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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三峡蓄水运行后的泥沙淤积问题， 基于实测资料， 采用输沙率法和断面法分析了三峡水库运行初期的

泥沙淤积特点。 结果表明： 三峡水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泥沙淤积总量为 １５ ３１ 亿 ｔ， 平均排沙比为 ２４ ５％， 均较论证阶

段降低； 库区泥沙淤积主要分布在常年回水区的宽谷和弯道河段， 宽谷段全断面发生淤积、 弯道断面流速较小一

侧淤积、 峡谷无累积性淤积； 常年库区近坝段泥沙淤积速度逐年减小， 而上段泥沙淤积速度则呈增大趋势； 淤积

物粒径沿程分选不明显， 常年回水区淤积物中值粒径多在 ０ ０１ ｍｍ 以下。 库区峡谷段深泓线无明显变化、 尚未出

现泥沙淤积三角洲、 库尾泥沙淤积上延和尾水抬高不明显， 据此初步推断峡谷河段存在富余挟沙力而成为局部侵

蚀基准面， 整个库区将无统一平衡比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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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发挥防洪、 发电和航运效益的同时， 库区的水沙运动特性发生变化， 泥沙大量淤积。
研究三峡水库运行初期的泥沙淤积特点， 包括排沙效果、 淤积分布和淤积物特性等， 对三峡水库今后的优化

调度运行及综合效益发挥都具有重大意义。
三峡水库泥沙问题一直受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 如在论证初设阶段、 “九五” 和 “十五” 攻关阶段开展

了大量泥沙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１⁃３］， 为三峡水库的修建和运行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 三峡水库运行

以后来沙减少， 国内外近期的研究均表明实际的排沙比和淤积量较论证阶段发生显著变化， Ｘｕ 和

Ｍｉｌｌｉｍａｎ［４］认为 ６０％的来沙都将淤积在库区， Ｌｉ 等［５］ 研究表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库区排沙比为 ５０％， 而陈桂亚

等［６］发现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排沙比为 ２６％且排沙主要集中在汛期， 各研究结果也表明实际淤积量较论证阶段大

幅降低［７⁃８］。 对于泥沙淤积分布， Ｈｕ 等［９］发现 ８８％的泥沙淤积在大坝至寸滩之间而其余在寸滩以上， 也有

研究对库区局部河段的泥沙淤积分布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１０⁃１２］， 但对库区整体淤积分布的研究不够深入。
总体来看， 对淤积量和排沙比的分析较多且有一定新认识， 但受实测资料的限制， 对淤积的空间分布、 淤积

速度及淤积物特性等鲜有系统研究。
本文旨在基于实测资料分析三峡水库运行以来的泥沙淤积特点， 包括淤积量、 排沙比、 淤积的空间分布

和速度以及淤积物特性等， 探索实际的泥沙淤积对三峡水库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期为三峡水库科学合理的运

行调度提供支撑。

１　 三峡库区概况

三峡大坝位于湖北省宜昌市， 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 在防洪、 发电和航运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效

益。 三峡水库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开始蓄水， 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为围堰蓄水期， 按照 １３５⁃１３９ ｍ 方案调度运行， 回水

末端位于涪陵。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开始按照 １４４⁃１５６ ｍ 方式调度运行， 回水末端上延至铜锣峡。 ２００８ 年开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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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蓄水至 １７２ ８ ｍ， ２００９ 年蓄水至 １７１ ４ ｍ，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坝前水位正式蓄至 １７５ ｍ， 按照 １４５⁃１５５⁃１７５ ｍ 方案

运行， 回水末端上延至江津， 形成了长约 ６６８ ｋｍ 的库区， 总库容为 ３９３ 亿 ｍ３。 通常以长寿（距坝约 ５３５ ｋｍ）
为界， 以上至江津称为变动回水区， 以下至大坝称为常年回水区， 见图 １。

三峡库区属于典型的山区河道型水库， 具有宽窄相间的平面形态， 自西向东有猫儿峡、 铜锣峡、 黄草

峡、 清溪场深槽、 南沱镇深槽、 瞿塘峡、 巫峡和西陵峡等峡谷。 峡谷段江面狭窄， 河宽多在 ５００ ｍ 以下， 谷

坡陡峭， 基岩裸露， 而宽谷段江面开阔， 河宽多为 １ ０００ ｍ 以上， 岸坡缓坦， 漫滩较宽， 具有峡谷水急、 宽

谷多滩， 大水阻于峡、 小水阻于滩的特点。 天然条件下， 库区峡谷段水流挟沙能力有富余， 侵蚀作用可发展

到侵蚀基准面以下， 河道深泓线折点众多， 平均河床比降约为０ ２‰。

图 １　 三峡库区示意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在初设论证阶段、 “九五” 和 “十五” 攻关阶段［１⁃３］， 采用 １９６１—１９７０ 年系列水沙资料， 三峡水库在

１４５⁃１７５ ｍ 方案下运行 １０ 年淤积量约为 ３０ ００ 亿 ｍ３， 排沙比为 ３２％ ～ ４４％； 采用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系列水沙资

料， 运行 １０ 年淤积量为 １６ ７０ 亿～２２ ３０ 亿 ｍ３， 排沙比为 ４５％～５４％。 此外， ０ ０１ ｍｍ 以下的细颗粒泥沙被

认为属于冲泻质不会淤积［１３］。 库区淤积形态为三角洲淤积， 顶点 ２０ 年末在云阳， ５０ 年末至巫山， ６０ 年洲

头推至坝前， １００ 年末排沙比达到 ９０％以上， 淤积量约为 １７０ 亿 ｍ３。 库区基本冲淤平衡后， 在全库区存在一

个从大坝开始的统一平衡比降， 长江科学院的计算结果表明， 三峡水库淤积平衡后的比降为 ０ ０７‰， 稍大

于上荆江比降， 认为库区水流受狭窄河谷边界控制， 而荆江为冲积性河道， 故三峡水库淤积比降大于上荆江

比降是合理的；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计算结果表明三峡水库淤积平衡比降约为０ ０５‰［１］。 周建军等［１４］

认为三峡水库的统一平衡比降应大致接近上荆江比降， 即为 ０ ０５３‰。
为监测三峡实际入出库水量和沙量， 长江干流设有朱沱、 寸滩、 清溪场、 黄陵庙和宜昌水文站， 支流嘉

陵江设有北碚水文站， 支流乌江设有武隆水文站， 各水文站分布见图 １。 此外， 在库区大坝至江津布置了

３４０ 个断面监测地形变化， 断面间距 １～２ ｋｍ， 用于分析库区实际的泥沙淤积情况。

２　 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

２ １　 数据来源

各水文站的流量和含沙量资料见长江泥沙公报［１５］， 可在网站（ｈｔｔｐ： ／ ／ ｃｊｈ ｃｏｍ ｃｎ ／ ）下载， 采用的数据

系列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 地形资料和粒径资料主要来源于三峡库区航道泥沙原型观测分析报告［１６］， 地形资料包

括库区 ３４０ 个断面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的年度地形变化， 粒径资料为 ２００９ 年实测数据（采样位置距坝 １７３～５９５ ｋｍ， 间

隔 １～２ 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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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淤积计算方法

（１） 输沙率法　 输沙率法在以往的三峡淤积计算中被广泛使用［４⁃９］。 基于水文站的实测资料， 本文采用

该方法计算库区总淤积量。 随着不同运行阶段坝前水位的逐步抬升， 尾水不断上延， 各阶段的三峡入库控制

站不同。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回水末端位于涪陵， 入库控制站为干流清溪场站；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回水末端位于铜锣峡， 清溪场站受回水影响， 入库控制站为干流寸滩站和乌江武隆站；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以后， 回水末端位于江津， 寸滩站受回水影响， 入库控制站为干流朱沱站、 嘉陵江北碚站和乌江武隆站。
国外的研究多采用宜昌站（坝下游 ４４ ｋｍ 处）为出库控制站， 本文采用了黄陵庙站， 位于三峡坝址下游 １２ ｋｍ
处， 距坝较近而被国内采用［６］。

（２） 断面法　 基于库区布置的 ３４０ 个断面的实测地形变化， 采用断面法计算淤积量的沿程分布。 库区

断面间距为 １～２ ｋｍ， 假定两个相邻断面间的淤积体积等于二者的平均淤积面积乘以断面间距， 可得淤积体

积及其空间分布。

３　 泥沙淤积特点

３ １　 淤积量和排沙比

由各水文站实测资料可得三峡入库和出库泥沙量， 基于输沙率法求得三峡水库每年的淤积量和排沙比见

表 １。
表 １　 三峡水库入库及出库沙量、淤积量和排沙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ｕｔ ｏｆ， ａｎｄ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年份
泥沙量 ／ 亿 ｔ

入库 出库 淤积
排沙比 ／ ％

２００３ ２ ０８ ０ ８４ １ ２４ ４０ ４
２００４ １ ６６ ０ ６４ １ ０２ ３８ ４
２００５ ２ ５４ １ ０３ １ ５１ ４０ ６
２００６ １ ０２ ０ ０９ ０ ９３ ８ ７
２００７ ２ ２０ ０ ５１ １ ６９ ２３ １
２００８ ２ １８ ０ ３２ １ ８６ １４ ８
２００９ １ ８３ ０ ３６ １ ４７ １９ ７
２０１０ ２ ２９ ０ ３３ １ ９６ １４ ３
２０１１ １ ０２ ０ ０７ ０ ９５ ６ ８
２０１２ ２ １９ ０ ４５ １ ７４ ２０ ７
２０１３ １ ２７ ０ ３３ ０ ９４ ２５ ８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２０ ２８ ４ ９７ １５ ３１ ２４ ５

　 　 三峡水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总淤积量为 １５ ３１ 亿 ｔ， 平均每年淤积 １ ３９ 亿 ｔ， 平均排沙比为 ２４ ５％。 为分析

淤积量和排沙比的变化， 图 ２ 和图 ３ 分别给出了淤积量和排沙比的年度变化及其与入库沙量的关系。
图 ２ 表明， 除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来沙量较少（１ ３０ 亿 ｔ 以下）导致淤积量较小外， 库区年度淤

积量基本保持稳定， 表现为累计淤积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淤积量与入库沙量成正比， 围堰蓄水期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淤积比率（单位入库沙量的淤积量）略小， ２００６ 年以后各运行阶段淤积量和入库沙量的关系

比较一致， 淤积比率较围堰蓄水期明显变大。
根据水库调度运行方式不同， 将排沙比分 ４ 个阶段。 可以看出， 随着不同运行阶段坝前水位的抬升， 排

沙比变化有 ２ 个特点： ① 水位抬升后库区水流挟沙力迅速降低， 坝前水位抬升当年的排沙比均比上一年明

显降低， 如 ２００６ 年抬升至 １５６ ｍ 后排沙比从上一年的 ４０ ６％降至 ８ ７％， ２００８ 年抬升至 １７２ ８ ｍ 后排沙比从

上一年的 ２３ １％降至 １４ ８％， ２０１０ 年蓄水至 １７５ ｍ 后排沙比从上一年的 １９ ７％降至 １４ ３％； ② 泥沙淤积缩

减过水面积导致挟沙力变大， 某一个运行阶段内的排沙比逐年增加， 如 ２００７ 年较 ２００６ 年增大， ２００９ 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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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峡水库淤积量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图 ３　 三峡水库排沙比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２００８ 年增大， ２０１０ 年以后呈现增大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围堰蓄水期排沙比稳定在 ４０％左

右， 原因可能是蓄水初期的淤积主要发生在无效过水区域， 淤积后的挟沙力变化不大。 此外， 排沙比与入库

沙量呈正比， 入库沙量较少时以淤积为主， 尤其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以及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两个阶段较为明显，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中除个别年份（２０１３ 年）外， 排沙比与入库沙量也呈正比关系。

三峡水库论证阶段， １４５⁃１７５ ｍ 方案运行 １０ 年的淤积量约为 ３０ ００ 亿 ｔ， 排沙比至少为 ３２ ０％。 基于输

沙率法可得， 三峡水库实际排沙比相对论证阶段较低， 但淤积量却大幅减小， 主要原因是来沙量减少所致。
３ ２　 淤积量空间分布

基于库区实测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断面地形资料， 利用断面法可得库区总淤积体积为 １１ ９１ 亿 ｍ３， 其空间

分布见图 ４。

图 ４　 三峡库区泥沙淤积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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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表明， 初期淤积的泥沙主要分布在常年回水区内， 淤积不连续、 呈现片状分布的特点， 重点淤积在

坝前宽谷段， 西陵峡、 巫峡和瞿塘峡上游宽谷段以及云阳、 万州、 忠县和兰竹坝等弯道段， 各典型淤积河段

的淤积量统计见表 ２， 典型断面地形变化见图 ５。
表 ２　 三峡库区典型河段淤积量（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河段名称 河段长度（距坝距离） ／ ｋｍ １４５ ｍ 水位平均河宽 ／ ｍ 河段形态 淤积量 ／ 亿 ｍ３ 淤积占总量的百分比 ／ ％
坝前 ０～２５ １ ５１５ 宽谷 １ ５３ １２ ８４

西陵峡上段 ３１～８３ ７０５ 宽谷 １ ４２ １１ ９２
巫峡上段 １２３～１３５ ７９３ 宽谷 ０ ３１ ２ ５９

瞿塘峡上段 １５９～１７１ １ ０８０ 宽谷 ０ ８２ ６ ８７
云阳 ２３０～２７３ ８４３ 弯道＋宽谷 １ ９５ １６ ３６
万州 ２９９～３０８ ８０５ 弯道＋宽谷 ０ ４６ ３ ８５
忠县 ３４１～３６７ １ １１５ 弯道＋宽谷 １ ８９ １５ ８７

兰竹坝 ３７３～４１３ １ ０１９ 弯道＋宽谷 １ ６０ １３ ４６
凤尾坝 ４３０～４３３ １ ３７０ 弯道＋宽谷 ０ ２０ １ ６６
土脑子 ４５９～４６２ １ １６６ 弯道＋宽谷 ０ ２１ １ ７５
合计 ２２７ １０ ３９ ８７ １７

图 ５　 三峡水库典型断面地形变化（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
Ｆｉｇ ５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 ｔｏ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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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２ 可得， 库区发生淤积的河段长度累计为 ２２７ ｋｍ， 约占库区总长度的 １ ／ ３， 但却淤积了泥沙总量的

８５％以上。 因此， 库区泥沙淤积分布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不连续的宽谷和弯道淤积， 而峡谷河段则基本无累积

性淤积。 为分析泥沙淤积的局部特征， 图 ５ 给出了典型断面的地形变化。
可见， 库区泥沙淤积的局部特征表现为： 宽谷河段淤积分布在全断面， 弯道河段淤积主要分布在流速较

小一侧， 峡谷河段无累积性淤积且边滩可能有少量淤积。
３ ３　 淤积速度

前文分析表明， 库区泥沙淤积总量稳定增长， 但不连续的分布在宽谷和弯道河段， 不同河段的淤积速度

不同。 定义淤积速度应为单位时间的淤积量， 时间尺度单位取为年， 则年度的淤积体积为淤积速度， 表 ２ 中

各典型淤积河段的淤积速度见图 ６。

图 ６　 库区典型河段淤积速度

Ｆｉｇ ６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ｈ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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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表明， 宽谷河段的淤积速度呈减小趋势， 而弯道河段的淤积速度呈增大趋势。 从淤积河段的位置来

看， 宽谷段主要位于坝前 １７０ ｋｍ 范围内， 在 １３５⁃１３９ ｍ 蓄水期水深提升较大导致挟沙力迅速降低， 泥沙大量

落淤， 而后期水位继续抬升至 １５６ ｍ 和 １７５ ｍ 时水深变幅相对较小， 水流挟沙能力变化不大， 泥沙淤积速度

减缓； 弯道河段主要位于距坝 １７０ ｋｍ 以上范围内， 水库后期水位抬升导致的水深变幅较初期变大， 后期水

流挟沙力降低明显， 因此泥沙淤积速度增加。 从淤积在典型断面的分布来看， 宽谷河段全断面淤积， 全部占

据有效过水面积， 因此淤积过程中的挟沙力逐步增加， 淤积减缓； 弯道河段断面的淤积主要位于流速相对较

小的一侧， 对有效过水面积影响较小， 故淤积过程中的挟沙力增加较小， 淤积速度增加。 如忠县黄花城弯道

河段， 由于淤积主要发生在流速较小一侧， 整个断面的有效过水面积缩减不大， 挟沙力增加速度较小， 泥沙

图 ７　 库区淤积物中值粒径沿程分布

Ｆｉｇ ７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持续淤积， 局部位置的淤积厚度已超过 ５０ ｍ。
３ ４　 淤积物特性

三峡水库运行以来淤积了大量粒径小于 ０ ０１ ｍｍ 的

泥沙， 淤积物中值粒径的沿程分布见图 ７。
三峡水库论证阶段认为 ０ ０１ ｍｍ 以下的细颗粒泥沙

属于冲泻质， 不考虑此类泥沙的淤积。 然而， 除了变动

回水区淤积物粒径稍大外， 常年回水区淤积物中值粒径

多在 ０ ０１ ｍｍ 以下， 沿程粒径分选不明显， 原因可能是

库区发生了细颗粒泥沙的絮凝沉降［１７］。

４　 泥沙淤积对三峡水库运行的影响

根据水库淤积的基本理论， 水库蓄水后的河槽比降在泥沙冲淤过程中重新建立， 冲淤的平衡趋向性使河

槽比降渐趋稳定， 最终形成平衡比降。 此外， 论证阶段认为库区淤积的前 ６０ 年为三角洲淤积。 然而， 三峡

水库运行 １０ 年来， 库区宽谷和弯道河段淤积显著而峡谷段无累积性淤积， 尚未出现三角洲淤积形态， 深泓

线没有沿程同步抬升， 无形成统一平衡比降的趋势， 见图 ８。

图 ８　 三峡水库干流深泓纵剖面变化示意

Ｆｉｇ ８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ｌｗｅｇ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三峡水库运行初期， 全库各个河段的过水面积最大， 相应的水流挟沙力最低， 此时峡谷河段运行 １０ 年

无累积性淤积。 若此后会逐步发生淤积， 则相同条件下的挟沙力将逐渐增加， 即后期峡谷段的挟沙力增大过

程中泥沙反而发生淤积， 这与初期挟沙力最低状态下运行 １０ 年峡谷河段无累积性淤积的现状相悖。 考虑到

来沙粒径变细将在相同的水流条件下增大挟沙力， 而来沙量的减少更有利于减少淤积， 在近年来水来沙条件

有利变化的共同作用下， 即使在汛期坝前水位抬高到 １４５ ｍ 运行 １０ 年而峡谷段仍无累积性淤积， 说明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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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挟沙力大于河道输沙率而具有富余挟沙力。 以西陵峡为例， 从图 ８ 可以看出， 西陵峡峡内的河床高程明显

低于其下游的淤积床面高程， 形成很大的倒坡， 即峡谷段出口下游的淤积对峡谷内的挟沙力不会有明显影

响， 峡谷进口将成为局部侵蚀基准面。 此外， 库区沿程的主要峡谷深泓线均无明显变化， 可以初步推断， 峡

谷河段后期也难以淤积， 库区将不会形成统一的平衡比降， 对三峡水库的运行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重庆河段， 以清溪场深槽（距坝约 ４８４ ｋｍ）作为局部侵蚀基准面， 以上的变动回水区基本没有累积

性淤积， 对重庆的航运有重大利好。 此外， 库尾泥沙淤积的上延没有预期严重， 库尾水位（长寿以上）抬高

也不明显， 见表 ３， 对重庆河段的防洪有重要意义。

表 ３　 不同水位站实测水位抬高值（坝前水位： １４５ ｍ） ｍ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ａ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ａｍ： １４５ ｍ）

水位站
２０１２ 年实测不同流量下的水位抬高值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２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４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论证阶段运行 １０ 年后流量 ３９ ２００ ｍ３ ／ ｓ 下的

水位抬高值［２］

寸滩 ０ ０ ０ ０ １ ０６

长寿 ０ ６０ ０ ３０ ０ ０ １ ６６

　 　 对于三峡水库的调度， 运行 １０ 年无统一平衡比降的趋势对三峡水库提前蓄水、 中小洪水调度等具有极

为有利的支撑。 中小洪水调度只是短时段抬高坝前水位， 汛后提前蓄水遭遇较大含沙量的时间也不长， 即只

要不长时段超过水流的富余挟沙力， 峡谷段将保持不淤积， 峡谷进口为侵蚀基准面的特性不会改变， 因而不

会因全库区的累积性淤积而形成统一的冲淤平衡比降， 则该两种调度预案对水库淤积的影响会明显减小， 对

三峡水库的防洪、 发电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蓄水后常年回水区原有水深较大， 但局部河段淤积显著、 深泓线剧烈抬升， 导致低

水位期碍航。 如忠县黄花城河段（距坝 ３６０ ｋｍ）， 淤积集中在左槽， 截止 ２０１３ 年淤积厚度基本在 ２０ ｍ 以上，
最大淤积厚度超过 ５０ ｍ， 为库区最典型的悬沙淤积河段， 低水位期不能满足通航。 目前， 黄花城水道蓄水期

左右分边航行， 低水位期上下行船舶皆走右槽， 但右槽存在出口弯曲半径小、 上下行船舶航线交叉、 出口通

视性不足等问题， 易诱发通航事故。

５　 结　 　 论

（１） 三峡水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悬移质泥沙淤积总量为 １５ ３１ 亿 ｔ， 累计淤积量呈逐年稳步增长趋势。 平均

排沙比为 ２４ ５％， 主要受坝前水位和入库沙量的影响， 坝前水位抬高则排沙比明显降低， 入库沙量较少时排

沙比较小， 即以淤积为主。
（２） 三峡水库泥沙淤积分布的总体特征为： 淤积分布在常年回水区不连续的宽谷和弯道河段， 峡谷段

则无累积性淤积， 淤积河段长度累计占库区总长的 １ ／ ３， 淤积量则占泥沙总量的 ８５％以上。 淤积分布的局部

特征为： 宽谷河段全断面淤积， 弯道河段淤积则发生在流速较小一侧。
（３） 常年回水区下段（主要为宽谷淤积， 距坝约 １７０ ｋｍ 以内）淤积速度呈减小趋势， 而上段（主要为弯

道淤积， 距坝 １７０ ｋｍ 以上）淤积速度呈增大趋势。
（４） 常年回水区淤积物中值粒径多在 ０ ０１ ｍｍ 以下， 沿程粒径分选不明显。
（５） 三峡蓄水后挟沙力降低， 但同时来沙减少且粒径变细， 运行 １０ 年峡谷河段无累积性淤积、 库区深

泓纵剖面未呈现淤积三角洲形态、 库尾泥沙淤积上延没有预期严重、 尾水抬高不明显。 可初步推断， 峡谷河

段存在富余挟沙力而成为局部侵蚀基准面， 后期也难以淤积， 考虑三峡库区峡谷众多， 整个库区将无统一平

衡比降的趋向。
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较为复杂， 需要继续监测分析库区淤积量、 空间分布和淤积物特性等， 尤其要进一

步研究库区能否形成统一的泥沙冲淤平衡比降， 对水库的调度运行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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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ｒａ⁃
ｔｉｏ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３ ｔｏ ２０１３ ａｒｅ １ ５３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ａｎｄ ２４ 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ｕｒｖｅｄ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ｔ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ｅｖｅｎｌ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ｄ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ｄ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Ｎ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ｇｏｒｇ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ｄａｍ ｔｅｎｄ ｔｏ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ｒ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０ ０１ ｍｍ． Ｔｈｅ ｔｈａｌｗｅ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ｒｇ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ｌｔａ ｉｓ ｎｏｔ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ｏｒｇ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ｐｌａｙ ａ ｒｏｌｅ ｏｆ ａ
ｌｏｃａ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ａｔ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ｅｄ ｓｌｏｐ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Ｇ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ｂｅｄ ｓｌｏｐ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论文优先数字出版说明

为即时确认作者科研成果、 彰显论文传播利用价值，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 将于 《水科学进展》 印刷版期刊出版的定稿论文

优先在 “中国知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以数字出版方式提前出版（优先数字出版）。 欢迎读者在中国知网 “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出版总库” 检索、 引用本刊作者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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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５１２０９２４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Ｎｏ ２０１４３２９８１４３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