建了一些大型水库， 特别是 ２００３ 年三峡水库蓄水运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相应的水库累积库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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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长江干流水文控制站输沙量和水库库容的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ｅｍ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５３ ７３ 亿 ｍ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累积库容增至 １５５ ３ 亿 ｍ３， 至 ２００９ 年累积库容高达 ７２０ ６ 亿 ｍ３， 在 １９９０ 年

前在支流上修建的水库离宜昌站较远， 且累积库容所占比例不高， 葛洲坝水库为径流式水库， １９９０ 年前宜

昌站输沙量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 在多年平均值 ５２ １３９ 万 ｔ 上下波动； 随着上游水库累积拦沙效应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 上游干支流又陆续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库， 特别是三峡水库 ２００３ 年开始蓄水运用，
水库拦沙效果显著， 宜昌站输沙量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４１ ７１０ 万 ｔ 进一步减少为 ２１ 世纪 ００ 年代的９ ６０３ 万 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仅为 ４ ８２２ 万 ｔ。

汉口站和大通站年输沙量与累积库容的变化规律基本上一致， 在 １９７０ 年之前， 虽然上游流域修建了一

些水库工程， 汉口站和大通站集水面积内累积库容分别为 ２９０ ９１ 亿 ｍ３和 ３２９ ０３ 亿 ｍ３， 但由于水库多在支

流上游， 且库容较小， １９７０ 年之前汉口站和大通站输沙量减小幅度不大， 在多年平均输沙量 ４３ ９０６ 万 ｔ 和
５０ ３８７ 万 ｔ 上下波动； 随着支流水库累积拦沙效应的不断增大， 以及 １９７０ 年以来陆续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库，
特别是三峡水库 ２００３ 年蓄水运用， 汉口站和大通站 １９８０ 年上游水库累积库容分别为 ３５５ ７ 亿 ｍ３和 ４７６ ２ 亿

ｍ３， ２０００ 年累积库容分别为 ６５０ １ 亿 ｍ３ 和 ８０８ ３ 亿 ｍ３， ２０１０ 年末累积库容分别达到 １ ２８７ ９ 亿 ｍ３ 和

１ ４４８ ０ 亿 ｍ３， 长江中下游河道输沙量持续不断减少， 汉口站和大通站年平均输沙量分别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的４１ ７３０万 ｔ 和 ４２ ６８９ 万 ｔ 减少至 ２１ 世纪 ００ 年代的 １４ ７００ 万 ｔ 和 １７ ６８８ 万 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分别仅为 １１ ４０６
万 ｔ 和 １４ ５０６ 万 ｔ， 但变化不如宜昌站剧烈， 主要是由河道沿程冲刷补给所致。

３　 河道输沙与水库拦沙的响应关系

３ １　 来沙系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的关系

为深入分析河道输沙量与水库建设之间的关系， 绘制了河道来沙系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的关系， 如图

４ 所示。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１） 长江干支流水文站的来沙系数具有类似的变化规律， 来沙系数与水库调控系数成反比关系， 水库

调控系数越大， 相应的来沙系数减小； 支流早期水库建设使得河道来沙系数衰减速度快， 后期水库建设对河

道来沙系数的衰减作用减弱； 水库建设可以改变河道水沙搭配关系， 使得下游河道的输沙潜力增加。
（２） 干支流控制水文站来沙系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具有明显的指数关系， 可表示为

β ＝ β０ｅｘｐ（ｍ１α） （４）
式中　 β０和 ｍ１分别反映来沙系数衰减的初始值和衰减程度， 分别称为初始来沙系数和衰减指数， 取决于流

域水土流失和水库建设状况， 对于不同的水文站， 具有不同的系数值， 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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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典型水文站来沙系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表 ２　 长江干支流来沙系数衰减规律的有关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ｒｕｎｋ 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河流 控制站 β０ ｍ１ Ｒ２ 河流 控制站 β０ ｍ１ Ｒ２

嘉陵江 北碚 ０ ０００ ７ －１８ ５８０ ０ ５７２ ５ 三峡水库进口 ０ ０００ １０ －１０ ６１０ ０ ７２４ ６

岷江 高场 ０ ０００ ２ －４ ９７５ ０ １５４ ８
干流

宜昌 ０ ０００ ０９ －１５ ３１０ ０ ９４８ ７

支流 乌江 武隆 ０ ０００ ４ －５ ０７６ ０ ７１４ ９ 汉口 ０ ０００ ０４ －８ ０３６ ０ ８０１ １

汉江 黄庄 ０ ００１ ０ －２ ４５７ ０ ５０６ ９ 大通 ０ ０００ ０２ －７ ５７２ ０ ７３６ ５

赣江 外洲 ０ ０００ １ －１４ ６３０ ０ ４３９ ３

（３） 鉴于各支流流域产沙和水库建设基本上相对独立， 支流间的初始来沙系数和衰减指数没有明显的

变化规律， 主要取决于各支流的水土保持、 水库建设等。 由于受水文站上游水库库容和径流累积效应的综合

影响， 干流各站水沙搭配关系具有较大差异， 干流上游水文站初始来沙系数大于下游水文站， 上游站衰减指

数大于下游衰减指数。 干流各站平均初始来沙系数一般小于支流初始来沙系数， 平均衰减指数大于支流衰减

指数。
３ ２　 输沙模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的关系

图 ５ 为长江流域典型水文站输沙模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的关系。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１） 长江干支流水文站的输沙模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的关系具有类似的衰减规律， 输沙模数随着流

域水库调控系数的增加而减小； 流域水库调控系数较小时， 对应的输沙模数减小幅度较大， 流域水库调控系

数较大时， 对应的输沙模数减小幅度较小， 表明流域水库不同时期的拦沙作用不一样， 初期建设水库的拦沙

效果好于后期建设水库。
（２） 干支流控制水文站输沙模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具有明显的指数衰减关系， 可表示为

Ｍ ＝ Ｍ０ｅｘｐ（ｍ２α） （５）
式中　 Ｍ０和 ｍ２分别反映输沙模数衰减的初始值和衰减程度， 前者称为初始输沙模数， 后者称为衰减指数。
Ｍ０和 ｍ２取决于支流流域产沙和水库建设状况， 对于不同的支流水文站， 具有不同的初始输沙模数和衰减指

数， 如表 ３ 所示。
（３） 与来沙系数类似， 支流间的初始输沙模数和衰减指数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 干流各水文站输沙模

数的衰减规律具有一定差异， 上游水文站初始输沙模数大于下游水文站， 上游站衰减指数大于下游衰减指

数， 但各水文站输沙模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间的变化关系比较接近， 表明水库拦沙对输沙量减少的作用非

常直接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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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长江流域典型水文站输沙模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的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表 ３　 长江干支流输沙模数衰减规律的有关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河流 控制站 Ｍ０ ｍ２ Ｒ２ 河流 控制站 Ｍ０ ｍ２ Ｒ２

嘉陵江 北碚 ７６９ １５ －２９ ６４０ ０ ６９５ ２ 三峡水库进口 ５０４ ２７ －１４ １１０ ０ ６８５ ５

岷江 高场 ３０７ ０７ －９ １４２ ０ ２２４ ０
干流

宜昌 ５５５ ４１ －１６ ８２０ ０ ９１５ ０

支流 乌江 武隆 ３８６ ８９ －６ ９７４ ０ ７５７ １ 汉口 ４２０ １７ －９ ３６７ ０ ９１７ ０

汉江 黄庄 ９２２ ５６ －３ ９９０ ０ ７７８ ３ 大通 ３６８ ４９ －８ ８４３ ０ ８７５ ６

赣江 外洲 ２５４ ４８ －２２ ６５０ ０ ８５０ ９

４　 结　 　 论

（１） 水库拦沙是影响长江水沙变异的主要因素， 干支流水文站年输沙量变化与流域水库累积库容具有

明显的关系， 由于流域水库的拦沙作用， 长江干支流年输沙量随着流域库容增加而逐渐减少。
（２） 流域干支流来沙系数与流域水库调控系数成反比关系， 流域水库调控系数越大， 对应的河流来沙

系数越小， 河道输沙潜力增加； 河道来沙系数变化按照指数规律衰减， 当流域水库调控系数较小时， 河道来

沙系数衰减速率较大； 初始来沙系数和衰减指数取决于流域水土流失与水库建设情况， 具有较大的差异和一

定的变化规律。
（３） 长江干支流输沙模数随着流域水库调控系数的增大而减小， 当流域水库调控系数较小时， 河道输

沙模数减小幅度较大， 表明流域初期修建水库的拦沙效果较好； 河道输沙模数变化按照指数规律衰减， 初始

输沙模数和衰减指数取决于流域水土流失与水库建设情况， 支流变化规律具有较大差异， 干流变化规律比较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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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水科学进展》 是以水为论述主题的学术期刊， 主要反映国内外在暴雨、 洪水、 干旱、 水资源、 水环境等领域中科学技术

的最新成果、 重要进展， 当代水平和发展趋势， 报道关于水圈研究的新事实、 新概念、 新理论和新方法， 交流新的科研成果、
技术经验和科技动态； 她涉及与水有关的所有学科， 包括水文科学、 大气科学、 海洋科学、 地质科学、 地理科学、 环境科学、
水利科学和水力学、 冰川学、 水生态学以及法学、 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中与水有关的内容。

本刊热诚欢迎广大水科学工作者踊跃投稿， 尤其欢迎以下几方面的稿件：
（１） 题材较重大， 能为国家对与水有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稿件；
（２） 反映水科学各分支学科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前沿课题的稿件；
（３） 探讨水圈与地球其他圈层相互关系及水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等宏观科学问题的稿件；
（４） 报道对推动水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新事实、 新概念及新途径的稿件；
（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水科学基础理论（尤其是跨学科的生长点）与实际问题的稿件；
（６） 介绍有推广价值， 思路新颖的技术方法和经验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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