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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鄱阳湖流域代表性水文站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实测年径流量及年输沙量资料序列， 采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秩相关

检验法， 研究鄱阳湖流域水沙量年际变化趋势和可能发生突变的时间， 并从流域降雨、 用水、 水库拦沙、 水土流

失及其治理等方面分析了鄱阳湖流域水沙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 鄱阳湖地区来水量和出湖水量有

小幅增大趋势； 鄱阳湖流域来沙量呈异常显著减小趋势， 发生突变的年份为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 实测出湖沙量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呈明显的减少趋势。 通过对有关影响因素的研究， 发现鄱阳湖流域气候变化降雨量减少对近 １０ 年鄱阳湖出

入湖径流量的减少影响显著； 水库滞沙是鄱阳湖入湖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出湖沙量变化主要受上游水库群的影

响， 还有近年湖区采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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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是国际重要湿地， 也是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 受到国际的广泛关

注。 近年来， 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鄱阳湖出现了枯水期水位连创新低、 低水位持续时间延长、
旱涝急转、 水质恶化与湿地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等现象［１］。 为了揭示变化环境下鄱阳湖流域水文过程的变化

规律， 不少学者从水位、 流量和泥沙等方面开展了研究， 提高了对鄱阳湖流域水文过程变化规律的认识。 例

如， 在鄱阳湖流域降雨、 径流周期变化方面， 彭锐等［２］ 对鄱阳湖区降水过程的持续性特征进行了研究， 指

出湖区在 ７～１０ 月和 １１～２ 月因降水少可能造成旱灾年份的出现尽管并不完全同步， 但却均拥有约 ３０ 年长的

周期； 刘健等［３］对鄱阳湖外洲、 李家渡和梅港 ３ 站的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的月径流序列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径流

的年内、 年际和周期变化特征； 马海波等［４］ 对鄱阳湖出湖序列进行了多尺度小波分析， 发现鄱阳湖出湖流

量在长尺度上丰枯变化较慢， 短时间尺度上丰枯变化明显； 罗小平等［５］通过对湖口站水沙实测数据的分析，
得出了鄱阳湖和长江水沙通量的年代、 年际、 季节的变化规律。 针对造成鄱阳湖流域水文过程变化的原因，
不少学者从气候变化、 水库建设、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和围垦等方面开展了研究。 Ｙｅ 等［６］应用大尺度分布式

水文模型 ＷＡＴＬＡＣ 和全球环流模式 ＥＣＨＡＭ５ 耦合分析了不同气候情景下， 鄱阳湖入流和水位的变化规律，
得出了未来气候变化将加剧鄱阳湖流域极端干旱和洪水的发生； Ｇｕｏ 等［７］应用 ＳＷＡＴ 模型研究了信江流域气

候变化和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对径流的影响， 发现气候变化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土地覆盖变化对年径流影响

中等， 对径流季节变化影响显著； 闵骞［８］的研究表明围垦除对湖水位有明显影响外， 对湖流形态、 泥沙冲淤

和江湖水文关系等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张丽丽等［９］ 研究了湿地植被群落与水文情势的关系， 得出了在鄱

阳湖自然保护区内， 不同的植被群落对水文情势变化的耐受性和敏感性； 梁忠民等［１０］采用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理论

的多维联合分布函数， 从统计角度评价认为三峡水库运行对鄱阳湖水文情势具有一定的影响； 孙鹏等［１１］ 对

鄱阳湖五大支流的水沙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 并从水库建设、 森林覆盖率方面探讨了流域内水沙变化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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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朱玲玲等［１２］通过分析反应长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泥沙冲淤的实测水沙和地形资料， 认为近 １０ 年洞庭

湖和鄱阳湖湖区泥沙淤积速度明显减缓， 部分年份出现冲刷， 其中洞庭湖湖区泥沙沉积率下降主要由来沙减

少引起， 三峡水库拦沙作用的影响明显； 鄱阳湖区冲刷主要集中在入江水道， 采砂活动影响显著， 三峡水库

蓄水影响尚不明显； 师哲等［１３］分析了鄱阳湖流域水土流失特点、 水土流失类型和空间分布， 为分析鄱阳湖

流域水沙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上述研究为认识鄱阳湖流域的某个水文要素或者流域的局部水文变化提供了

大量的前期基础， 但尚缺少对鄱阳湖 “五河” 流域、 入湖和出湖的水文过程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与分析，
即没有全面分析鄱阳湖流域水沙时空演变特征与可能的原因。

本文选取能代表赣江、 抚河、 信江、 饶河和修河（简称 “五河”）以及鄱阳湖出湖的重要控制水文观测站

点， 共 １１ 个水文测站的长系列水沙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 探讨鄱阳湖流域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五大支流和湖

口出湖水沙的变化特征及其演变趋势， 依据以往的研究成果以及基于本研究收集的降雨数据以及大量水库数

据， 深入而全面地揭示人类活动和鄱阳湖流域气候变化对鄱阳湖流域水沙变化过程影响的时空变化特征与可

能因子， 对于科学认识在当前变化环境下鄱阳湖淤积变化、 湖泊湿地水文生态演变的规律以及鄱阳湖与长江

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境内北部， 长江南岸， 在湖口与长江连通， 南北长 １７３ ｋｍ， 东西平均宽 １６ ９ ｋｍ， 湖

岸线总长约 １ ２００ ｋｍ， 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 鄱阳湖流域属东南季风区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降雨时间集

中， 降雨强度大， 暴雨次数多。 鄱阳湖水系是以鄱阳湖为汇集中心的辐聚水系， 由 “五河” 和环湖直接入

湖河流及鄱阳湖共同组成。 各河来水汇聚鄱阳湖后， 经调蓄后由湖口注入长江， 水系流域面积为

１６ ２２ 万 ｋｍ２， 约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 ９７ ２％， 约占长江流域面积的 ９ ０％。

图 １　 鄱阳湖流域主要控制水文站分布

Ｆｉｇ １ Ｍａ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鄱阳湖地区山地面积大、 山高坡陡、 植被作用弱化、 土壤抗侵蚀性能差， 水土流失面积大， 水土流失面

积占全流域土地面积的 ２０％。 同时， 随着流域人口增长，
城镇化、 工业化的迅速扩展， 人类活动在不断改变着天

然的江湖关系、 水沙关系。
１ １　 数据选择

本文所用的年径流量、 年输沙量数据均由江西省水

文局提供。 根据鄱阳湖流域的水系特征及流域内水文测

站的分布现状， 从流域内共选取了 １１ 处资料长度均在 ５０
年以上（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 可靠性较高的水文站作为代表

站， 其中赣江 ３ 站， 抚河、 信江和饶河各 ２ 站， 修河 １
站， 以及鄱阳湖出湖站湖口水文站。 研究所选测站均为

国家基本水文站， 可以满足水文分析的要求。 各测站基

本情况见图 １。
根据江西省水文局提供的数据， 统计了上述水文站

５３ 年（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的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资料。 为使

水沙资料连续， 对饶河渡峰坑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年缺测的年

输沙量， 根据水沙关系， 由实测年径流量插值， 水沙呈

幂相关关系如下：
Ｑｓ ＝ ｍＱα （１）

式中　 Ｑｓ 为年输沙量； Ｑ 为年径流量； ｍ 为系数； α 为幂

指数。 拟合所得参数： ｍ ＝ ０ ０１８， α ＝ １ ９９， 拟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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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２ ＝ ０ ８３， 相关关系较好。
经插补整理， 上述 １１ 个水文站和赣江（外洲站）、 抚河（李家渡站）、 信江（梅港站）、 饶河（渡峰站、 坑

虎山站）、 修河（万家埠站）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的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资料连续。 将上述 “五河” 的流量和输沙

量采用水文比拟法， 按照该 ６ 站的流域面积总和与湖口水文站的流域面积比的一次方进行计算， 得出 “五
河” 入湖总量， 用于分析鄱阳湖入湖水沙量变化过程。
１ ２　 分析方法

对序列 ｘ１， ｘ２， ···， ｘｎ ， 先确定所有对偶值（ ｘｉ， ｘ ｊ ） （ ｊ ＞ ｉ ）中 ｘｉ ＜ ｘ ｊ 的出现个数 ｋ。 然后构造统

计量［１５］：

Ｕ ＝ τ
［Ｄ（τ）］ １ ／ ２ （２）

式中　 τ ＝ ４ｋ
ｎ（ｎ － １）

－ １， Ｄ（τ） ＝ ２（２ｎ ＋ ５）
９ｎ（ｎ － １）

， ｎ 为序列长度。 当 ｎ 增加， Ｕ 很快趋于标准正态分布。

假设原序列无趋势变化（ Ｈ０）。 给定显著性水平 α 后， 查算 Ｕα ／ ２ 。 当 Ｕ ＜ Ｕα ／ ２ 时， 接受原假设， 即趋

势变化不显著； 反之， 拒绝原假设， 即趋势显著。

２　 鄱阳湖流域水沙时空分布特征

２ １　 水沙年内年际的分布特征

鄱阳湖流域汛期 ４～７ 月是 “五河” 产流和产沙的集中时期， 五大支流汛期多年平均径流量占年径流量

的 ６０ ０％～６９ ２％， 其中， 信江、 饶河和抚河约为 ６５ ０％； 赣江和修河约为 ６０ ０％。 鄱阳湖湖口站受鄱阳湖

“五河” 和长江来水的双重影响， 该站汛期多年平均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 ５３ ０％， 而７～ １１ 月份有些年份会

出现倒灌流量， 其多年平均倒灌水量占年径流总量的 １ ７６％。
鄱阳湖流域 “五河” 月输沙量与月径流量年内分配基本一致， 汛期更为集中。 “五河” 汛期多年平均输

沙量占年输沙量的 ７５ ０％～８７ ０％， 信江、 饶河和抚河约为 ８５ ０％； 赣江和修河约为 ７５ ０％。
鄱阳湖出湖湖口站月均输沙量 ３ 月份最高， 占全年输沙量的 ２５ ６％； ７～９ 月有些年份因江水倒灌入湖，

湖口站出现负输沙量， ７ 月份输沙量负值最大； 多年平均 ７～９ 月 ３ 个月倒灌沙量为全年的 ６ ５％， 多年平均

２～４ 月 ３ 个月输沙量最大， 为全年的 ６２ ０％。 湖口站输沙量表现出与径流量不一样的规律， 与鄱阳湖独特的

地形特征和水文节律有关。
鄱阳湖多年平均入湖径流量为 １ ４３０ 亿 ｍ３， 沙量为 １ ７３０ 万 ｔ； 多年平均出湖径流量为 １ ４５３ 亿 ｍ３， 沙量

为 ９８４ 万 ｔ。 鄱阳湖入出湖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过程见图 ２（“五河”主要水文控制站的水沙过程图， 限于篇幅

不一一列出）。 受季风气候及降雨影响， 鄱阳湖流域 “五河” 径流量年际变化较大， “五河” 控制站 １９５６ 年

以来最大径流量与最小径流量之比为 ４～７， 而上述各站输沙量年际变化剧烈， 赣江、 抚河、 修河和信江各站

最大输沙量与最小输沙量之比为 ６～１９， 饶河虎山和渡峰坑站高达 ４１～４２。
根据图 ２ 和入湖、 出湖沙量资料统计分析可知， ２０００ 年前出湖沙量小于入湖沙量， 出湖减入湖沙量系

列（１９５６—２０００ 年）平均值为－９８４ 万 ｔ； ２０００ 年后出湖沙量大于入湖沙量， 出湖减入湖沙量系列（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平均值为 ５９１ 万 ｔ。
２ ２　 水沙来源分布特征

鄱阳湖流域主要水文站多年平均输沙量及其占总量的百分比状况见表 １。 各主要测站的多年平均输沙

量， 外洲为 ８８０ 万 ｔ、 李家渡为 １４０ 万 ｔ、 梅港为 ２０４ 万 ｔ、 渡峰坑为 ４１ ３ 万 ｔ、 虎山为 ５５ ５ 万 ｔ、 万家埠为

３６ 万 ｔ。
鄱阳湖水系径流、 泥沙主要来自 “五河”。 “五河” 中赣江占到总入湖径流量和输沙量的 ６０％以上， 其

含沙量最大， 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０ １３０ ｋｇ ／ ｍ３， 饶河含沙量相对最小， 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０ ０８５ ｋｇ ／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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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鄱阳湖流域入湖、 出湖年径流和年输沙量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表 １　 鄱阳湖流域水沙来源分布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河流 站名
流域面积 ／

ｋｍ２
多年平均径流量 ／

亿 ｍ３
多年平均输沙量 ／

万 ｔ
多年平均含沙量 ／

（ｋｇ·ｍ－３）
占“五河”入湖总量 ／ ％

径流量 输沙量

峡山 １５ ９７５ １３６ ３０２ ０ ２２２
赣江水系 吉安 ５６ ２２３ ４６７ ７３０ ０ １５６

外洲 ８０ ９４８ ６７５ ８８０ ０ １３０ ６０ ２ ６４ ９

抚河水系
廖家湾 ８ ７２３ ８３ ５ ８２ ５ ０ ０９９
李家渡 １５ ８１１ １２３ １４０ ０ １１４ １１ ０ １０ ３

信江水系
弋阳 ８ ７５３ ９８ ５ １３３ ０ １３５
梅港 １５ ５３５ １７５ ２０４ ０ １１７ １５ ６ １５ ０

饶河水系
渡峰坑 ５ ０１３ ４４ ８ ４１ ３ ０ ０９２ ４ ０ ３ ０
虎山 ６ ３７４ ６９ ３ ５５ ５ ０ ０８０ ６ ２ ４ １

修河水系 万家埠 ３ ５４８ ３４ ２ ３６ ０ ０ １０５ ３ ０ ２ ７

鄱阳湖流域 湖口 １６２ ２２５ １ ４５３ ９８４ ０ ０８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鄱阳湖流域水沙输移趋势分析

３ １　 径流量的年际变化及趋势分析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来， 受气候变化及强烈人类活动影响， 鄱阳湖流域内年径流发生了一定的趋势变化， 为

定量分析年径流序列的变化趋势， 深入揭示径流的变化规律， 本文对鄱阳湖流域内 １１ 处主要水文站和入湖

代表站年径流序列变化趋势进行了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简称 Ｍ⁃Ｋ 值）， 检验结果见表 ２。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鄱阳湖流域内各站年径流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流域各站除李家渡站外年径流系列 Ｍ⁃Ｋ

值均大于 ０， 可见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来各站年径流量均呈上升趋势， 但各站检验值除廖家湾（２ ０７）外， 均没有

突破 α ＝ ０ ０５ 的临界值（±１ ９６）， 说明各站年径流上升趋势均不显著。 而同处抚河水系、 位于廖家湾站下游

的李家渡站为－０ ５５， 变化趋势正好相反。 主要原因是廖家湾站与李家渡站之间河段柴埠口及焦石进水闸的

引水影响［１４］。 柴埠口闸设计灌溉东总干渠 ６ ５３３ ｈｍ２农田、 电干渠 ４ ０００ ｈｍ２农田， 并供张王庙电站及航运用

水， 设计正常引水流量为 ６０ ｍ３ ／ ｓ， 最大过闸流量为 ８５ ｍ３ ／ ｓ； 焦石坝灌溉西总干渠设计正常引水流量为

１０７ ｍ３ ／ ｓ， 最大过闸流量为 １６４ ｍ３ ／ ｓ。 两闸设计总引水流量为 １６７ ｍ３ ／ ｓ， 上游廖家湾站多年平均流量为

２６４ ｍ３ ／ ｓ， 引水流量高达来水流量的 ６３％， 故未受引水影响的廖家湾站径流仍呈显著增大趋势时， 而李家渡

站呈减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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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各站年径流量均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不同， 各站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的年径流量均为下降趋

势。 其中 “五河” 各主要控制站赣江外洲站 ２００２ 年 Ｍ⁃Ｋ 值为 ２ ０８， 下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 ２７； 抚河李家渡站

２００２ 年 Ｍ⁃Ｋ 值为 ０ ６９， 下降到 ２００８ 年的－０ ５５； 信江梅港 ２００２ 年为 ２ ４１， ２００８ 年为 １ １８； 饶河渡峰坑

２００２ 年为 １ ９３， ２００８ 年为 ０ ４９； 修河万家埠站 ２００２ 年为 ３ ０４， ２００８ 年为 １ ６３。 出湖湖口站 ２００２ 年 Ｍ⁃Ｋ
值为 ２ ５４， ２００８ 年为 １ ５３。 各站的径流 Ｍ⁃Ｋ 统计量系列图， 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

表 ２　 鄱阳湖流域主要控制站年径流量系列 Ｍ⁃Ｋ 值统计成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河流 站名 Ｍ⁃Ｋ 值 趋势性

峡山 ０ ８０ 无明显增大

赣江水系 吉安 １ １４ 小幅增大

外洲 １ ２７ 小幅增大

抚河水系
廖家湾 ２ ０７ 显著增大

李家渡 －０ ５５ 无明显减小

信江水系
弋阳 ０ ８９ 无明显增大

梅港 １ １８ 小幅增大

饶河水系
渡峰坑 ０ ４９ 无明显增大

虎山 ０ ４８ 无明显增大

修河水系 万家埠 １ ６３ 小幅增大

入湖
外洲＋李家渡＋
梅港＋渡峰坑＋
虎山＋万家埠

１ ０４ 小幅增大

鄱阳湖流域 湖口 １ ５３ 小幅增大

注：检验判别采用 Ｕ０ ０５ ／ ２ ＝ １ ９６。

图 ３ 为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鄱阳湖入湖和湖口出湖

的年径流序列 Ｍ⁃Ｋ 趋势检验结果。 由图 ３ 可见，
鄱阳湖入湖和出湖湖口站年径流量 Ｍ⁃Ｋ 检验总体

趋势基本相似； 其中鄱阳湖湖口站年径流量系列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 Ｍ⁃Ｋ 值持续突破显著性 α ＝ ０ ０５ 的

临界值＋１ ９６， 而入湖系列仅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２ 年 Ｍ⁃
Ｋ 值超过临界值， 出入湖序列 Ｍ⁃Ｋ 值自 １９８０ 年后

始终保持增加趋势， 但是 ２００２ 年后增加趋势减弱。

图 ３　 鄱阳湖入湖和出湖多年径流量 Ｍ⁃Ｋ 统计量序列

Ｆｉｇ ３ Ｍ⁃Ｋ ｖａｌｕ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ｕｎｏｆｆ ｏｆ ｍａｎ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ｏ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由于鄱阳湖入湖 “五河” 的代表站和出湖湖口站在 ２００２ 年附近均有 Ｍ⁃Ｋ 统计量超过显著性α＝ ０ ０５的
临界值， 故以入湖代表站（外洲＋李家渡＋梅港＋渡峰坑＋虎山＋万家埠）和湖口站来分析鄱阳湖湖区出入湖水

量和整个流域来水量变化趋势可能的突变。 鄱阳湖入湖和出湖（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年径流量 Ｍ⁃Ｋ 正逆序列曲线

见图 ４。 由图 ４ 可知， 入湖正逆序列曲线的交点在 １９５８—１９６８ 年间， 而出湖湖口站的交点在 １９５８—１９８０ 年

间， 即鄱阳湖出入湖水量发生突变的可能开始年份为 １９５８ 年。 因入湖代表站和湖口站多年径流量正逆序列

曲线交点范围较广， 还应再分析可能发生突变的年份。

图 ４　 鄱阳湖入湖和出湖多年径流量 Ｍ⁃Ｋ 序列突变检验

Ｆｉｇ ４ Ｍ⁃Ｋ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ｏ ｌａｋ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ｏｆ ｍａｎｙ ｙ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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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输沙量的年际变化及趋势分析

对鄱阳湖流域 “五河” 和出湖主要控制水文站统计系列年输沙量进行 Ｍ⁃Ｋ 趋势检验， 分析结果见表 ３。
鄱阳湖流域各站输沙系列 Ｍ⁃Ｋ 值除饶河水系外均小于 ０， 其中赣江水系除下游峡山站外， 输沙序列 Ｍ⁃Ｋ 统

计值的绝对值甚至大于显著水平 α ＝ ０ ０１ 时的临界值 ２ ５８， 年输沙量减小趋势异常明显； 信江水系两站的

检验值的绝对值均大于 １ ９６， 梅港站年输沙量 Ｍ⁃Ｋ 绝对值更高达 ２ ７５， 超过 α ＝ ０ ０１ 时的临界值 ２ ５８， 减

小趋势异常明显。 鄱阳湖出湖控制站湖口站 Ｍ⁃Ｋ 值仅为－０ ６８， 其年输沙量无明显减少， 而入湖代表站（外
洲＋李家渡＋梅港＋渡峰坑＋虎山＋万家埠）Ｍ⁃Ｋ 值的绝对值高达 ４ ０７， 减小趋势异常明显。

表 ３　 鄱阳湖流域主要控制站年输沙量系列 Ｍ⁃Ｋ 值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河流 站名 Ｍ⁃Ｋ 值 检验判别 趋势性 河流 站名 Ｍ⁃Ｋ 值 检验判别 趋势性

峡山 －１ ６４ 小幅减小
饶河水系

渡峰坑 ０ ５５ Ｕ０ ０５ ／ ２ ＝ １ ９６ 无明显增大

赣江水系 吉安 －４ ５４
Ｕ０ ０５ ／ ２ ＝ １ ９６，
Ｕ０ ０１ ／ ２ ＝ ２ ５８ 异常显著减小 虎山 ０ ８４ 无明显增大

外洲 －５ １７ 异常显著减小 修河水系 万家埠 －０ １５ Ｕ０ ０５ ／ ２ ＝ １ ９６ 无明显减小

抚河水系
廖家湾 －１ ０７ Ｕ０ ０５ ／ ２ ＝ １ ９６ 小幅减小 入湖

外洲＋李家渡＋梅港＋
渡峰坑＋虎山＋万家埠

－４ ０７ Ｕ０ ０１ ／ ２ ＝ ２ ５８ 异常显著减小

李家渡 －０ ９５ 无明显减小 鄱阳湖流域 湖口 －０ ６８ Ｕ０ ０５ ／ ２ ＝ １ ９６ 无明显减小

信江水系
弋阳 －２ １９ Ｕ０ ０５ ／ ２ ＝ １ ９６，

Ｕ０ ０１ ／ ２ ＝ ２ ５８
显著减小

梅港 －２ ７５ 异常显著减小

图 ５　 鄱阳湖入湖、 出湖多年输沙量 Ｍ⁃Ｋ 统计量序列

Ｆｉｇ ５ Ｍ⁃Ｋ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ｍａｎ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ｏ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图 ５ 为鄱阳湖入湖出湖站多年输沙量正序 Ｍ⁃Ｋ 统计

量序列。 由图 ５ 可见， 鄱阳湖出湖湖口站早年 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６１ 年 Ｍ⁃Ｋ 值超过＋１ ９６， 但自 １９６４ 年后开始出现减少

趋势， 随后有小幅波动， １９７６ 年后持续减小，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２ 年 Ｍ⁃Ｋ 值始终超过 α ＝ ０ ０５ 时的临界值－１ ９６， 减

少趋势明显， 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 Ｍ⁃Ｋ 值开始上升， ２００３ 年

后 Ｍ⁃Ｋ 绝对值小于 １ ９６， 减小趋势减弱。 入湖代表站

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 年 Ｍ⁃Ｋ 值超过＋１ ９６， 与湖口站不

同， １９６３—１９８７ 年间有增加的波动趋势， 自 １９８８ 年开始

出现减少趋势， 且减少趋势急剧， 至 ２０００ 年以后即持续

突破 α ＝ ０ ０５ 时的临界值。
鄱阳湖流域各站输沙量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 除抚河廖家

湾站外， Ｍ⁃Ｋ 值均有超出 α ＝ ０ ０５ 时的临界值， 以入湖代表站（外洲＋李家渡＋梅港＋渡峰坑＋虎山＋万家埠）
和湖口站来分析鄱阳湖出入湖沙量和整个流域来沙量变化趋势的可能突变。 鄱阳湖出入湖（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
年输沙量 Ｍ⁃Ｋ 正逆序列见图 ６， 由图 ６ 可知， 入湖正逆序列曲线的交点在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间， 而出湖湖口站

图 ６　 鄱阳湖出入湖多年输沙量 Ｍ⁃Ｋ 序列突变检验

Ｆｉｇ ６ Ｍ⁃Ｋ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ｍａｎ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ｔｏ ｌ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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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点分为两个时期 １９６３—１９７１ 年和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 即鄱阳湖入湖输沙量发生突变的年份为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 鄱阳湖出湖沙量近 １０ 年发生突变的可能开始年份为 ２００２ 年， 但其具体年份还需进一步研究。

４　 鄱阳湖流域水沙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４ １　 降雨及用水对径流的影响

影响流域来水量变化的主要因素通常为天然降雨与人类生产活动用水［２０］。 鄱阳湖流域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降

水量为 １ ５２８～１ ８２３ ｍｍ， 以信江区 １ ８２３ ｍｍ 为最大， 以赣江上中下三区 １ ５２８ ｍｍ 为最小。 通过对鄱阳湖流

域 “五河” 水系各主要控制站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的降雨数据进行 Ｍ⁃Ｋ 分析得到， １９５６ 年以来， 鄱阳湖流域降水

量呈现略微增加趋势， Ｍ⁃Ｋ 值为 ０ ７５（小于 １）， 趋势不明显。 鄱阳湖年降雨量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到

２００２ 年左右， ＵＦ 值为正， 且增加趋势剧烈，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Ｍ⁃Ｋ 值超过临界值（＋１ ９６）， ２００２ 年后增加

趋势减弱， 这一时间与 ２００２ 年入湖年径流量发生变化基本吻合。

图 ７　 鄱阳湖流域年降水量 Ｍ⁃Ｋ 序列突变检验

Ｆｉｇ ７ Ｍ⁃Ｋ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ｏｆ ｍａｎ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由于鄱阳湖流域的降水和入湖径流在 ２００２ 年附近 Ｍ⁃
Ｋ 统计量达到了最高， 且 ２００２ 年后鄱阳湖年径流量呈下

降态势， 故将此时间点前的 １９５６—２００２ 年这一时段作为

整个研究时段的基准期， 根据回归分析， 建立基准期年

径流量与年降水量的关系为： Ｙ ＝ １ ３２３ ７Ｘ－７５８ ９８（Ｒ２ ＝
０ ８０１ ６）。 根据该降水 ～径流关系推求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平

均每年的天然径流量为 １ ２３４ 亿 ｍ３， 较 １９５６—２００２ 年时

段减少了 ２２４ 亿 ｍ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平均径流量实测为

１ ２０９ 亿 ｍ３， 较 １９５６—２００２ 年时段减少了 ２４９ 亿 ｍ３， 由

降水变化导致径流减少的贡献率高达 ８９％以上， 近 １０ 年

人类生产活动用水增加对径流减少的贡献率为 １０％左右。
４ ２　 人类活动对输沙的影响分析

４ ２ １　 水库对输沙的影响

鄱阳湖 “五河” 及环湖区水系是鄱阳湖流域的主要产流产沙区， 水能开发利用资源丰富。 鄱阳湖 “五
河” 及环湖区河流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与水库建设， 建成的大型水库有赣江干流的万安水库（１９９６ 年修建），
赣江支流平江的长冈水库（１９７０ 年修建）， 云亭水的老营盘水库（１９８３ 年修建）， 袁水的飞剑潭（１９６０ 年修

建）、 江口（１９６０ 年修建）， 禾水的社上（１９７３ 年修建）、 南车水库（２００３ 年修建）； 修河的柘林（１９７６ 年修

建）、 东津水库（１９９６ 年修建）； 饶河的共产主义（１９６０ 年修建）、 滨田水库（１９６０ 年修建）； 清丰山溪的潘桥

（１９６０ 年修建）、 紫云山水库（１９６５ 年修建）等共 ２５ 座， 共控制鄱阳湖入湖水系流域面积 ７６ ９７４ １ ｋｍ２， 总库

容 １６７ ５４ 亿 ｍ３。
为分析水库建设对鄱阳湖入湖、 出湖沙量的影响， 选取鄱阳湖 “五河” 控制站和出湖代表站湖口水文

站， 研究其含沙量的年际变化与水库建设总库容的年际变化关系。 按照鄱阳湖入湖水系大、 中型水库建设总

库容和建成时间， 分为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６０—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７６—１９９５ 年和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 年 ４ 个阶段， 统计湖口

以上大、 中型水库总库容为 ２３６ ３０ 亿 ｍ３， 分析年累计库容与年含沙量的关系， 见图 ８。
由图 ８ 可以看出， 鄱阳湖湖口以上河流水库建设总库容的增加过程与鄱阳湖入湖含沙量的减少过程有良

好的对应关系， 但是与鄱阳湖出湖含沙量过程对应不是很好， 在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６０—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７６—
１９９５ 年， 鄱阳湖出湖含沙量分阶段由 ０ ０９２ ｋｇ ／ ｍ３ 下降至０ ０６０ ｋｇ ／ ｍ３， 而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 年平均年含沙量上升

为 ０ ０７５ ｋｇ ／ ｍ３， 说明水库滞沙是鄱阳湖年入湖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鄱阳湖出湖沙量变化不仅受上游水库

群的影响， 还受其他因素的制约。 朱玲玲等［１２］认为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 受大规模采砂活动的影响， 鄱阳湖湖区

泥沙沉积量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由于鄱阳湖湖区采砂活动大量增加， 使得鄱阳湖出湖水流含沙量增大，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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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鄱阳湖入湖、 出湖年含沙量与湖口以上

地区年总库容关系

Ｆｉｇ 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ｕｋｏ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湖泥沙增大， 也导致了鄱阳湖湖水与长江水清浊倒置现

象的产生。
４ ２ ２　 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对输沙的影响

鄱阳湖流域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在 “五河” 中上游区，
人为因素是促使鄱阳湖地区水土流失日趋严重的主要问

题［１３］。 按照鄱阳湖流域地区土壤侵蚀状况（表 ４）可见，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鄱阳湖流域的水土流失呈现不断发展、 不

断加剧的趋势， 水土流失面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达到最

大， 以后虽然水土流失面积总量逐渐减少， 但强度侵蚀

以上各类侵蚀面积不减反增， 如 １９８７ 年全流域水土流失

面积为 ４６ １５０ ００ ｋｍ２， 其中剧烈侵蚀 ６２３ ００ ｋｍ２， 极度

侵蚀 １ ５７０ ００ ｋｍ２， 强度侵蚀６ ３５９ ００ ｋｍ２。 而 ２０００ 年水

土流失面积为 ３３ ４７２ ００ ｋｍ２， 其中剧烈侵蚀 １ ２２４ ２１
ｋｍ２， 极度侵蚀 ２ ０４３ ３７ ｋｍ２， 强度侵蚀 ７ ５２６ ５４ ｋｍ２， 局

部地区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 从水土流失总面积和强度

及以上侵蚀面积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 全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任务艰巨。

表 ４　 鄱阳湖流域土壤侵蚀面积及强度等级面积变化情况［１３］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ｇ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年份 总面积 轻度 中度 强度 极度 剧烈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１１ ０００ ００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１８ ０００ ００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２４ ０００ ００

１９８７ 年 ４６ １５０ ００ ２４ ７２６ ２４ １２ ８７５ ６０ ６ ３７０ ９０ １ ５７０ ００ ６２３ ００

１９９６ 年 ３５ ２２５ ００ １３ １１５ ００ １０ ３９５ ２４ ７ ８１５ ３２ ２ ３６８ ７７ １ ５３０ ７８

２０００ 年 ３３ ４７２ １９ １２ ２９６ ２７ １０ ３８１ ８０ ７ ５２６ ５４ ２ ０４３ ３７ １ ２２４ ２１

１９８７—１９９６ 年 －１０ ９２８ ９１ －１１ ６１１ ２４ －２ ４８０ ３６ １ ４４６ ３９ ８０２ ５７ ９０７ ６５

１９８７—２０００ 年 －１２ ６７７ ８１ －１２ ４３３ ７３ －２ ５１８ ２０ １ １５５ ６４ ４７３ ３７ ６０１ ２１

　 　 从上述分析可知， 由于鄱阳湖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工作， ２０００ 年前水土流失面积总量逐渐减少， 但是由

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为因素造成强度侵蚀以上各类侵蚀面积不减反增。 因此， ２０００ 年前流域水土保

持治理对鄱阳湖入湖泥沙量的显著减少、 出湖泥沙量的异常显著减少有一定作用， 但是出入湖泥沙量的减少

与水土保持措施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５　 结　 　 论

（１） 鄱阳湖水系径流、 泥沙主要来自 “五河”， 存在时空分配不均、 年际变化大的特征。 鄱阳湖流域汛

期 ４～７ 月是 “五河” 产流和产沙的集中时期， 五大支流汛期多年平均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 ６０ ０％ ～６９ ２％，
其中， 信江、 饶河和抚河约为 ６５ ０％； 赣江和修河约为 ６０ ０％。 鄱阳湖湖口站受鄱阳湖 “五河” 和长江来

水的双重影响， 该站汛期多年平均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 ５３ ０％， 而 ７～１１ 月份有些年份会出现倒灌流量， 其

多年平均倒灌水量占年径流总量的 １ ７６％。 “五河” 中赣江占到总入湖径流量和输沙量的 ６０ ０％以上， 其含

沙量最大， 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０ １３０ ｋｇ ／ ｍ３， 饶河相对最小， 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０ ０８５ ｋｇ ／ ｍ３。
（２） 经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综合分析， １９５６—２００８ 年来鄱阳湖流域来水量有小幅增大趋势， 其中赣江、

信江和修河年径流量小幅增大， 饶河没有明显增大的趋势性， 抚河呈不明显的减小趋势； 鄱阳湖实测出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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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湖口站）与入湖量一样， 呈小幅增大趋势； 各站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的年径流均为下降趋势； 鄱阳湖出入湖水

量年际变化发生突变的可能开始年份为 １９５８ 年。 鄱阳湖流域来沙量年际变化呈异常显著减小趋势， 其中赣

江、 信江减小趋势异常显著， 抚河、 修河减小趋势不明显， 而饶河有不明显的增大趋势； 鄱阳湖实测出湖沙

量呈不明显的减少趋势； 鄱阳湖入湖输沙量年际变化减小趋势的突变年份为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 鄱阳湖出湖沙

量近 １０ 年发生突变的可能开始年份为 ２００２ 年。
（３） 分析鄱阳湖地区出入湖水沙变化影响因素可知， 鄱阳湖流域降雨量有所增加， 地表径流引水量略

有增加， 但增加量较小， 与前述鄱阳湖出入湖水量小幅增大的结论基本一致； 人类生产活动用水对鄱阳湖出

入湖径流量影响较小， 降雨量减少对近 １０ 年鄱阳湖出入湖径流量的减少影响显著； 水库滞沙是鄱阳湖入湖

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而出湖沙量变化不光受上游水库群的影响， 还受近年湖区采砂的影响； ２０００ 年前，
水土保持措施与鄱阳湖出入湖泥沙量的减少有一定作用， 但是出入湖泥沙量的减少与水土保持措施的关系需

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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