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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地区资源环境生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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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蓄水前后库区水质变化及对策分析

!

冯! 静，何太蓉，韦! 杰
（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J###JG）
摘要：据国家环保部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简称三峡公报）发布的 $DDE—"##* 年三峡库区的水质监测
实测数据进行分析整理。以 "##% 年和 "##E 年作为标志性节点，分析其水质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三峡库区沿程干
流及远坝支流乌江除 "##E 年及嘉陵江除 "##J、
"##E 年外，其余年份水质均达到或优于!类水质断面，受蓄水影响不
大；
近坝支流澎溪河（ 小江）、大宁河则受大坝壅水影响，与蓄水前相比，支流口流速减缓，甚至呈静流状态，其断面水
质由 $DDD 年的"类降为 "##I 年开始的#类，局部水环境趋复杂化，并且库区内“ 水华”现象近年有所加重。分析水
质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成库后库区江段流速迅速减小，二期蓄水后库区全江段断面平均流速下降为 #) $G 7 F ;，仅为天
然河道平均流速的 $ F J，天然河道断面平均流速的 $ F I，以及库区各种污染物质排放等。最后从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
库区坡耕地整治以及完善水环境监测体系和法律法规等 J 个方面提出保护水质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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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峡工程的兴建对附近区域的各种影响历来是

$DDD 年版和 "##" 年版）。在三峡库区水质监测
版、

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和探讨的焦点。其中水库形成之

中，
水质达到或优于!类，便认为水质状况良好。标

后库区干流江段以及库区各支流的水质变化是最为
敏感的话题之一。三峡工程于 "##% 年 E 月 $ 日正

准中规定，!类水：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
源地二级保护区、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年

式蓄水至 $%I 7 水位。平稳运行 % 年后，于 "##E 年

的监测过程中，库区水质评价项目有变动，包含 OP、

［$］

D 月开始二期蓄水，正式蓄至 $IE7 水位

。天然河

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氨氮、石油类、

道因蓄水演变成为狭长的河道型水库，其水位大幅

总磷、汞、镉、砷、铜、铅、铬（ 六价）等 $% 项。从 "##J

抬升，库容大幅增加，流速急剧降低，各项水文要素

年开始对三峡库区进行了“ 水华”预警监测。

［"］

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这些水文要素的变化相应

地会带来水环境要素的改变，从而影响库区水质。

" 库区干支流水质变化分析

本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长江三峡工程

") $ 干流水质变化分析

生态与 环 境 监 测 公 报（ 简 称 三 峡 公 报）$DDE 年 至

本文选取重庆朱沱、寸滩、涪陵清溪场、万州沱

"##* 年实测库区干流断面以及重要支流断面常规

口、巴东官渡口等 I 个长江干流断面 $DDE 年至 "##*

［%］

资料

，以 "##% 年和 "##E 年作为标志性节点，分析

年的实测水质类别进行比较分析。由于河流水情特

了三峡工程蓄水前后库区干支流水质变化状况，在

征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污染物的含量及分布状况，从

此基础上分析了水质变化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

而对水质状况产生不同影响［J］，本文分别从枯水期

策建议。

$ 水质评价标准、项目和方法

（" 月份）、平水期（I 月份）、丰水期（* 月份）和年度
平均值作比较（ 图 $）。
从整体数据而言，枯水期水质优于平水期水质，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三峡公报 $DDE 年至 "##*

平水期水质优于丰水期水质。可见夏季洪水季节库

年实测常规资料。其评价标准均使用《 地表水环境

区来水量较大时，大量泥沙和污染物入库，导致水质

质量标准》
（ MN%*%* 系列，包括 $D*% 年版、$D** 年

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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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但单看蓄水后几年来的水质，其变化相对较小。
;<<? 年二期蓄水之后，与上年相比，干流水质总体
有所下降，其中朱沱、寸滩断面水质类别由上年的 "
类转为$类，官渡口断面水质由"类转为! 类，其余
; 个断面水质类别保持不变。
总体而言，三峡库区 !=B 6 蓄水及 !B? 6 蓄水
后，
与库区水文要素的巨大变化比较而言，水质指标
无重大明显变化。具体表现在库区各断面水质类别
没有明显下降［?］。
;& ; 支流水质变化分析
本文选取了嘉陵江、乌江、澎溪河（ 小江）及大
宁河 > 个一级支流 !99? 年到 ;<<A 年实测监控数据
进行分析比较（ 图 ;）。

图 ;" 支流主要断面水质年度变化
#$%& ;" ’()*+,((-,. /,+$,0$.$)1 23 6*,( 4,)*+ 5-,.$)1
$( 32-+ )+$0-),+1 7*8)$2(7
注：
!& 澎溪河、大宁河为 !999 年新增断面。;& ;<<; 年未公布
图 !" 干流主要断面各期水质年际变化
#$%& !" ’()*+,((-,. /,+$,0$.$)1 23 4,)*+ 5-,.$)1 $(

嘉陵江、乌江监测断面数据。

由图 ; 可见，从 !99? 年到 ;<<! 年，嘉陵江和乌

6,$( +$/*+ 7*8)$2(&

江两江水质相对较好，其中乌江水质优于嘉陵江水

注：
!& 官渡口为 !99: 年新增断面，朱沱为 ;<<! 年新增观测

质。;<<; 年未公布关于长江入库支流的数据，不作

断面。;& ;<<= 年及 ;<<> 年未公布沱口及官渡口实测数据。

分析。又因为 ;<<; 年还未正式蓄水，所以水体质量

由图 ! 可以看出，;<<= 年蓄水前，库区水质呈

应该变化不大。;<<= 年及 ;<<> 年嘉陵江、乌江水

现起伏变化。寸滩断面（ 重庆江北区）的水质数据

质类别较前几年降低。从 ;<<B 年开始，监测以及数

显示：
!99? 年到 ;<<= 年水质逐渐好转；与 ;<<; 年相

据公布规范化，也可以看出各支流水质较前几年变

比，
;<<= 年三峡库区正式蓄水后该断面水质年际监

差。位于近坝段的支流澎溪河、大宁河与蓄水前相

测数据由 ! 类转为 " 类，并无较大变化。所有断面

比，支流口流速减缓，甚至呈静流状态，通过监测数

的 ;<<= 年监测数据显示无#类水质断面，各断面均

据可以明显看出其水质变差，其他文献也有类似发

达到或优于"类标准，!、"类水质断面数分别占监

现［:］。近坝支流断面的水质由 !999 年的 ! 类降为

测断面总数的 ;;& ;@ 和 ::& A@［B］。其结果表明，

;<<B 年开始的$类，可见三峡工程蓄水对库区内支

;<<= 年蓄水时三峡库区总体水质良好。而 ;<<=—

流尤其是近坝支流水质影响较大。

;<<: 年（ 蓄水后），较蓄水前库区水质总体有所下

总体而言，长江上游支流乌江、嘉陵江水质受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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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影响不大，下游支流澎溪河、大宁河则因为受大坝

径流进入江河水体。另一部分随雨水渗入地下，影

壅水影响，局部水环境趋于复杂化。

响地下水质，枯水季节地下径流补给河流，这些污染

!" #“ 水华”监测结果分析

物又随地下径流流入库区水体［&&］。

从 !$$# 年开始，环保部对三峡库区部分一级支

#" !" ! 工业废水排放及其影响1 本文选取了 &--)

流开始进行“ 水华”爆发敏感期预警监测。监测结

年到 !$$) 年长寿、涪陵、万州等 # 地污水排放数据

果表明自 !$$# 年 % 月三峡水库实施 &#’( 蓄水后，

进行分析（ 图 #）。由图 # 可以看出，水库 !$$# 年正

澎溪河、大宁河等库区支流局部水域开始爆发“ 水

式蓄水后，工业废水排放量先增加后降低，排放总量

华”。近两年库区内“ 水华”现象持续呈现加重、加

高于蓄水前。重庆市的排污量占 )$, ，上游的 #-$

［)］

大的趋势

。!$$) 年 # * &$ 月 )! 个水华监测断面

个排 污 口 中 有 #$$ 个 分 布 在 重 庆 市，且 布 局 不 合

监测结果表明，库区长江主要支流水体处于富营养

理［&!］。这说明三峡库区工业的发展对水质的影响

状态的断面比例范围为 &+" %, * !)" &, ，月平均值

越来越大，而政府对工业污水的治理力度不够，使得

为 !$" &, ，比上年增加了 +" ! 个百分点。受蓄水影

水质恶化严重。

响，库区支流回水区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明显重于
非回水区，主要是由于蓄水时库区长期保持较高水
位，并且流速较小，因此水体的滞留时间被大幅度延
长［-］。蒙万轮等认为库区支流回水段的营养盐浓度
并不是很高，藻类的大量繁殖是由于水文条件改变
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导致的［&$］。

# 库区干支流水质变化的原因分析
#" & 水流流态变化的影响
蓄水之后，库区水位抬高，库区江段流速迅速减
小。据三峡水库整体一维水流水质数学模型模拟［!］

图 #1 三峡库区主要城区 &--)—!$$) 年工业废水排放量

结果，枯水期天然河道全江段平均断面流速为 $" )’

234" #1 567 8(9:;< 9= 3;>:/<?38@ A8/<7 A8<7? >3/B68?47 3;

( . /，而二期蓄水后库区全江段断面平均流速下降

(8C9? :?D8; 8?78/ 9= <67 56?77 E9?47/ ?7/7?F93?

为 $" &0 ( . /，仅为天然河道平均流速的 & . +，为天然
河道断面平均流速 & . ’。尤其是在坝前深水区，水
［!］

库建成以后断面平均流速下降为 $" $+ ( . / 左右

。

8?78 =?9( &--) <9 !$$)

#" !" # 农业生产对水质的影响1 三峡库区农业生产
中大量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和除草剂，且长期以来

随着水流速度迅速减缓，库区有机污染物单位时间

的化肥结构不合理，重化肥轻有机肥、重氮磷轻钾，

内的自净降解速率和大气复氧速率均比建库前明显

利用率多在 #$, 左右［&#G&+］。据统计，自 &--% 年到

减弱［!］，水质状况明显变差。但同时，由于污染物在

!$$) 年库区单位耕地农药使用量呈下降趋势，但有

库区滞留时间成倍延长，有机污染物在库区自净降

机磷、有机氮和菊酯类等高毒农药的使用仍很普遍。

解总量将比建库前增大，因而蓄水后断面平均有机

近 &$ 多年来，三峡库区单位耕地化肥使用量呈上升

污染物浓度与建库前相比呈下降趋势。

趋势，尤其在 !$$0 年达到高点（ 图 +）。大量的化肥

#" ! 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和农药流失进入库区干、支流，影响库区水质并造成

#" !" & 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及其影响1 库区固体废弃

更大的生态风险。

物通过两种途径对库区水质产生影响，即水流挟带

#" !" + 船舶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1 船舶污染具有流

和雨水淋滤。岸边和山沟堆积的固体废弃物，雨季

动、
面广、线长、分散的特点，是江河污染的一个重要

被洪水挟带直接进入水体，企业排放的污水也经常

污染源［&’］。三峡水库蓄水之后，航道得以改善，至

挟带着固体悬浮物流入江河。另外由于固体废弃物

!$&$ 年 - 月库区形成了约 ’$$ H( 长的“ 水上高速

露天堆放，雨水淋滤固体废弃物后，使固体废弃物中

通道”。目 前 库 区 干 支 流 通 航 里 程 和 航 行 船 舶 数

有害物质被淋出。淋滤液中一部分有害物质随地表

量成倍增加。在船舶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船舶含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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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流水环境状况，应以水功能区为单元，整合各方面
的监测力量，建立三峡库区水功能区水质监测系统。
特别是要把重庆市主城区、涪陵、万州等城市江段以
及可能出现富营养化的主要支流（ 如澎溪河、大宁
河等）库湾的监测纳入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
统［#B］。
!, ! 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执行力度
流域统一立法是三峡库区水环境保护的根本性
有效措施［#$］。在长江流域统一立法的框架下，针对
图 !" 三峡库区 #$$%—&’’( 年单位耕地农药和化肥使用量

三峡库区及其上游专门立法，实施专门的制度和程

)*+, !" -./ 012345 26 7/85*9*:/ 04: 6/;5*<*=/; 380+/ 34*5

序，严格水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同时

6*/<: 0;/0 *4 -.;// >2;+/8 ;/8/;?2*; 0;/0 6;21 #$$% 52 &’’(

由于三峡库区跨湖北、重庆两省市，为保护三峡库区

污水、生活污水、船舶垃圾、船舶噪声、船舶尾气等大

生态平衡，应该建立跨省市的环境保护执法监督机

多直排库区，直接影响库区水质。

构，以便为库区水质监测及保护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 &, A 水土流失的影响" 三峡工程施工以及库区移
民搬迁建设，大量土石方开挖使原有地表植被破坏，
造成水土流失加剧。近年库区坡地人为活动的增加
［#%］

导致大量泥沙和各种养分流入库区干、支流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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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产业结构，切实减少污染源的排放
加强库区及上游地区污染源的监控治理是三峡
库区水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为此，应加大调整库
区产业结构力度。关、停、并、转“ 十五小”及污染严
重的企业，同时加快库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
处理场的建设［%］。进一步加强库区支流特别是大宁
河、澎溪河等重点支流水污染的防治，重点控制氮、
磷等营养物质的输入，从根本上控制发生“ 水华”的
可能［#B］。
!, & 加强陡坡耕地整治，切实减少进入水库泥沙
三峡库区陡坡耕地面积广，地形落差大，人口密
度高，从而人地矛盾历来十分尖锐。针对该特点，重
点放在陡坡耕地微地形改造、坡地农业基础设施配
套和坡地作物高产高效等关键技术的开发与集成。
具体技术有“ 坡式梯田 C 地埂经济植物篱”技术、坡
地农业机械化的田间道路和微水工程技术和库岸立
体高效生态农业技术等。目前，该类研究已经立项
并积极进行，以期尽快总结和推广。
!, @ 建立并完善水环境监测体系，加强水功能区水
环境监测

预测［ D］, 水利水电技术，
&’’&，
@@（ #’）：
&&E&A,
监测 公 报［ F G HI ］, #$$BE&’’(E［ &’#’E##E#@ ］, .557：G G
JJJ, 5+/4?*424, 2;+ G 124K3<</5*4 G 124L23;40<, .51<,
［!］戴润泉，臧小平，邱光胜, 三峡水库蓄水前库区水质状况
&’’!，
#@（ &）：
#&!E#&B,
研究［ D］,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A］兰峰, 三峡工程蓄水前后库区河流水质变化分析［ D］, 人
民长江，
&’’(，
@$（ #）：
BE(,
［%］傅道林，刘学斌, 三峡库区巫山段三期蓄水前后水质状
况及其变 化 趋 势 研 究［ D］, 环 境 科 学 与 管 理，&’’$，@!
（#）：
#B#E#B@,
［B］王彻华，刘辉，余明星，等, 三峡水库蓄水至 #@A1 库区水
质变化分 析 与 保 护 建 议［ D］, 水 利 水 电 快 报，&’’%，&B
（B）：
&!E&B,
［(］邱光胜，涂敏，叶丹，等, 三峡库区支流富营养化状况普
查［ D］, 人民长江，
&’’(，
@$（ #@）：
#E!,
［$］曾辉，宋立荣，于志刚，等, 三峡水库“ 水华”成因初探
［ D］,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B，
#%（ @）：
@@%E@@$,
［#’］蒙万轮，钟成华，王德蕊, 三峡库区蓄水后支流回水段
富营养化研究［ D］, 广州环境科学，
&’’A，
&’（ &）：
@(E!#,
［##］秦玉珍，敖良桂，雷少平, 三峡库区固体废弃物对水质
影响的调查与研究［ D］, 人民长江，
&’’A，
#&（ #）：
!!E!%,
［#&］黄秀山, 三峡库区水污染及其治理对策［ D］, 重庆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
&A（ %）：
#AAE#A(,

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三峡水库蓄后水库区干、 ［#@］胡晓镭，陈秀珠，曾广恩, 温州市水库型水源地水质安

Y/0" #) B/" #X X X X X !/=5:60 /3 .8/:2A>:2 B/5@60 C:>D15?>E9（ B6E=560 ZH>1:H1）X 8EE7：[ [ GGG" HA:=Q" H:
全问题及保护对策［ !］"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

#’

［&,］马利民，唐燕萍，滕衍，等" 三峡库区消落区土壤磷释放
的环境影响因子［ !］" 地学前缘，
#$$)，
&+（ +）：
#’+*#(&"

#$$%，
#&（ ’）：
()*++"
［&(］段亮，段增强，夏四清" 农田氮磷向水体迁移原因及对
策［ !］" 中国土壤与肥料，
#$$,（ (）：
-*&&"
［&+］吴飚" 三峡库区船舶污染及综合防治对策研究［ !］" 长
#$$$，
%（ (）：
(),*(%$"
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何太蓉，姜洪涛，杨达源，等" 长江三峡库区现代坡地剥

［&)］刘俊，汪洋" 三峡库区重庆段二期蓄水前后生活饮用水
水质变化［ !］" 遵义医学院学报，
#$$)，
’&（ #）：
&&’*&&+"
［&%］张彦春，王孟钧，戴若林" 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分析与
#$$,，
&-（ -）：
)$&*
战略对策［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蚀速率研究［ !］" 地理科学，
#$$(，
#(（ &）：
)%*%’"

!"#$%&’"#，()*+&$),")- .)/ (’$0$12 +) 34&"" 5$&1"# 6&".
6).02#+# $7 8.-"& 9%.0+-2 :.&+.-+$) .)/ ;$%)-"&,".#%&"# +) 34&"" 5$&1"#
<&$="’- !"#"&*$+& 6&". >"7$&" .)/ 67-"& ?,@$%)/,")!"#$ %&’(，)" *+&,-.’(，/"0 %&1
（ ./00121 /3 41/256789 6:; </=5>?@，.8/:2A>:2 B/5@60 C:>D15?>E9，.8/:2A>:2 ($$$(,）
6A#-&.’-：F6?1; /: E81 5160*E1?E G6E15 A=60>E9 ;6E6 35/@ &%%- E/ #$$)，G8>H8 >? 35/@ E81 <8511 4/521? F=001E>: 7=I0>?81; I9 J>:>?E59
/3 K:D>5/:@1:E L5/E1HE>/: /3 E81 L1/701’? M17=I0>H /3 .8>:6，E8>? 76715 ;>?H=??1? E81 E1:;1:H9 /3 G6E15 A=60>E9 D65>6E>/: /3 ?/@1 ?1H*
E>/:? /: E81 @6>: ?E516@ 6:; ?/@1 E5>I=E65>1? 5>D15? I13/51 6:; 63E15 >@7/=:;@1:E" N:; E81: E81 76715 6:609O1? E81 516?/:? 6:; 7=E?
3/5G65; ?/@1 H/=:E15@16?=51?" <81 @6>: H/:H0=?>/:? 651 3/00/G>:2" <81 >@7/=:;@1:E 0>EE01 6331HE? G6E15 A=60>E9 /3 E81 @6>: ?E516@ 6:;
?/@1 E5>I=E65>1? ?=H8 6? P=Q>6:2 M>D15 6:; !>60>:2 M>D15" F=E ?/@1 E5>I=E65>1? 6E ;/G:?E516@ 0>R1 L1:2S> M>D15（ T>6/Q>6:2 M>D15）6:;
U60>:2 M>D15 651 >:30=1:H1; I9 E81 >@7/=:;@1:E 2516E09" C:;15 E81 >:30=1:H1 /3 >@7/=:;@1:E，0/H60 G6E15 1:D>5/:@1:E I1H/@1? H/@*
70>H6E1;，G8>H8 62256D6E1? E81 781:/@1:/: /3“ 60260 I0//@”" <81 @6>: 516?/:? 651 E81 H86:21 /3 E81 5>D15 H=551:E 6:; E81 7/00=E6:E
;>?H86521 >: E81 51?15D/>5 6516" V>:6009，E81 76715 7=E? 3/5G65; 3/=5 H/=:E15@16?=51? /: 75/E1HE>:2 E81 G6E15 A=60>E9" WE @6>:09 3/H=?1?
>: EG/ ?E51:2E81:>:2 6:; EG/ >@75/D1@1:E?" B6@109，E8151 651 E/ ?E51:2E81: E81 6;Q=?E@1:E /3 >:;=?E5>60 ?E5=HE=51，E/ 51>:3/5H1 51@1;>*
6E>/: /3 51?15D/>5 ?0/71 365@06:;，E/ >@75/D1 E81 G6E15 1:D>5/:@1:E 51@1;>6E>/: @/:>E/5>:2 ?9?E1@ 6:; E/ 71531HE H/551?7/:;>:2 06G? 6:;
512=06E>/:?"
B"2 C$&/#：>@7/=:;@1:E；<8511 4/521? 51?15D/>5 6516；G6E15 A=60>E9 D65>6E>/:；516?/:；H/=:E15@16?=51?
（ 责任编辑X 黄X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