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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江三口分流变化及三峡水库蓄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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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江中游荆江的水沙通过三口洪道分流入洞庭湖， 三口分流是荆江—洞庭湖关系调整的驱动因子， 为揭示

其变化特征及三峡工程运用的影响， 基于大量的原观数据， 系统研究了近 ６０ 年三口分流比的变化过程， 提出其显

著调整特征及诱发因素， 引入径流还原计算方法， 量化了三峡水库不同运用方式对三口分流量的影响幅度。 结果

表明： ① 特大洪水及重大人类活动等诱发因素作用下， 三口分流比出现 ４～５ 年持续性减小的趋势调整期， 之后进

入分流比稳定恢复的平衡调整期； ②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三峡水库汛前枯水补偿调度使得三口分流量年均增加 ８ ０００
亿ｍ３， 汛后蓄水使得三口分流量年均减小 ２９ ００ 亿ｍ３， 对三口分流综合影响量为年均减少 ２１ ００ 亿ｍ３， 占同期三

口年均分流量的 ４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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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江河道多弯， 行洪不畅， 超额洪水为了寻找宣泄途径， 在其南岸冲刷形成了松滋河、 虎渡河、 藕池河

和华容河等洪道， 将洪水输送至洞庭湖， 才有了松滋口、 太平口、 藕池口和调弦口（１９５９ 年建闸封堵）４ 个

分流口。 近 ６０ 年来， 三口洪道分流量明显变化， 驱动荆江与洞庭湖关系的调整。 尤其是长江上游陆续建成

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梯级水库群后， 水库运行带来的直接效应如水文过程的改变， 间接效应如下游河道冲刷

及水流条件的改变等都对三口分流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于这种影响的评估目前多以定性结论为主， 具体幅度

尚未见明确阐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受高强人类活动及气候变化等影响， 荆江河段水沙条件、 河势、 河床形态、 水力

因素等明显变化。 下荆江裁弯显著改变了局部河势， 引起当地及上游一定范围河段内水力因素的剧烈变化；
之后葛洲坝水利枢纽运行， １９８１—２００２ 年期间库内年均拦截泥沙 ８３０ 万ｔ［１］， 荆江河段河床冲刷， 水位继续

下降； 三峡水库蓄水后， 长江中游含沙量急剧减小， 荆江河段河床冲刷强度加大， 同时， 长江遭遇枯水周

期， 干旱频发［２］。 这些因素累积作用于荆江及三口洪道， 促使三口分流比不断减小， 洪道年内大部分时间

断流， 引起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成果较多： ① 三口分流比变化规律研究。 基本达成近几十年三口分流比呈

递减趋势的共识［３⁃６］， 三口洪道年断流天数也逐渐增多， 三口秋冬季节水量不断减少。 ② 三口分流比影响因

素研究。 包括三口洪道的冲淤、 口门附近河势变化、 干流河道冲淤及水位变化、 洞庭湖淤积萎缩等［３，７⁃９］。
关于人类活动对三口分流的影响， 早期以下荆江裁弯的论述较多， 认为裁弯造成三口分入洞庭湖的水量、 沙

量锐减［１０⁃１２］， 现阶段则重点关注三峡水库蓄水的影响， 认为水库蓄水后会显著减小干流流量， 三口分流流

量相应减小［１３］。 ③ 三口分流比变化效应研究。 三口分流比减小后， 最为直接的效应是削弱洞庭湖分蓄长江

洪水的能力［６，９］， 城陵矶以下至武汉河段的防洪压力加大。 三口分沙量与分流量直接相关， 洞庭湖的泥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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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来源于长江干流［９］， 分流比减少使得进入洞庭湖区的泥沙量大幅度下降［１４］， 洞庭湖的泥沙沉积量和沉

积率减小［１５⁃１７］。 ④ 三口分流比变化趋势研究。 以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口洪道淤积萎缩， 三口分流比下降居

多［４，８，１６，１８］， 部分学者认为三口分流比会略有增大［９］， 或维持当前水平［１９］。
事实上， 三峡水库蓄水后， 除 ２００６ 年特枯水文年外，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间三口分流比累计减小约 ３％， 然

而这一现象并未持续发展， 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 三口分流比恢复至 ２００５ 年的水平， 符合趋势性减小后恢复性调

整的基本规律。 可见， 三口分流比实际变化与已有研究成果存在一定差异， 三峡水库不同运用方式的具体影

响缺乏定量评估。 本文拟通过梳理近 ６０ 年三口分流变化规律， 区分三口分流变化在不同类型诱发因素作用

下的阶段性调整特征， 引入还原计算方法， 评估三峡水库不同运行方式对三口分流量的影响程度。 研究成果

对长江中游江湖关系调整方向及规划治理极具参考意义。

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源

１ １　 研究区域

图 １　 荆湖关系

Ｆｉｇ １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长江中游自枝城至城陵矶长约３４７ ｋｍ为荆江河段， 南岸分布有 ３ 个分流口， 自上而下分别称为松滋口、
太平口和藕池口， 连接三口洪道（松滋河、 虎渡河和藕池河）向洞庭湖分入长江干流的水沙， 洞庭湖在纳入

湖南四水（湘江、 资水、 沅江和澧水）的水沙后， 经由城陵矶再度汇入长江干流， 江湖关系颇为复杂（图 １）。
藕池口将荆江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两段， 河段岸坡抗冲性较差， 加之下荆江河道多弯， 行洪不畅， 历来是防

洪重地。 为缓解该段的防洪压力， 下荆江先后实施了两期人工裁弯工程（１９６７ 年 ５ 月中洲子裁弯工程竣工，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上车湾裁弯工程竣工）， 之后又发生了沙滩子自然裁弯（１９７２ 年）， 下荆江河长累积缩短约

７４ ｋｍ； １９８１ 年位于荆江河段上游约 ５３ ｋｍ 处的葛洲坝水利枢纽运行， 至 １９８５ 年葛洲坝水库基本淤积平衡；



８２４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７ 卷　

２００３ 年位于荆江河段上游约 ６０ ｋｍ 处的三峡水库蓄水。 这些重大人类活动给荆江河段及与之相连的洞庭湖都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对洞庭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三口分流量的变化来驱动。
１ ２　 数据源及研究方法

连接荆江和洞庭湖的三口洪道共分布有 ５ 个水文控制站， 其中松滋口分流量为新江口站和沙道观站之

和， 弥陀寺站为太平口的水文控制站， 藕池口分流量为康家岗站和管家铺站之和， ５ 个观测站的日均、 月

均、 年均水文观测数据均来自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枝城站为长江干流水文控制站， 文中三口分流比的计

算均采用分流河道控制站时段径流量总和与长江干流枝城站径流量的比值。 研究资料主要采用年统计值、 多

年平均值和典型年份的日均值等特征值作为统计对象， 统计年限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２０１４ 年。 主要水文控

制站分布见图 １。
为定量评估三峡水库蓄水对三口分流量及过程的影响， 本文引入径流过程还原计算方法， 将长江中游水

文过程还原至三峡水库建库前的状态。 还原计算主要是根据水库的坝上水位和出、 入库流量， 用水库的水量

平衡方程计算水库的逐日（或逐候）蓄变量， 具体见下式：

Ｑｉｎ ＝ Ｑｏｕｔ ＋
ΔＷ
Δｔ

＋
ΔＷｌｏｓｓ

Δｔ
＋ Ｑｄｉｖ （１）

式中： Ｑｉｎ为时段水库平均入流量； Ｑｏｕｔ为时段水库平均出流量； Ｑｄｉｖ为时段水库平均引入或引出的流量； ΔＷ
为 Δｔ 时段内水库的蓄水量变化值； ΔＷｌｏｓｓ为 Δｔ 时段内水库的损失水量（包括蒸发、 渗漏量）； Δｔ 为时段长。

为简化计算， 不考虑水库的损失水量 ΔＷｌｏｓｓ， 则有

ΔＷ ＝ Ｖ（Ｚ ｔ ＋１） － Ｖ（Ｚ ｔ） （２）
式中： Ｚ ｔ、 Ｚ ｔ＋１分别为 ｔ 时段初和时段末的水库水位； Ｖ（Ｚ ｔ）、 Ｖ（Ｚ ｔ＋１）则分别为 ｔ 时段初和时段末的水库

库容。

记 ΔＱ ＝ ΔＷ
Δｔ

为水库平均蓄水流量， 则有

ΔＱ ＝ ΔＷ
Δｔ

＝ Ｑｉｎ － Ｑｏｕｔ － Ｑｄｉｖ （３）

当不考虑水库引水流量时， ΔＱ 为正表示水库蓄水， ΔＱ 为负表示水库在利用调节库容加大下泄流量。

２　 三口分流变化及诱发因素分析

２ １　 三口分流变化过程及诱发因素

一直以来， 无论三口分流比处在怎样的水平， 其与长江干流来流量的正相关关系始终存在， 即干流来流

量越大， 三口分流比越大。 然而， 这种关系并不是持续稳定的， １９６８—１９８５ 年期间三口分流比与干流来流

量的相关关系剧烈调整， 干流相同径流量下， 三口分流比不断下降（图 ２）。 这个时期内荆江河段先后发生了

下荆江自然、 人工裁弯， 葛洲坝水利枢纽运行等大规模的自然及人类活动， 受人类活动干扰最为频繁、 程度

最大， 洞庭湖湖区的人类活动则不明显（湖区围湖造田基本集中在 １９５８ 年之前）。 大规模人类活动造成荆江

河道的冲刷下切和三口洪道淤积， 并带来荆江河段水位下降（表 １）和洪道水位抬升等间接效应， 使得干支流

水位差持续减少， 三口分流比大幅度下降［１８］。 因此， 荆江河段大规模的人类活动无疑是诱发三口分流比变

化最为主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 从近 ６０ 年三口分流比的变化过程来看， 当遭遇特殊水文条件， 干流来水量突变， 三口分流

比也会改变， 尤其是遭遇特大洪水年后， 河床冲淤调整剧烈， 三口分流比会显著变化。 １９５４ 年、 １９９８ 年大

水期间， 一方面， 荆江河段（尤其是下荆江段）堆积了大量的泥沙， １９５４ 年宜昌至城陵矶河段累积淤积泥沙

２ ５５ 亿ｔ（输沙法） ［２０］， １９９８ 年宜昌至螺山河段累积淤积泥沙 ２ ６１ 亿ｔ， 下荆江七弓岭弯道狭颈处滩面普遍淤

高 １ ２～２ ０ ｍ， 最大达 ３ ０ ｍ， 淤积物多为细砂。 高强度淤积影响下， 干流河段同流量下水位大幅度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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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枝城站年径流量与荆江三口分流比相关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ｔ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ＦＤＲ）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１９９８ 年宜昌站水位相较于 １９９７ 年抬升约 ０ ８７ｍ（干流流量为 ７ ０００ ｍ３ ／ ｓ， 下同）， 水位抬高后产生顶托作用，
三口分流比显著增大； 另一方面， 三口分流量与干流来流量呈正相关关系， 大洪水期间， 三口洪道容易分得

更大的流量， １９５４ 年枝城站最大流量为 ７１ ９００ ｍ３ ／ ｓ， 三口最大分流流量为 ２９ ３４０ ｍ３ ／ ｓ， 洪峰分流比达

４０ ８％， １９９８ 年枝城站最大流量为 ７１ ６００ ｍ３ ／ ｓ， 三口最大分流流量为 １９ ０００ ｍ３ ／ ｓ， 洪峰分流比达 ２６ ６％，
三口年分流比由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２％增至 １９９８ 年的 ２０％。 大水过后， 当淤积层覆盖较厚的河道再经历含沙量偏小

的水文过程时， 河床容易冲刷，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荆江河道平滩河槽累积冲刷约 １ ０２０ 亿ｍ３（地形法）， 约合

１ ７０ 亿ｔ［５］， ２００２ 年宜昌站水位相较于 １９９８ 年下降约 ０ ８４ ｍ（表 １）， 与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干流水位变化规

律一致， 三口分流出现趋势性调整。

表 １　 １９９８ 年大水前后宜昌站同流量下水位变化统计 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ｔ Ｙｉｃｈａ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９８

年份
Ｑ＝ 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Ｑ＝ 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 Ｑ＝ ７ ０００ ｍ３ ／ ｓ

水位 累积下降值 水位 累积下降值 水位 累积下降值

１９７３ ４０ ６７ ０ ４１ ３４ ０ ４１ ９７ ０
１９９７ ３９ ５１ －１ １６ ４０ １０ －１ ２４ ４０ ６５ －１ ３２
１９９８ ４０ １４ －０ ５３ ４０ ８５ －０ ４９ ４１ ５２ －０ ４５
２００２ ３９ ４１ －１ ２６ ４０ ０３ －１ ３１ ４０ ６８ －１ ２９

　 　 于是， 大规模人类活动和以大洪水为代表的特殊水文条件这两类因素， 把三口分流比近 ６０ 年的调整过

程分成了若干个变化子区间。 按照三口分流比绝对变化量， 这些子区间可以归为两类： 一类是趋势调整期，
一类是平衡调整期（图 ３）。

图 ３　 荆江三口分流比变化及诱发因素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ＤＲ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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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分流比趋势调整期一般历时 ４ ～ ５ 年（图 ３）， 诱发趋势性变化的因素有两类： 一类是重大自然或人

类活动， 包括下荆江裁弯工程， 如 １９６７ 年及 １９７２ 年之后都出现了 ４～５ 年分流比趋势性下降的现象， 同样除

去特枯水年 ２００６ 年外， 葛洲坝运行、 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口分流比均经历了 ４ ～ ５ 年的趋势调整期， 趋势调整

期内三口分流比呈持续减小的特征； 另一类是特大洪水的作用， 长江干流在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９８ 年遭遇特大洪

水， 之后， 三口分流比出现了 ４～５ 年连续减小的趋势调整期。 这两类诱发因素实质上仍然反应的是干支流

水位差变化和干流来流量变化对三口分流比的影响， 人类活动主要是通过改变水力因素， 或引发河床冲淤调

整作用于三口分流比的变化， 往往存在滞后效应， 在工程实施后的 １ ～ ２ 年内发生； 相比较而言， 特殊水文

条件的造床作用极为剧烈， 而且是流域性的， 作用更为直接， 不存在滞后效应， 往往是特大水年分流比大幅

度增大， 随后即出现趋势性减小的现象。
衔接前后两个趋势调整期之间的过程称为平衡调整期， 这一时期历时长短不一， 时期内既无重大工程作

用， 也无极端水文事件发生， 三口分流比会进行相对稳定的波动调整。 与上一个趋势调整期相比， 平衡调整

期内三口分流比的均值基本能够恢复至与之持平（表 ２）。 如 １９５４ 年大水过后， 三口分流比在趋势调整期内

由 ３１ ０％持续下降至 ２５ ６％， 此后 １９６０—１９６７ 年三口分流比出现平衡调整， 三口分流比均值恢复至 ２９ １％，
与此前趋势调整期的均值持平； 再如下荆江发生裁弯后， 历时 ５ 年的趋势调整期内， 三口分流比由 ２２ ３％下

降至 １５ ６％， 均值为 １８ ３％， 其后历时 ４ 年的平衡调整期内平均分流比恢复至 １８ ４％。

表 ２　 荆江三口分流比诱发因素及时段变化特征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ＤＲ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ｏｆ 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起止年份 诱发因素 所处时期 历时 ／ 年
三口分流比 ／ ％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 １９５４ 年大洪水 趋势调整期 ４～６ ３１ ０ ２５ ６ ２９ １
１９６０—１９６７ 无 平衡调整期 ８ ３２ ４ ２６ ５ ２９ １
１９６８—１９７２ 下荆江裁弯 趋势调整期 ５ ２８ ２ １６ ３ ２２ ７

１９７３ 无 平衡调整期 １ — — ２１ ３
１９７４—１９７８ 下荆江裁弯 趋势调整期 ５ ２２ ３ １５ ６ １８ ３
１９７９—１９８２ 无 平衡调整期 ４ １９ ５ １７ ５ １８ ４
１９８３—１９８６ 葛洲坝运用 趋势调整期 ４ ２０ ２ １４ ０ １７ ０
１９８７—１９９７ 无 平衡调整期 １１ １５ ９ １０ ０ １４ ０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１９９８ 年大洪水 趋势调整期 ４ １９ ５ １１ ７ １５ ５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无 平衡调整期 ３ １３ ４ １２ ４ １３ ０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三峡水库蓄水 趋势调整期 ５ １４ ２ ６ ２ １１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无 平衡调整期 ５ １３ ９ ８ ２ １１ ６

２ ２　 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口分流比减小成因

不同类别的诱发因素作用于三口分流变化的实现途径不尽一致， 一般可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通过作用于

河床冲淤调整， 或者直接改变水位、 比降等因素， 使得干流与三口洪道的水位差、 比降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

三口分流比， 重大人类工程活动的影响属于此类； 另一种是干流来流条件的变化， 高水流量下的三口分流比

相较于低水要大得多， 年内高水作用时间显著偏长， 会使得三口获得较大的分流量， 如特大洪水的作用。 综

合这两类作用方式， 认为影响三口分流比的控制因子有两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中期， 干流与三

口洪道的水位差减小是三口分流比下降的控制因子， 且这种水位差的调整多与下荆江裁弯和葛洲坝水利枢纽

运行等人类活动有关； 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 尤其是三峡水库蓄水后， 干支流水位差基本稳定， 部分

甚至出现增大的现象， 干流径流偏枯则是三口分流比偏小的控制因子［１８］。
三峡水库蓄水前的各时段内， 三口年分流量、 主汛期分流量的减幅均大于长江干流， 如 １９６８—１９８５ 年

与 １９５６—１９６７ 年相比， 三口年分流量、 主汛期分流量分别减少 ４４０ ０ 亿ｍ３、 ３０７ ０ 亿ｍ３， 相应干流枝城站

的年径流总量和汛期径流总量仅减少 ７０ ００ 亿ｍ３和 ２０ ００ 亿ｍ３， 表明长江干流径流量变化并非三口分流量减



　 第 ６ 期 朱玲玲， 等： 荆江三口分流变化及三峡水库蓄水影响 ８２７　　

少的主要影响因素， 类似的情况在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也存在。 而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则恰好相反（表 ３）， 期间干流与

三口洪道的水位差基本无变化， 个别站还存在增大的现象［１８］， 但三口分流比仍较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下降 ２ ６％，
其根本原因在于干流径流量， 尤其是高水期径流量的减少。 相对偏枯的水文周期内， 大水频率显著下降， 使

得三口可以获得较大分流比的几率大大减小， 分流比下降。 ２００３ 年以来， 长江干流段年径流总量相较于上

一个时段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偏少 ２８０ ０ 亿ｍ３， 其中主汛期（６—９ 月）径流总量偏少 ２５０ ０ 亿ｍ３， 占全年偏少量的

８９ ３％， 由此使得三口年分流量减少 １４５ ０ 亿ｍ３， 占该时期三口年分流量的 ２９ ６％， 并且主要集中在主汛

期， 主汛期三口分流量减少幅度占全年减少量的 ７６ ６％。 可见， 三峡水库蓄水后， 长江干流径流偏枯是三口

分流比减小的主导因素。

表 ３　 不同时期枝城站年径流量与三口分流量变化 亿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ｔ ｔｈｅ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统计对象
时段

枝城站 荆江三口

年径流总量 汛期径流总量 年分流量 汛期分流量

１９５６—１９６７ ４ ５３０ ２ ７２０ １ ３２０ ９９３ ０

１９６８—１９８５ ４ ４６０ ２ ７００ ８８０ ０ ６８６ ０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４ ３７０ ２ ６５０ ６３５ ０ ５２９ 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４ ０９０ ２ ４００ ４９０ ０ ４１８ ０

差值 １ －７０ ００ －２０ ００ －４４０ ０ －３０７ ０

差值 ２ －９０ ００ －５０ ００ －２４５ ０ －１５７ ０

差值 ３ －２８０ ０ －２５０ ０ －１４５ ０ －１１１ ０

注： 差值 １、 差值 ２、 差值 ３ 分别为 １９６８—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与上一时段的差值。

３　 三峡水库蓄水对三口分流影响

三峡水库蓄水对三口分流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直接作用， 主要体现为水库调度带来了长江

中游年内流量过程的重分配， 汛期削峰调度和汛后蓄水都会引起相应时段内长江中游流量的减小， 而枯水期

补偿调度则使得流量增大。 在三口分流流量与长江干流流量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前提下（图 ４）， 流量过程的变

图 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荆江三口月均分流量与

枝城站月均流量相关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ｔ ｔｈｅ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ＤＲ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化对三口分流的影响明显； 另一类是间接作用， 三峡水

库蓄水拦沙， 荆江河段遭遇高强度的次饱和水流， 河床

大幅度冲刷下切， 中枯水位大幅度下降， 对三口分流的

影响与历史上其他大规模人类活动有相似之处。 事实上，
对比下荆江裁弯及葛洲坝水利枢纽运行来看， 对于荆江

河段的效应， 三峡水库蓄水的作用与之相同， 对于三口

洪道的效应则恰好相反， 前者带来了洪道的累积性淤积，
同时干流河道冲刷， 两者累加作用下三口分流比下降；
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口洪道与荆江河段一致冲刷， 对于三

口分流比的作用存在抵消效应［１８］， 加之中枯水流量下，
三口基本断流， 干支流水位差即使发生调整， 对三口分

流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可见， 在荆江河段和三口洪道一致性冲刷的前提下， 三峡水库对三口分流的影响将集中体现在对流量过

程的重新分配作用上。 为详细地评估这种作用， 本文首先通过流量过程的还原计算， 得到宜昌站不受三峡水

库影响的径流过程， 到枝城站区间仅考虑清江入汇， 清江流量采用实测值。 枝城站实测的流量过程是经三峡

水库调度后的； 其次， 对比还原值和实测值， 可以评估三峡水库不用运用方式对干流流量的影响程度；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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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过这一时期枝城站流量与三口分流流量相对稳定的关系 （图 ４）， 进一步计算三峡水库蓄水对三口分流

的影响幅度。
３ １　 枯水期补偿调度的影响

枯水期补偿调度作用下， 枝城站的流量还原值均比实测值要偏小， 能够较好地体现三峡水库对枯水期下

游河道流量的补偿作用， 尤其是 ５ 月份， 三峡水库在实验性蓄水期， 针对库尾泥沙淤积问题， 多次开展了以

加大下泄流量和水位消落速度为主要形式， 试图加大消落期库尾河道泥沙走沙强度的调度试验， 使得水库调

度后的枝城站流量较还原值偏大 １ ２００ ｍ３ ／ ｓ， 相应三口分流流量也偏大 ２３７ ｍ３ ／ ｓ（表 ４）。 就整个枯水补偿调

度期而言， 实测的三口分流比约为 ３ ０２％， 还原后的三口分流比约为 ２ ４８％。 若无三峡水库调度下的枯水

补偿作用， 三口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的总分流量将会比实际情况偏小约 ９６ ００ 亿ｍ３， 表明三峡水库枯水补偿调度

作用每年可增加三口 ８ ０００ 亿ｍ３的分流量。 可见， 尽管三峡水库枯水补偿调度的作用较强， 但是对于三口分

流的影响却不甚明显， 其主要原因在于， 调度作用期内， 下泄的流量多小于三口开始通流的流量， 除新江口

以外， 多个口门基本处于断流状态［１８］， 加之这一时期内， 河床剧烈冲刷下切， 干流同流量下的水位下降明

显， 对枯水补偿作用有一定的削弱效应。

表 ４　 三峡水库枯水期补偿调度对荆江三口分流流量（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均值）影响统计 ｍ３ ／ ｓ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Ｇ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月均流量
实测值 还原值

１２ 月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１２ 月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枝城站 ６ ０４０ ５ ６１０ ５ ４３０ ５ ９１０ ７ ４７０ １２ １００ ５ ９３０ ５ １７０ ４ ５４０ ５ ３１０ ７ １６０ １０ ９００

三口 ４２ ６ １９ ５ １９ ３ ２９ ５ １３８ ９３２ ３８ ３ ４ ７２ ０ ９ ５９ １３３ ６９５

３ ２　 汛期削峰调度的影响

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主要为防御上游大洪水， 对荆江防洪补偿调度按沙市站水位不超过 ４４ ５ ｍ 控制，
即水库拦蓄洪水的起蓄流量较大（一般在 ５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上）。 然而， 在三峡入库洪水达到 ４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 水库敞泄的流量仍将会使沙市站水位高于警戒水位 ４３ ０ ｍ， 长江中游干流沿线水位亦大多会超过警戒

水位， 堤防将直接挡水，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上堤查险。
三峡水库自进入 １７５ ｍ 试验性蓄水期以来， ２００９ 年开始陆续开展削峰调度试验。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汛期，

三峡水库多次对中小洪水进行了削峰调度实践， 如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中旬， 长江流域上游地区出现连续的强降雨

天气， 发生较大洪水过程， 部分支流发生特大洪水。 三峡水库出现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流量 ７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水库

共进行了 ７ 次防洪运用， 通过削峰、 滞洪调度， 最大削减洪峰流量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下泄流量基本控制在 ４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下， 降低沙市水位 ２ ５ ｍ， 降低城陵矶水位约 １ ０ ｍ， 保证长江中游河道全线不超警戒水位， 有效缓

解了防洪压力。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的实际削峰调度基本发生在 ７ 月份， 在水文气象预报的基础上， 采取峰前预泄和峰后加

大下泄流量的方式， 削弱洪峰流量， 对比还原值与实测值， 水库调度后 ６ 月份和 ８ 月份的流量较还原值略偏

大， ７ 月份偏小。 考虑到三峡水库蓄水后， 准确的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 汛期三口分流量的占比由此

前的 ５７％左右上升至 ６５％以上， 汛期水库调度方式对三口分流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月均分流流量变

化来看， ６ 月、 ８ 月还原值较之实测值分别偏少 ５０ ｍ３ ／ ｓ、 １５０ ｍ３ ／ ｓ， ７ 月份相反， 偏大 １９０ ｍ３ ／ ｓ（表 ５）。 因

此， 汛期还原计算下的三口分流总量较之实测值基本无变化。 一方面， 三峡水库蓄水以来， 恰好遭遇长江干

流径流偏枯的水文周期， 水库削峰调度的频次并不高； 另一方面， 水库削峰调度旨在削减峰值， 整个汛期水

量相对平衡。 近期来看， 削峰调度对三口分流的影响极小， 但从长远来看， 长期削峰调度作用下， 中下游河

道（包括三口洪道）不经历大洪水的造床作用， 不利于河道（洪道）的发育， 对于三口洪道的作用还需要长期

的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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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汛期削峰调度对三口分流流量（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均值）影响统计 ｍ３ ／ ｓ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ａｋ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Ｇ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月均流量
实测值 还原值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枝城站 １７ ２００ ２７ ７００ ２４ １００ １６ ９００ ２８ ３００ ２３ ９００

三口 ２ ２５０ ５ ３７０ ４ ４９０ ２ ２００ ５ ５６０ ４ ３４０

３ ３　 汛后蓄水的影响

三峡水库为了达到 １７５ ｍ 正常蓄水位的目标， 汛后的蓄水时间由运行初期的 １０ 月上旬提前至当下的 ９
月 １０ 日， 水库蓄水直接拦截了部分本应下泄至下游河道的水流， 因此， 蓄水期内坝下游河道流量减小的现

象十分明显。 对比还原值和实测值来看， 集中蓄水期内的 ９ 月、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还原值分别偏大１ ９００ ｍ３ ／ ｓ、
２ ４００ ｍ３ ／ ｓ和 ２６０ ｍ３ ／ ｓ（表 ６）， 相较于枯水期补偿调度和汛期的削峰调度而言， 汛后水库蓄水对坝下游流量

的影响幅度显著偏大。 从径流量来看， 还原计算情况下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三口汛后年均分流量为

１６０ ０ 亿ｍ３ ／ ａ， 而经水库调度后三口分流量则减小为 １３１ ０ 亿ｍ３ ／ ａ， 三口分流量年均减幅为 ２９ ００ 亿ｍ３ ／ ａ，
表明三峡水库蓄水每年使得三口分流量减少约 ２９ ００ 亿ｍ３， 约占同期三口年均总分流量的 ５ ９２％。

表 ６　 汛后蓄水对三口分流流量（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均值）影响统计 ｍ３ ／ ｓ
Ｔａｂｌｅ 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ＧＲ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ｕｔｌｅｔｓ

月均流量
实测值 还原值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枝城站 ２１ ３００ １２ ２００ ９ ０６０ ２３ ２００ １４ ６００ ９ ３２０

三口 ３ ５５０ １ ０３０ ４４４ ４ １４０ １ ５７０ ４１１

　 　 综合年内三峡水库的 ３ 个不同调度方式，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水库运行对三口分流的影响在蓄

水期最为明显， 水库拦蓄作用下， 三口分流量年均减少约 ２９ ００ 亿ｍ３； 其次是枯水补偿作用， 能够使得三口

分流量每年增加约 ８ ０００ 亿ｍ３； 汛期削峰调度的影响不明显。 总体上， 三峡水库调度运行使得三口分流量的

年均减少约为 ２１ ００ 亿ｍ３， 占同期三口年均分流量的 ４ ２９％。

４　 结　 　 论

（１） 近 ６０ 年来， 三口分流比年际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趋向减小的特征， 同流量下三口分流比也存在显

著的递减趋势， 并且年际、 年内变化都主要集中在下荆江裁弯和葛洲坝水利枢纽运行期。
（２） 三口分流趋势性调整多由重大人类活动和特大洪水年诱发， 诱发因素作用下三口分流比会出现 ４ ～

５ 年的趋势调整期， 趋势调整期内三口分流比持续减小， 之后进入平衡调整期， 该时期内三口分流比波动性

恢复。
（３） 三峡水库蓄水对三口分流的影响现阶段主要体现在年内流量的重分配上，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水库中

枯水期补偿调度使得三口分流量年均增加约 ８ ０００ 亿ｍ３， 汛期削峰调度作用尚不明显， 汛后蓄水使得三口分

流量年均减少约 ２９ ００ 亿ｍ３， 水库调度使得三口分流量年均减少约 ２１ ００ 亿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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