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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梯级水电工程生态调度准则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水文情势条件下，长江中下游社会经济

和生态环境目标之间以及多种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之间的相互协调原则，提出了三峡梯级水电工程生态调度

准则研究框架。包括: 针对生态环境的刚性需求———最小环境流量的常规生态调度准则; 针对生态环境的柔

性需求———特定生物的繁殖期需求以及生态环境敏感区的脆弱期需求的相机生态调度准则。研究结论将为

三峡梯级水电工程生态调度运行准则提供理论支持，并为梯级枢纽生态补偿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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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筑坝河流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生态补

偿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1 － 7］。目前生态补偿研究多

集中于经济补偿机制及管理措施保障［4 － 7］。经济补偿

是缓解对生态进一步破坏的辅助措施，但由于尚无一

个公认的制度体系，实践过程中阻力较大。因此，本文

将基于目前操作性更强的工程措施［8 － 11］，在梯级枢纽

调节能力允许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水文情势条件

下，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目标之间以及多种生态环境

保护目标之间的相互协调原则，以调整水利工程调度

的方式，提出梯级枢纽生态调度准则，为下游最大限度

地提供生态所需流量及流量过程的保障，对下游河流

生态系统进行补偿。
梯级水电工程生态调度准则的内涵是让梯级水库

合理地承担由于其修建导致的生态环境影响的责任，

其责任大小应该与梯级水电工程造成的影响呈比例，

即梯级水电工程给河流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越

大，其承担的责任也应该越大，反之亦然。因此，在设

计梯级水电工程联合调度的生态补偿准则时，首先需

要考虑梯级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影响评价

的基础上，设定生态调度补偿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

工程调度准则以约束其实时调度，合理安排梯级水电

工程联合调度方式，切实达到减轻或改善河流生态系

统的目的。
笔者参加了“十一五”国家重点科技支撑计划三

峡梯级枢纽生态补偿技术研究，比较系统地识别与分

析了三峡梯级枢纽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并提出了具

体的调控需求。本文在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如

何制定三峡梯级枢纽的生态调度准则，约束三峡梯级

枢纽的调度行为，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

1 生态调度准则框架

目前，三峡及上游梯级水电工程以防洪、发电、航
运等为主要目标，这些目标可以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社

会经济效益。而实现生态目标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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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用经济价值直接衡量，一旦在调度中考虑生态目标，

将会形成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转换。安

全、经济、合理的效益转移将有助于梯级水利工程综合

效益的全面发挥，因此制定合理的梯级水电工程运行

的生态补偿调度准则，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综合

效益的最大化，是本次研究的落脚点。

图 1 梯级水电工程运行的生态调度准则框架

在分析评估长江中下游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基础

上，协调其与社会经济目标的关系，需要考虑不同水文

情势，在梯级枢纽调节能力范围之内，制定合理的补偿

准则，促进综合效益最大化。因此，合理的梯级水电工

程运行的生态调度准则需要综合考虑不同水文情势条

件下，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目标之间以及多种生态环

境保护目标之间的相互协调原则，其总体框架如图 1
所示。

从生态保护需求对社会经济调度的约束强度来

看，分为刚性需求和柔性需求，长江中下游的最小环境

流量要求是刚性需求，而其他生态调度目标则属于柔

性需求; 从不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来看，包

括相容性关系和竞争性关系; 从不同调度期的生态调

度任务来看，除洪水期外，其他调度期基本上不同生态

调度目标之间可以相容; 从不同社会经济调度目标的

重要性来看，生态调度需要服从防洪调度，发电和航运

调度要满足生态环境的刚性需要，兼顾其他需要。
其中，刚性约束是梯级枢纽工程在常规调度中就

必须满足的生态需求，通过控制一定人类活动保障河

流生态环境的最低目标; 柔性需求是梯级枢纽在调度

中需要最大限度满足的生态需求，是保障特定需求应

尽量达到的目标，需要根据水文情势的具体情况相机

补偿河流生态环境需求。

2 生态刚性约束下的常规生态调度准则

长江中下游最小环境流量作为长江三峡及上游梯

级电站生态环境调度的刚性要求，其约束作用的发挥

主要在枯水年的蓄水期和枯水期，由于上游来水减少，

在水资源总量不足的条件下，如何协调各个梯级电站

之间的生态环境保护任务，在保障生态环境用水条件

下尽量减少社会经济代价，是制定基于生态环境刚性

需求的生态调度准则的核心问题。

2． 1 生态环境缺水梯级联合调度准则

长江流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缺水发生的时期主要

在上游梯级水电工程的蓄水期和枯水期，尤其是枯水

年的蓄水期，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矛盾集中

表现，冲突严重，需要基于责权对等、风险共担的原则，

针对梯级水电工程明确责任，制定刚性约束准则，确保

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用水不被挤占，避免由于生态

环境责任不明晰，导致梯级水电工程的生态环境责任

落实不到位，无法追查和问责。
对于三峡梯级枢纽工程，其联合调度准则遵循的

基本原则是责权对等原则，具体落实到各个主要梯级

水电工程就是在生态环境缺水期，按调蓄能力同比例

削减社会经济用水供水量，即同比例削减准则。

2． 2 避免生态环境缺水的梯级错期蓄水准则

由于水文预测水平的限制和长江流域水文情势复

杂多变的特点，对长江流域中下游生态环境缺水的出

现时间和地点的预估和判定具有事先不确定和补救措

施滞后的特点。从未雨绸缪的角度出发，需要合理安

排长江流域上游梯级水电工程蓄放水次序，避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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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蓄水引发或加重生态环境缺水问题。
基于风险共担的原则，需要将可能导致生态环境

缺水的长江流域上游梯级水电工程蓄水期进行合理安

排，减缓集中蓄水暴露的河道内环境流量骤降现象。
目前，葛洲坝以上 6 个梯级水电工程的蓄水时间分别

为: 乌东德与白鹤滩为 8 月份，溪洛渡和向家坝为 9 月

份，三峡为 10 月份，已经较好地安排了蓄放水次序，这

在保障社会经济效益正常发挥的同时，也为避免生态

环境用水集中短缺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三峡工程

运行后，由于蓄水期下游河道内环境流量减少明显，已

经引起了中下游众多生态环境问题。目前，通过对三

峡水库的优化调度研究，2009 年已经将三峡水库的蓄

水时间提前至 9 月 15 日，在 2010 年进一步提前至 9
月 10 日。上述措施的实施，不仅为三峡水库在 2010
年蓄满提供了保障作用，也为缓解长江中下游生态环

境用水瓶颈提供了有利条件。

3 生态柔性约束下的相机生态调度准则

特定保护生物和敏感环境的用水需求，具有随流

域水文情势波动而相应变化的特点，需要结合水文情

势条件，相机解决，才能达到充分利用水电工程调节能

力，使水电工程补水效果最佳的目的。因此，生态环境

针对性需求下的相机调度准则的设定需要首先明确生

态环境的特定需求，根据需求的特点及所处梯级水电

工程的调度期特点，结合长江流域的水文情势和工程

状况，设定相机补偿的启动条件和执行准则。

3． 1 保护鱼类繁殖期环境流量相机调度准则

( 1) “四大家鱼”繁殖期相机启动条件和运行准

则。影响四大家鱼产卵繁殖除了流量指标之外，还有

水位、水温、水体透明度［12］、含沙量、流速紊乱度及涨

水过程，其中，涨水过程包括涨水次数、历时、涨水率

等。四大家鱼产卵繁殖是产卵场条件及水文水力条件

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文献［13］及［14］研究结果，四

大家鱼在江水起涨后 0． 5 ～ 2 d 开始产卵，产卵高峰期

为 5 月中旬至 6 月下旬，水位日均涨水率为 0． 12 ～
0． 36 m /d，涨水量为 0． 73 ～ 5． 28 m，涨水持续时间 4 d
以上。长江流域四大家鱼产卵繁殖环境流需求指标

为: 繁殖期为 4 ～ 7 月，环境流量 8 000 ～ 15 000 m3 /s，
水温大于 18℃，涨水率 1 400 ～ 3 000 m3 /s，持续时间 3
～ 8 d。

鱼类在繁殖季节需要一定流量的涨水过程刺激产

卵，但涨水过程刺激产卵的效果与产卵场的水温条件

密切相关，应监测产卵场的水温，当水温在 18℃以上，

启动人造涨水过程，刺激四大家鱼产卵。人造涨水过

程的持续时间应在 4 d 以上，日涨水率在1 400 m3 /s
以上。

( 2) 中华鲟繁殖期相机启动条件和运行准则。影

响中华鲟产卵繁殖除了流量指标之外，还有水温、含沙

量、流速、水位等因素，中华鲟产卵繁殖是产卵场条件

及水文水力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文献［13］及

［15］研究结果，中华鲟产卵繁殖期为 10 ～ 11 月，适合

于繁殖的水温是 18． 0℃ ～ 20． 0℃，水位是 42 ～ 45 m，

含沙量是 0． 2 ～ 0． 3 kg /m3，底层流 速 是 1． 0 ～ 1． 7
m /s。

中华鲟产卵期为 10 月上旬至 11 月中旬［16］，这期

间水库已处于蓄水阶段，下游河段生态流量的补偿与

水库蓄水之间产生矛盾，为协调二者，建议将水库蓄水

时间提前，尽量将蓄水过程放缓，一方面保证在 10 月

能够相机补水保证中华鲟的产卵; 另一方面在保证防

洪目标的基础上使水库蓄足够水量度过非汛期。在协

调好水电工程蓄水期生态环境最小环境流约束的基础

上，应监测中华鲟产卵场( 主要在葛洲坝以下约 7 km
范围内) 的水温，当水温在 18． 0℃ ～ 20． 0℃之间，含沙

量在 0． 2 ～ 0． 3 kg /m3 之间，可以结合上游来水情况，

相机启动生态调度，在确保最小环境流量 8 000 m3 /s
的基础上，加大梯级水电工程的泄量，尽量维持葛洲坝

出流在 10 000 m3 /s 以上，为中华鲟产卵提供适宜的环

境水流条件。

3． 2 敏感区脆弱期补水启动条件和运行准则

( 1) 洞庭湖蓄水期生态补水相机启动条件和运行

准则。洞庭湖是我国南方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河湖湿

地，被誉为“拯救世界濒危珍稀鸟类的主要栖息地”，

洞庭湖鸟类资源主要集中在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南
洞庭湖自然保护区、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洲滩、河汊

和内湖湿地，根据文献［13］相关研究成果，为洞庭湖

越冬候鸟提供栖息地的最低生态水位为 25 m( 以岳城

为参考站) 。
当岳城水位在候鸟越冬期接近 25 m 时，结合洞庭

湖上游来水情况和长江干流水位( 以城陵矶为参考水

位) 对湖区出流的顶托作用，并考虑三峡及上游梯级

水电工程的蓄水情况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来水情况，及

时加大宜昌断面的环境流量，并同时观测洞庭湖区水

位变化情况，结合发电和航运要求，调整梯级水电工程

的调度方式，兼顾洞庭湖生态水位要求。
( 2) 鄱阳湖蓄水期生态补水相机启动条件和运行

准则。鄱阳湖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通江湖泊，驰名中外

的候鸟栖息地。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大面积的湖

洲草滩、水面、岗丘、沙山、森林以及农田，构成了湖区

独特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加上湖区独特的渔业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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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吸引着众多的鸟类来此栖息。三峡水库建成运行

后，每年 10 月份为水库蓄水期，下泄水量减少，导致长

江对鄱阳湖顶托作用减弱，鄱阳湖出流加快，水位比建

库前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文献［13］相关研

究成果，鄱阳湖的适宜生态水位为 13． 50 m( 以吴城站

为参考站) 。将鄱阳湖越冬候鸟栖息入冬适宜水位

( 以 11 月吴城站为参考站) 换算到 10 月份，得到吴城

站 10 月份适宜于白鹤等越冬候鸟栖息的生态水位区

间为 15． 06 ～ 15． 53 m。将吴城站 10 月生态控制水位

换算到湖口站，得到湖口站 10 月份适宜于白鹤栖息的

生态水位区间为 14． 29 ～ 14． 65 m。
当吴城站 10 月份水位接近 15． 5 m，湖口水位接

近 14． 6 m 时，结合鄱阳湖上游来水情况和长江干流水

位( 以湖口水位为参考水位) 对鄱阳湖区出流的顶托

作用，并考虑三峡及上游梯级水电工程的蓄水情况和

未来一段时间的来水情况，及时加大宜昌断面的环境

流量，并同步观测鄱阳湖区水位变化情况，结合发电和

航运要求，调整梯级水电工程的调度方式，兼顾鄱阳湖

生态水位要求。
( 3) 河口压咸期生态补水相机启动条件和运行准

则。三峡水库汛末 10 月蓄水期，水位逐步升高到正常

蓄水位 175 m，如遇枯水年，蓄水过程延续到 11 月，在

这期间，大通站流量约减少 5 400 ～ 8 400 m3 /s，受淡水

流量减少影响，长江口 10 ～ 11 月份发生咸水上溯，影

响沿江取水。根据文献［13］关于生态水位控制要求

的研究 成 果，大 通 站 控 制 流 量 10 月 份 宜 在 21 000
m3 /s以上，11 月份控制流量宜在 15 000 m3 /s 以上，相

应的宜昌控制断面 10 月份流量宜在 10 500 m3 /s 以

上，11 月份宜在 7 500 m3 /s 以上。
根据大通站 10 月份和 11 月份的流量监测值，当

其低于环境控制流量时，综合考虑宜昌至大通区间的

来水情况，三峡及上游梯级水库的蓄水情况，合理安排

蓄水速率和下泄流量，提高宜昌流量，10 月份按接近

10 000 m3 /s，11 月份按接近 7 500 m3 /s 控制。

4 结 语

对于筑坝河流进行生态补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或减轻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性，不仅需

要经济管理体制的允许，还需要工程措施的保障。目

前来看，经济管理体制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而工程措

施在短期内更为可行和有效。
本文即从工程措施角度，综合考虑不同水文情势

条件下，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目标之间以及多种生态

环境保护目标之间的相互协调原则，通过调整常规调

度规则、制定相机调度规则，均衡协调生态目标及其他

调度目标之间的关系，以期达到综合效益最大。
基于长江中下游生态保护目标，针对生态环境的

刚性需求、特定生物的繁殖期需求以及生态环境敏感

区的脆弱期需求，制定了相应的生态调度准则及补偿

措施。生态环境刚性需求下的生态调度准则包括: ①
基于责权对等原则的生态环境缺水梯级水电工程联合

调度准则;② 基于风险共担原则的避免生态环境集中

缺水的梯级水电工程错期蓄水准则。生态环境针对性

需求下的相机调度准则，包括保护鱼类繁殖期环境流

量相机调度准则和敏感区脆弱期生态环境补水相机启

动条件和运行准则。结论将为三峡梯级水电工程生态

调度运行准则提供理论支持，并为梯级枢纽生态补偿

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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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过建立的 Copula 联合分布函数计算出来

的概率分布与统计方法的结果基本吻合，证明了联合

分布函数的合理性。通过 Copula 函数可以真实反映

三峡工程供水期各样本之间的丰枯遭遇情况。
( 3) 对于不同的运行策略，三峡水库在供水期中

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导致水库运行调度具有不确定性。
通过贝叶斯后验推理分析可知，已知前一月份为枯水

的情况下，后一月份为枯水的概率较大，分析结果为制

定合理的调度方案提供了参考［4］。充分利用推理信

息制定水库调度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来水不确

定性的影响，为水库能够发挥综合效益提供了可靠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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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etness － dryness encounter in TGP water supply period based on Copula function

ZHANG Zhongbo1，ZHANG Shuanghu2，WANG Hao1，2

(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2．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wetness － dryness encounter on operation scheme of TGP in water supply period and
shortcomings of statistic method，Copula combination function is proposed，which can reflect the wetness － dryness connection of
two adjacent periods in water supply period． The calculation result of Copula combination function is basically in agreement with
that of statistical method，proving its rationality． Based on Copula function，a Bayesian network model is established and used to
analyze the wetness － dryness encounter state by prior probability and posterior inference respectively． The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favorable operation probability is smaller by prior probability while unfavorable operation probability is larger by poste-
rior inference． Through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th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by posterior inference can reduce the
adverse influence of inflow uncertainties on water supply，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of TGP during water supply pe-
riod．
Key words: Copula function; wetness － dryness encounter; Bayesian network; water supply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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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operation standards of
Three Gorges cascade hydropower project

ZHU Xueping1，2，WANG Hao2，YIN Junxian2，ZHANG Lili2

( 1． Schoo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2．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operation standards of cascade hydropower projects，and with con-
sideration of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co －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of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also coordination of vari-
ous eco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rgets，we put forward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operation standards of Three Gorges
cascade hydropower project as follows: for the rigid eco － environmental demands，namely the minimum environmental flow，reg-
ular operation standards are prepared; for the flexible demands of eco － environment，namely biological reproductive period of
special species and vulnerable period of sensitive areas，corresponding operation standards are made; and the startup conditions
and operation principles of right time compensation for four major Chinese carps and Chinese sturgeon，Dongting Lake，Poyang
Lake and salinity control in estuaries． The conclusions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cological operation of the Three Gor-
ges cascade hydropower project，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cascade hydropower project; ecological operation standards; regular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in need;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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