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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週年回眸﹕是非功過“三門峽” 
 

 
1957 年 4 月 13 日﹐令人矚目的三門峽大壩正式開工。在三門

峽開工 50 週年之際﹐本文將通過對三門峽建設後半個世紀的是非

功過的回顧﹐表示對中國水利水電歷史上的這一重大事件的紀念。 

自從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一致通過了修建三門峽水電

站決議的時候起﹐作為新中國抗擊自然災害的特大型工程﹐三門

峽已經在風雨飄搖中渡過了半個世紀。與此同時﹐圍繞著三門峽

的選址﹑修建﹑改造和命運的鬥爭﹐也折射出不同時代的人們在

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觀念上的各種衝突。 

 

 
 

三門峽這座新中國在黃河上建立的第一座水壩﹐是盡人皆知



的著名水壩﹐這既不是因為它高超的建設技術﹐也不是因為它產

生的防洪﹑發電效益﹐而是因為它承載著社會各界對大型水壩的

一片斥責。現在﹐幾乎沒有一個批評水壩的宣傳能夠不提到三門

峽﹐全世界所有的反壩人士都會把三門峽作為水壩影響生態環境

的具體實例。確實﹐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全世界範圍內﹐三門峽

水壩也可以說是大型水壩建設中數得上的敗筆。大壩建成後僅一

年多﹐庫區和上游河段的泥沙淤積已經開始威脅到上游重要城市

的安全。後來﹐經過多方研究﹐幾次改造﹐才從原來設計的“蓄

水攔沙”變為“滯洪排沙”﹑最後改為現在的“蓄清排渾”。大

壩最初設計方案和實際運行的效果南轅北轍﹐蓄水攔沙﹑高壩大

庫﹑讓黃河水變清的初衷﹐成了泡影。防洪減災變成了水災搬家。

所有這一切﹐不能不說三門峽是世界大型水電工程中﹐由於泥沙

問題處理不當影響生態環境的典型教訓。 
 

 
 

當社會各界對於三門峽工程進行深刻反思的時侯﹐經常有人

把它歸因為我國水電工程建設的初期人們對水壩可能引發的環境

問題認識不足﹐事實上並非如此。水壩是人類文明逐步進化的產

物﹐在人與自然界的抗爭中﹐人們築壩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現

代的水壩建設技術是幾千年來工程實踐的總結﹐在長期的社會實

踐中人們對水壩可能產生的各種問題﹐早就已經有了足夠的瞭

解。我國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它也離不開水壩的作用）﹐已

經成功的應用了上千年。到 20 世紀初期﹐世界上已經建有成千上

萬座大中小型水壩﹐人們對水壩建設的認識﹐已經達到了相當完

善的程度。然而﹐在 20 世紀 50 年代建造的三門峽所遭遇到的一

切﹐其根本原因不是水壩本身的問題﹐而是由當時的政治環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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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政治教訓。 
現在有一些人﹐完全不顧歷史事實﹐把三門峽的錯誤歸納為

水壩的錯誤﹐並且借機大肆宣揚人類根本就不該在河流上修建任

何水壩的反水壩觀點。例如《中國國家地理》2004 年第 11 期刊登

了一篇關於三門峽的文章﹐文章的內容完全歪曲了當時的歷史事

實﹐把三門峽的錯誤歸結為不應該修水壩。文章中在描述黃萬里

教授敢於堅持對修建黃河三門峽的反對意見的時侯﹐感慨地說﹕

“他的思想在當時太超前了﹐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得到理解。”

作者故意把黃萬里教授的不宜在三門峽修建水壩的意見﹐曲解成

為不能在河流上修建任何水壩。其目的無非就是要告訴讀者﹐似

乎“人類根本就不能在河流上修水壩”是我們今天才認識到的

“真理”。事實上﹐黃萬里教授從不否認壩工在河流治理當中的

作用﹐而且﹐當年認為不宜在三門峽修建大型水壩的絕非黃萬里

一個人。據有關資料記載﹐在 20 世紀 30 年代﹐為了治理黃河水

害﹐荷蘭﹑英國﹑挪威的水利專家都明確指出黃河建壩僅能限於

“削減洪水”﹔帶有明顯掠奪特色的日本水利專家﹐也不敢不把

“水庫不排沙﹐壽命短”﹑“泥沙無法解決﹐全盤工程失敗”說

在三門峽工程的前邊﹐進而強調“分期開發”﹔美國人的認識就

更透徹﹕他們提交給當時中國政府的《治理黃河規劃初步報告》

中﹐根本否定在三門峽築壩﹐建議將建壩地點改移到三門峽以下

100 公里的八里胡同。 
是不是只有外國人高明﹐我們中國的水利專家都沒認識到三

門峽的問題呢﹖不是﹐絕對不是。《中國水利》雜誌編輯部對 1957
年 6 月 10~24 日召開的“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作了詳盡記

錄。記錄中可查閱到﹕70 名專家學者中﹐起碼有溫善章﹑黃萬里﹑

葉永毅﹑梅昌華﹑方宗岱﹑張壽蔭﹑王潛光﹑王屯﹑楊洪潤﹑須

愷﹑李蘊之等十多人﹐即 70 名中的五分之一強﹐明確表示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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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360 米高壩方案。對黃萬里關於“潼關以上將大淤﹐並不斷向

上游發展”﹑張壽蔭的“回水離開西安 40~50 公里﹐淤積也可能

在西安附近發生”﹐以及梅昌華關於移民等問題的警告等等發言

都有記錄。可以說﹐對於三門峽大壩今後可能出現的所有問題﹐

出席會議的專家幾乎都預見到了。然而﹐在那個全國人民一心“超

英趕美”﹑說畝產幾十萬斤都沒有人敢懷疑的年代﹐懷疑“聖人

出﹐黃河清”的人又有幾個﹖在假定黃河水可以變清的前提下﹐

三門峽的設計方案完全是無懈可擊的。當年﹐不管是什麼專家﹐

你不相信上游地區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人民公社）通過植樹造

林﹑水土保持能夠讓黃河水變清﹐那不就是不相信人民群眾﹑不

就是明擺著要拿右派的帽子往自己頭上戴嗎﹖事實很清楚﹐與黃

萬里有相似看法的水利專家絕非一人﹑兩人﹐當時黃萬里和溫善

章敢於堅持他們不同的治黃建議﹐並不是什麼思想超前﹐更不是

什麼堅決反壩﹐而是表現出他們的清醒和執著。 
對於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我們究竟應該反思什麼﹖難道我

們不該去反思政治上的幼稚和衝動﹑反思在工程決策邏輯思維上

的輕浮和浪漫﹖為什麼反倒要誣衊我們的水利專家們的認識水平

有限﹐甚至非要從中得出人類根本就不該修建水壩的錯誤結論。 
 

 
 

水壩建設的社會生態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移民﹑泥沙和生物

多樣性這三個方面。因為三門峽大壩上游本身就有黃河壺口瀑布﹐

所以說三門峽大壩對魚類洄游活動的影響並不明顯。三門峽的移

民問題﹐突出的反映出我國社會形態發展變化的特點。在消除了

私有經濟的大鍋飯時代﹐移民安置似乎沒有特別的困難。所以﹐

當時的移民安置問題也沒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以至於當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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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走入市場經濟以後﹐移民問題已經與農村集體化向市場經濟

轉軌的複雜問題交織在一起﹐可以說至今還有很多歷史遺留問題

需要處理。這些問題從本質上說是我國三農問題的一部分﹐其最

終的徹底解決有待於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國民經濟的發

展。 
在泥沙問題上﹐三門峽工程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其原始設計

的主要目的沒有能夠實現。其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大壩抬高水

位後降低了流速﹐加速上游淤積﹐從而加劇了上游渭河地區的水

災。三門峽的決策失誤主要有兩方面﹕一個是壩址選擇﹐另一個

就是運行方式。壩址選擇的錯誤是無法簡單的加以改變的﹐只能

靠降低水庫運行水位加以彌補（40 年以後修建的小浪底水庫﹐也

可以看成是對三門峽壩址錯誤的徹底更正）。然而﹐對三門峽運

行方式的調整﹐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事實上﹐正是由於三門峽

的失敗﹐迫使我國水利工作者不得不對高含沙河流的水庫運行方

式進行更深入地研究﹑探討﹐經過多次試驗﹑改造之後﹐三門峽

水庫大大降低了水位﹐通過增加底孔排沙等一系列改造措施﹐摸

索出一套適應高含沙河流的“蓄清排渾”的運行方式。為黃河﹐

同時也為世界其它高含沙河流的大壩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現

在這種運行方式已經廣泛地運用在國內外的高含沙量河流上。 
改造後的三門峽已經安全運行幾十年﹐對黃河下游地區發揮

了防洪﹑防淩﹑發電﹑供水﹑灌溉等綜合社會效益。客觀地說﹐

自解放以來黃河從未決口泛濫﹐三門峽水壩絕對是功不可沒的。

如果沒有三門峽﹐誰都難以保證幾十年來黃河下游的安瀾。因為

黃河下游地區的社會城市化程度較高﹐從經濟和社會效益上看﹐

只要發生一次黃河決口﹐其損失恐怕遠遠大於修建三門峽大壩的

所有投入加上在上游淤積造成的全部損失。很多專家批評三門峽

沒有實現防洪減災﹐而是“水災搬家”﹐這是非常形象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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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當初這座水壩壩址沒有選在小浪底或者八里胡同是一個致命

的決策錯誤﹐然而﹐在小浪底水庫沒有建成之前﹐三門峽大壩的

存在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值得的。當我們評論三門峽的作用

的時候﹐我們既不能忘記政治狂熱帶來的教訓﹐也不應該割斷歷

史﹑否認三門峽的歷史作用。應該看到﹐儘管三門峽的壩址選擇﹑

決策﹑建設過程中存在著重大的失誤和諸多的教訓﹐但是﹐在我

國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最終成功的採取了一系列補救措

施﹐三門峽大壩也沒有辜負我們希望﹐自建成之後再沒有讓黃河

發生過一次決口。應該承認改造後的三門峽所創造的社會生態環

境效益﹐總體上還是大於其產生的對社會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 
 

 
 

在小浪底水庫建成之後﹐三門峽防洪功能已經被取代。這時

候三門峽大壩的“水災搬家”的作用已經變成了歷史﹐隨之而來

的是社會各界對三門峽大壩未來命運的各種推測。為了減輕上游

渭河的洪澇災害﹐三門峽的去留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歸

納起來有這樣幾種方案﹕ 
（一）低水位運行發電。這是一種比較客觀地解決問題的辦

法。客觀地說﹐即使沒有三門峽大壩﹐渭河也同樣會存在泥沙淤

積﹐只不過淤積的速度比較慢。而且現在經過三門峽的多年運行﹐

渭河淤積已經積累到一定的程度﹐現在即使完全放空三門峽水庫﹐

渭河也不可能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因此﹐選擇一個不增加現有渭

河淤積的控制水位﹐規定三門峽水庫在該水位以下運行﹐既可以

消除三門峽水庫對渭河的不利影響﹐又可以使現有的三門峽發電

設備發揮一定的作用﹐應該說這是一種最優的解決方式。 
（二）敞開閘門泄流。對於減少上游渭河流域的淤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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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措施的實際效果和拆除大壩沒有什麼區別。這是徹底停用三

門峽大壩的一種簡易方式。在任何需要情況下隨時可以採用。 
（三）拆壩。積極鼓吹拆壩的人大都是反壩主義者﹐他們不

瞭解或者不願承認三門峽是在特定環境下我國工程建設的政治犧

牲品。他們有的公開宣揚大壩代表的就是落後的生產力﹐他們認

為三門峽就是所有水壩的代表﹐拆除三門峽就是拆除一切水壩的

前奏。加上前一段時間﹐國內外反水壩宣傳甚囂塵上﹐很多輿論

媒體都製造說什麼最大的水電國家美國已經不再建造水壩﹐而開

始積極拆壩了。所以﹐很多激進的反水壩人士也希望中國能呼應

世界的拆壩之潮流﹐拆除三門峽大壩。實際上﹐世界上至今沒有

一個國家真正拆除過有正常使用功能的大型水壩﹐所謂美國已經

不建設大壩的傳言也純屬無稽之談。設想一下﹐如果為了解除反

壩人士們的心頭之恨﹐我們拆除三門峽大壩﹐我們能得到什麼呢﹖

只能浪費一些拆除費﹑製造一點拆壩的轟動效應﹐除此之外﹐不

僅沒有絲毫實際意義﹐而且還會帶來一定的損失。因為﹐對於上

游渭河的減淤作用來說﹐敞開閘門泄流和拆除大壩的作用完全一

樣。然而﹐留下三門峽大壩不僅是一個很好的歷史見證﹐而且當

下游的小浪底水庫一旦需要調水調沙或者放空檢修的時候﹐還可

以臨時啟用三門峽大壩。必要的時候﹐三門峽大壩還能夠創造相

當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此外﹐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和三門峽水電

工程一起成長起來的三門峽市﹐63 萬農村人口和 30 萬市區人口的

飲水問題已經離不開三門峽水庫這一重要的水源。 
總之﹐生不逢時的三門峽﹐本是一個政治浪漫主義的畸形兒﹐

它在風風雨雨中艱難地走過了半個世紀之後﹐現在﹐又再次遭遇

到一批打著生態旗號的浪漫主義者的非難。但願我們能實事求是

的評價三門峽的是非功過﹐不要再為製造某種社會效應而重復地

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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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的運行和效益1

 
 

 
三門峽水利樞紐是黃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樞紐工程﹐控制

流域面積的 91.5％﹑水量的 89％﹑沙量的 98％﹐以及黃河幹流三

個洪水來源區的兩個。工程自 1960 年 9 月 15 日蓄水運用以來﹐

經過兩次改建後基本解決了水庫泥沙淤積問題﹐採取“蓄清排

渾”運用方式基本達到了庫區年內沖淤平衡﹐保持了長期有效庫

容﹐充分發揮了防洪﹑防淩﹑灌溉﹑供水﹑發電﹑減淤﹑保護生

態環境等綜合效益。 
樞紐處於多泥沙河流上﹐工程從 50 年代開工興建﹐60﹑70

年代改建﹐80 年代全面發揮綜合效益﹐90 年代探索前進。從建設

過程到運用管理﹐經歷了我國水利建設史上從未遇到的曲折﹐在

工程建設及水庫運用上積累了豐富經驗。 
 

 
 

工程興建後﹐在原建基礎上﹐工程經過增建﹑改建﹐水庫經

歷了蓄水運用﹑滯洪排沙及蓄清排渾控制運用三個時期。 
1﹑蓄水運用期（1960 年 9 月~1962 年 3 月） 

                                        
1 本文由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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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 1960 年 9 月 15 日開始蓄水﹐1961 年 2 月 9 日蓄至最高

水位 332.58 米﹐至 1962 年 3 月入庫水量為 717 億立方米﹐沙量

17.36 億頓﹐有 13％的泥沙以異重流形式排出庫外。由於回水超過

潼關﹐庫內淤積嚴重﹐潼關高程（每秒 1000 立方米水位）上昇 4.5
米﹐335 米以下庫容損失約 17 億立方米。 

2﹑滯洪排沙運用期（1962 年 3 月~1973 年 10 月） 
初期泄流建築物只有原建的 12 個深孔﹐雖然水庫敞開閘門泄

流排沙﹐水庫排沙比由原來的 6.8％增加到 63％﹐庫區淤積有所緩

解﹐但因泄流排沙設施不足﹐泄水建築物較高﹐遇到豐水豐沙的

1964 年﹐水庫滯洪淤積嚴重。在此期間水庫淤積 25.7 億立方米﹐

庫區淤積不斷向上游發展﹐兩岸地下水位抬高﹐沿岸浸沒鹽鹼面

積增大。為減緩水庫淤積﹐樞紐工程先後進行了兩次增改建。之

後﹐水庫泄流能力加大﹐潼關以下庫區沖刷四億立方米﹐槽庫容

恢復到接近建庫前水平﹐形成高灘深槽﹐潼關高程下降近兩米﹐

潼關以上庫區淤積上延也大為減輕﹐為水庫控制運用創造了條

件。在這一時期遇到 1967﹑1969﹑1970 年三次嚴重淩情﹐三年冰

量為 0.9~1.4 億立方米﹐最嚴重的封河上界達河南省開封市以上﹐

特別是 1969 年氣溫忽高忽低﹐造成三封三開的局面﹐通過三門峽

水庫的調蓄﹐均安渡淩汛。 
3﹑“蓄清排渾”控制運用期（1973 年 11 月至目前） 
在成功改建的基礎上﹐根據黃河每年來水來沙特點及洪水輸

沙能力大的特性﹐水庫於 1973 年底開始採用“蓄清排渾”控制運

用﹐即在來沙少的非汛期蓄水防淩﹑春灌﹑發電﹐汛期降低水位

防洪排沙﹐把非汛期淤積在庫內的泥沙調節到汛期﹑特別是洪水

期排出庫﹐該時期還可分為兩個時段﹕ 
（1）1973 年 11 月~1989 年 6 月 
期間水庫經歷了不利的水沙條件（如 1977 年的枯水豐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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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水沙條件（如 1981~1985 年）﹐潼關高程也處於昇降過程﹐

曾昇高近一米﹐即由 1973 年汛後的 326.7 米昇至 1979 年汛後的

327.6 米﹐到 1988 年恢復到 327.08 米﹔至 1980 年汛期﹐一段時間

內實行敞泄運用﹐運用水位低於 300 米多達 27 天﹔自 1980 年汛

期後由於機組過流部件磨損及氣蝕等問題﹐汛期未再發電﹐其它

各目標的運用水位如淩前蓄水﹑春灌起調水位及汛期排沙方面都

有所改進﹔由於底孔及其門槽部件等氣蝕磨損﹐1984~1989 年對底

孔進行了改建大修。1982 年 8 月黃河下游經歷了洪峰流量為每秒

15300 立方米的大洪水。 
（2）1989 年 7 月至目前 
進入 90 年代以來﹐上游水庫陸續投運及沿黃工農業用水的增

長﹐入庫水沙發生了很大變化﹐“蓄清排渾”運行方式也相應作

出調整﹐具體為﹕ 
a﹑水沙減少﹐河道淤積嚴重 
黃河流域遭受連續枯水枯沙年份﹐水沙分配也發生了變化﹐

尤其是上游龍羊峽水庫（1986 年 10 月）投入運用﹐極大改變了黃

河中游汛期與非汛期來水年內分配﹐來水量也迅速減少﹐1997 年

汛期入庫水量只有 55.6 億立方米﹐年水量只有 149.4 億立方米﹐

為歷史最枯紀錄。期間入庫沙量 88.56 億頓（1988 年 11 月~1999
年 10 月）﹐庫區累計淤積泥沙 4.68 億頓（1997~1999 年達 3.81
億頓）﹐潼關高程由 327.36 米（1989 年）緩昇至 328.40 米（1999
年汛後）。 

b﹑水資源日趨緊張 
水量的銳減及工農業的發展還導致水資源緊張﹐下游斷流天

數和距離不斷增加。黃河下游經常性斷流始於 70 年代﹐1972~1999
年的 28 年中共有 21 年發生斷流﹐其中斷流天數最多和斷流距離

最長是 1997 年﹐分別達 223 天和 580 公里﹐斷流發展到開封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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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河灘水文站﹐成為沿黃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從 1999 年起實施

了全河水量統一調度﹐通過三門峽水庫調蓄﹐減少了斷流天數﹐

優化配置了有限的水資源。 
c﹑樞紐運用方式不斷調整 
水庫的沖淤和潼關高程的昇降變化﹐在一定的運用方式下﹐

很大程度受來水來沙制約。為保持庫區沖淤平衡和潼關高程基本

穩定並盡可能發揮綜合效益﹐水庫運用方式與運用指標隨著水沙

條件的變化不斷調整。淩前蓄水﹐水位控制在 315 米﹐使泥沙淤

積部位靠下﹔防淩蓄水期﹐在保證下游淩期安全的前提下﹐充分

利用下游河道冰下過流能力﹐儘量降低防淩運用水位﹐淩汛過後

將水位降至 315 米﹐利用“桃峰”沖刷潼關河床﹔春灌蓄水控制

最高水位在 322 米左右﹐並儘量縮短高水位時間﹔汛期潼關高程

下降主要依靠洪水期大流量沖刷﹐運用上採取洪水敞泄﹐洪水時

降低庫水位至 298~300 米﹐充分發揮洪水排沙和沖刷潼關河床作

用。 
d﹑樞紐改建 
為減緩庫區淤積﹐增強庫區挾沙能力﹐1990 年打開九﹑十號

底孔﹐1999 年﹑2000 年分別打開 11﹑12 號底孔﹐315 米泄流能力

增加到每秒 9701 立方米﹔為充分利用水能資源﹐1994 年﹑1997
年分別擴裝了六﹑七號機組﹐裝機容量達 40 萬千瓦。 

e﹑開展渾水發電試驗 
黃河是高含沙河流﹐尤其是汛期被視為發電禁區﹐1973~1979

年因為水輪機主要部件磨蝕破壞十分嚴重﹐被迫於 1980 年停止汛

期發電。為充分利用汛期水資源﹐從 1989 年開始了渾水發電試驗﹐

從水庫調度運用﹑機組抗磨材料及發電運行管理等方面不斷展開。 
f﹑實現其它運用目標 
除正常運用目標外﹐還發揮出其它作用﹕1989 年汛期開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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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峰運行試驗﹐為小浪底水庫提供設計依據﹔1994 年因樞紐隧洞

出口塌方採取了搶險措施﹐最高水位達 318.28 米﹐遇洪水時及時

降低水位泄洪排沙﹔1998 年 5 月河口挖河固堤﹐水庫控制出庫流

量最高水位達 323.80 米﹔1999 年 10 月小浪底水庫下閘蓄水﹐三

門峽水庫預蓄水量後按照要求增大泄流填充其泄流孔下的死庫

容﹐縮短了下游斷流時間。 
通過“蓄清排渾”控制運用表明﹐在一般水沙條件下﹐潼關

以下庫區能基本保持沖淤平衡﹐遇不利水沙條件﹐當年非汛期淤

積還不可能全部排出庫外﹐有利水沙條件可能微沖或保持沖淤平

衡。水庫的沖淤特性還與水庫各個時期調度緊密相關﹐具體的控

制指標是水庫運用水位。根據非汛期各運用階段結合來水來沙狀

況適當調整水庫運用水位﹐控制淤積部分﹐亦可在汛期達到將非

汛期淤積泥沙大部排出庫外的效果。 
 

 
 

三門峽樞紐在原建的基礎上﹐經過增改建﹐在防洪﹑防淩﹑

灌溉﹑供水﹑發電等方面發揮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1﹑防洪效益 
防洪是三門峽水庫的主要任務﹐由於它控制了黃河中游北幹

流及涇﹑北洛﹑渭河支流兩個主要的洪水來源區﹐並對第三個洪

水來源區三門峽至花園口間發生的洪水起到錯峰和調節作用﹐緩

解了下游防洪搶險壓力﹐減輕了下游洪水災害和堤防工程出險加

固次數。樞紐投入防洪運用﹐標誌著黃河下游防洪已從單純依靠

防洪﹐發展到依靠水庫﹑堤防﹑河道分滯洪措施等組成的工程體

系﹐確保防汛安全的新階段。自 1964 年以來﹐三門峽以上地區曾

六次出現流量大於每秒 10000 立方米的大洪水﹐由於三門峽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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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採取措施﹐削減洪峰﹐減輕了下游堤防負擔和漫灘淹沒損失。

從樞紐建成至今﹐黃河下游歲歲安瀾﹐未出現大堤決口現象。 
2﹑防淩效益 
樞紐建成後﹐黃河下游防淩工作進入了以水庫調節河道流量

為主的綜合防淩新階段﹐為避免下游小流量封河和“文開河”創

建了有利條件﹐確保了淩汛安全。據統計﹐三門峽水庫投入運用

以後﹐類似 1951 年﹑1955 年因淩汛決口的淩情有六次﹐由於適時

運用﹐每次都避免了“決口”的危險。 
3﹑灌溉﹑供水效益 
黃河下游沿黃地區灌溉面積 3000 多萬畝。據統計﹐從

1973~1999 年的 27 年﹐春灌期間水庫蓄水總量 326.74 億立方米﹐

向河南﹑山東沿黃灌區補水 270 億立方米。除灌溉外﹐還為中原﹑

勝利兩大油田和沿黃城鎮提供了大量工業和生活用水﹐多次為河

北﹑天津及青島供水﹐促進了下游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4﹑減淤效益 
1960 年 9 月下閘蓄水至 1964 年 10 月﹐水庫下泄清水或排出

少量細顆粒泥沙﹐形成下游河道沿程沖刷達 23.12 億頓﹐若無三門

峽水庫則河道淤積 6.6 億頓。因此水庫初期運用減少下游河道淤積

29.72 億頓。“蓄清排渾”運用以來﹐非汛期下泄清水形成下游河

道沖刷﹐汛期水庫排沙兼顧減淤﹐使出庫泥沙能排泄入海﹐儘量

避免小水帶大沙﹐年均減淤約 0.3 億頓。 
5﹑減緩下游缺水斷流 
黃河水資源的開發利用為沿黃工農業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

用﹐但是有限的水資源很難滿足日益增長的用水需要﹐造成了黃

河下游頻繁斷流。通過三門峽水庫的調蓄運用和統一調度﹐減少

了下游特別是洛口以下沿黃地區的經濟損失﹐防止了河口三角洲

生態環境的惡化﹐使黃河有限的水資源發揮了最大的綜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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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發電效益 
三門峽水電站有七臺發電機組﹐現裝機容量已達 41 萬千瓦。

從 1973 年 12 月第一臺機組發電﹐到 2006 年底﹐已累計發電 333
億千瓦時﹐1989 年開始的渾水發電累計達 27 億千瓦時。 

 
 

 
1﹑多泥沙河流上的水庫﹐必須把妥善排放泥沙和保持長期有

效庫容放在重要地位 
修建水庫為了除害興利﹐但蓄水必然帶來庫區淤積﹐因此妥

善處理水庫泥沙﹑保持長期有效庫容是水庫興利﹑發揮綜合效益

的基礎。三門峽水庫實踐表明﹐在多泥沙河流上的水庫綜合利用

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受泥沙調節的限制。水庫各項興利指標﹐也

由於泥沙問題而互相制約。這是多泥沙河流規劃水庫與一般河流

規劃的一個重要差別。 
2﹑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庫必須有適當高程泄流建築物及足夠

的泄流排沙規模 
樞紐兩次增改建後﹐泄流規模當壩前水位 315 米時由每秒

3084 立方米增至每秒 9701 立方米﹐排沙孔洞分別由 280 米﹑290
米﹑300 米的底孔﹑隧洞﹑深孔（鋼管）組成﹐加大了水庫泄流規

模和排沙能力﹐為水庫“蓄清排渾”控制運用創造了條件﹐同時

也為多泥沙河流上興建水利樞紐提供了借鑒。 
3﹑探索適合多泥沙河流水庫運用的“蓄清排渾”方式 
樞紐工程經過增改建﹐水庫淤積得到控制。通過蓄清排渾控

制運用﹐在一般水沙年份水庫可達到沖淤平衡﹐保持長期有效庫

容﹐為樞紐發揮綜合效益提供了保證。三門峽實踐證明﹐這種運

用方式不僅能調節水量﹐而且能調節泥沙﹐為多泥沙河流治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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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寶貴的經驗。 
90 年代以來﹐水庫水沙發生了很大變化。為挖掘汛期水資源

潛能﹐在實現庫區基本沖淤平衡的前提下開展渾水發電試驗﹐探

索出“洪水排沙﹑平水發電”規律﹐豐富和發展了“蓄清排渾”

運行方式﹐即汛期在洪水期降低水位泄洪排沙﹐平水期入庫含沙

量小﹐控制一定水位興利（包括渾水發電試驗和配合水量調度）。

目前運用以北村作為控制水位站﹐經汛期水庫溯源沖刷過程後使

北村水位至 309 米達到相對穩定﹐繼續沖刷其水位仍無大的下降﹐

在此情況下控制水位 305 米運行﹐期間不會影響北村以上河段沖

淤變化﹐溯源沖刷能夠繼續向上游發展。 
4﹑豐富了泥沙科學理論 
通過三門峽水庫“蓄清排渾”控制運用實踐﹐對控制水庫淤

積部位﹑水庫排沙的水沙條件﹑水庫泥沙運動規律﹑庫區水流輸

沙能力的調整機理﹑保持有效可用庫容的基本條件﹑水庫縱橫形

態調整與水庫排沙機理﹑異重流與溯源沖刷基本規律等取得很多

成果﹐豐富和發展了水庫泥沙科學及水沙調節理論。 
5﹑試驗出適合多泥沙河流的水輪機抗磨材料和發電運行方式 
汛期渾水發電試驗是在低水位﹑高含沙量的惡劣條件及沒有

任何可供借鑒的經驗下在原型上進行的科學試驗﹐掌握了水輪機

在高含沙水流下磨蝕破壞的規律﹔篩選出水輪機過流部件防護材

料包括SPHG1合金粉末﹑GB1焊條﹑金屬陶瓷等抗磨材料及相應的

施工工藝﹔針對過機含沙量高﹑污草多﹑供排水及冷卻﹑水庫運

行水位低﹑機組運行工況惡劣等困難積累了汛期機組運行經驗﹐

初步解決了頂蓋密封及排水問題﹐利用攔污柵及備用柵清污減小

水壓差﹐安裝機組振動﹑擺度檢測儀監測機組運行﹐選用地下水

冷卻機組和發電機通風改造等措施。目前汛期機組運行基本做到

了安全穩定﹐五臺低水位機組全部投入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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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水威脅依然是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 
黃河是舉世聞名的地上懸河﹐河床普遍高出地面 3~5 米﹐局

部地區高出 20 多米﹐因此黃河河道成了淮河﹑海河的分水嶺。由

於來水來沙變幅很大﹐河道游蕩擺動頻繁﹐“善淤﹑善決﹑善徙”﹐

黃河洪水威脅面積大﹐歷史上黃河洪水泛濫淹沒範圍北抵天津﹑

南達江淮約 25 萬平方公里。現行河道一旦決溢﹐將出現南泛奪淮﹑

北泛亂海局面﹐形成跨流域的水災﹐波及範圍包括豫魯冀皖蘇五

省黃淮海平原 12 萬平方公里﹐防洪極為困難。小浪底建成後與三

門峽﹑陸渾﹑故縣水庫聯合運用﹐下游河防工程標準提高﹐抗禦

大洪水能力增強﹐可將花園口千年一遇洪水削減至每秒 2.26 萬立

方米﹐但其洪水量級已經是黃河防洪標準內最大洪水﹔泥沙問題

在相當長時期內也難以根本解決﹐歷史上形成的地上懸河局面將

長期存在﹔堤防仍有發生潰決﹑沖決的可能﹐而且黃河發生中常

洪水的幾率較高﹐水位高﹑險情多﹑災害重的情況還會經常發生。

因此無論從短期和長遠來看﹐黃河下游防洪問題依然嚴重﹐洪水

威脅依然是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小浪底仍需要三門峽﹑陸渾﹑

故縣等水庫共同發揮作用。 
2﹑實現資源水利的目標 
1999 年江總書記視察黃河時提出要兼顧防洪﹑水資源合理利

用和生態環境建設三個方面﹐把治理開發與環境保護和資源的持

續利用緊密結合起來﹐堅持除害興利結合﹑開源節流並重﹑防洪

抗旱並舉﹐指明了黃河治理開發的方向。總結以往經驗﹐實現水

利發展戰略從工程措施主導型向資源綜合管理主導型的轉變﹐對

於保障我國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具有重要意義。目前黃河面臨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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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資源短缺﹑水土保持和水污染等問題﹐三門峽樞紐在保證

下游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所要實現的資源水利的目標﹐主要有﹕ 
（1）基本控制潼關高程﹐促進庫區發展 
潼關高程是小北幹流和渭河的侵蝕基準面﹐昇降變化受多種

因素制約。近些年﹐儘管水庫運用上縮減了非汛期高水位運用時

間﹐但由於水沙持續減小導致潼關高程有一定抬高。基本控制潼

關高程就要在不利的水沙條件下不影響潼關河床的沖淤變化﹐遇

有利水沙條件要使潼關河床大幅沖刷下降。在此基礎上﹐結合庫

區治理和人工清淤疏浚﹐促進庫區的持續發展。 
（2）參與全河水量調度﹐優化配置水資源 
1999﹑2000 年三門峽水庫成功參與全河水量調度﹐緩解了水

資源日益緊張局面﹐優化配置了水資源。黃河流域大部分屬於乾

旱和半乾旱地區﹐水資源貧乏﹐隨著引黃灌溉和國民經濟的發展﹐

供求矛盾突出﹐已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用水需要。進入 21 世紀伴

隨著西部的大開發﹐來水還會進一步減小。為使有限的水資源發

揮更大的綜合效益﹐保證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和沿黃經濟的可持續

發展﹐全河水量統一調度還需加強。對於下游河段﹐應以三門峽﹑

小浪底水庫為龍頭﹐按照黃河水量管理辦法和水量分配及調度方

案﹐合理調蓄和下泄水庫水量﹐加強黃河水資源統一配置﹑統一

調度﹑統一管理﹐減少斷流﹐最大限度提高水的利用率﹐提高經

濟效益。 
（3）延長小浪底水庫使用年限 
小浪底工程位於黃河中游最後一個峽谷出口﹐處在承上啟下

控制黃河水沙的關鍵部位﹐是三門峽以下惟一能夠取得較大庫容

的壩址﹐有顯著的防洪減淤作用﹐可以迅速扭轉下游防洪形勢惡

化的不利局面﹐為其它減淤措施爭得時間﹐為下游防洪體系建設

創造有利條件。同時也應認識到小浪底工程減淤作用又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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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淤效果明顯時期主要在運用初期﹐一旦規劃中的 75 億立方米槽

庫容淤滿﹐則只有 10.5 億立方米的庫容來調節汛期徑流及下泄水

流的水沙關係。為避免出現小浪底有限庫容對無限來沙孤軍作戰

局面﹐應珍視小浪底寶貴的淤沙庫容﹐充分利用三門峽水庫﹐大

水時兩庫聯合調度輸沙入海﹐延長小浪底水庫年限﹐為下游防洪

保安提供堅實基礎。 
3﹑渭河下游治理應持發展和開發的觀點來探求新的平衡條

件﹐加強治理和開發 
三門峽水庫蓄水期間﹐渭河下游大量淤積。蓄清排渾運用後﹐

渭河下游河床在潼關新的基面條件下趨於建立了新的平衡﹐1973
年 11 月至 1986 年 10 月沖刷泥沙 0.58 億立方米﹐逐漸形成新的河

床縱剖面﹐河道輸沙能力和河槽過洪能力基本恢復到建庫前水

平。1986 年以後來水來沙不利﹐尤其從渭河來講﹐流域上游的開

發﹐用水量大幅度增加﹐成為一年之內大部分時間基本不過水的

間歇性河流﹐河槽萎縮﹐河道主槽寬度由幾百米縮窄為幾十米﹐

過洪能力銳減。 
多年實踐證明﹐渭河下游沖淤是有規律的﹐來水來沙變化和

水庫不同運用河床將做著相應調整。90 年代以來渭河連續枯水枯

沙﹐河道必然萎縮。應從發展和開發的觀點來探求建立渭河新的

平衡條件﹐而不應強求恢復到以往的情況。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

完全可以通過治理克服泥沙淤積帶來的不利影響。目前﹐在水庫

335 米防洪水位以下安排著十多萬返庫移民﹐在基本控制潼關高程

的前提下應加大庫區治理力度﹐包括建立符合分滯洪區特點的居

住條件和防洪預警等非工程措施系統﹐在新的水沙條件和河床邊

界下建立新的生產和生活條件﹐讓移民安居樂業﹐促進西部大開

發。 
4﹑控制潼關高程﹑發揮樞紐綜合效益 

 18



小浪底投入運用後﹐在基本控制潼關高程和下游防洪前提下﹐

樞紐運用將更加靈活﹐能夠充分發揮樞紐的綜合效益﹐分別為﹕ 
（1）防洪﹑防淩 
小浪底建成後﹐黃河下游形成了小浪底﹑三門峽﹑陸渾﹑故

縣四庫聯合運用的工程體系﹐可以在下游發生百年一遇洪水時不

使用東平湖滯洪區﹐在千年一遇洪水時可使花園口流量不超過每

秒 22000 立方米﹐相應減輕了三門峽水庫的防洪負擔﹐使三門峽

水庫對“下游大洪水”的運用幾率由十年一遇減少到百年一遇﹐

千年一遇蓄洪量由 34.75 億立方米減少到 16.87 億立方米﹐萬年一

遇蓄洪量由 48.24 億立方米減少到 30 億立方米。淩汛期﹐小浪底

水庫可提供 20 億立方米的防淩庫容並先期投入運用﹐不足由三門

峽負擔﹐有效控制下泄流量﹐從而基本解除下游淩汛的威脅。小

浪底投入運用後﹐三門峽水庫防洪水位仍為 335 米﹐防淩水位 322
米。 

（2）水量調度 
從 1999 年開始﹐三門峽水庫春灌任務轉入全河水量統一調度

工作中﹐運用方式發生了觀念上的變化﹕以往水庫調蓄要盡可能

滿足下游灌溉要求﹐提高灌溉保證率﹔今後隨著西部大開發和沿

黃經濟的發展﹐進入下游水量還會進一步減少﹐而需求還將有所

增加﹐供水不足將成為必然。因此﹐在不影響潼關高程情況下三

門峽水庫適量蓄水﹐配合小浪底納入全河水量統一調度工作中﹐

將會增加水量調節餘地﹐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綜合考慮水

庫淤積和下游水量需求﹐三門峽水庫春灌水位 320 米。 
（3）減淤 
小浪底投運後三門峽水庫為下游減淤任務大為減輕﹐可以實

現“小水帶大沙”﹐能夠進一步降低排沙水位﹐向下游輸送更多

泥沙﹐使水庫保持一定的長期使用庫容﹔但是﹐並不是說三門峽

 19



水庫無限制排沙填充小浪底淤沙庫容﹐畢竟國家投鉅資目的就是

要利用小浪底防洪減淤。因此﹐應深入研究兩庫聯合調節水沙方

案﹐輸沙入海以盡可能在較長時間內保持較大調節庫容。考慮樞

紐增開了兩條底孔及汛期水沙量的減少﹐尤其是洪峰次數和量級

的減少﹐汛期排沙水位可從 300 米降至 295 米。 
（4）發電 
樞紐裝機七臺。河南電網以火電為主﹐三門峽水電承擔著重

要調峰任務。 
非汛期﹕在不影響潼關河床沖淤變化的前提下應充分發揮樞

紐發電效益﹐這也是保證樞紐正常運轉的因素之一。小浪底建成

後﹐三門峽樞紐調峰能力進一步增強﹐滿足電網峰谷需要﹐即在

滿足防淩﹑水量調度指令時﹐保證電網穩定﹐輸送優質電能。 
汛期﹕汛期排沙主要集中於洪水期﹐排沙強度是小水的十倍

甚至上百倍﹐因此遇洪水時則降水位排沙。平水期則應適當抬高

水位進行渾水發電。 
應當指出﹐因上游水庫蓄水和黃河降雨規律﹐9﹑10 月水沙表

現出非汛期特徵﹐“秋汛”幾率降低﹐原則上可按非汛期對待﹐

即在 9 月底可將水位逐步昇至 310 米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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