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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问题背景 

      2、长江生态环境状态 

    3、长江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4、认识与建议 



一、问题背景 



 流域180万km2、径流960km3、人口4.3亿、GDP34%(三峡上游1.6亿人、废污水200亿m3 ) 

  水库51626个(上游13000)、库容>400km3(上游127)，水电站19426座，装机1.9亿kW 

 长江上游坝数量和库容 

长江建坝与水电开发  世界第三大河流，人口、建坝最多大
流域，高人口稠密下的干流建巨型水库全球罕见 

200km3

（2030）  

 长江流域及主要大型水库 



1、2015年，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准，中央统战部与九三中央联合开
展“长江上游水利水电工程对全流域生态环境影响”调研。调研显示，
众多水电工程已经使长江水文情势、江湖关系和生态环境出现不容忽视
的趋势性变化。报告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 

2、2016年1月，习总书记重庆讲话明确长江经济带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要求“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概发” 

“生态文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已明确 

对当前长江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与修复重点认识还
有很大模糊空间 



二、长江生态环境状态 



长江水污染状况——总体良好，但湖泊、支流和长江口除外 
 
 2007年流域废污水257亿t，COD、氨氮、总氮、总磷分别612、62、233和32万t (长流规2010), 

2014年废污水334亿t (长江委2015) 

 三峡蓄水以来，水库大量拦污、宜昌断面水质长期优于II类 (环保部2003-2014) 

 下游直接观测 (Müller etal. 2008, 2012）污染物浓度无显著提高、示踪物水平与世界和欧盟河流
水平相当 

长江流域河(左)、湖(右)水质评价结果(曾光明 2015） 

三峡水库近坝段和下泄水质变化情况(郭劲松 2015） 

水库大量拦污： 

 当前：改善水质(重要作用) 

 长远：后患无穷(内源污染) 

长江出海污染负荷(2010后海洋局、2009年前国土部） 

1998年三峡入库总负荷（黄真理等2006） 



白暨豚 (Lipotes vexillifer) 

         ——白垩纪物种 (1.5亿年) 
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1、白鱀豚：2006年功能性绝灭（ 1997年21头） 
   2、江豚：1997年4604头、2010年1077，减少77%(干流无、洞庭湖仅90） 
   3、中华鲟：1981年过万、2000年400、目前50-100尾，2013-2015未观测到自然产卵 

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sis)   

长江生境状况  近年来,中下游珍稀鱼种严重萎缩或灭绝 
 鱼类资源剧烈减少，渔获量大量减少条件下，普通鱼

量显著减少、“四大家鱼”锐减(青、鳙濒临灭绝) 



4、鱼获量减41% (vs1996-2000)，干流、洞庭和
鄱阳湖鱼量减 84.7%、41.2%和31.6% 

5、“四大家鱼”鱼苗减 97% (vs1980s)、干流
四大家鱼减少94% 、成鱼重量降低、种群变化
很大，青、鳙比例<0.2% 

6、舟山渔场——曾经的世界四大渔场 ？ 

近30年长江“四大家鱼”变化情况 

长江天然“四大家鱼”——青、草、鲢、鳙 

近20年长江中下游鱼获量及其分布 

埃及AHD 使河口区鱼获量减少86%（Nixon 2003, Ambio） 

阿斯旺高坝！ 

长江生境状况（续） 



湖泊干旱和萎缩现象突出 
 

    ——伏秋节洞庭湖、鄱阳湖口水位最大分别
降低2.2、3.0m，一般情况下水面减少严重 

鄱阳湖干枯情景（图片来自网络） 

鄱阳湖、洞庭湖水位和湖区水域面积变化 

鄱阳湖区通江水域的水位-面积关系 
平均水位（15m）以下降低5m，湖区面积降低95% 

鄱阳湖是碟型湖 

地方冲动 ——“两湖”建闸、隔断江湖 



2013年 

 1、长江出海COD 626.5万吨（占全国50-70%） 

 2、长江口、杭州湾和东海近岸劣IV类水分别占
63%、100%和49.5% 
 

（东海近岸和杭州湾主要受长江口及其余流控制） 

我国沿海地区水质情况（环保部 2013） 

长三角海域——沿海水质最差海域 

我国各大海湾水质情况（环保部 2013） 

我国沿海地区水质情况（国土资源部2007） 



上海水源——受咸水影响加剧 
 

                水库调节、调水和用水增加，上海水源不可靠性和风险威胁不断增加 
(Webber et al. 2015) 

大通10-2月最小流量变化趋势 

2006年海门站月均盐度情况 (Dai Z. et al 2011) 

1、2008年后，1-2月大通流量略
增加，但其下游调、用水能力
大幅增加 (Chen X. et al 2002；
Chen D. et al 2013；曾光明2015) 

2、2005年后10月大通最小流量
减小7300m3/s，<16000m3/s机率
增加。10-11月饮用水源也受咸
潮威胁 

3、上游工程、海平面上升和用
水增加，趋势会进一步加强 



三、长江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1、水文：水减少、过程改变和水位降低等 

2、物质通量：泥沙减少、营养(污染)物质结构改变 

3、河流形态：山区河道变成湖库、清水冲刷和“江湖关系”变化 

4、温热节律：水库改变河流温度 



河川径流变化 

1、宜昌、汉口和大通水量分别减少570、450和760 亿m3 

2、97%严重径流干旱情景变成80% 

3、三峡区间降水减少很小、产水减少100多亿m3 (-25%) 

宜昌、汉口和大通年水量频率分布 

 长江上游径流总量减少 

 长江中游严重径流干旱情景成为常态 



河川径流变化 

近期宜昌各月水量与1991年前多年平均的差别 

宜昌10月份水量变化趋势和频率特性 

长江中游伏秋水量大量减少、稳定性降低 

水库调节改变长江中游径流季节 

长江(宜昌)径流过程受三峡和上游水库调节影响（1996年情景数模计算） 

主要原因: 长江上游大量防洪水库(560-580亿m3防洪库容占8-10月水量32-49%)! 



长江中下游近12年流量 (A)、水位 (2003-2014 vs1955-

2002) (B)及气温分布(C) 

江湖水情变化 
 中下游伏秋期流量减小、水位全线降低 
 高温和地下水位下降影响沿岸植被和用水条件 
 松滋等三口入湖水量减少 

长江进入洞庭湖的水(A)、沙(B)变化 



江湖水情变化 

1999年洞庭湖出口(螺山)水位与设计(1954)比较 

三峡规划和数学模型计算三峡建成后城陵矶分洪量 
三峡蓄水以来，长江中下游同流量水位变化情况 

 枯水降低、洪水抬高，生态防洪两不利 

现在变化 (2003以后) 过去欠账 (1998年) 



宜昌非汛期(左)和鱼类产卵期(右)泥沙浓度变化 

河流泥沙改变  上游河谷和水库高强度堆积、拦泥拦污 
 彻底改变中下游河流物质通量和水体性能 
 彻底改变鱼类产卵等生长和繁殖条件 

宜昌-大通沙量变化(A)、最大20天沙量比例(B)和 

11-5月沿程沙量 (C) 

 库区透光深度与泥沙浓度关系 

现在 

过去 



长江中游各河段年实测冲刷断面面积和冲刷体积       

 清水冲刷、中下游河道全面下切、荆江段变化剧烈 
 洞庭湖、鄱阳湖相对抬高 (“江湖关系”改变） 

上荆江 下荆江 

河道冲刷 

荆江冲刷可能导致的全局变化 



河流营养变化 

 三峡水库实测 P与泥沙之间的关系  三峡水库实测 N与泥沙之间的关系 

 水库淤积，同时大量扣押 P、Si，而N受影响小 

 下游河流P、Si大量减少、营养/污染结构恶化 

时段 

TP PP 

计算方法 通量(108kg/y) 降低(%) 通量(108kg/y) 降低(%) 
1955-1990 1991-2002 2003-2008 1955-1990 1991-2002 2003-2008 

6-9月 1.8 16.2 77.8 1.66 17.4 80.5 
模型  1 10-5月 0.5 41.4 92.5 0.43 43.3 94.1 

全年 2.3 22.0 81.2 2.09 22.8 83.3 
6-9月 1.6 14.9 73.0 1.51 15.5 76.4 

模型 2 10-5月 0.4 34.0 80.1 0.39 39.3 91.1 
全年 2.0 19.1 74.5 1.91 20.5 79.4 

三峡蓄水前后宜昌磷通量变化 



河流营养变化 

三峡蓄水前长江下游N/P和Si/N变化趋势 (Yu et al. 2006) 

 P、Si减少：初级生产力降低、藻类选择性淘汰(Humborg et al. 1997)、C和N相
对水平抬高，河口、近海酸化和污染加剧 
 悬沙和底泥失去：河流污染调节机制丧失 、贫营养与高污染并存 
 水库淤积：持续囤积 P、Si等，水库或成最大污染源 (波罗的海、滇池、太湖等) 

 长江流域人口、粮食和氮磷肥情况 (Liu et al. 2003) 

正常水域氮磷比 

N/P  ≈ 16 (Redfield 1958)  



水域形态改变 
 梯级水库替代自流山区河流 

 污染负荷大/控制难/容量低，按湖泊标准更差 

 1.6亿人下游巨大人工水体，三峡水质关乎近3亿人！ 

长江上游干流及主要支流大型水库现状（单位：亿m3） 

 三峡库区干流水质(环保部2011-2012)和干支流水质要素比较(郭劲松2015) 

1999-2008年三峡库区藻类密度时空变化 

1、长江上游（含汉江、清江）水库库容171.1km3，在建和计划水库超过70km3 
2、2003年前COD/BOD/氨氮/总磷449、98、10和8.3万t 
3、三峡蓄水以来，干流库区水质III-IV类(局部V-劣V类)、支流IV-V类比例57-83% 

4、干流富营养化程度与太湖相当，藻类密度增加一个数量级 
5、香溪等主要支流等连年“水华” 



三峡出、入库 (上)、蓄水前后 (中)及汉口水温与历史比较 (下) 

三峡水库改变长江热通量的程度 

温度变化  跨气候区域特征：长江上游大型水库巨大热效应 

 三峡温滞显著、影响过汉口、水温大幅度超过气温 

三峡水库(宜昌)水温和近坝段(奉节-宜昌)气温 



水库温热效应作用 
 三峡和干热河谷库群“集、滞、叠”
热效应使水库中下游环境面临重大迫胁 
 饱和溶解氧降低、水环境代价巨大 
 三峡水库近坝段已出现缺氧区 
 改变中下游鱼类生殖条件 
 长江中上游气温升高远超过全球幅度 

长江流域中上游气温变化 

温度升高与饱和溶解氧的关系 

三峡库区2014年实测溶解氧分布(李哲，2015) 



波罗的海教训—Save the Baltic Sea! (Nature 2012) 

1、Baltic Sea： 

  流域160万km2、8500万人、水
面42万km2。世界最大污染水体之
一，缺氧区>10万km2、蓝藻水华
>6万km2。主要原因是底泥沉积磷
200万t(1980年高峰负荷6.5万tP/a ，
2006年2.8万tP/a，主要来自前苏联、
东欧、瑞典和芬兰) 

2、三峡水库： 
   流域人口更多、水域1000km2。
20-30年淤积后，水库磷总将超过
Baltic Sea(40亿t泥沙=200万tTP) 

波罗的海TN/TP负荷 (Gustafsson et al 2012)(A)、富营养化 (B)、缺氧区(C )
和蓝藻水华(D)分布(Conley 2012) 

B 
D 

C 

   50年底泥磷淤积，尺度远大于三峡水库
的自然水体大面积缺氧和水华 A 



四、基本认识与修复建议 

 长江上游水电工程改变河流水文过程、物质通量、形态和温
热节律，直接影响了流域生境与环境容量。这是造成当前长
江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长江生态修复重点是降低工程影响、舒缓人类活动导致的强
不稳定和正反馈效应。主要应该借助自然力量、非结构措施
避免造成新的破坏，要通过调整规划、优化管理和必要技术
手段恢复河湖自然生态功能、提高环境容量 

 生态修复的具体建议（六个方面） 



建议1： 
    以“水资源工程”重新定位长江上游大型水电，用水
资源优先目标国家统一调度 

       

 金沙江中上游、雅砻江和大渡河等水库汛期以“蓄水蓄能”为主；
金沙江下游四大水库主汛期(7月)降低汛限水位、相机拦洪和提前
蓄水; 三峡严格执行既定防洪职责、优化调度提高防洪能力并增加
下泄安全洪水机会以维护下游行洪能力;主汛期后流域水库群提前
蓄水(减少秋季蓄水)，非汛期按(宜昌)水量最大目标调度 

研究显示： 

 1、改进管理纠正径流季节提前、维护河湖生境、降低区域干旱风险 

 2 “水资源优先”的优化调度可使流域整体发电效益更高(周建军、曹广晶2009)  



建议2： 
   水库高效挖泥,减少淤积和污染囤积、修复下游河流
物质通量——消除水库泥沙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水库变动回水区挖粗沙用以恢复下游河流“床沙质”，抑制清水
冲刷(周建军、张曼2014)、控制水库淤积(周建军等2010、2011) 

 近坝段挖泥，功能性恢复下游磷等物质通量和浑浊程度、修复河流
生境 (Zhou et al.2013,2015) 

研究显示 
  每年补充长江中游4000-5000万t粗沙和细泥浆(代价小于发电收入2%）
可基本抑制荆江冲刷、恢复非汛期水流营养与物流状态、抑制水库“內源
化”进程，更好维持荆江和长江中游河流格局稳定 



建议3： 
  “引清水入洞庭湖”——扩大松滋口过流能力、口门建
闸形成洪水调节机制(林秉南和周建军2003) 

       

 将三口分洪规模恢复到1000亿m3/a、洪水期根据江湖防洪汛情调控 

 减低荆江冲刷能量和清水冲刷、降低荆江洪水压力和维护河湖稳定 

 增加湖区水资源、改善 (特别是西洞庭)环境面貌、长期维持洞庭湖生态功能
和长江生境多样性 

 抑制荆江冲刷之“釜底抽薪”措施：长期维持中游河湖稳定格局、提高防洪安
全、保护河湖生态功能和长江生境多样性，江湖两利 

洞庭湖三口分流(D1、D2和D3)位置示意图 



建议4： 
   加强中下游河道维护和分蓄洪区建设，尽快提高防洪能
力、减少上游水库防洪和蓄水负担(周建军等2016) 

       

 增加中下游过安全设计洪水、摒弃三峡拦中小洪水 

 以安全与发展目标加快蓄滞洪区设施和现代农业建设，确保区内2020小康 

 提高城陵矶设计水位，增加荆江分洪和簰洲湾等河道整治，提高中游泄洪
能力，维持江湖自然水位和联通性 

  切实安排好长江中游超额洪水是缓解消除上游水库大量预留防洪库容（长
流规2010）、维护长江自然径流季节的关键问题，对流域生态环境十分重要 



建议5： 
  以“调峰调能”、“促
新能源”集约水电发展方
向，降低水库热效应 

 充分利用上游梯级水库群反调节能力和特高压
电网远距离“调峰调能”(Tang and Zhou 2012) 

 充分开发库面和滇藏光伏电源，以水电为龙头
大幅提高清洁电源比例 

 有效降低梯级水库热效应(减少短波辐射量) 

1、金沙江、雅砻江等规划水库水面(1000km2)可形成2-3个三峡(光伏)电力, 长江
上游(水+光)发展巨型清洁能源基地 

2、全面降低水面短波辐射、减少水库吸热和蒸发，维护流域水质与生态 

中国太阳短波分布情况 

水库水面光伏电厂示意图 

大规模清洁能源五大优势： 
   梯级水电调节、集中高辐射、
特高压传输、场地、河流保护要求 



建议6： 
   改革水电利益分配机制、确保流域大保护与绿色发展
资金来源(九三中央2015) 

       

 调整水电利税分配机制，更大程度体现工程利益相关方权利和责任 

 改革水电直接利益分配机制，将水电直接收入(扣除成本)主要用于流域保
护和上游发展 

  水利水电工程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实际中被严重低估，生态环境保护
长期依靠政府拨款、投入严重不足。建立可持续的投入机制是长江大保护
与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