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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10年，三峡水利枢纽实施了7次防洪运

用，经受了每秒7万立方米入库洪峰考验，完成

了175米试验性蓄水；三峡电站通过全部机组满

发考验，完成所有机型最大容量安全稳定运行

测试，年发电量再创新高；三峡船闸货运量连

续7年保持快速增长；地下电站建设、升船机

施工、枢纽管理区规划项目有序推进；和谐坝

区建设成效显著；施工区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良

好。

三峡库区户籍总人口1674.9万人，比上年

增长0.5%。库区人群健康状况良好。库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3415.5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18.7%。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实

现增加值390.65亿元、1971.33亿元和1053.58亿

元，比上年增长7.8%、25.1%和12.5%。

三峡库区年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少，冬、

秋季偏少明显；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暖冬

明显，春季冷空气频繁，夏季多阶段性高温天

气；年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风速接近常年，蒸

发量较常年偏少，平均雾日较常年明显偏少。

三峡库区森林面积250.86万公顷，森林覆盖

率43.50%。农用地面积为342031公顷，农作物

总播种面积为586119公顷，农业生产仍以粮食作

物为主。化肥和农药使用总量分别为13.89万吨

和593.2吨，流失量分别为1.13万吨和38.4吨。

三峡库区、坝下、洞庭湖、鄱阳湖及河口

区的渔业天然捕捞总产量为5.85万吨，比上年

增加 25.5%。坝下监利断面“四大家鱼”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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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量比上年同期明显增加，苗汛过程比较明

显。河口区凤鲚、亲蟹及鳗苗资源量与上年相

比均有不同幅度下降。

三峡库首至库中地区共记录M≥0.0级地震

510次，以微震、极微震为主，震中主要呈丛集

状分布在巴东县－秭归县的沿江地带，与上年

相比地震频次降低，强度基本持平。库区崩塌

滑坡等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时，避险防灾工作

取得成效。

三峡库区工业污染源废水排放量为3.19亿

吨，比上年减少34.5%，其中化学需氧量和氨

氮排放量分别为5.93万吨和0.43万吨，比上年

分别减少21.6%和23.2%。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为6.15亿吨，比上年增加1.3%，其中化学需氧

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别为9.26万吨和1.33万吨，

比上年分别增加5.5%和2.3%；船舶油污水产生

量为48.13万吨，处理率为95%，达标排放率为

84%，船舶生活污水产生量约为400.5万吨。

三峡库区长江干流水质均达到或优于

Ⅲ类；较大支流嘉陵江和乌江水质为Ⅰ～Ⅱ

类，其他主要支流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81.6%～98.8%，影响因子为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和五日生化需氧量。库区主要支流水体处于

富营养状态的断面比例月平均为34.0%，比上

年增加了7.1个百分点；部分支流仍有水华现象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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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三峡水利枢纽运行状况

2010年，三峡水利枢纽实施了7次防洪运

用，经受了每秒7万立方米入库洪峰考验，完成

了175米试验性蓄水；三峡电站通过全部机组满

发考验，完成所有机型最大容量安全稳定运行

测试，年发电量再创新高；三峡船闸货运量连

续7年保持快速增长；地下电站建设、升船机施

工、枢纽管理区规划项目实施有序推进；和谐

坝区建设成效显著。

2010年，三峡水利枢纽持续动态优化水库

调度，坚持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放在首位。

通过科学调度，枢纽的防洪抗旱、发电、航

运、补水等综合效益得到了有效发挥。汛期洪

水较常年明显增多，洪峰大于30000立方米/秒

的洪水出现5次，洪峰大于50000立方米/秒的洪

水出现3次，最大洪峰流量70000立方米/秒，三

峡水库进行了7次拦洪，蓄洪量累计为264.3 亿

立方米。7次拦洪中最大削减洪峰流量30000立

方米/秒，最多降低沙市水文站水位约2.5米，

降低城陵矶水文站水位约1米，整个汛期荆江河

段的沙市水文站没有超过警戒水位，有力地保

证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2010年10月26日

9时，三峡工程首次达到初步设计的175米正常

蓄水位，实现了试验性蓄水至175米目标，蓄

水期间，枢纽运行正常。三峡-葛洲坝梯级电站

年度全口径发电1006.11亿千瓦时。至2010年5

月28日，三峡电站已投运28台机组全部通过了

并网安全性评价。船闸过闸货运量持续增长，

全年运行9407闸次，同比增长16.39%，过闸货

物7880万吨，同比增长29.43%，通过枢纽货物

8794万吨，同比增长18.42%。三峡水库分别于

2010年1月1日-4月11日、4月18日-20日和12月

29日-31日实施了航运及生态补水调度，全年累

计补水121.9亿立方米，补水日数107天，日均

补水流量1477立方米/秒，平均增加航道水深约

0.47米，有效改善了长江中下游生产、生活、

生态用水和通航条件。

2010年，地下电站尾水洞混凝土浇筑于9

月份完成，12月8日下游基坑进水。主体工程全

年完成混凝土浇筑18.45万立方米，金结机电埋

件及安装2461.6吨，机组安装8700吨，固结灌

浆20097.5米；土建与金结安装工程单元质量评

定完成1046个，合格率100%，优良率93.6%，

实现了全年无质量事故管理目标。

2010年，三峡工程集团公司以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打造大型一流清洁

能源集团的建设理念，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在枢纽运行、建设过程中

强化节能减排工作，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促

进了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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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利枢纽运行状况

图1-1    2010年三峡出入库流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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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0年，三峡库区户籍总人口1674.9万

人，比上年增长0.5%。其中，农业人口1213.6

万人，比上年增长2.6%；非农业人口461.3万

人，减少4.7%。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27.5%，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

库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15.55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8.7%。其中，重

庆库区3087.01亿元，比上年增长18.0%；湖北

库区328.54亿元，增长25.7%。第一、二、三

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390.65亿元、1971.33亿

元和1053.58亿元，比上年增长7.8%、25.1%

和12.5%，其中工业增加值1660.54亿元，增长

25.7%。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为11.4：

57.7：30.9。

库区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87.95亿

元，同比增长30.4％。其中，重庆库区2860.77

亿元，同比增长29.7％；湖北库区227.18亿元，

同比增长40.8％。库区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1040.56亿元，同比增长17.1%。其中，

重庆库区935.18亿元，同比增长23.0%；湖北库

区105.38亿元，同比增长14.7%。

库区完成区县级地方财政收入309.87亿

元，同比增长63.3％。其中，重庆库区293.93亿

元，同比增长65.6％；湖北库区15.94亿元，同

比增长30.3％。区县级地方财政支出688.56亿

元，同比增长43.3％。其中，重庆库区615.53亿

元，同比增长42.5％；湖北库区73.03亿元，同

比增长50.0％。

库区粮食总产量627.70万吨，同比增长

2.0%；其中，重庆库区565.84万吨，湖北库区

表2-1    2010年三峡库区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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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6万吨，同比增长1.9%和3.1%。库区油料产

量24.93万吨，同比增长7.2%；其中，重庆库区

18.47万吨，湖北库区6.46万吨，同比增长8.8%

和2.7%。库区肉类总产量110.37万吨，同比增

长3.5%；其中，重庆库区88.11万吨，湖北库区

22.26万吨；同比增长2.4%和8.4%。

库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995元，

同比增长10.8%；农民人均纯收入5214元，同

比增长18.8%。其中，重庆库区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6228元，人均增加1632元，同比增

长11.4%；农民人均纯收入5285元，人均增加

823元，同比增长18.4%。湖北库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2608元，人均增加1174元，同比

增长10.3%；农民人均纯收入4608元，人均增

加614元，同比增长15.4%。

经济与社会发展

8

开县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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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自然生态环境状况

3.1  库区气候特征

2010年，三峡库区年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

少，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四季降水偏少，

冬、秋季偏少明显；冬季气温普遍偏高，暖冬

明显，春季冷空气频繁，夏季多阶段性高温天

气。库区年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风速接近常

年，平均蒸发量较常年偏少，平均雾日较常年

明显偏少。库区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涝、高

温、大风冰雹、大雾和干旱等。

表3-1  2010年三峡库区各代表站气象要素监测结果

2010年三峡库区平均降水量为977.3毫

米，较常年（1122.5毫米）偏少13%，为2007

年以来最少。库区各地年降水量778.0～1247.5

毫米，最大值出现在宜昌，最小值出现在丰

都，降水量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东部降水量

一般多于西部。与常年相比，秭归、宜昌降

水量分别偏多12%和10%；巴东接近常年；

其余各地降水量普遍较常年偏少，其中重庆

偏少5%，涪陵、忠县、万州、云阳、巫山

偏少13%～20%，长寿、丰都、奉节偏少达

26%～27%。从季节分布看，四季降水量均

较常年同期偏少，其中冬季和秋季分别偏少

31%和25%。从各月分布来看，除3月、7月和

8月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外，其余各月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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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偏少，其中1月、2月、6月和10月偏少达

34%～38%。

库区年平均气温为18.0℃，较常年偏高

0.3℃，自2001年以来连续10年气温偏高。近50

年来，库区年平均气温呈现上升趋势，与西南地

区年平均气温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升温幅度

小于西南地区。从各月分布看，1月气温最低，

平均为8.0℃，7月、8月最高，平均为28.6℃，

气温年较差达20.6℃。与常年相比，除忠县、云

阳、巴东、秭归年平均气温接近常年或偏低外，

其余地区均偏高。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平均气温

为8.7℃，较常年同期偏高0.6℃，暖冬明显；春

季平均气温为16.9℃，较常年同期偏低0.8℃；夏

季平均气温为27.2℃，接近常年同期；秋季平均

气温为19.2℃，较常年同期偏高0.6℃。4月、5月

和6月平均气温分别比常年同期偏低1.7℃、1.0℃

和0.8℃；其余各月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

高，其中1月偏高最多，达1.1℃。

图3-1  2010年三峡库区各月平均气温距平

库区年平均风速为1.2米/秒，接近常年。

年平均风速除涪陵和巫山小于1.0米/秒外，各

地均超过1.0米/秒，其中秭归和巴东最大，分别

为1.8米/秒和1.7米/秒，巫山最小，为0.6米/秒。

从各月来看，平均风速变化不大，最大值出现

在3月，为1.5米/秒，最小值出现在1月、6月和

11月，均为1.1米/秒。与常年同期相比，除12月

外，其余各月平均风速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小，其

中5月偏小最多，为0.2米/秒。

库区年平均雾日为25天，较常年偏少13

天，自2002年起连续9年雾日偏少。从季节分布

看，四季雾日均较常年同期偏少。其中，冬季

雾日最多，为9.2天；秋季次之，为7.1天；春季

为5.9天；夏季最少，为2.8天。从空间分布看，

西部雾日明显多于东部，其中长寿年雾日最多

达69天，涪陵、忠县和巴东分别为34天、42天

和45天，其余地区年雾日不足30天，其中云

阳、奉节、巫山和秭归年雾日不足10天。与常

年相比，除巴东雾日偏多8天外，其余地区均较

常年偏少，涪陵、丰都和万州地区偏少较多，

分别偏少38天、31天和30天。与上年相比，除

重庆、长寿和巴东年雾日略增加外，其余地区

均有所减少，西部的涪陵、丰都和忠县减少较

多，分别减少16天、21天和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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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974-2010年三峡库区年平均雾日数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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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6%，接近常年，

在空间分布上西部相对湿度大于东部。重庆至

万州地区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6%～82%，其中

忠县最大；万州东至宜昌地区年平均相对湿度

为66%～80%，其中巫山最小。与常年相比，

各地相对湿度均接近常年或略偏小，变化幅度

不超过5%。从全年来看，冬、春和夏季平均相

对湿度均为76%，秋季为79%，季节差异小，

其中秋季相对湿度最大。

库区年平均蒸发量为1146.4毫米，较常年

偏少，在空间分布上西部蒸发量一般少于东

部。年蒸发量最大值出现在巴东，达1430.9毫

米，最小值出现在长寿，仅为811.4毫米。与常

年相比，库区西部重庆、涪陵和万州年平均蒸

发量偏多，长寿、丰都偏少；东部普遍偏少，

特别是巫山和秭归，偏少300毫米以上。从全年

来看，蒸发量季节变化较大，冬、春、夏季平

均蒸发量普遍较常年同期偏少，其中春季偏少

达53.5毫米，秋季蒸发量接近常年同期。

库区及邻近地区气象灾害主要有暴雨洪

涝、高温、大风冰雹、大雾和干旱等。

暴雨洪涝：强降水过程频繁、强度大，暴

雨引发的洪涝范围较广、次生地质灾害较重，

强降水天气主要集中在6月至7月中旬。

6月18-20日，重庆市中西部及东南部地区

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有52个乡镇48小时累积

雨量超过100毫米，211个乡镇48小时累积雨量

为50～100毫米。受强降水影响，河流普遍涨

水，綦江干流五岔站6月19日20时42分出现洪峰

水位202.6米，超保证水位2.32米。

7月8-11日，库区大部地区遭受强降水袭

击，大部分县（市、区）出现暴雨洪涝灾情，

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

地质灾害。

7月15-19日，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水天气。

重庆市有8个乡镇累积降水量超过250毫米，63

个乡镇为100～250毫米，107个乡镇为50～100毫

米。强降水及上游四川东部强降雨共同造成重庆

市长江、嘉陵江、琼江等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

位或超保证水位洪水的严重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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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湖北宜昌黄柏河流域雾都河水

文站6小时内降雨量达204毫米。受强降雨影

响，黄柏河西支河水陡涨，在建的宜巴高速公

路遭遇突发山洪袭击。

高温：盛夏及初秋，库区及邻近地区出现

了持续高温天气，主要的高温时段出现在6月底

至7月初、7月下旬至8月中旬前期及9月中旬后

期至下旬初，其中后两段连晴高温天气持续，

范围广、强度大。

7月下旬至8月中旬前期，高温天气持续出

现。其中重庆有25个气象站极端最高气温超过

40℃，江津8月11日极端最高气温达43℃。云阳

连续3日最高气温超过42℃，为历史首次。南

川、垫江、梁平、万州、开县、巫溪、石柱等

日极端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湖北宜都连续2

日最高气温达40℃。

9月中旬后期至下旬初，大范围持续高温

天气再次来袭。重庆大部地区均出现了4～8天

连晴高温天气，北碚、巴南、江津、涪陵、丰

都、綦江、万盛等地出现了40℃以上高温，綦

江9月20日极端最高气温达到41.8℃。

大风冰雹：库区及邻近地区大风冰雹等

强对流天气发生频繁，灾害较上年偏重。5月

6日凌晨，重庆垫江、梁平等区县发生大风冰

雹、暴雨灾害，个别乡镇出现11级大风，风速

28.5～32.6米/秒，其中垫江县沙坪镇极大风速达

31.2米/秒, 梁平县回龙镇极大风速达30米/秒，均

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观测到的最大风速。此

次大风还伴有冰雹、暴雨出现，毁坏房屋，倒

折树木，中断交通，人员伤亡严重。就其综合

影响看，这是重庆地区近20年来最严重的风雹

灾害。

大雾：1月17-20日，三峡河段遭遇大范围

浓雾，船舶通航及两坝船闸运行受到严重影

响，其中18-19日有32个闸次计划延误，积压

船舶180艘。11月5-8日，重庆连续出现大雾天

气，部分地区能见度仅100米，导致重庆上百航

班延误，9000多位旅客出行受阻，9条高速公路

关闭。12月2日，重庆出现大雾，部分地区能见

度仅100米，部分高速路能见度不足10米，13条

高速公路通行受到严重影响；重庆机场的50个

航班延误，近5000位旅客行程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响。

干旱：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中旬，重

庆气温明显偏高，全市平均气温9.5℃，较常年

同期偏高1.0℃，为历史同期第4高值；平均降

水量57.7毫米，为历史同期第5低值。持续高温

少雨导致重庆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其中

东北部部分地区属轻旱到中旱，其余地区达到

重旱至特旱等级。

3.2  库区陆生植物

2010年，对三峡库区370个固定样地的植被

状况进行了调查。由于2005年设置的392个样地

中有52个遭到不同原因的破坏，因而新增30个固

定样地，调查样地总数比2005年减少22个。

本年度共调查到高等植物1222种，比2005

年减少82种。其中，蕨类植物73种，比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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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6种；种子植物1149种，分属于128科，比

2005年减少6科。导致调查到物种数量减少的

原因有多种。其中，因水库蓄水引起样地被淹

和土地利用变化导致样地被毁等因素减少了37

种；因砍伐、放牧和旅游等导致样地破坏减少

了24种；因自然演替和其它不确定因素减少了

21种。

种子植物中，种类大于10种的科共30个，

包括蔷薇科79种、菊科77种、禾本科62种、豆

科55种、百合科45种、樟科39种、壳斗科35

种、莎草科28种、忍冬科27种、杜鹃花科25

种、山茶科22种、唇形科22种、毛茛科20种、

虎耳草科20种、芸香科19种、伞形科18种、大

戟科18种、木犀科17种、蓼科17种、茜草科16

种、荨麻科15种、杨柳科15种、卫矛科14种、

槭树科14种、冬青科14种、桑科13种、鼠李

科12种、桦木科12种、小檗科12种、葡萄科11

种。

按生活型划分，高等植物包括乔木368

种、灌木239种、草本501种、藤本植物（包括

木质藤本和草质藤本）114种，比2005年分别减

少33种、36种、7种和6种，木本植物减少幅度

大于草本植物。

在复查的340个固定样地中，有植被类型

100种，较2005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些样

地被破坏或无法到达。其中，森林植被类型60

种，灌丛植被类型20种，草丛植被类型20种。

与2005年相比，森林植被乔木层树种有

所减少，而灌木层和草本层物种有所增加。乔

木层物种减少最多的为领春木林，减少18种；

金钱槭林、交让木林、化香林、扁刺锥林、硬

壳柯林和木荷林物种减少也较多，分别减少16

种、10种、10种、9种、8种和8种。灌木层物种

增加最多的为交让木林，增加48种；楠木林、

马尾松林、川陕鹅耳枥林、柏木林、崖柏林、

枫香树林、锐齿槲栎林、宜昌润楠林、茅栗

林、领春木林、栲树林和小叶青冈林物种增加

也较多，分别增加35种、33种、27种、18种、

16种、15种、14种、14种、13种、12种、12种

和11种。草本层物种增加最多的为川陕鹅耳枥

林，增加46种；交让木林、楠木林、润楠林、

崖柏林、柏木林、小叶青冈林、南酸枣林、马

尾松林、锈毛稠李-曼青冈林和漆树林物种增加

也较多，分别增加31种、24种、23种、18种、

16种、16种、14种、14种、11种和11种。

与2005年相比，灌丛植被类型物种数量

变化相对较小，其中灌木层物种数量增加的类

型主要有小叶黄杨灌丛、糯米条灌丛和马桑灌

丛，分别增加5种、4种和4种；灌木层物种数量

减少的类型主要有中华绣线菊灌丛、香叶子灌
香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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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紫弹树灌丛和雀梅藤灌丛，分别减少8种、

6种、5种和4种。草本层物种数量增加的类型主

要有小梾木灌丛和马桑灌丛，分别增加9种和7

种；草本层物种数量减少的类型主要有紫弹树

灌丛和枫杨灌丛，分别减少7种和5种。

与2005年相比，草丛植被类型物种数量变

化较大，其中草本层物种数量增加的类型主要

有荻草丛、瘦瘠伪针矛草丛、凤眼莲草丛、火

炭母草丛、双穗雀稗草丛和芦苇草丛，分别增

加14种、13种、11种、9种、7种和5种；草本层

物种数量减少的类型主要有狗尾草草丛和白茅

草丛，分别减少7和5种。

3.3  库区森林资源

2010年，三峡库区森林面积250.86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43.50%。其中，重庆库区森

林面积171.4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37.03%，

湖北库区森林面积79.3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69.89%。森林面积中，有林地面积219.67万

公顷，占87.57%，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面

积31.19万公顷，占12.43%。库区活立木总蓄

积12505.18万立方米，其中森林蓄积11836.59

万立方米，占94.65%，疏林、散生木和四旁

树蓄积668.59万立方米，占5.35%。重庆库区

活立木总蓄积9544.62万立方米，其中森林蓄

积8930.77万立方米，占93.57%；湖北库区活

立木总蓄积2960.56万立方米，其中森林蓄积

2905.82万立方米，占98.15%。

有林地面积中，天然林面积144.18万公

顷，占65.63%；人工林面积75.49万公顷，占

34.37%。森林蓄积中，天然林蓄积8728.49万

立方米，占73.74%；人工林蓄积3108.10万立

方米，占26.26%。

有林地面积中，防护林面积158.18万公

顷，占72.01%；特用林面积9.51万公顷，占

4.33%；用材林面积35.21万公顷，占16.03%；

薪炭林面积1.08万公顷，占0.49%；经济林面

积15.69万公顷，占7.14%。森林蓄积中，防

护林蓄积8878.60万立方米，占75.01%；特用

林蓄积767.45万立方米，占6.48%；用材林蓄

积2154.11万立方米，占18.20%；薪炭林蓄积

36.43万立方米，占0.31%。

有林地面积中，乔木林面积203.58万公

顷，乔木林蓄积11836.59万立方米。其中，幼

龄林面积95.75万公顷，蓄积3888.23万立方

米，分别占库区乔木林面积、蓄积的47.03%

和32.85%；中龄林面积85.58万公顷，蓄积

5908.88万立方米，分别占42.04%和49.92%；

近熟林面积16.45万公顷，蓄积1373.08万立方

米，分别占8.08%和11.60%；成熟林面积4.83

万公顷，蓄积550.25万立方米，分别占2.37%

和4.65%；过熟林面积0.97万公顷,蓄积116.15

万立方米，分别占 0.48%和0.98%。乔木林

以幼中龄林为主，所占面积、蓄积分别达到

89.07%和82.77%。

2009-2010年，库区营造林面积35.88万公

顷，成活率达到85%以上的面积35.22万公顷，

占98.16%。其中，2009年库区造林面积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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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顷，成活率达到85%以上的面积18.01万公

顷，占97.93%。2010年库区造林面积17.49万

公顷，成活率达到85%以上的面积17.21万公

顷，占98.40%。

2009-2010年，库区森林遭受灾害面积

10.82万公顷，占库区森林面积的4.31%；其中

遭受病虫害面积9.51万公顷，占87.89%；遭受

火灾面积1.31万公顷，占12.11%。

3.4  库区陆栖动物

截至2011年初，三峡库区陆栖野生脊椎动

物共有4纲30目109科335属692种。其中哺乳纲8

目25科74属112种，鸟纲18目64科209属485种，

爬行纲2目11科35属51种，两栖纲2目9科17属44

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3种，其中Ⅰ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种，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78种。

陆栖野生脊椎动物总体数量、群落结构未

见显著变化，但个别种类数量变化较大，如国家

重点保护动物鸳鸯，水禽中的优势种小和绿

头鸭等。调查显示，在库区长江支流越冬的鸳鸯

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冬季水禽调查统计到小

591只，最大群体达29只；绿头鸭3033只，

最大群体规模达880只。库区已成为水禽的重要

越冬区，其中小主要分布于长江各支流；绿

头鸭则主要分布于长江干流。另外，小、绿

头鸭等水禽分布区均向上游移动。

在调查中，未见到褐河乌、白顶溪鸲等对

环境变化较为敏感的指示物种，且已连续3年未

能找到赤腹鹰繁殖巢。

3.5  珍稀和特有水生动物

3.5.1  特有鱼类

2010年，在宜宾至宜昌江段共调查到119

种鱼类，其中包括长江上游特有鱼类23种，外

来鱼类6种。与上年监测结果相比，鱼类和特有

鱼类种数无明显差异，外来种减少1种。

渔获物调查共采集到鱼类2551.26千克，合

计59142尾。其中，特有鱼类341.80千克，4315

尾，占渔获物总重量的13.4%，占总尾数的

7.3%。与上年相比，渔获物重量百分比下降，

北红尾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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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数百分比上升，小规格个体增多。三峡库尾

木洞江段及合江、宜宾等库区上游江段仍有一

定规模的特有鱼类种群，但特有鱼类资源明显

减少。水库库中万州、库首秭归和坝下宜昌江

段的特有鱼类数量很少。

对半 、短臀白鱼、张氏 和厚颌鲂4种长

江上游特有鱼类进行人工繁殖实验，没有获得

半  、短臀白鱼和张氏  受精卵；获得厚颌鲂初

孵仔鱼60万尾。

3.5.2  珍稀水生动物

2010年，声纳探测显示中华鲟产卵群体主

要分布在葛洲坝大江电厂至夷陵大桥江段。中

华鲟产卵期繁殖群体数量为188尾，产卵后为

104尾，产卵后群体较上年增加了65.1%。结合

历史资料分析表明，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仍处

在较低水平。

利用5个多态性微卫星DNA分子标记评价

长江口幼鲟群体的遗传多样性。结果表明，长

江口幼鲟群体的等位基因从7个到9个不等，有

效等位基因数处于4.9～7.8之间，观测杂合度

在0.89～0.97之间，期望杂合度在0.80～0.87之

间，Hardy-Weinberg偏离指数在0.045～0.170之

间，均小于0.2，说明幼鲟群体目前基本能够维

持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本年度未调查到中华鲟成鱼的误捕事件，

调查到崇明岛水域35尾误捕中华鲟幼鱼。在宜

宾、合江、木洞和宜昌江段调查到9尾误捕胭

脂鱼。没有调查到白鲟和达氏鲟的误捕事件。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目前中华鲟的种群规模较

小；在长江中上游，胭脂鱼的种群规模较为稳

定，可能与人工繁殖放流有关；白鲟和达氏鲟

的种群规模非常小。

长江中下游江段及湖区调查结果显示，

石首天鹅洲故道内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32

头；在镇江淡水豚类保护区4天发现江豚17头

次，利用样带法估算江豚种群数量约20头；在

洞庭湖5天观察到江豚127 头次；在鄱阳湖7天发

现江豚72头次，分布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数量与上年相比有所减少；通过武汉至上海长

江干流的拖曳式声学考察，估计江豚种群数量

为1077头，不同江段之间可能存在江豚个体交

胭脂鱼

圆口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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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和迁移活动，但江豚分布存在“空白区”，

栖息地破碎化严重。本年度没有发现白鳍豚。

3.6  库区农业生态

3.6.1  农田生态环境

2010年，三峡库区农用地面积为342031公

顷，其中旱地面积126722公顷，水田面积97336

公顷，柑桔面积69310公顷，茶园面积11387公

顷，中药材面积655公顷，其他面积36621公

顷。农作物总播种面积586119公顷，其中粮食

作物407753公顷，经济作物178366公顷，分别

占69.6%和30.4%。与上年相比，粮食作物比重

有所下降，经济作物比重上升。库区坡改梯面

积6900公顷，还林、还草面积11922公顷。

从农用地面积构成来看，旱地占37.0%，水

田占28.5%，柑桔园占20.3%，茶园占3.3%，中

药材占0.2%，其他占10.7%。从耕作制度来看，

旱地中三熟制面积为62960公顷，二熟制面积

为54117公顷，一熟制面积为9645公顷，分别占

旱地面积的49.7%，42.7%和 7.6%；与上年相比

三熟制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二熟制有所上升。

水田中三熟制面积为10960公顷，二熟制面积为

50237公顷，一熟制面积为36139公顷，分别占

水田面积的11.3%、51.6%和37.1%；与上年相比

二熟制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一熟制有所上升。

从不同坡度农用地结构来看（不含水

田），小于10°的农用地面积为43200公顷，

10～15°的面积为69786公顷，15～25°的面积为

86974公顷，大于25°的面积为44735公顷，分别

占17.7%、28.5%、35.5%和18.3%。从不同海拔

农用地结构来看，小于500米的农用地面积为

196475公顷，500～800米的面积为97309公顷，

800～1200米的面积为38617公顷，大于1200米

的面积为9630公顷，分别占57.4%、28.5%、

11.3%和2.8%。

3.6.2  农村能源

2010年，三峡库区薪柴用量825.8万吨，

较上年（881.7万吨）有所减少，户均薪柴用

量6.1吨。农村户用沼气池240571口，年产沼气

11397.9万立方米，每百户拥有沼气池17.7口，

均较上年有所增加。此外，库区能源结构中秸

秆为355.6万吨，小水电20198.5万千瓦，小煤窑

1676.4万吨。

3.6.3  病虫害

2010年，三峡库区农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

积399667公顷次，防治面积389663公顷次，挽

回粮食损失174025吨，实际损失66788吨，经济

损失16489.7万元。从农作物种类看，蔬菜病虫

害最为严重，小麦病虫害较轻。从病虫害类型

看，蔬菜霜霉病、蔬菜菜青虫、小菜蛾和马铃

薯晚疫危害较大。

3.7  渔业资源与环境

3.7.1  渔业资源 

2010年，三峡库区、坝下、洞庭湖、鄱

阳湖及河口区的渔业天然捕捞总产量为5.85万

吨，比上年增加 25.5%。坝下监利断面“四大

家鱼”鱼苗径流量比上年明显增加，苗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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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明显。河口区凤鲚和鳗苗捕捞量与上年相

比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亲蟹捕捞量则与上年

持平。 

● 库区

2010年，库区渔业天然捕捞产量为3711吨，

比上年增加11.5%。按库区渔获物组成推算，铜

鱼产量894吨，鲶711吨，鲤548吨，黄颡鱼210

吨，鲢152吨，草鱼102吨，圆口铜鱼69吨。 

渔获物中，铜鱼、鲶、鲤、黄颡鱼、鲢、

草鱼、圆口铜鱼占抽样总渔获量的72.4%，是

库区的主要经济鱼类。

渔业声学探测结果显示，坝前、巫山、云

阳、涪陵四个江段鱼群平均密度分别为10.93个/公

顷、18.89个/公顷、22.05个/公顷和35.51个/公顷，

呈现出从坝前至库尾逐步增加的趋势。

● 坝下

2010年，坝下渔业天然捕捞产量为1425

吨，比上年增加12.2%。按渔获物组成推算，鲤

产量373 吨，鲶166 吨，“四大家鱼”149 吨，铜

鱼75 吨，鳊43 吨，黄颡鱼35 吨，鲫32吨。 

渔获物中，鲤、鲶、“四大家鱼”、铜鱼、

鳊、黄颡鱼和鲫占抽样总渔获量的61.3%，是

坝下主要经济鱼类。

●“四大家鱼”产卵场

2010年5-7月，坝下监利断面“四大家鱼”

鱼苗径流量4.28亿尾，与上年相比明显增加，

苗汛过程比较明显。“四大家鱼”种类组成以

鲢为主，占72.1%；其次为草鱼，占27.8%；青

鱼、鳙依旧很少，共占0.1%。 

● 洞庭湖

2010 年，洞庭湖渔业天然捕捞产量为2.32 

万吨，比上年增加26.1%。其中东洞庭湖产量

1.13万吨、南洞庭湖0.76万吨、西洞庭湖0.43万

吨，分别占总产量的48.7%、32.8%及18.5%。 

渔获物中，鲤、鲫、鲶等定居性鱼类和

“四大家鱼”占抽样渔获物总量的69.8%，是

洞庭湖的主要经济鱼类。 

● 鄱阳湖

2010年，鄱阳湖渔业天然捞产量为3.02万

吨，比上年增加28.5%。渔获物中，鲤、鲫、

鲶、黄颡鱼等定居性鱼类和“四大家鱼”占抽

样渔获物总量的79.6%，是鄱阳湖的主要经济

鱼类。 

● 河口区

2010年，河口区凤鲚、亲蟹和鳗苗汛期监

测船捕捞作业跨度均小于上年，凤鲚和亲蟹监

测船单船全汛作业天数均小于上年，鳗苗则略

有增加。 

凤鲚单船全汛捕捞量、单船全汛产值、

河口区汛期总捕捞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65.5%、21.0%和 44.7%；平均全长和体重与上

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3.5%和7.7%。 

亲蟹单船全汛捕捞量和汛期总捕捞量与

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34.5%和 1.5%；平均壳

长和平均体重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3.2%和

9.8%，平均壳宽则基本持平。 

鳗苗单船全汛捕捞量和汛期总捕捞量与上

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64.3%和61.6%，单船全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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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则回升36.1%。 

凤鲚和亲蟹捕捞许可证发放数量均与上年相

同，鳗苗捕捞许可证发放数量较上年下降9.8%。

3.7.2  渔业水域环境 

2 0 1 0年，在长江干流和河口区共设置

7个监测站位（宜宾、巴南、万州、荆州、

岳阳、湖口和河口）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两

个监测水域，对长江流域重要渔业水域水质

进行监测。水质评价执行《渔业水质标准》

(GB11607-89)，其中未规定的项目按《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相应的水域功

能级别进行评价。监测结果显示：2010年，在

鱼类繁殖期、育肥期和越冬期，长江流域重要

渔业水域的水质总体良好，基本能够满足鱼类

生长繁殖要求，但部分水域受到一定程度的污

染，主要超标污染物是铜和总氮。 

长江上游宜宾、巴南水域主要污染物为

铜。宜宾水域铜监测值在鱼类越冬期、繁殖期和

育肥期超标率分别为100%、100%和88.9%；巴

南水域铜和石油类监测值在鱼类越冬期、繁殖期

和育肥期均超标，铜监测值超标率均为100%，

石油类监测值超标率分别为33.3%、33.3%和

66.7%；万州水域监测值均不超标。 

长江中游枝城和荆州水域水质总体良好，

所有监测值均不超标；城陵矶水域，总氮监测

值在鱼类越冬期、繁殖期和育肥期均超标；长

江湖口水域主要污染物是铜，铜监测值在鱼类

越冬期和繁殖期超标率分别为33.3%和100%，

其他监测指标均不超标。

在中华鲟繁殖期宜昌中华鲟产卵场水域所

有监测值均不超标。“四大家鱼”产卵场在繁殖

期各监测断面监测指标均不超标。 

洞庭湖水域主要污染物为总氮。在鱼类

越冬期、繁殖期和育肥期，总氮超标率分别为

100%、66.7%和100%，其他监测指标均不超标。 

鄱阳湖水域主要污染物为铜。瑞洪渔业水

域铜监测值在鱼类越冬期和繁殖期超标率分别

为33.3%和100%，总氮监测值在繁殖期和育肥

期超标率均为100%，总磷监测值在育肥期超标

率为 100%；莲子湖渔业水域铜监测值在鱼类越

冬期和繁殖期超标率分别为100%和66.7%，总

氮监测值在繁殖期和育肥期超标率均为100%，

总磷监测值在繁殖期和育肥期超标率均为

100%；都昌渔业水域铜监测值在鱼类越冬期和

繁殖期超标率分别为100%和 66.7%，总磷监测

值在越冬期超标率为100%，总氮监测值在育肥

期超标率为66.7%，其他监测指标均不超标。 

长江河口水域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总氮。

总氮监测值在凤鲚汛期和白虾汛期超标率均

为100%；石油类监测值在白虾汛期超标率为

16.7%；其他监测值均不超标。

3.8  库区地震和地质灾害

3.8.1  地震

2010年，三峡库首至库中地区共记录到

M≥0.0级地震510次，其中0.0≤M＜1.0级地震

416次，比上年减少267次，减少39.1％；1.0≤

M＜2.0级地震83次，比上年减少38次，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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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0≤M＜3.0级地震11次，减少5次，减

少31.2％；较大地震为2010年4月29日09时30分

湖北省巴东县的M2.5级地震和2010年9月24日13

时01分湖北省当阳县的M2.8级地震。地震频次

较上年偏低，强度基本持平，主要集中分布在

湖北省的巴东县-秭归县的沿江地带。在高水位

运行阶段，库区地震活动频次相对较高，强度

保持在微震、极微震的活动水平。

自然生态环境状况

表3-2  2009-2010年三峡库首至库中地区地震频次统计

图3-3  2010年三峡库首至库中地区震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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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地质灾害

2010年，三峡库区共投入约3700名监测人

员，完成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19.9万次，专

业监测4.4万次，其中GPS监测2.7万次，各类监

测孔的监测1.3万次，地质巡查3900次，及时预

警了地质灾害险情。

库区共发现75处崩塌、滑坡发生明显变

形甚至险情。其中，湖北库区31处，重庆库区

44处。变形程度达到注意级预警级别（蓝色预

警）的崩塌、滑坡有14处；发生险情，达到警

示级预警级别（黄色预警）的崩塌有1处（巫

山县两坪乡望霞危岩体崩塌）；达到警戒级预

警级别（橙色预警）的滑坡有1处（巫山县抱龙

镇青石村八、九社神女溪崩滑体前缘坍滑式塌

岸）。接到预警后，滑坡危险区内受险居民在

政府的组织下进行了应急搬迁避险。

2010年，三峡工程首次实现初步设计的175

米正常蓄水位，在高水位运行期，库区地质灾

害发生数量并未出现异常变化。与上年相比，

库区地质灾害发生数量减少了18%，地质灾害

诱发因素主要为大气降雨、水库水位涨落和工

程活动等。

 巫山县两坪乡望霞危岩体崩塌 巫山县抱龙镇青石村崩滑体前缘坍滑式塌岸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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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污染源排污状况

4.1  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状况

2010年度环境统计结果显示，三峡库区工

业污染源废水排放量为3.19亿吨，比上年减少

34.5%。其中，重庆库区2.83亿吨，湖北库区0.36

亿吨，分别占三峡库区工业废水排放量的89.0%

和11.0%。在排放的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

量为5.93万吨，比上年减少21.6%；氨氮排放量为

0.43万吨，减少23.2%。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大力

实施是工业废水污染物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4-1  2010年三峡库区工业污染源废水排放统计

4.2  城镇生活污染物排放状况

4.2.1  生活污水

2010年度环境统计结果显示，三峡库区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为6.15亿吨，比上年增

加1.3%。其中，重庆库区5.87亿吨，湖北库

区0.28亿吨，分别占三峡库区城镇生活污水

排放量的95.3%和4.7%。在排放的城镇生活

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9.26万吨，比

上年增加5.5%；氨氮排放量为1.33万吨，增

加2.3%。

库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共71家，污水设计日

处理能力为199.04万吨，共处理污水5.90亿吨，

其中生活污水5.78亿吨。

4.2.2  生活垃圾

2010年，库区16个地区共产生生活垃圾

306.39万吨，处置量235.59万吨，处置率为

77.0％。与上年相比，生活垃圾产生量增加

18.1％，新增量全部得到了处置。库区15座垃

圾填埋场垃圾收集率均达到80％以上。

污染源排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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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2010年三峡库区城镇生活污水排放统计

表4-3  2010年三峡库区城镇污水处理厂情况统计

表4-4  2010三峡库区生活垃圾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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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排污状况

4.3  农业面源污染状况

4.3.1  农药使用及流失情况

2010年，库区19个区（县）共施用农药

（折纯量）593.2吨。与上年相比，农药施用总

量降低了15.3%。其中，有机磷289.6吨，氨基

甲酸酯类118.4吨，菊酯类44.9吨，除草剂80.4

吨，其他类59.9吨，分别占施用总量的48.8%、

20.0%、7.6%、13.5%和10.1%。库区每公顷农

药折纯用量为1.73公斤。

从农药流失量来看，库区全年流失农药

38.4吨，其中有机磷农药23.2吨，氨基甲酸酯

类农药6.0吨，菊酯类2.2吨，除草剂类4.0吨，

其他类农药3.0吨，分别占流失总量的60.4%、

15.6%、5.8%、10.4%和7.8%。各区（县）中，

秭归农药流失量最大，其次是云阳。

4.3.2  化肥使用及流失情况

2 0 1 0年，库区共施用化肥（折纯量）

13.89万吨，其中氮肥8.72万吨，磷肥3.64万

吨，钾肥1.53万吨，分别占化肥施用总量的

62.8%、26.2%和11.0%。库区每公顷化肥折

纯施用量为0.41吨，较上年有所减少。在各区

（县）中，化肥折纯施用量排在前两位的是涪

陵和巫山。

从化肥流失量来看，库区全年化肥流失总

量为1.13万吨，其中氮肥0.87万吨，磷肥0.18万

吨，钾肥0.08万吨，分别占流失总量的77.0%、

15.9%和7.1%。库区单位面积化肥流失量平均

值为0.03吨/公顷。从单位面积流失量对比情况

看，巫山和丰都最高，均为0.09吨/公顷。

4.4  船舶污染物排放状况

2010年，三峡库区注册船舶8073艘。与上

年相比，船舶总数量和总吨位均有所增加。船

型继续向标准化、规范化、大型化和系列化发

展，优化了运力结构，增加了安全系数，并逐

步淘汰长江干线的非标准船舶。船舶监管自动

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4.4.1  油污水

2010年，库区船舶机舱油污水排放调查

在357艘船舶上进行，达标排放率为80%。从

船舶类型看，各种类型船舶油污水达标排放率

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拖轮、非运输船、客

船和货船，达标率分别为100%、100%、90%

和77%。与上年相比，货船的油污水达标排放

率增加4个百分点，尽管如此，货船的总体达

标率仍为最低。从船舶功率来看，一等船舶

（功率＞1500千瓦）、四等船舶（36.8千瓦≤

功率＜147千瓦）、五等船舶（功率＜36.8千

瓦）的达标排放率均为100%，其次为二等船舶

（441千瓦≤功率＜1500千瓦），达标排放率为

88%，三等船舶（147千瓦≤功率＜441千瓦）

的达标排放率最低，仅为58%。

2010年，在长江海事局辖区注册登记的船

舶约8073艘，其中产生油污水的船舶共计7325

艘。由此估算库区船舶油污水产生量为48.13万

吨，处理量为45.94万吨，处理率为95%；处理后

达标排放量为38.72万吨，达标排放率为84%。与

上年相比，船舶油污水产生量增加6.81万吨，处

理率仍为95%，达标排放率上升1个百分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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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交通部门加强了对库区船舶油水分离器

的监督检查。各类型船舶机舱油污水产生量的大

小次序依次为货船、客船、非运输船和拖轮，油

污水的产生量分别为21.45万吨、18.66万吨、6.64

万吨和1.38万吨，分别占库区船舶油污水产生总

量的44.6%、38.7%、13.8%和2.9%。

在排放的油污水中，石油类排放量为41.18

吨，与上年相比增加3.74吨。各种类型船舶机

舱油污水中石油类排放量大小依次为客船、货

船、非运输船和拖轮，排放量分别为24.29吨、

16.19吨、0.15吨和0.55吨，占总量的比例分别

为59.0%、39.3%、0.4%和1.3%。

表4-5  2010年三峡库区船舶油污水排放情况

4.4.2  生活污水

2010年，库区船舶生活污水调查监测了

50艘船舶。其中，生活污水经过处理排放的船

舶有26艘，其中的悬浮物、生化需氧量、化学

需氧量、总氮和大肠菌群的达标排放率分别为

85%、85%、81%、54%和62%；总磷达标排放

的仅1艘。生活污水未经过处理直接排放的船舶

共24艘，其中悬浮物和生化需氧量达标排放的

各为1艘，化学需氧量达标排放的2艘，其余船

舶及监测项目均不能达标排放。

根据库区各类船舶数量、生活污水产生

量、水运客运量、船员人数、船舶运行时间和不

同吨位船舶比例等进行估算，2010年库区船舶生

活污水产生量约为400.5万吨，与上年相比产生

量约增加0.8万吨。其中，客船生活污水产生量

299.4万吨，占生活污水产生总量的74.8%；货船

生活污水产生量为67.6万吨，占16.9%；其余船

舶生活污水产生量为33.5万吨，占8.4%。

在船舶生活污水中，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大

小依次为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总氮、生化需

氧量和总磷，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718.0吨、

712.0吨、339.2吨、300.0吨和51.2吨，其中化学

需氧量和悬浮物排放量较大。

4.4.3  生活垃圾

2010年，库区船舶生活垃圾产生量及接收

情况登船调查41艘，根据调查船舶吨位数、船

员数、旅客数、航行天数、垃圾产生量及不同

吨位船舶比例等因素进行估算，库区全年共产

生船舶生活垃圾约5.4万吨，比上年增加2.4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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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水环境质量状况

2010年，三峡库区水环境质量监测内容包

括长江干支流水文水质和主要支流水体综合营

养状况及水华情况。总体水质评价执行《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价项目

包括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石油

类、挥发酚、五日生化需氧量、汞和铅。水体

综合营养状态评价执行环境保护部制定的《地

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试行）》。

5.1  水文特征

2010年，在三峡库区长江干流共布设5个

水文监测断面，分别为重庆朱沱、寸滩、涪陵

清溪场、万州沱口和巴东官渡口。库区干流流

量变幅2460～27200立方米/秒，平均流速变幅

为0.07～2.48米/秒。受水库蓄水成库的影响，

干流沱口至坝前江段流速较上游江段明显减

小，各断面平均流速依次为朱沱1.38米/秒、

寸滩1.41米/秒、清溪场0.68米/秒、沱口0.45

表5-1  2010年三峡库区长江干流断面水质类别

米/秒、官渡口0.24米/秒。最大流速依次为朱

沱2.15米/秒、寸滩2.48米/秒、清溪场2.10米/秒、

沱口1.78米/秒、官渡口0.62米/秒。

5.2  水质状况

2010年，在三峡库区长江干流共布设7个

水质监测断面，分别为重庆铜罐驿、寸滩、涪

陵清溪场、万州沱口、晒网坝、巫山培石和巴

东官渡口；在长江支流嘉陵江布设北碚、临江

门和大溪沟3个水质监测断面，在乌江布设武隆

和麻柳嘴2个水质监测断面，在受到长江干流回

水顶托作用影响的38条长江主要支流以及水文

条件与其相似的坝前库湾水域布设82个水质监

测断面。

2010年，库区长江干流总体水质为优，

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100%；嘉陵江和乌

江总体水质为优，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

为97.2%和100%；在3-10月藻类水华爆发敏感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2011

27

期，38条主要支流总体水质为优，Ⅰ～Ⅲ类水

质断面比例为90.1%。

5.2.1  干流水质

2010年，库区长江干流7个断面年度和各

月总体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从水期情况

看，汛期水质相对略差。

5.2.2  支流水质

2010年，嘉陵江北碚断面年度总体水质为

Ⅰ类，临江门和大溪沟2个断面为Ⅱ类；乌江麻

柳嘴和武隆2个断面年度总体水质分别为Ⅱ类和

Ⅰ类。

从各月情况来看，嘉陵江和乌江5个监测

断面中，4月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0.0%，

其余各月均为100.0%。其中，临江门断面4月

水质为Ⅳ类，主要影响因子为石油类。

2010年，在3-10月藻类水华爆发敏感期，

库区长江38条主要支流总体水质Ⅰ～Ⅲ类的断

面比例为81.6%～98.8%，Ⅳ类为1.2%～8.6%，

Ⅴ类为0.0%～6.1%，劣Ⅴ类为0.0%～6.1%，

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月平均值为90.1%，主

要影响因子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五日生化

需氧量。

表5-2  2010年三峡库区嘉陵江及乌江断面水质类别

图5-1  2010年三峡库区长江主要支流水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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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月情况来看，5月、6月和8月水质相

对略差。与上年同期相比， 7月和10月库区主

要支流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有所上升，3-5月

和8月有所下降，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月平均

值下降约1.1个百分点。

表5-3  2010年3~10月三峡库区长江主要支流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5.3  库区支流营养及水华状况

5.3.1  营养状态

采用叶绿素a、总磷、总氮、高锰酸盐

指数和透明度等5项指标计算综合营养状态指

数，评价水体综合营养状态。结果表明：三峡

库区长江38条主要支流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较上

年同期有所加重。

2 0 1 0 年 3 - 1 0 月，库区长江主要支流

水体处于富营养状态的断面比例范围为

20 .8%～47 .6%，月平均为34 .0%，比上年

增加了7 .1个百分点；处于贫营养和中营养

状态的断面比例范围分别为0 .0%～4 .9%和

5 2 . 4 %～7 8 . 0 %，月平均值分别为2 . 1 %和

图5-2  2010年三峡库区长江主要支流水体综合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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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受蓄水影响，库区支流回水区水体

的富营养化程度明显重于非回水区。其中，

回水区水体处于富营养状态的断面比例为

10.4%～66.7%，月平均为38.8%，高出非回水

区约12个百分点。

2010年，三峡库区长江38条主要支流的

82个监测断面中，综合营养状态处于富营养的

断面有24个，包括2个中度富营养状态断面和

22个轻度富营养状态断面。在24个富营养状

态断面中，有18个处于回水区，依次为苎溪河

关塘口、苎溪河南门口、桃花溪朱家湾、香溪

河泗湘溪、渠溪河渠溪河大桥、渠溪河大胜、

龙溪河磨刀溪、清溪河拖板桥、御临河御临河

江口、草堂河草堂大桥、万州区瀼渡河瀼渡大

桥、黎香溪大岩、五桥河沱口养老院、黄金河

老龙滩大桥、碧溪河溪家阁、龙河金竹滩、东

溪河磊河和石桥河河溪口；有6个断面处于非

回水区，依次为桃花溪李家湾、五桥河交警大

队、龙溪河运输桥、赤溪河高跳登、黎香溪两

汇镇和御临河御临镇。

图5-3  2010年3~10月三峡库区长江主要支流水体综合营养状况

5.3.2  水华状况

2010年，在库区香溪河、童庄河、大宁

河、梅溪河、磨刀溪、汤溪河、小江、龙河、黄

金河、东溪河和池溪河等主要支流回水区有水华

出现，水华优势种主要为硅藻门的小环藻、甲藻

门的多甲藻、绿藻门的衣藻和蓝藻门的束丝藻及

微囊藻。水华主要发生在春季和秋季，季节性转

变明显，春季水华的优势种主要为硅藻门的小环

藻和甲藻门的多甲藻，秋季水华的优势种主要为

绿藻门的衣藻和蓝藻门的微囊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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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健康状况

第6章  人群健康状况

6.1  基本情况

2010年，三峡库区人群健康监测点在奉

节县增加了两个乡镇，调换了一个乡镇，其他

各监测点布设均与上年相同，包括重庆市主城

区、重庆市丰都县、万州区、奉节县，以及湖

北省宜昌市等19个乡镇、街道。本年度监测总

人口为721699人，比上年增加91842人。其中，

男性369421人，女性352278人，男女性别比为

1.05:1；城镇人口252287人，农村人口469412

人。监测点内各级卫生机构共316个，比上年减

少18个；医疗机构病床数为4383张，比上年增

加833张；各级各类卫生人员5117人，比上年增

加999人，主要与部分监测乡镇变化及卫生机构

调整有关。

6.2  生命统计

6.2.1  出生与死亡

2010年，重庆、丰都、万州、奉节和宜

昌监测点内共出生5821人，其中男性3080人，

女性2741人，男女性别比为1.12:1，出生率为

8.07‰，比上年增加13.82％；共死亡4179人，

死亡率为5.79‰，比上年减少17.81％；其中男

性2473人，女性1706人，死亡率分别为6.70‰

和4.84‰。

重庆、丰都、万州、奉节和宜昌监测点

的出生率分别为6.81‰、11.33‰、6.39‰、

9 . 5 1 ‰和7 . 1 7 ‰；死亡率分别为5 . 2 4 ‰、

6.48‰、6.38‰、3.8‰和6.89‰；与上年相

比，重庆、丰都、万州和宜昌点的出生率分别

上升25.88%、16.09%、13.70%和7.01%；重庆

和万州点死亡率分别上升5.65%和18.59%，丰

都、奉节和宜昌点的死亡率分别下降8.35%、

25.05%和6.64%。

各监测点共报告婴儿死亡30例，其中男婴

18例，女婴12例，婴儿死亡率为5.15‰，比上

年下降4.03个千分点。

6.2.2  死因分析

根据ICD-10疾病分类标准，2010年各监测

点人群死因居前五位的依次为循环系统疾病、

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损伤中毒和消化系统疾

病，死亡率分别为212.84/10万、155.06/10万、

78.84/10万、50.58/10万和23.97/10万，引起的

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6.76%、

26.78%、13.62%、8.73%和4.14%，累计为

90.02%。

与上年相比，前五位死因顺位保持不变，

死因构成总体变化不大。其中，循环系统疾病

和消化系统疾病引起的死亡率有所上升，分别

上升2.73%和14.56%，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

病和损伤中毒引起的死亡率均下降，分别下降

3.82%、2.09%和21.47%。从不同性别看，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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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性前五位死因顺位均与总体顺位一致，男

性死亡率均高于女性。从不同地区看，人群死

因顺位有所不同，重庆、万州监测点死因顺位

与总体顺位一致；丰都点前4位死因顺位与总体

一致，第5位为内分泌疾病；而宜昌点前两位与

总体一致，第3位为损伤和中毒；奉节点第1位

与总体一致，第2位为呼吸系统疾病，第3位为

恶性肿瘤。

6.3  疾病监测

6.3.1  传染病监测 

2010年，监测点内共报告法定传染病病

例4345例，发病率为602.07/10万，比上年下降

7.80%；死亡1例，死亡率0.14/10万；无甲类

传染病病例报告。发病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丰都

点（960.51/10万），重庆点（684.54/10万），

宜昌点（621.55/10万），万州点（504.73/10

万）和奉节点（306.43/10万）。与上年相比，

丰都和宜昌监测点总发病率分别上升8.88％和

4.27％，奉节、重庆和万州监测点分别下降

17.62%、15.67%和3.96％。所有监测点各月均

有传染病病例报告，无暴发疫情报告。其中，

乙类传染病1-11月报告病例数波动不大，12月

报告发病数相对较低；丙类传染病疫情在4月、

5月、6月、7月和9月病例数偏高，主要因手足

口病、腮腺炎、出血性结膜炎和其他感染性腹

泻病报告病例较多所致。

各监测点共报告乙类传染病13种 (不含

HIV)，病例数2290例，发病率为317.32/10万，

比上年下降5.90％。各监测点乙类传染病发

病率以宜昌点最高，为494.92/10万，万州点

最低，为158.82/10万。与上年相比，宜昌和

重庆监测点发病率较上年分别上升14.64％和

9.51％，奉节、万州和丰都监测点分别下降

29.27%、24.70%和2.36％。乙类传染病发病数

居前五位的病种分别为病毒性肝炎 (129.14/10

万)、肺结核 (105.31/10万)、梅毒（32.70/10

万）、痢疾（31.45/10万）和淋病（14.97/10

万）。与上年相比，乙类传染病病种增加了出

血热和乙脑，减少了疟疾；乙肝、丙肝、戊

肝、肝炎未分型、痢疾、艾滋病、淋病、梅

毒和狂犬病发病率较上年有所上升，其余病种

发病率均有所下降。与水库蓄水有关的介水传

染病甲肝(1.22/10万)、痢疾(31.45/10万)和伤寒 

(0.28/10万)仍处于较低发病水平，与生物媒介

变化有关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出血热报告病例1

例、乙脑病例3例，钩体病、登革热和疟疾无病

例报告。

各监测点共报告丙类传染病6种，病例

数2055例，发病率为284.75/10万，比上年下

降9.83％。丰都、万州、重庆、宜昌和奉节

监测点发病率分别为524.18/10万、345.91/10

万、256.80/10万、126.63/10万和72.42/10万。

奉节、丰都和万州监测点较上年分别上升

76.16%、20.42%和9.95%，重庆和宜昌监测点

分别下降39.02%和22.98%。

6.3.2  地方病监测

2010年，重庆、万州、丰都、宜昌和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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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监测点开展了碘缺乏病监测。采用触诊法

进行碘缺乏病调查，共抽样调查8～12岁儿童

1107人，其中甲状腺I度肿大52人，肿大率为

4.70％，比上年略有下降，属于轻度流行。丰

都、万州和宜昌监测点人群甲状腺肿大率分别

为6.85％、7.14％和0.74％。居民食用盐检测

1664户，其中1658户食用碘盐，碘盐覆盖率为

99.64％，比上年上升0.20个百分点；合格碘盐

1608户，碘盐合格率96.98％，下降0.83个百分

点；合格碘盐食用率为96.63％，下降0.66个百

分点。碘盐覆盖率、碘盐合格率和合格碘盐食

用率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主要与2010年丰都

县继续全面推进消除碘缺乏病控制工作，加强

非碘盐监管等有关。

2010年，奉节县和宜昌市开展了地氟病

监测，共调查543人，发现病人56例，阳性率

为10.31%，病例均分布在奉节。奉节阳性率达

41.18％，与上年相比上升32.88%。

6.3.3  血清学监测   

2010年，宜昌监测点对152人份血清标本

进行了出血热抗体检测，阳性率为5.26%，对

101人份血清标本进行了钩体病抗体检测，阳性

率为45.54%；丰都、万州、奉节和宜昌监测点

共对652人份血清标本进行了乙脑抗体检测，阳

性率为43.71%。

6.4  生物媒介监测

6.4.1  鼠型动物监测

2010年，三峡库区各监测点室内平均鼠密

度为2.55%，高于上年，户外鼠密度为2.56%，

略低于上年，但二者均低于2003年蓄水前五

年（1999-2003年，下同）平均值（3.94%和

4.22%）。室内秋季鼠密度高于春季鼠密度、

户外春季鼠密度高于秋季鼠密度。春季室内鼠

密度低于户外鼠密度，与上年相同，分别为

2.20%和2.77%；秋季室内鼠密度高于户外，与

上年相反，分别为2.85%和2.39%。各监测点室

内鼠密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丰都点（6.46%）、宜昌点

（2.42%）、奉节点（2.12%）、重庆点（1.99%）、万

州点（0.79%）；户外鼠密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丰都点

（6.79%）、万州点（2.86%）、重庆点（2.30%）、奉

节点（1.96%）和宜昌点（1.87%）。

室内优势鼠种为褐家鼠，占32.18%；其次

是小家鼠，占31.03%。户外食虫目小兽(主要为

四川短尾鼩)仍居绝对优势，占35.06%；黑线

姬鼠占14.94%，居第2位，比上年增加6.08个百

分点。黑线姬鼠作为汉坦病毒和钩体的宿主动

物，近年来一直稳定在第2、3位。

6.4.2  蚊类监测

2010年，畜圈、人房成蚊总密度分别为

132.19只/间•人工小时和22.39只/间•人工小时，

畜圈密度高于上年，人房密度低于上年，均低

于2003年蓄水前五年平均值(198.57只/间•人工

小时和63.97只/间•人工小时)。从各监测点情

况看，人房成蚊密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万州点

(41.60只/间•人工小时)、重庆点(37.56只/间•人

工小时)、奉节点(18.16只/间•人工小时) 、宜昌

点(10.00只/间•人工小时) 和丰都点(7.72只/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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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小时)；畜圈成蚊密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万州点

(205.76只/间•人工小时)、宜昌点(180.56只/间•

人工小时)、奉节点(173.96只/间•人工小时)、重

庆点(151.77只/间•人工小时)和丰都点(69.49只

/间•人工小时)。与上年相比，重庆、奉节和宜

昌监测点畜圈成蚊密度有所上升，丰都、万州

监测点有所下降；奉节点人房成蚊密度有所上

升，其余监测点均有所下降。

人房和畜圈5-9月成蚊密度按旬变化趋势基

本相同。人房成蚊密度首次高峰出现较早的是

奉节点、宜昌点和丰都点（6月上旬），较晚的

是万州点（7月）和重庆点（6月下旬）。畜圈

成蚊密度高峰出现最早的为宜昌点在6月上旬，

奉节点在6月下旬，其余监测点在7月下旬。从

成蚊种群构成分析，人房与畜圈均以骚扰阿蚊

居多，分别占总蚊数的70.29%和78.36%。人

房中，致倦库蚊居第2位，占20.13%，中华按

蚊、淡色库蚊和三带喙库蚊分列第3～5位。畜

圈内，中华按蚊居第2位，致倦库蚊、三带喙库

蚊和淡色库蚊分列第3～5位。与上年相比，人

房中除致倦库蚊和中华按蚊比例有所上升外，

其余蚊种有所下降；畜圈中致倦库蚊和三带喙

库蚊比例略有上升，淡色库蚊略有下降，骚扰

阿蚊和中华按蚊基本持平。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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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施工区环境质量状况

7.1  水文气象

7.1.1  水文特征

2010年，三峡枢纽下游的黄陵庙水文站实

测资料统计结果表明：全年平均流量为12800立

方米/秒，最大流量为41500立方米/秒，出现在

7月27日，最小流量为5010立方米/秒，出现在1

月2日；全年平均输沙率1.04吨/秒，平均含沙量

0.081千克/立方米，断面最大平均含沙量0.490 

千克/立方米，出现在7月23日，最小平均含沙

量0.001千克/立方米，出现在11月8日。与上年

度相比，三峡工程施工区水文特点表现为：年

平均来水量略有增加，年平均输沙率和平均含

沙量均有所减小。

表7-1  2010年黄陵庙水文站流量逐月统计

表7-2  2010年黄陵庙水文站含沙量逐月统计

单位：千克/立方米

7.1.2  气候特征

2010年，三峡坝区气候主要特点为温和少

雨，各月气温多属正常，但降水偏少。

● 降水

施工区年降水量为889.0毫米，较多年平均

偏少18.5%。各月降水分布极为不均，降水主

要集中于4-9月份，日最大降水量为38.5毫米，

出现在6月7日。全年连续降水日数最长为13

天，出现在7月份，全年连续无降水日数最长达

25天，出现在11-12月份。

● 气温

施工区年平均气温为16.9℃，与常年基本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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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年极端最高气温为39.6℃，出现在7月2日，

年极端最低气温为-1.4℃，出现在1月14日。

● 风速

施工区全年平均风速1.1米/秒，极大风速

18.4米/秒，出现在7月29日；全年风向多变，年

最多风向为N，出现频率为15%。

表7-3  2010年三峡坝区气象要素统计

7.2  空气质量

施工区（办公生活区和施工作业区）环

境空气质量评价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1996）。

2010年，施工区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平均浓

度为0.008 毫克/立方米，达到一级标准，比上年

下降0.003毫克/立方米，日平均浓度全部达到一

级标准。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为0.018毫克/立方

米，达到一级标准，比上年下降0.006毫克/立方

米；日平均浓度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级标准，其

中一级、二级所占比例分别为99.3%和0.7%。

施工区总悬浮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为0.153毫

克/立方米，达到二级标准，比上年上升0.011

毫克/立方米。其中，办公生活区的总悬浮颗

粒物日平均浓度达一、二级标准的比例分别为

38.2%和58.3%，其余达三级标准；施工作业区

的总悬浮颗粒物日平均浓度达一、二级标准的

比例分别为36.1%和59.7%，其余达三级标准。

与上年相比，施工区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

和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均有所下降，降幅分别

达27.3%和25.0%；总悬浮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则

略有上升，升幅为7.7%。总体来看，施工区环

境空气质量呈好转趋势。

7.3  水质

依 据 《 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3838-2002），选取pH、溶解氧、氨氮、化

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挥

发酚、氰化物、砷、六价铬、铜、铅、镉13项指

标对施工区长江干流水质进行评价，近岸水域水

质评价增加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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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长江干流和近岸水域各断面水质

良好，年度水质类别均达到Ⅱ类标准。与上年

相比，长江干流太平溪、乐天溪2个断面年度水

质类别均保持不变，仍为Ⅱ类；近岸水域3个监

测点的年度水质类别均由Ⅰ类变为Ⅱ类。长江

干流太平溪和乐天溪2个断面粪大肠菌群年平均

浓度明显下降，其余监测指标浓度相对稳定；

近岸水域上、下引航道及副坝监测点各监测指

标浓度变化不大。

表7-4  2010年施工区长江干流断面水质类别

表7-5  2010年施工区长江近岸水域水质类别

7.4  噪声

2010年，施工区办公生活区昼间、夜间环

境噪声平均值分别为54.7分贝和48.1分贝，分别

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Ⅰ类标

准和Ⅱ类标准；与上年相比办公生活区昼间、

夜间环境噪声平均水平分别下降1.6分贝和0.2分

贝。施工作业区昼间、夜间环境噪声平均值分别

为53.8分贝和50.2分贝，均符合国家《工业企业

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87-85）中生产车间及

作业场所噪声限值的要求，与上年相比施工作

业区昼间、夜间环境噪声平均水平分别上升3.1

分贝和5.3分贝。边界外敏感点噪声符合《建筑

施工场界噪声标准》（GB12523-90）噪声限值要

求。施工区交通噪声全年平均值为69.8分贝，比

上年上升7.3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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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研究

8.1 万州典型区生态环境监测研究

2 0 1 0年，继续开展标准径流场对比试

验，跟踪监测不同土地利用模式的土壤水分、

土壤养分及水土流失状况。

8.1.1  坡耕地粮经果复合垄作模式试验

坡耕地粮经果复合垄作模式营建9年，

土壤保蓄水能力明显增强。对比同一监测日

不同土地利用模式土壤含水量，粮经果复合

垄作最高，粮经果复合平作其次，纯粮顺坡

平作（对照）最低。从不同监测日土壤含水

量比较来看，与对照相比，雨日后2天、4天

和8天粮经果复合垄作模式土壤含水量分别增

加17.56%、30.98%和15.95%，粮经果复合平

作模式土壤含水量分别增加6.28%、4.52%和

1.50%。从雨日后不同模式土壤含水量的变化

率来看，粮经果复合垄作最小，粮经果复合平

作其次，纯粮顺坡平作最大。从不同季度同一

模式土壤含水量的变化率来看，第三季度变化

大于第一、二季度，这与季度内地面作物生长

需水和地表覆盖密切相关。

粮经果复合垄作模式实行免耕、少耕，土

壤结构显著改善，土壤中出现了较为稳定的水

气条件，在相同施肥情况下，土壤中各养分含

量明显高于粮经果复合平作和纯粮顺坡平作。

与纯粮顺坡平作相比较，粮经果复合垄作模式

除全钾降低外，土壤养分含量增幅分别为有机

质19.36%、全氮34.70%、全磷11.10%、碱解

氮6.98%、速效磷10.94%和速效钾18.60%。粮

经果复合平作模式由于采用了农林复合与等高

耕作，其培肥土壤和减少土壤养分流失的效益

高于纯粮顺坡平作，对土壤肥力的提高也有较

大的贡献，除全钾降低外，土壤养分含量均高

于纯粮顺坡平作，增幅分别为有机质7.93%、

全氮13.49%、全磷9.33%、碱解氮4.19%、速

效磷5.34%和速效钾7.27%。由于果树对钾的

需求导致土壤全钾含量逐年降低，粮经果复合

垄作和粮经果复合平作与纯粮顺坡平作相比，

土壤全钾含量分别减少2.52%和1.97%。

 粮经果复合垄作变顺坡翻耕耕作为等

高垄作，垄沟结合，拦蓄和沉积了径流、泥

沙，而且粮经果立体复合，增强了地表覆盖，

与纯粮顺坡平作比较，土壤侵蚀量和地表径

流量分别减少97.41%和78.31%。粮经果复合

平作由于采用农林复合，果树繁茂的枝叶减

小了裸露的地表面积，截留了降雨，降低了

雨滴的击溅侵蚀，果树发达的根系固持了土

体，减小了地表径流的冲刷，因此与纯粮顺坡

平作比较，土壤侵蚀量和地表径流量分别减少

66.71%和48.45%。由于侵蚀泥沙的养分富集

作用以及粮经果复合垄作和粮经果复合平作对

土壤养分的改善，侵蚀泥沙中有机质、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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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磷、全钾、碱解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均

呈：粮经果复合垄作>粮经果复合平作>纯粮

顺坡平作。

8.1.2  陡坡地植物篱模式试验

陡坡地柚－皇竹草植物篱模式营建9年，

植物篱茎叶与篱间果树枝叶的活覆盖、篱间隙

地植物篱刈割茎叶的覆盖，使地表覆盖度达

95%以上，土壤的保蓄水能力不断提高。从雨

日后2天、4天和8天土壤含水量比较来看，植

物篱模式土壤含水量分别比纯粮顺坡平作 （对

照）增加9.62%、11.58%和5.92%。与对照相

比，植物篱模式雨日后不同土层含水量的变化

率有所减小，可见植物篱具有使坡地土壤含水

量变化趋于稳定的作用。

与纯粮顺坡平作对照模式相比，坡地植物

篱由于基部密集茎节的挡土、发达根系的穿插

与固土作用，以及刈割茎叶的枯腐、分解，显

著改善了土壤结构，提高了土壤保肥、培肥能

力，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碱解氮

和有效磷分别提高34.92%、42.97%、18.68%、

2.28%、28.82%和21.40%，速效钾含量比对照

低36.72%。

在植物篱模式中，植物篱形成一个个条

带，截断连续坡面，减小了坡地坡长，使篱

带间坡度变缓，阻滞、拦蓄和分散了地表径

流，使土壤颗粒在篱前淤积，水土保持效果

明显。与纯粮顺坡平作对照模式比较，植物

篱模式下土壤侵蚀量和地表径流量分别减少

90.7%和96.9%。

8.2 秭归典型区生态环境监测研究

秭归典型区地处三峡库首地区，海拔600

米以下区域为柑桔产业带，主要栽植甜橙类经

济林果；海拔600米以上区域为传统农业分布区

和林区，农业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花生和水

稻类粮经作物，而小麦、玉米和花生多分布于

坡耕地。

8.2.1  坡面水土和养分流失监测试验

自柑桔产业带到1000米以上中高海拔的

坡耕地分布区，52个样点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19.17±7.23克/千克，60%土壤有机值含量低于

20克/千克；土壤全氮含量为1.12±0.36克/千克，

80%土壤全氮含量低于1.5克/千克；土壤全磷含

量为0.47±0.24克/千克，70%土壤全磷z含量低于

0.5克/千克；土壤全钾含量为116.49±35.1克/千

克，土壤全钾含量低于11.0克/千克样品比例不到

3%。氮、磷和有机质含量偏低仍是区域坡耕地

土壤肥力的重要限制因子。

由于水土流失和化肥过量使用，区域土壤

有机质、全氮、全磷和全钾含量降低，而大多

径流观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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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土壤速效氮磷钾含量增高。与2005年定位土

壤肥力监测结果相比，2010年61%土壤有机质

含量下降，平均下降近20%；60%土壤全氮含

量下降，平均下降24%；67%土壤全磷含量下

降，平均降幅24%；89%土壤全钾含量下降，

平均降幅为15.6%。60%土壤碱解氮含量上升，

平均上升幅度为30.1%；64%土壤速效磷含量上

升，升幅为18.7%；50%土壤速效钾含量上升，

上升幅度为85.1%。有机质、全氮和全磷含量

下降可能与水土流失引起的养分流失有关；土

壤全钾含量降低是紫色土风化和淋溶过程的必

然趋势；速效氮磷钾含量与土壤养分全量有

关，受作物施肥的残效养分影响，过量养分残

余容易提高氮磷面源污染负荷。

8.2.2  坡面生态农业模式示范研究

采取生态模式控制水土流失和农业面源污

染，培肥土壤，提高地力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本监测以常规脐橙园、常规小

麦—花生和常规小麦—玉米模式的坡耕地为对

照，分析套种香椿、紫花苜蓿、黄花菜和香根

草等高植物篱技术，柑桔园秸秆覆盖技术、柑

桔园套种白三叶草技术、坡耕地浅垄作少耕及

残茬植物篱技术等生物措施控制水土和养分流

失的效果。

2010年监测结果显示，与常规模式相比，

小麦—花生套种香椿等高植物篱的坡面径流

系数、产沙量和氮磷流失量分别减少29.2%、

73.9%、23.5%和28.4%；小麦—花生套种紫花

苜蓿等高植物篱的坡面径流系数、产沙量和

氮磷流失量分别减少23.6%、70.7%、28.6%和

27.4%；小麦—玉米套种香根草等高植物篱的

坡面径流系数、产沙量和氮磷流失量分别降低

2.6%、58.8%、10.4%和59.7%。脐橙园采用黄

花菜等高植物篱较常规脐橙园坡面径流系数和

产沙量分别降低36.6%和50.6%。

与常规脐橙园相比，脐橙园采用秸秆覆

盖坡面径流系数和产沙量分别减少16.2%和

12.8%，脐橙园套种白三叶草小区的坡面径

流系数和产沙量分别减少28.8%和38.5%。与

小麦—花生模式相比，采用黑麦草—大豆模
山地聚落

脐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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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径流系数、产沙量和氮素流失量分别减少

16.0%、63.1%和30.5%。与小麦—玉米常规管

理相比，采用浅垄作少耕残茬等高植物篱技术

坡面径流系数、产沙量和氮磷流失量分别减少

8.3%、54.6%、10.6%和41.9%。

浅垄作少耕残茬等高植物篱模式种植小

麦—玉米较常规小麦—玉米模式两茬均增产

23%以上，具有较好的经济生态效益。

8.3  消落区生态环境监测研究

8.3.1  土壤理化特征

2010年，对三峡库区消落区的自然生长

区和生物治理区的土壤重金属含量和土壤养

分情况进行调查。根据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一级标准对库区消落区土壤

进行评价。

2010年退水后（5月），自然生长区土壤

重金属含量监测结果显示，水库上段（丰都以

上）和下段（奉节以下）的消落区土壤重金属

含量偏高，中段地区（除奉节外）偏低，除镉

含量超过一级标准外，土壤重金属含量均符合

国家一级标准。土壤养分含量调查结果显示，

库区消落区中段地区（万州）平均含量偏高，

上段和下段地区偏低。

对水库生物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消落区

综合治理区（包括开县和奉节调节坝）的土壤

理化特征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土壤重金属含量

分布特征为调节坝后的汞、铬、镉、铅、铜、

锌和锰分别比调节坝前的高11.73%、9.03%、

166.27%、17.99%、4.97%、8.94%和43.17%，

而全砷和全铁分别低15.42%和13.35%；土壤养

分指标含量分布特征为调节坝后的全钾、有效

磷、有效钾、铵态氮和硝态氮比调节坝前的低

13.96%、65.82%、31.10%、15.58%和8.47%，

而有机质、全氮和全磷分别高97.26%、36.61%

和30.63%。植被恢复区（忠县和秭归）土壤重

金属砷、铬、铅、锌、铁和锰的含量比自然生

长区低6.51%、4.21%、8.93%、6.48%、6.83%

和14.06%；土壤汞、镉和铜含量也比自然生

长区分别低12.38%、38.84%和0.78%；土壤有

机质、全氮、有效磷、铵态氮和硝态氮比自

然生长区分别高42.62%、13.90%、145.44%、

26.52%和73.18%，而全磷、全钾和有效钾分别

低17.70%、15.86%和1.10%。

2010年蓄水前（9月），对位于海拔165-175

米区间的消落区土壤重金属含量进行调查的结

果显示，忠县自然生长区土壤重金属含量高于

植被恢复区，开县和奉节调节坝后的土壤重金

属含量高于坝前。其中，镉的含量超过一级标

准，其他重金属含量均低于一级标准，该结果

与退水后土壤重金属的监测结果相似。土壤养

分调查结果显示忠县植被恢复区大部分土壤养

分含量均高于自然生长区，开县和奉节调节坝

后的土壤养分含量高于坝前值。

8.3.2  植被恢复状况

2010年退水后，在消落区上部（165m以

上），形成了以狗尾草为优势种，龙葵为亚优

势种的主要植物群落，还存在狼杷草群落、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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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蒿群落、十字马唐群落和野黍-葎草共优群

落等。在消落区中部（155-165m），主要植

物群落类型为狗牙根-水花生-苍耳-狼杷草群落

以及狗尾草群落和狼杷草群落。在消落区下部

(145-155m)，由于环境因子影响显著，狗牙根

的竞争力最强，其所代表的单优群落贡献率达

61.49%，狗尾草、扁穗莎草和苍耳等也形成了

各自的群落，但竞争力明显不足。此外消落区

中上部区域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和均匀度均显

著高于下部区域，植被β多样性上部和中部差异

不显著，但下部明显偏低。

2010年蓄水前，忠县、开县、云阳、奉

节、巫山、巴东、秭归和兴山等地消落区调

查结果显示，消落区共有维管植物19科75属86

种，没有发现物种数大于10的种属，寡种属和

单种属物种占总物种的91.61%。植被生活型以

草本植物为主，其中一年生草本所占物种数比

例为51.60%，多年生草本为37.80%，乔木、灌

木以及藤本的比例较小。

8.4  地下水和土壤潜育化特征

2010年，在长江中游四湖地区的洪湖石码

头至小港农场一线继续开展地下水动态和土壤

潜育化指标监测。

8.4.1  地下水动态

地下水监测剖面由5组10个地下水长期观测

孔组成，距长江堤岸的距离分别为1.5千米、3.0

千米、5.0千米、8.5千米、13.0千米，代号分别

为A、B、C、D、E，观测孔内径0.11米，承压

水观测孔深约35米，潜水观测孔深约5～7米。

各观测孔地下水位年平均值在21.49～22.43

米之间，年内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分别为

22.73～23.82米和20.76～21.90米，年内变幅

为0.98～2.54米。承压水位、潜水位分别在

20.76～23.82米和20.96～23.50米，跨幅分别达

3.06米和2.54米。

表8-1  2010年洪湖石码头至小港农场各观测孔地下水位

 各观测孔承压水位和潜水位月平均值

变动范围分别为20.89～23.08米和21.10～23.10

米。月平均最高水位全出现在7月份；月均最低

水位常出现在1、2月份，以2月居多。从全年来

看，3月份水位就开始显著升高，4-10月份为高

水位期， 7月达到最高值，高水位期较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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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2个月，10月下旬以后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2010年地下水水位上升早、降低晚，全年平均

地下水位高于上年。

8.4.2  土壤潜育化状况

2010年，沿小港农场至石码头一线按夏冬

两季监测了20个土壤剖面的土壤潜育化状况，

监测指标包括土壤含水量、pH、氧化还原电

位、还原性物质总量、活性还原物质含量和亚

铁含量等。

从总体状况来看，氧化还原电位范围

是 7 3～ 5 6 6毫伏，还原性物质总量范围是

0.10～11.63厘摩尔/千克，平均值为2.54厘摩尔/千

克。活性还原物质含量范围是0.10～10.07厘摩

尔/千克，平均值为1.82厘摩尔/千克；亚铁含

量范围是0.003～0.683厘摩尔/千克，平均值为

0.162厘摩尔/千克。与上年相比，还原性物质总

量和活性还原物质含量有所增加。

8.5  河口水盐和土壤盐渍化特征

8.5.1  水盐动态

2010年，在陆海界面长江河口区域继续开

展水盐动态和土壤盐渍化监测工作。在长江北

支河口地区布设寅阳、大兴和兴隆沙3个监测断

面，距长江北支入海口的距离分别约为4千米、

22千米和35千米。3个监测断面均沿南北方向垂

直于江堤，每个监测断面在距江堤不同远近处

设置3个监测点。监测要素主要为长江水电导

率、内河水电导率、土壤电导率、地下水电导

率和地下水位等。

● 长江水电导率

河口地区各断面年内长江水电导率基本表

现为春秋冬季高、夏季低的变化规律。夏季随

着三监测断面距长江入海口距离的逐渐增加，

江水电导率依次递减，而春秋季寅阳断面江水

电导率有所下降。各断面江水电导率与上年年

均值相比有所降低。寅阳断面江水电导率整体

低于上年，而秋冬季有明显上升趋势。大兴断

面秋季10、11月份江水电导率分别高出2003年

同期98.0%和15.5%。兴隆沙断面江水电导率秋

冬季上升速度较快，其最高值较上年同期增加

33.7%。

● 内河水电导率

河口北岸距口门最近的寅阳断面处内河水

电导率最高，南岸的兴隆沙断面内河水电导率

也较高，中段的大兴断面处电导率测值最低。

寅阳断面春季内河水电导率与上年变动趋势基

本一致，12月份达到下半年最高值，秋季内河

水电导率高值较2006年同期高17%。大兴断面

内河水电导率波动幅度小于往年，下半年整体

监测人员在长江江堤旁采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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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上年同期，但高出2003年同期值。兴隆沙

断面的内河水电导率基本低于往年，年均值较

上年降低33.2%。河口三断面内河水电导率均

与长江水电导率呈极显著正相关，长江水与内

河水电导率存在明显的联动关系。

● 地下水位

河口地区三断面距入海口越近处地下水埋

深越浅。各断面地下水埋深的动态变化基本同

步，表现为夏秋过渡期地下水埋深较大，秋季

地下水埋深呈变浅趋势。三个断面秋冬季节地

下水埋深基本小于上年同期，寅阳、大兴和兴

隆沙典型监测点9-11月地下水埋深均值较上年

同期降低9.6%～12.7%。寅阳断面全年地下水

埋深较浅，9、10月份更低于常年同期；大兴断

面与寅阳断面的规律相近，春秋冬季地下水埋

深较浅；兴隆沙断面秋季地下水埋深较浅，冬

季地下水埋深测值有增加趋势。

● 地下水电导率

三个断面地下水电导率规律存在一定差

异，寅阳和兴隆沙断面夏秋冬季整体呈上升趋

势，大兴断面波动较大，秋冬季呈显著上升趋

势，距入海口最近的寅阳断面高于中段的大兴

断面和上段的兴隆沙断面。寅阳断面典型监测

点地下水电导率年均值较2009年和2006年有较

大幅度上升，且秋冬季节上升幅度较显著；大

兴断面典型监测点处地下水电导率年均值低于

上年；兴隆沙断面典型监测点处3月的地下水电

导率低于往年同期，3月起持续上升，秋季明显

高于往年同期值。寅阳断面地下水与江水电导

率呈显著相关，大兴和兴隆沙断面地下水电导

率则与江水和内河水均呈显著相关。 

8.5.2  土壤盐渍化状况

河口地区三监测断面的土壤电导率与其

距入海口远近相关，距入海口最近的寅阳断面

土壤电导率基本高于大兴断面和兴隆沙断面。

寅阳监测断面土壤电导率基本高于上年同期，

其年平均值增加幅度为39.7%；兴隆沙断面土

壤电导率年均值明显高于上年；大兴断面较

上年有所降低。寅阳断面近年上中层土壤呈

积盐趋势，2010年秋冬季9-12月土壤电导率均

值与2009年和2006年相比，分别上升58.3%和

72.4%。大兴断面近年呈现一定脱盐趋势，而

兴隆沙断面土壤电导率高于往年同期。寅阳断

面与兴隆沙断面上中层土壤电导率与地下水埋

深和地下水电导率均呈显著相关，大兴断面底

层土壤与地下水埋深呈显著相关。

定期采样监测田块的土壤采样分析测试数

据显示，寅阳的秋季土壤含盐量较上升显著，

土壤达轻度-中度盐渍化水平。空间尺度调查结

果表明北支河口区域秋季积盐趋势较为明显，

近年来土壤盐分有上升趋势。江海交汇处土壤

盐分升高幅度较大，表明盐分升高区域主要集

中在江海交汇处。

8.6  河口生态环境状况

8.6.1  水域环境要素

● 水文要素

2010年，河口水域水温分布形态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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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似，但水温值有所变化。春季，长江

口水域表层水温多在16℃以上，底层最低温度

14.4℃，比上年低1.7℃；秋季，近岸区水温大

多低于16.5℃，较上年偏高多于3℃，远岸区水

温高于16.0℃，与上年同期相近。河口水温分

布特征为春季西高东低，秋季近岸高远岸低、

南部高北部低。

长江口水域盐度分布主要受长江冲淡水

和台湾暖流影响。春季，长江冲淡水呈舌状向

东扩张，表层冲淡水伸向东北，底层向东南方

向延展。春季，长江口大部分海域的表层盐度

都低于28.50，最高盐度值为33.25，比上年低

0.43；秋季，长江口盐度呈近岸区低、远岸区

高分布。口门内盐度最低，东南部水域盐度最

高，可达34.07。口门内，盐度呈垂直均匀分

布，口门外盐度呈表层低、底层高的特征。

2010年的最大盐度值与上年相近。

长江口水域透明度主要受长江水冲淡水影

响，呈现河口和近岸低、远岸和外海高分布趋

势，秋季透明度显著高于春季。春季，透明度

分布呈梯度分布：东经122°30’以西，透明度一

般小于1米, 东经122°30’～123°00’，透明度介

于1～2米之间，东经123°00’以东，透明度大于

2米；秋季，口门内透明度介于0.3～0.4米。外

海水域的透明度较高，在1.4～6.5米之间变动。

● 水化学要素

2010年春季长江口河水段表、底层溶解氧

平均含量分别为9.05毫克/升和9.38 毫克/升，均

高于上年同期；秋季河水段表、底层溶解氧平

均含量分别为9.00毫克/升和8.90毫克/升，显著

低于上年同期。长江口海区春季表、底层溶解

氧平均含量分别为9.94毫克/升和9.20毫克/升，

高于上年同期；秋季表、底层溶解氧分别为

7.68毫克/升和6.20毫克/升，低于上年同期。

长江口水域春季和秋季表、底层pH值的差

异均较小，秋季大于春季。与上年同期比较，

河水段和河口海区春季pH值低于上年同期，秋

季高于上年同期。

受长江冲淡水输入影响，长江口水域表、

底层水中化学需氧量分布呈河口、近岸高，外

海低的趋势。春季河水段表层化学需氧量含

量低于上年同期，底层化学需氧量与上年同期

接近；秋季高于上年同期。长江口海区化学需

氧量，春季表、底层和秋季表层与上年同期接

近，秋季底层高于上年同期。

长江口水域磷酸盐浓度平面分布呈河口和

河口附近高、向远岸逐渐降低趋势。与上年同

期相比，河水段表层水磷酸盐春季偏高、秋季

偏低；底层水春季和秋季均偏低。长江口海区

表、底层海水与上年同期接近。

硅酸盐浓度平面分布呈河口内和河口附近

高，向外海方向递减，有明显的浓度梯度。与

上年相比，河水段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河口海

区高于上年同期。

硝酸盐浓度平面分布与硅酸盐相似，河

口内和河口附近高，从河口向外海方向快速递

减，与盐度分布呈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与

上年相比，河水段和河口海区均明显低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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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

亚硝酸盐浓度平面分布存在显著季节差

异：春季口门内和近岸亚硝酸盐浓度较高，远

岸和外海浓度较低；秋季口门外大部分站位比

口门内高，尤其是在表层水体。与上年相比，

河水段亚硝酸盐浓度除了春季底层浓度偏高

外，均低于上年同期，但差异不大；长江口海

区亚硝酸盐浓度春季低于上年同期，秋季表层

偏高、底层偏低。

长江口水域氨氮高值出现在口门内。春

季，大部分水域在2～5微摩尔/升之间变化；秋

季，呈现河口内和近岸高，远岸和外海低的趋

势。与上年相比，河水段春季表层氨氮小于上

年同期，底层浓度无变化；秋季远大于上年同

期。河口海区氨氮高于上年同期。

总氮浓度平面分布呈河口内和河口附近

高、向外海方向递减趋势。与上年相比，河

水段总氮春季高于上年同期，秋季表层低于上

年，底层无变化。河口海区总氮除秋季底层与

上年相似外，其余均高于上年同期。

总磷分布呈口门内和河口附近高、外海低

趋势，最高值出现在河口水域南部。与上年相

比，河水段总磷春季高于上年同期，秋季表层

接近，底层低于上年同期；河口海区总磷均显

著高于上年同期。

● 沉积要素

2010年，长江口水域悬浮体含量春季高于

秋季：春季悬浮体平均含量121.72毫克/升, 秋季

为39.99毫克/升。与上年相比，长江口水域悬浮

体含量春季高于上年同期，秋季则低于上年同

期。

2010年，长江口水域悬浮体中有机颗粒物

含量春季高于秋季。春季悬浮体烧失量平均值

为11.61毫克/升，高于上年同期；秋季烧失量平

均为4.74毫克/升，低于上年同期。 

8.6.2  水域生物要素

● 叶绿素a

长江口水域春季表层叶绿素a浓度最高值达

51.6微克/升，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江口东南角

海域，全区表层叶绿素a平均值为8.0微克/升，

显著高于上年。秋季表层叶绿素a浓度低于春

季，最高值为3.18微克/升，海区表层叶绿素a平

均值为0.53微克/升，略高于上年同期。

● 鱼类浮游动物

2010年春季共捕获鱼类浮游生物1493个。

其中鱼卵1394个，仔稚鱼97尾，隶属于5目7科

8种。春季鱼类浮游生物丰度显著高于上年同

期，但种类丰度有所降低。春季长江口鱼类浮

游生物优势种为鳀和小黄鱼，与上年相比，凤

鲚和松江鲈优势地位降低，小黄鱼首次成为优

势种类。

秋季共捕获鱼类浮游生物220个，其中鱼

卵63个，仔稚鱼157尾，隶属于7目8科12种。与

上年同期相比，鱼类浮游生物丰度和种类数量

变化不大。秋季长江口鱼类浮游生物优势种为

康氏小公鱼和带鱼鱼卵，与上年相比，带鱼保

持其绝对的优势地位，赤鼻棱鳀优势度降低，

康氏小公鱼演替为优势度最高种类。



46

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研究

● 渔业资源

2010年春季共获得49种渔业生物，其中鱼

类29种，无脊椎动物20种。龙头鱼、黄鲫、小

黄鱼和银鲳为鱼类优势种，日本枪乌贼、三疣

梭子蟹、红星梭子蟹、鹰爪虾和葛氏长臂虾为

无脊椎动物优势种。

秋季共获得61种渔业生物，其中鱼类42

种，无脊椎动物19种。带鱼和龙头鱼为鱼类优

势种，鹰爪虾、日本枪乌贼和双斑  为无脊椎

动物优势种。

与上年相比，春季渔业资源种类数量变化

不大，但鱼类种类所占比例有所减少，春季无

脊椎动物种类丰度高于上年。与上年相比，鱼

类优势种组成变化显著：小黄鱼和深海红娘鱼

优势度减小，深海红娘鱼优势地位降低，龙头

鱼、黄鲫和银鲳优势度增加；无脊椎优势种继

续保持其优势地位，优势度有所增加。渔业生

物多样性显著增加，表明长江口渔业资源处于

进一步恢复中，但尚未达到蓄水前水平。

8.7  长江中游湿地监测研究

8.7.1  洞庭湖湿地水文水质

洞庭湖北连长江，南纳洞庭“四水”（湘

江、资水、沅江、澧水），入湖水流主要由“四

水”、长江“三口”（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

和区间来水三部分组成，经洞庭湖调蓄后由城

陵矶（七里山）注入长江，是长江最重要的调

蓄湖泊。据多年资料统计，洞庭“四水”中以湘

江和沅水为主要水源，长江“三口”中则以松滋

口、藕池口入湖水量最大，区间来水所占比例

较小。

2010年1-3月，洞庭湖出湖口城陵矶站来水

量与历年同期相比偏少3成多。7-8月，洞庭湖

流域部分支流发生超警洪水；7月份，螺山、

石龟山、小河咀、南咀、城陵矶、新江口、枝

城、沙道观、弥陀寺、藕池康、藕池管等站达

到年最大水位和年最大流量；螺山、石龟山、

小河咀、南咀、城陵矶等站超警戒水位。9月

份，长江上游干支流来水与历年同期相比略偏

少，洞庭湖出湖口城陵矶站来水偏少3成多。

10月份，洞庭湖水系发生增量来水过程，四水

最大合成流量为7980立方米/秒（15日2时）。

2010年，洞庭湖城陵矶站和螺山站最大沙峰来

自洞庭湖的“桃花汛”，出现在4月23日，最大

单沙分别为0.561千克/立方米和0.539千克/立方

米，持续时间较短。

2010年4-10月期间，洞庭湖10次调蓄过程

的总入湖水量为798.9亿立方米，总出湖水量为

531.4亿立方米，总调蓄水量为267.5亿立方米。

“四水”来水量占洞庭湖水系来水的68.3%以上，

长江“三口”来水所占比例在8.1％～16.5％。其

中，4-5月螺山站流量的49%来自“四水”来水，

其余时段螺山站流量的四分之三来自长江，

1-5月间长江经“三口”对洞庭湖补水总体比较明

显；6-10月，出湖口城陵矶站流量的75%来自

“四水”来水，其余时段49.3%来自“四水”来水。

2010年，洞庭湖上游来水水质较好，湘

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水入湖断面，以及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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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口、太平口、藕池口三口入湖断面水质均为

Ⅱ～Ⅲ类。洞庭湖湖区及出湖口8个监测断面

水质以IV类为主，总氮、总磷污染较重，总磷

为IV～V类，总氮为V～劣V类。从各月情况来

看，西洞庭湖区水质波动较大，南洞庭和东洞

庭水质较稳定；洞庭湖出湖口在1、8、9月水质

较差。洞庭湖水体整体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

8.7.2  洞庭湖湿地植被特征

2010年，定点观测结果表明，洞庭湖代表

性群落荻、辣蓼和苔草的生物量具有明显的季

节性特征，洪水前后的物种数、多样性指数、

丰富度和盖度等依群落类型而存在差异。其

中，荻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在各个调查时期无显

著性差异，物种数全年呈明显的“V”型变化，

丰富度以3月最高。辣蓼群落的物种数在各时期

无显著差异，但洪水前的密度、盖度及高度等

特征值要高于洪水后，在12月达到最低水平。

苔草群落的盖度在洪水前要显著高于洪水后，

但洪水后的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高于洪水前。

8.7.3  洞庭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特征

2010年，共开展两次东洞庭水鸟调查。1

月份调查发现51种水鸟共108962只，其中达全

球数量1%标准的水鸟有豆雁和小白额雁。水鸟

种类以雁鸭类为主，豆雁、白额雁和小白额雁

三种雁类占观测总数的50%；罗纹鸭、绿翅鸭

和针尾鸭三种鸭类占观测总数的22%。东方白

鹳、黑鹳和白鹤等珍稀物种数量近几年一直维

持在较低水平。白琵鹭和反嘴鹬数量下降十分

明显。总体上，以浅水滩涂为主要栖息地和以

沉水植被为主要食物的鸟类数量呈下降趋势；

以草滩为主要栖息地的鸟类数量基本稳定，分

布较广。3月份调查共发现36种水鸟共54834

只。由于鸟类从3月初已逐步进入迁徙高峰期，

水鸟数量较1月份调查减少了50%，其中，豆雁

仅监测到64只。

2010年，东洞庭湖麋鹿调查结果显示，麋

鹿种群正处于慢速发展过程中，在逐步适应高

度人为活动干扰下的生境。东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存在黑嘴和飘尾两个独立种群，其中

黑嘴约30头，飘尾约15头。每年8月份湖区涨

水后，麋鹿便退出保护区，10月底进入枯水期

后，麋鹿又重返保护区内。

8.8  长江上游小流域监测研究

2010年，长江上游典型区小流域监测正式

纳入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

● 贵州龙里羊鸡冲小流域

贵州龙里羊鸡冲小流域属长江流域乌江水

系，流域面积11.89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

7.41平方公里，土地利用以林地和农地为主。

羊鸡冲小流域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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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羊鸡冲小流域共迎来降雨57次，

全年降雨量629.5毫米，与上年相比，降雨量

减少177毫米，5-9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69.24%，最大日降雨量为44.8毫米。

坡面径流区监测结果显示，18个不同土地

利用径流小区共产流14次，侵蚀模数大小顺序

为：裸地径流小区>经济林径流小区>草地径流

小区>林地径流小区。

2010年，小流域卡口站共经历到8次较明显

的洪水过程，主要集中在5-8月，其中6月24日迎

来最大一次洪峰过程，洪峰流量3.8立方米/秒。

全年径流总量为62.51万立方米，年径流深220毫

米，年径流系数0.35，径流模数77.46 毫米/（平

方公里·年），卡口站全年推移质总量5.213

吨，悬移质总量86.61吨，年流失总量91.823吨，

侵蚀模数32.33吨/（平方公里·年）。

表8-2  不同土地利用径流小区侵蚀模数

小流域卡口站 毛家湾小流域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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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毕节毛家湾小流域

贵州毕节毛家湾小流域属长江上游赤水河

流域，流域面积1.62平方公里，其中水土流失

面积0.89平方公里。

2010年，毛家湾小流域降雨量为567.6 毫

米，降雨天数为150天，最大1小时降雨量为

46.6毫米。降雨呈双峰态势，相对集中，汛期

降雨占全年降雨量的64%。

2010年，径流小区监测结果显示，共监测

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2011

到3场坡面产流过程，各径流小区产流产沙量

为：25°小区产流量为0.32立方米，产沙量为

0.19千克；15°小区产流量为0.35 立方米，产沙

量为0.18千克。

小流域卡口站平均流量0.008立方米/秒，

最大流量2.85立方米/秒（2010年7月9日），径

流总量为25.17×104立方米/秒；卡口站平均输沙

率0.010千克/秒，输沙量0.032×104吨，输沙模

数198吨/（平方公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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