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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降雨近60年来最大
《能源评论》：6月以来，我国南

方频发强降雨。您认为，今年长江流

域发生的暴雨有何特点？

王浩：今年长江流域强降雨覆盖

范围广、暴雨强度大。受上游多轮强

降雨过程影响，长江流域洪水呈现洪

峰高、洪量大、河流涨势迅猛、灾害

点多、破坏性大等特点。

今年汛期长江中下游流域降雨量

达498.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4.3%，

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大。从降水

范围看，今年强降雨集中于长江中下游

及沿江区域，与2016年相比降水范围

更广，但较1998年降水范围小。

《能源评论》：您认为，导致今

年南方雨水形势异常的原因是什么？

王浩：总体来看，2020年南方区

域性洪水（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洪水）

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太副

高）、高原积雪、西风带及全球气候

异常等综合作用引发的结果。具体原

因如下：

一是大气环流方面，西太副高强

度较常年异常偏强，西伸脊点位置异

6月以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

灾害。《能源评论》为此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王浩，以及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

管司司长童光毅、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等专家，

对今年洪涝灾害的成因、特点、应对举措、防御难点，以及三峡工

程的作用、能源行业应如何提升灾害防御能力等问题进行分析。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以水库群联合调度应对洪灾

文／本刊记者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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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偏西；东亚大槽强度异常偏强，位

置异常偏西。二是青藏高原冬季积雪

异常。2019~2020年青藏高原冬季积

雪覆盖面积较常年明显偏多，高原冬

季积雪偏多会通过改变春夏高原的热

力状况，间接导致我国长江中下游地

区对流活动加强，降水偏多。三是今

年南海夏季风发生较早，6月上旬副高

脊线位置偏北，导致长江中下游入梅

偏早。此外，由于2020年2月以来西太

副高显著偏强和稳定维持，亚洲中高

纬度经向环流发展、西风带短波槽活

动频繁，冷空气在向长江中下游地区

移动过程中偏强，导致长江中下游梅

雨期降水异常偏多。四是太阳黑子相

对数的谷值年，易使得地球上接收到

的太阳磁力、引力和热量发生突变，

且2020年与1998年相隔2个太阳黑子

相对数11年的周期，基于韵律的规律

也可判断易发生洪涝灾害。

《能源评论》：面对今年长江流

域连续出现的洪峰，您认为防御的重

点和难点是什么？

王浩： 目 前 ， 长 江 流 域 堤 防 工

程、河道疏浚和蓄滞洪区建设等已得

包括三峡水库在内，长江流

域101座水利水电工程被纳

入联合调度体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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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加强，但如何发挥水库、堤防、洲

滩民垸行蓄洪作用，有效降低三峡水

库水位和中下游控制站水位仍是当前

防汛工作的重心。

此 外 ， 一 些 薄 弱 环 节 仍 然 不 能

忽视，比如长江中下游42处蓄滞洪

区中，仍有9处未完成围堤加固，部

分隔堤尚未建成或达标。大多数中小

河流堤防标准低、防洪能力偏弱，难

以抵挡超强暴雨洪水；加之前期降雨

影响，部分河湖、水库已经蓄积了大

量的水，当前长江流域上游强降水依

然密集，很容易形成超标准洪水。另

外，防洪非工程措施仍不够完善，比

如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的运行维护还存

在诸多问题，部分河流的洪水调度方

案、部分地区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等，

不能适应其当前实际的防汛要求，这

都是长江流域抗洪防御工作的难点。

精细化水库群联合调度显效果
《能源评论》：公众对三峡水电

站等一系列水利水电工程的作用一直

非常关注，您如何评价？

王浩：构建防洪排涝体系可概括

为“上拦、中蓄、下泄”等途径。

入汛以来，长江水利委员会在调

减出库流量的基础上，从7月9日开始

连续下发5道调度令，逐步减少三峡水

库出库流量。出库流量从7月7日开始

连续下降，从3.5万立方米/秒一直减少

到7月12日的1.9万立方米/秒，将更多

的洪水拦在了库区。截至7月12日晚，

三峡水库共拦蓄近30亿立方米洪水，

相当于减少210多个西湖下泄水量，保

障了城陵矶不高于34.4米保证水位，对

减轻下游防洪压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为抗击7月2

日10时长江2020年第1号洪水（5万立

方米/秒），长江水利委员会将三峡水

库下泄量控制在每秒3.5万立方米，同

时加大了向家坝水库、溪洛渡和金沙

江中游梯级水库的拦蓄能力，上游梯

级水库群均不同程度拦蓄了一定量的

洪水（三峡工程有效拦蓄削减洪峰，

削峰率达到了34%），极大减轻了长

江中下游防洪压力。然而由于水位普

遍上涨，部分水库甚至处于超汛限运

行状态，7月17日10时长江2020年第2

号洪水（5万立方米/秒）在长江上游

形成。

科学、精细化实施水库群联合调

度，是汛期防洪最为关键的有效措施。

今年，包括三峡水库在内，长江流域

101座水利水电工程被纳入联合调度体

系范围，这将有效守住长江流域风险

点，充分发挥拦蓄及削、错峰的作用。 

目前，长江上中游水库还剩近211

亿立方米防洪库容，通过上中游水库

群联合调度后，中下游仍有325亿立方

米超额洪量需运用其他工程措施合理

调节。总体来看，长江流域防洪风险

处于可控状态。

《能源评论》：全流域的水利水电

工程联合调度确实功不可没，但前些年

能源      沉思录抗灾封面策划Articles
Cover



2020 / 09  总第141期 / 47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20 / 09

地累计雨量大、强降雨区域叠加，防汛

工作形势更加严峻。要加强水文监测、

预报和预警工作，增强防洪救灾的灵活

性；加强重点水库、堤防的巡查巡视，

不留死角；提前做好各类调度方案和应

急预案，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结合多家预测结论，黄淮地区在

“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天气系

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目前季风强

度偏弱，雨带北抬的进程还有待观察，

因此防汛工作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以海绵城市理念应对城市内涝
《能源评论》：伴随着暴雨的发

生，全国多个城市再次发生“看海”的

情况。您认为，城市内涝是如何形成

的？

王浩：在城市发展层面，我国城

镇化的高速发展带来城市建成区迅速扩

大。城市的发展在带来经济社会群聚红

利的同时，也造成水循环过程的畸变和

区域性气候演变，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

压力，各类水问题日益凸显。

在气候降雨层面，近50年来，全

国最大雨量增减不明显，但短时暴雨强

度、极端降水日数增加，尤其是在城市

及周边地区，“雨岛效应”更加明显。

城市“雨岛效应”和下垫面产生汇流过

程畸变导致内涝现象频发。

在 建 设 理 念 层 面 ， 由 于 传 统 的

城市建设理念偏重于经济和社会功

能，强调“坚固耐用、经济美观”，

对生态环境和水源涵养功能的考虑不

也有人质疑云、贵、川三省多年来持续

大规模开发水电给西南地区带来大旱。

您怎么评价？

王浩：西南地区的水电工程开发

和西南大旱没有直接关系。

西南地区的水电开发主要集中在

大江大河上，大的工程对增加供水、

提供抗旱的补充水源是有好处的。西

南地区大旱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自然

状况，从60年情况组成的旱情图上可

以看到，中国有两个大的旱区，一个

是黄淮海地区，包括河北、河南、山

东、山西、江苏北部、安徽西部；另

一个就是西南地区，包括云、贵、川

三省，从气候、气象学上来看，这里

都是旱灾高发区。其次，抗旱用的小

塘坝、小坑塘等水利基础设施数量不

足，也成为抗旱的掣肘。

《能源评论》：8月中旬，西南

地区如成都等地发生了五十年一遇洪

峰。从当前形势来看，应采取哪些防

范措施？未来我国北方地区是否会面

临洪灾威胁？

王浩：就当前情势，下一步要采

取如下举措：一方面要加强长江流域

雨、水情滚动预报次数，为调度决策

提供前期保障；另一方面，需统筹长

江上下游防洪情势，加强长江中下游

堤防防守和长江上游水库群科学优化

调度，为长江中下游防洪减灾提供重

要安全保障。

近期，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等

足，特别是对城市化的水文效应认识

不足，因此造成一系列水、生态、环

境问题。例如马路和停车场等采用硬

化方式，避免雨天带来的泥泞问题；

城市河道采用渠化方式，人为增加排

水流速，缩减河道断面，节省两岸土

地；对城市河湖进行围填侵占、增加

建设用地等。

住建部前些年对351个城市的内

涝情况调研显示，有213个城市发生

过不同程度的积水内涝，占调查城市

的62%，其中北京、上海、广州、重

庆、南京、杭州、武汉、西安等都出

现过严重的内涝灾害。

《能源评论》：在城市规划建设

过程中，应如何未雨绸缪考虑应对内

涝问题？

王浩：海绵城市是指能够像海绵

一样吸水的城市：在城市的地表，有

更多绿地、雨水花园、自然河道和湖

泊替代水泥路面和混凝土河道；在城

市的地下，有现代化的排水系统纵横

交错、井然有序，为城市带来清新的

空气和洁净的河流。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的 根 本 目 标 是 ，

尽量减少社会水循环对自然水循环的

冲击：一方面，在水量上不要从自然

水循环剥夺太多；另一方面，在水质

上，尽量减排污水。要维持二元水循

环的平衡，将水的生态、经济功能发

挥到极致，实现节水、治污、再生利

用一体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