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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对宜昌—监利河段水温情势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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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峡工程蓄水使得下游长江河道水温情势发生显著变化， 并对下游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宜昌水文

站 １４ 年的实测资料， 采用纵向一维水温模型模拟分析了宜昌至监利 ３００ ｋｍ 河道水温变化过程， 探讨了不同蓄水期

三峡工程下泄水温变化对坝下鱼类产卵场的影响程度。 结果表明： ① 三峡工程蓄水后宜昌断面水温出现了平坦化

及延迟现象， 低温水和高温水效应明显； １７５ ｍ 蓄水期宜昌断面 ４ 月、 １２ 月， 水温分别较蓄水前改变－４ ３ ℃、
３ ７ ℃。 ② 三峡工程的运行使得下游河道水气热交换量发生变化， 但干流流量较大使得水温沿程恢复效果较弱；
工程调蓄对坝下河段的影响占主导作用， 三峡工程调蓄对监利断面 ４ 月、 １２ 月存在－３ ２ ℃、 ３ ０ ℃的温度影响。
③ 三峡工程蓄水后， 宜昌中华鲟产卵场冬季 ２０ ０ ℃的水温出现时间推迟 １～４ 旬， 监利四大家鱼产卵场春季 １８ ０
℃的水温出现时间推迟 １～３ 旬， 并随着蓄水位的抬升， 推迟幅度逐渐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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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是河流水环境与水生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 随着高坝大库的建成， 坝下天然河道的水温分布发生巨

大的变化， 并且给灌溉和水生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１］。 国内外学者采用现场调查或数值模拟等方法对水

库下泄水温进行了大量研究。 Ｓｃｏｔｔ 等［２］用简化的热量交换方程建立月均水温的计算方法， 用于英格兰峡大

坝下游河道的水温研究， 并模拟了坝下 ４２１ ｋｍ 处河道月均水温， 其计算结果绝对误差小于 ０ ５ ℃。 Ｂｉｓｈｎｕ
和 Ｊöｒｇ［３］使用一维拉格朗日河道模型计算分析 Ｔｉｅｔｅ 河流域坝下 ３１３ ｋｍ 河道的水温情势， 其模拟水温与实测

水温吻合较好。 王颖等［４］利用纵向一维模型， 对糯扎渡水库的坝下水温变化过程进行了预测， 结果较好地

反映了下游河道水温在上游水库调节后的变化规律。 脱友才等［５］ 采用现场调查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

比分析了瀑布沟电站开发前后下游河道的水温时空变化特性。 杨芳丽等［６］ 采用纵向一维水温模型预测分析

了电站不同开机组数和取水口高程的下泄水温对坝下河道保护区的影响。 目前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工程完建

后下游河道的水温预测与模拟。 水库蓄水过程中， 坝下的水文、 水温过程随工程的建设进度处于不稳定的阶

段。 但由于资料的缺乏， 其坝下水温变化规律及对坝下生物影响方面的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
三峡水利枢纽是长江中游控制性大型水利骨干工程， 其下游有葛洲坝水利枢纽， 由于库区及下游水温的

变化对宜昌断面的中华鲟和监利断面的四大家鱼产卵繁殖产生显著影响［７⁃８］， 三峡工程的水温影响得到了学

者们的密切关注。 任华堂等［９］采用三维模型对三峡水库库首 １０５ ｋｍ 范围内做了水温预测， 计算与实测结果

显示库首江段在 ４—６ 月水温出现弱分层， 垂向温差为 １ ～ ２ ℃。 曹广晶等［１０］ 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实测资料，
分析三峡水库近坝区水温垂向结构， 结构表明三峡水库不存在深层低温水下泄问题。 熊伟等［１１］ 采用一二维

耦合模型来研究三峡水库水温分布， 结果显示三峡水库在 ４—６ 月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温度分层， 下泄水温

较建库前平均降低 ４ ３ ℃。 邢领航等［１２］用一维水温模型和热量收支平衡等方法分析了葛洲坝坝下游水温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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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葛洲坝坝下江段水温主要受三峡水库水气界面热交换影响。 Ｔｕｏ 等［１３］ 采用立面二维

水温模型模拟了三峡库区水温变化， 三峡坝前水温在 ３ 月、 ４ 月出现弱分层， １—２ 月和 ９—１２ 月出现沿程增

温变化， 下泄水温在 ４—５ 月和 １０—１２ 月出现明显的低温水和高温水效应， 并分析了下泄水温对宜昌中华鲟

产卵场的影响。 目前对三峡水温的影响主要基于预测和有限实测资料做出的判断， 而关于水温变化对鱼类影

响也缺乏系统性分析。
本文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宜昌断面的实测资料， 分 ４ 个不同的蓄水期对三峡坝下宜昌至监利河段的水温

变化过程进行模拟计算， 分析三峡蓄水位变化对下游水温情势的动态影响， 从时空分布规律、 水体热量收支

平衡、 特征水温延滞现象等角度综合分析三峡对下游水温情势变化规律的影响， 由此分析可能对鱼类产卵时

间产生的影响。

１　 河道一维非恒定流水温数学模型

河道纵向一维水温模型主要是由非恒定流方程（即圣维南方程组）与河道一维温度对流⁃扩散方程组成。
１ １　 非恒定流基本方程

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公式如下：
∂Ｚ
∂ｔ

＋ １
Ｂ

∂ｑ
∂ｘ

＝ １
Ｂ
Ｌｎ （１）

∂ｑ
∂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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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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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 ｇＡ（∂Ｚ

∂ｘ
＋ Ｓｆ） ＝ ０ 　 　 　 Ｓｆ ＝

ｎ２ｑ ｑ

Ａ２Ｒ
４
３

（２）

式中： Ｚ 为水位， ｍ； ｑ 为流量， ｍ３ ／ ｓ； Ａ 为过水断面面积， ｍ２； Ｂ 为水面宽， ｍ； Ｌｎ为单位河长的旁侧入

流量， ｍ２ ／ ｓ；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ｍ ／ ｓ２； ｘ 为沿河距离， ｍ； Ｓ ｆ为水力比降； Ｒ 为水力半径， ｍ； ｎ 为粗糙

系数。
１ ２　 水温对流⁃扩散方程

一维温度对流扩散方程如下：
∂（ｑＴ）
∂ｘ

＝ ∂
∂ｘ

（ＡＤＬ
∂Ｔ
∂ｘ

） ＋
Ｂφｎ

ρＣｐ
（３）

式中： ＤＬ 为纵向弥散系数， ｍ２ ／ ｓ； ρ 为水的密度， ｋｇ ／ ｍ３； Ｃｐ 为水的比热， Ｊ ／ （ｋｇ·℃）； φｎ 为水体与大气

间的热交换通量， Ｗ ／ ｍ２， 主要包括太阳短波辐射 φｓｎ、 净长波辐射 φｌ、 蒸发热损失 φｅ 和热传导 φｃ４ 个部分。
水面净热交换量公式如下：

φｎ ＝ φｓｎ ＋ φｌ － φｅ － φｃ （４）
（１） 太阳短波辐射

φｓｎ ＝ φｓ １ － γ( ) （５）
式中： φｓ 为到达地面的太阳短波辐射通量， Ｗ ／ ｍ２； γ 为水面反射率， 取值 ０ ０７。

（２） 净长波辐射

φｌ ＝ ０ ９７σ εａ ２７３ ＋ Ｔａ( ) ４ － ２７３ ＋ Ｔｓ( ) ４[ ] （６）
式中： σ 为 Ｓｔｅｆａｎ⁃Ｂｏｌｔｚｍａｎ 常数， σ＝ ５ ６７×１０－８Ｗ／ （ｍ２·Ｋ４）； εａ 为大气发射率， εａ ＝ εａｃ（１＋ｋＣ２

ｒ ）， ｋ 为云层

高度确定的系数（０ ０４～０ ２５）， 取 ｋ＝ ０ １７， Ｃｒ 为云层覆盖比例， εａｃ为晴天的大气发射率， εａｃ ＝ １－０ ２６１ｅｘｐ
－０ ７４×１０－４Ｔ２

ａ( ) ， Ｔａ 为水面以上 ２ ｍ 处的气温， ℃； Ｔｓ 为水面温度，℃。
（３） 蒸发热损失

φｅ ＝ ｆ Ｗ( ) ｅｓ － ｅａ( ) （７）
式中： ｆ（Ｗ）为风函数， ｆ（Ｗ）＝ ０ ００７ ５（９ ２＋０ ４６Ｗ２）， Ｗ ／ （ｍ２·Ｐａ）， Ｗ 为水面上 １０ ｍ 处的风速， ｍ ／ ｓ； ｅｓ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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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于水面温度 Ｔｓ 靠近水面的空气饱和蒸气压力， Ｐａ； ｅａ 为水面上气温 Ｔａ 相应的蒸气压力， Ｐａ。
（４） 热传导

φｃ ＝ ６２ ５ ｆ （Ｗ） Ｔｓ － Ｔａ( ) （８）
１ ３　 模型求解

采用 Ｐｒｅｉｓｓｍａｎｎ 四点偏心隐式有限差分格式对水力方程（１）和方程（２）离散求解。 水温方程（３）采用有限

体积法进行离散求解， 对流项采用迎风格式。
１ ４　 模型验证

１ ４ １　 计算网格及边界条件

选择三峡水库坝下宜昌至监利 ３００ ｋｍ 河段为模型的计算区域， 该河段涵盖了中华鲟产卵场和四大家鱼

的重要产卵场。 将研究区域划分为 ６０ 个断面， 平均断面间距 ５ ｋｍ。 上游以宜昌逐日流量、 水温过程为边界

条件， 下游以监利水位为边界条件， 水温纵向变化梯度设置为 ０； 区间考虑清江支流和湖泊补给对干流的影

响。 清江采用高坝洲站水温、 流量过程。 湖泊的补给流量采用倒推法计算得到， 其水温采用洞庭湖城陵矶站

水温。 计算区域被平均分为 ３ 段， 自上而下分别采用宜昌、 荆州和监利气象站的气象资料控制各段的气象条

件。 模拟时段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时间步长为 １２０ ｓ。 计算区域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长江中游河段研究区域示意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Ｙａｎｇｔｚ Ｒｉｖｅｒ

１ ４ ２　 验证分析

枝城和沙市分别位于宜昌下游 ６０ ｋｍ 和 １５５ ｋｍ， 如图 １ 所示。 采用枝城和沙市站的实测流量、 水位资料

对模型进行水力学验证和参数率定， 水温采用监利站进行验证。 图 ２—图 ４ 比较了计算时段内枝城和沙市实

测与计算的流量、 水位过程， 计算中河段糙率随流量的变化而改变， 其取值范围为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２７［１４］ ， 计算

图 ２　 枝城断面计算水位与实测值对比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

　
图 ３　 沙市断面计算水位与实测值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Ｓｈａｓ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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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内枝城和沙市月均流量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２ ８％和 １ ４％； 枝城的月均水位误差变化为－０ ２８ ～
０ ２６ ｍ， 平均相对误差为 ０ １％； 沙市的月均水位误差变化为－０ ５９～０ ４０ ｍｍ， 平均相对误差为 ０ １％。 图 ５
给出了监利断面水温计算值和实测值， 月均误差变化范围为－０ ３ ～０ ４ ℃， 年均偏高 ０ １ ℃。 由于清江、 湖

泊补给流量平均每月仅占监利站流量的 １ ０％ ～ ３ ８％和－３０ １％ ～ ８ ５％， 其对监利水温的影响有限。 总体来

看， 模型能很好地模拟出计算河段的水动力学条件变化， 大气热交换及支流影响下的热量平衡以及相应的水

温情势变化。

图 ４　 枝城和沙市断面计算流量与实测值对比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ｆｌｏｗ ｉｎ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ｓｈｉ

　
图 ５　 监利断面计算水温与实测值对比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ｌｉ

２　 三峡工程对坝下河道的水温情势影响及分析

２． １　 研究工况　
本文对三峡建设前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宜昌—监利河段的水温进行模拟计算， 并根据三峡水库

调度运行方式的变化， 将计算时段分为 ４ 个时期： 蓄水前（２０００ 年 １ 月—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３５ ｍ 蓄水期（２００３
年 ６ 月—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５６ ｍ 蓄水期（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和 １７５ ｍ 蓄水期（２００８ 年 ９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由此分析三峡工程蓄水过程对下游水温情势的影响， 宜昌和监利断面的水温变化过程如图 ６ 所示。
蓄水前期， 区域年均气温变化范围为 １６ ９～１７ ５ ℃， 宜昌断面实测年均水温变化范围为 １８ ８ ～ １９ １ ℃， 监

利断面计算年均水温最小值比宜昌断面偏低 ０ ２ ℃， 最大值同样为 １９ １ ℃。 三峡水库蓄水后， 区域年均最

高气温为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７ ７ ℃， 最低气温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６ ６ ℃， 随着蓄水水位的变化， 宜昌断面实测年均水温

和监利断面计算年均水温的最大值都出现在 ２０１３ 年， 且均为 １９ ７ ℃， 最小值都出现在 ２００５ 年， 分别为

１８ ４ ℃和 １８ ３ ℃。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宜昌和监利旬均气温、 水温过程

Ｆｉｇ ６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Ｙｉ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ｌｉ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ｔｅｎ⁃ｄａｙｓ ｉ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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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坝下水温时间分布

三峡巨大的热量调蓄作用使得坝下水温发生一定程度平坦化和明显的延迟现象， 出现春夏季低温水和秋

冬季高温水现象， 其中升温期（４—６ 月）和降温期（１０—１２ 月）更为突出。 如表 １ 及图 ７ 和图 ８ 所示， 宜昌断

面， １７５ ｍ 蓄水期与蓄水前相比年内最高旬均水温降低 ０ ７ ℃， 最低旬均水温升高 ０ ８ ℃， 年内旬均水温温

差从 １６ ３ ℃降低至 １４ ８ ℃。 １７５ ｍ 蓄水期升温期（４—６ 月）平均水温降低了 ２ ６ ℃， 为 １８ ３ ℃， ４ 月中旬变

化最大， 降低 ４ ７ ℃； 而降温期（１０—１２ 月）水温则比蓄水前平均升高了 ２ ７ ℃， 为 １９ ８ ℃， １２ 月下旬出现

了降温期的最大温差， 蓄水后比蓄水前水温升高了 ４ １ ℃。 １７５ ｍ 蓄水期内， 宜昌断面实测年均水温比蓄水

前期升高了 ０ ２ ℃， 最高温出现的时间比蓄水前延迟了 ３ 旬出现， 最低温出现的时间比蓄水前延迟了 ４ 旬出

现。 对比不同蓄水期， 延迟现象是随着三峡蓄水水位升高而愈加显著。 监利断面位于宜昌断面下游３００ ｋｍ，
与蓄水前相比， １７５ ｍ 蓄水期最高旬均水温降低 ０ ９ ℃， 出现时间推迟了 ３ 旬， 最低旬均水温升高１ ６ ℃，
出现时间推迟了 ２ 旬。 升温期内， 其 １７５ ｍ 蓄水期计算平均水温为 １９ ３ ℃， 比蓄水前降低了２ ０ ℃， 最大温

差同样出现在 ４ 月中旬， 蓄水后与蓄水前相比降低了 ３ ４ ℃； 降温期内， 水温变化规律与升温期相反， 平均

水温为 １８ ７ ℃， 比蓄水前升高了 ２ １ ℃， 与蓄水前相比最大温差为 ３ ２ ℃， 出现在 １２ 月下旬。 与宜昌相比，
监利断面蓄水后的水温延迟现象有所减缓， 旬均水温最大温降从 ４ ７ ℃减小至 ３ ４ ℃， 最大温升从 ４ １ ℃减

小至 ３ ２ ℃， 但仍较天然状况有明显改变。
表 １　 各蓄水期宜昌和监利断面旬均水温过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ｖｅｒｙ ｔｅｎ⁃ｄａｙｓ ｉｎ Ｙｉ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ｌ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ｓ

位置 时间 年均水温 ／ ℃ 最高旬均水温 ／ ℃ 出现时间 最低旬均水温 ／ ℃ 出现时间

宜昌（实测）

蓄水前 １８ ７ ２６ ７ ７ 月下旬 １０ ４ １ 月下旬

１３５ ｍ １８ ６ ２６ ７ ８ 月上旬 １０ ２ ２ 月中旬

１５６ ｍ １８ ９ ２５ ９ ９ 月上旬 １１ ３ ２ 月下旬

１７５ ｍ １８ ９ ２６ ０ ８ 月下旬 １１ ２ ３ 月上旬

监利（计算）

蓄水前 １８ ６ ２７ ５ ７ 月下旬 ９ １ １ 月下旬

１３５ ｍ １８ ５ ２７ ２ ８ 月中旬 ８ ７ ２ 月中旬

１５６ ｍ １８ ８ ２６ １ ９ 月上旬 １０ ０ １ 月下旬

１７５ ｍ １８ ８ ２６ ６ ８ 月下旬 １０ ７ ２ 月中旬

图 ７　 宜昌断面各蓄水期月均实测水温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７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Ｙｉｃｈａｎｇ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ｓ

　
图 ８　 监利断面各蓄水期月均计算水温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ｉａｎｌｉ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ｓ

蓄水后， 三峡水库坝下水温的变化不仅受到气象的影响， 还和各蓄水期的工程调蓄密切相关。 以 １７５ ｍ
蓄水期为例， 选择下游监利断面为控制节点对比分析工程气象差异带来的水温变化， 并分离出工程调蓄对坝

下水温变化的影响程度。 图 ９ 对比了三峡工程 １７５ ｍ 蓄水期计算区域的月均气温变化过程。 水库蓄水后１７５ ｍ
蓄水期研究河段年均气温变化了－０ ２ ℃， 相应气象变化对坝下月均水温的最大改变为 ０ ３ ℃。 但相对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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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变化的影响， 工程的调蓄作用对坝下水温的改变占主导作用（图 １０）， １７５ ｍ 蓄水期的工程调蓄对坝下监利

断面水温各月贡献范围为－３ ３ ℃ ～２ ７ ℃。

图 ９　 １７５ ｍ 蓄水期计算区域月均气温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９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７５ ｍ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ｅｒｉｏｄ

　
图 １０　 气象变化和工程调蓄对监利断面水温变化的贡献

Ｆｉｇ １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ｌｉ

２． ３　 坝下水温空间变化

三峡水库蓄水后坝下水温过程较天然情况发生显著变化， 区间汇流与大气热交换是促使水温沿程恢复的

主要因素， 从热量平衡角度分析下游水温过程的沿程恢复效应。 由于蓄水后的升温期 ４ 月和降温期 １２ 月水

温较蓄水前差异最大， 因此， 以 ４ 月和 １２ 月为代表分析坝下水温沿程变化过程， 如图 １１ 和图 １２ 所示。
在升温期 ４ 月份， 蓄水前， 虽然沿程水温受区间汇流的影响， 有局部降低的现象， 但是河道水温整体仍

然表现为轻微的上升趋势， 其增温率为 ０ ０３ ℃ ／ １００ ｋｍ。 １７５ ｍ 蓄水期 ４ 月份， 由于宜昌水温较蓄水前降低

了 ４ ３ ℃， 受大气热交换影响， 沿程水温升温率显著增加， 为 ０ ４１ ℃ ／ １００ ｋｍ， 区间汇流也使得干流水温局

部略微升高， 至监利断面蓄水前、 后水温差缩小至 ３ ２ ℃。 在降温期 １２ 月份， 蓄水前， 沿程水温表现出明

显的降低趋势， 为－０ ４３ ℃ ／ １００ ｋｍ， １７５ ｍ 蓄水期， 宜昌水温较蓄水前增加了 ３ ７ ℃， 使得水体向大气的失

热加剧， 沿程温变率降低到－０ ６６ ℃ ／ １００ ｋｍ， 区间汇流也加快了干流水温的降低， 至监利断面蓄水前后水

温差缩小至 ３ ０ ℃。

图 １１　 各蓄水期 ４ 月坝下水温沿程分布

Ｆｉｇ １１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ｓ

图 １２　 各蓄水期 １２ 月坝下水温沿程分布

Ｆｉｇ． １２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ｓ

为了深入分析电站建设对下游河道水面热量交换的影响， 图 １３ 和图 １４ 对比了不同蓄水期 ４ 月和 １２ 月

宜昌至监利河段水面的热量来源变化。 升温期 ４ 月， ４ 种水气热交换方式中， 太阳辐射量比重最大， 不同蓄

水期存在一定范围的波动， 但与蓄水过程无关， 而长波辐射、 蒸发热、 热传导均出现随蓄水位升高而使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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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热量更大（或失热更少）， 这是由于电站下泄水温较天然水温显著偏低所导致， 累积表现为蓄水后水体

净吸收热通量增加， １７５ ｍ 蓄水期 ４ 月水体吸收的净热量为 １０ ８×１０１６Ｊ， 比蓄水前增加了 ６４ ５％。 而与 １７５ ｍ
蓄水期 ４ 月宜昌断面水体的入流总热量 １ １０×１０１８Ｊ 相比， 水体吸收的净热量仅占入流总热量的 ９ ８％， 虽然

蓄水前后河道净热通量有较大变化， 但由于长江干流流量大， 水体携带热量高， 因此， 水气热交换对三峡影

响下长江中游的水温恢复作用有限。
降温期 １２ 月， 长波辐射量相对较大， 太阳辐射仍出现一定的随机波动， 而随蓄水位升高， 长波辐

射、 蒸发、 热传导均呈负增长趋势， １７５ ｍ 蓄水期水体散失的净热量为 １１ ２×１０１６ Ｊ， 比蓄水前失热量增

加了 １９ ９％。 但与宜昌断面的入流总热量 １ １５×１０１８ Ｊ 相比， 大气散失净热量仅占 ９ ７％， 因此， 电站导

致的高温水现象消除仍需要较远的距离。 以这样的增温率和热量变化可能影响到下游 ４０９ ｋｍ 的汉口

断面。

图 １３　 各蓄水期 ４ 月宜昌至监利河段水气热交换量组成

Ｆｉｇ １３ Ｗａｔｅｒ⁃ａｉｒ ｈｅａ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ｐｒｉｌ

　
图 １４　 各蓄水期 １２ 月宜昌至监利河段水气热交换量组成

Ｆｉｇ １４ Ｗａｔｅｒ⁃ａｉｒ ｈｅａ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 ４　 生态敏感特征水温延迟分析

三峡坝下长江干流上分布着大量重要鱼类产卵场， 并对水温过程存在不同的需求［１５⁃１６］ 。 监利断面附

近是长江四大家鱼的重要产卵场， 鱼类繁殖季节在 ４—７ 月， 产卵繁殖水温不能低于 １８ ０ ℃ ； 长江中华

鲟种群的繁殖季节主要在 １０ 月中旬至 １１ 月上旬， 当水温降至 ２０ ０ ℃时开始产卵， 产卵场主要分布在宜

昌断面附近。 因此， 选择升温期 １８ ０ ℃和降温期 ２０ ０ ℃分别作为四大家鱼和中华鲟产卵特征水温进行

分析。
表 ２ 和表 ３ 统计了不同蓄水期产卵特征水温出现时间与频次， 蓄水后特征水温到达时间均出现延迟， 且

随蓄水位的升高逐步加强。 蓄水前， 升温期监利断面水温达到 １８ ０ ℃的时间为 ４ 月上旬—中旬， １７５ ｍ 蓄水

表 ２　 监利断面升温期水温达到 １８ ０ ℃时间与频次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１８ ０ ℃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ｌ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时期
监利升温期达到 １８ ０ ℃

出现时间 出现次数 与蓄水前相比推迟时间

蓄水前期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４ 月上旬
４ 月上旬

２
２ ／

１３５ ｍ 蓄水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４ 月中旬
４ 月下旬

１
２ １～２ 旬

１５６ ｍ 蓄水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４ 月下旬
５ 月上旬

１
１ ２～３ 旬

１７５ ｍ 蓄水期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月下旬
５ 月上旬

１
４ ２～３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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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宜昌断面降温期水温达到 ２０ ０ ℃时间与频次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２０ ０ ℃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Ｙｉｃｈａ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时期
宜昌降温期达到 ２０ ０ ℃

出现时间 出现次数 与蓄水前相比推迟时间

蓄水前期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０ 月下旬 ３ ／

１３５ ｍ 蓄水期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０ 月中旬
１０ 月下旬

２
１ ０ 旬

１５６ ｍ 蓄水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１ 月上旬
１１ 月下旬

１
１ １～３ 旬

１７５ ｍ 蓄水期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月上旬
１１ 月中旬
１２ 月上旬

２
３
１

１～４ 旬

期则于 ４ 月下旬—５ 月上旬水温达到 １８ ０ ℃， 推迟了 ２～３ 旬。 降温期内， 蓄水前宜昌水温于 １０ 月下旬达到

２０ ０ ℃， 蓄水后逐步延后。 １７５ ｍ 蓄水期， 水温达到 ２０ ０ ℃的时间在 １１ 月上旬—１２ 月上旬， 与蓄水前相比

延迟了 １～４ 旬， 值得注意的 ２０１３ 年在 １２ 月上旬水温才降至 ２０ ０ ℃， 较之前冬季水温异常滞后， 该现象发

生与上游某电站蓄水发电同步， 说明本河段的水温情势有进一步延迟的可能， 这可能是三峡电站与上游电站

联合运行产生的水温累积效应。 由此可见， 三峡水库蓄水后坝下水温过程延迟对中华鲟和四大家鱼产卵产生

了重要影响［１７］。

３　 结　 　 论

（１） 本文利用纵向一维水温模型反演了长江中游宜昌至监利河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的水文与水温情势变化，
分析了三峡不同蓄水期对下游河道水温情势的动态演变规律， 模型得到了实测资料的良好验证。

（２） 三峡水库巨大的热量调蓄作用使得坝下水温过程平坦化及延滞化， 表现为春夏季水温降低而秋冬

季水温升高， 并随蓄水位升高该现象愈发明显。 从蓄水前期到 １７５ ｍ 蓄水期， 宜昌断面年均水温从 １８ ７ ℃
升高至 １８ ９ ℃， 但旬均水温年内变幅减小了 １ ５ ℃， 升温期 ４ 月水温升高了 ４ ３ ℃， 降温期 １２ 月降低了

３ ７ ℃； 监利断面水温变幅减小 ２ ５ ℃， 升温期 ４ 月水温升高了 ３ ２ ℃， 降温期 １２ 月水温降低了 ３ ０ ℃。 监

利断面的水温有所恢复， 但仍较天然情况有很大差异。
（３） 受三峡水库蓄水影响， 宜昌至监利河段水气热交换量发生较大变化， 使得水温的纵向变化率升温

期增加和降温期减小， 水气热交换与区间汇流促使水温沿程逐渐恢复。 ４ 月的沿程温变率从蓄水前

０ ０３ ℃ ／ １００ ｋｍ增加到 １７５ ｍ 蓄水期的 ０ ４１ ℃ ／ １００ ｋｍ， １２ 月则从－０ ４３ ℃ ／ １００ ｋｍ 降低到－０ ６６ ℃ ／ １００ ｋｍ；
４ 月和 １２ 月水体从大气净吸收热量分别增加 ６ ９７×１０１６Ｊ 和减少 ２ ２３×１０１６ Ｊ， 分别占宜昌来流总热量的 ６ ３％
和 １ ９％。

（４） 三峡水库蓄水后使得下游四大家鱼和中华鲟产卵场的特征水温出现时间明显滞后。 蓄水后， 降温

期宜昌断面水温达到 ２０ ０ ℃（中华鲟产卵水温上限）的时间， 较蓄水前平均延迟了 １～４ 旬， 升温期监利断面

水温达到 １８ ０ ℃（四大家鱼产卵水温下限）的时间较蓄水前延迟了 ２～３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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