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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八月 



 

基本规划原理阐述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

供水等综合效益。三峡工程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

以及环境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 

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年平均流量为 10
12 

m
3。长江无论是长度还是流量都是亚洲第一

大河，奔流向东注入东海。整个长江流域覆盖约占中国陆地的 20%，粮食产量占全国的 35%。

除了在农业、工业、运输方面的重要性，长江还是东海乃至全球海洋沉积物、营养物质以及

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随着 2009 年完成蓄水约 40 亿立方米，一个 660 公里长的长江河道已被改造为一个高

度调节的水库型湖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河流系统的水文和生态功能。前所未有的变化及

其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深远影响给世界科技界带来了独特的机遇和挑战。 

长江以及三峡水库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 

   富营养化 由于营养过剩，三峡库区大部分条支流以及大坝附近的主渠道自 2003 年蓄水

以来水华频繁爆发。来自长江的营养物质的不断排放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东南沿海水域的富营

养化。例如，在 2011 年 8 月，近 500 平方公里绿藻覆盖了长江入海口附近的黄海海域。 

泥沙淤积  在 2003-2008 年期间，三峡大坝每年淤积 172 万吨泥沙，平均泥沙存留率为

75%。而泥沙明显减少的长江水冲刷下游河岸，不断造成长距离的塌岸，反过来又对长江下

游沿岸地区和中国东海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这是三峡水库建设前环境和生态评估报告没有估

计到的。 

水体化学污染 根据 2006 年相关报道，长江中游和下游水体微量金属和非金属（如砷，汞，

钛，镉，铬，铜，锌）的含量明显超过 20 年前的水平。这可能来自水库蓄水后的淹没土壤

或工业废水排放。而对于三峡库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有机物污染物和其他不断出现的污染

物（如纳米材料以及药品等）的来源，我们知之甚少。 

消落带  库区夏季水位（145m）和秋冬季水位（175m）的落差在三峡库区形成大面积（> 

300 km2）的季节性的消落带。这标志着三峡库区主要生物栖息环境可能发生改变，且消落

带可能成为营养物质和污染物的沉积地。然而，消落带在三峡库区独特的生态和水质保护中

所扮演的角色现在还研究甚少。 

生物多样性和有害物种 三峡大坝的建成延长了三峡航运，同时也加大了由此带来的外来

物种入侵的风险以及相关负面的生态效应。进一步地，大坝、航运和水体污染对库区和长江

流域生物栖息环境造成的巨大变化对某些本土物种，如长江豚等的生存压力进一步增加，另



 

一方面又会使原来被不同水体隔离的有害物种，如与血吸虫病有关物种的栖息地扩展而增加

控制难度。 

气候变化 沿江流域土地利用迅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由此所带来的生态和经济方面的

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从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5 月，长江下游遭受了特大干

旱，打破了近五十年的记录，这很可能预示着未来在长江流域一些水文极端事件（洪水和干

旱）将频繁出现。 

在目前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综合的、多学科

的、着眼于生态系统保护的系统和方法，来评估三峡库区、长江及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性和

应对该区域水质和生态系统健康所面临的威胁。这正是本中加合作长期规划的宗旨所在，即

对三峡库区、长江下游流域的土地和水资源的规划和利用，应建立在经过科学研究、对库区

和流域内多重且相互关联的环境因子间相互作用充分理解和可以预见的基础上。 

目标 

  本综合长期合作规划的第一步是在西南大学建立中加水科学中心。该中心将全心致力于

三峡库区和长江流域的水质和生态系统健康的改善（见附件 1）。立足于该水科学中心，本

研究规划的分步目标如下： 

1. 从生态系统保护的高度制定一个长期水质和生态监测系统，建立三峡和长江流域独

特综合生态水文模型模拟系统，以促进三峡库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建立两国和多国各参与单位的科技交流，完善中加水科学中心的科研基础设施，不

断提高其水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水平和世界影响力 

3. 为年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最好的专业知识培训，以应对中国、加拿大乃至全世

界由于水资源需求增大所引起任何复杂和困难局面 

本研究规划当前的研究计划将结合基础研究、环境监测、技术开发为一体，整体监测、模型

化并模拟库区农业和水体内的大量营养元素迁移，并制定着眼于库区特定地区农业-水体响

应系统的最佳管理模式和体系。该研究计划的具体内容见附件 2。 

 

 

 

 



 

附件 1 

成立“中加水科学中心”的申报书内容概述 

申报单位：西南大学  

提交单位：重庆市科委 

提交日期：2011 年 8 月 10 日 

项目时间：2011 年末至 2013 年 12 月 

预算：共三百万元人民币，其中一百万元来自重庆市科委；两百万元来自西南大学（含实验

室的仪器、设备购置，以及相关人员的国际国内差旅费） 

主要参与单位：温莎大学、加拿大驻重庆领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劳里埃大学、加拿大农

业部、加拿大环境部、安大略省环境署、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加拿

大温莎市环境局、重庆大学、重庆市环保局、中国科学院地理湖泊所、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

贵州师范大学等。 

主要任务：该中心的培训和研究将强化我们对不断变化的三峡库区生态系统的认识。中心将

致力于研究当地农业生产和水生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最佳管理措施，以促进三峡库区以及沿

江区域的环境友好型可持续经济发展；为有志于三峡库区和长江流域生态研究的专家、学者

提供研究所需仪器设备。中心将积极申请中国、加拿大和国际相关研究经费来促进各参与方

的合作研究。 

目的和背景：三峡水库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淡水水体之一，在 2009 年年底完成蓄水以后被

淹没的陆地超过 630 平方公里。三峡工程对三峡库区和长江的水文地理和生态的巨大影响，

营养物和污染物对于沿岸地区的影响，以及引起的局部气候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例如，在今年五月，中国政府宣布在未来 10 年投资将 264.5 亿美元用于减少和

减缓三峡水库对周边区域造成的负面影响。鉴于三峡工程所引起的环境改变的规模之大，程

度之复杂，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综合的、多学科的、立足生态系统的体系和方法来评估和应对

三峡库区、长江及沿海流域可持续发展、水质和生态系统健康所面临的威胁。 

虽然在重庆和中国其他地方已有实验室开展了三峡库区的相关研究，但还没有一个实验

室以三峡库区水体所面临的多重影响因子和方面，以及它们作用方式为研究对象。另外，目

前整个库区及其支流没有面源营养物和污染物来源的时序数据，缺乏衡量生态系统健康标准

的指征物和指征标准。针对上述问题，拟成立的中加水科学中心将展开多学科研究，通过为

三峡库区水质和生态监测基础设施和研究支持，促进三峡库区、长江下游以及沿海地区的土



 

地和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加拿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对大型淡水水体的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尤其是如何减少和控制

大量来自陆地的营养物质和污染物对大型水体的环境负荷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

此，中加水科学中心可以引进加拿大在相关关键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以满足当前或未来

中国对水体的各方面需求。进一步地，中加双方通过研究获得的新的研究成果还可以用于处

理加拿大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水资源问题。 

2011 年 1 月参与中加合作的双方专家在重庆举办了的中加双边第四次研讨会，双方的

讨论涉及水科学中心将涉及到核心问题，与会专家还深入三峡库区进行了实地的野外调查。

研讨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双方在 2011 年初向中国国家科技部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科技创新

厅递交了一份名为“三峡库区面源污染和水质的创新性监测和预测”的科研申报书。积极参

与这项工作的，包括中国国内的著名教授，一位加拿大卓越首席科学家（Canada Excellence 

Research Chair），一位加拿大一级（Tier 1）首席科学家(Canada Research Chair)和其他两位

加拿大首席科学家的加拿大首席科学家团队及其他加拿大专家、工程师。同时这项工作还得

到了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的大力支持。 

 

水中心主要人员 

姓名 单位 研究领域 月/年 

中方 

谢德体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研究中心主任 2 

张磊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研究中心副主任，微生物监测 4 

何丙辉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土壤流失与保护 2 

刘正文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

究所 

地质生态学和湖沼学 2 

曾波 教育部三峡库区生态环境

重点实验室 

生物多样性保护 2 

陈求稳 中科院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中心 

面源污染 1 

周怀东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文学 1 

张晟 重庆市环境科学院 水污染监测 2 

郭劲松 重庆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水污染控制工程 2 

袁兴中 重庆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湿地生态 2 

李航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肥料和土壤修复 3 

支崇远 贵州师范大学 藻类学，硅藻生态学 3 

蒋先军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土壤修复   



 

倪九派 西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面源污染监测与控制地理信息

系统 

3 

彭建华 水利部水工程生态所 鱼类和水污染 2 

张卫华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水文模型 4 

骆云中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地理信息系统 2 

慈恩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地理信息及面源污染监测 3 

何江 重庆市北碚区国土局 地理信息系统 2 

加方 

Douglas G. Haffner 温莎大学大湖环境研究

中心 

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一级首席

科学家 

1 

Philippe Van 

Cappellen 

滑铁卢大学地球与环境

科学系 

加拿大卓越首席科学家，生态水

文学 

1 

William D. Taylor 滑铁卢大学生物系 加拿大首席科学家，水体生态学 1 

Tiequan Zhang 加拿大农业部 农学，营养学 2 

Chin Tan 加拿大农业部 农田径流和灌溉 1 

Paul Hamilton 加拿大自然科学博物馆 藻类学 1 

James McGeer  劳里埃大学水科学研究

中心 

环境毒理学，金属毒害 1 

Hugh MacIsaac  温莎大学大湖环境研究

中心 

加拿大首席科学家，侵略性物种

防控 

1 

Ken Drouillard  温莎大学大湖环境研究

中心 

加拿大首席科学家候选人，水生

生物能学 

1 

Craig Drury  加拿大农业部 肥料与营养的控制 1 

Bryan McConachie  里奇饲料种子公司 农业系统模型 2 

Robin Johnston  里奇饲料种子公司 农业系统模型 2 

Frank Johnson RBR 公司 CEO，水质传感器 2 

Patricia 

Chow-Fraser 

麦克马斯特大学 生命科学系主任，湿地和消落带

研究 

1 

Maria Dittrich  多伦多大学物理及环境

科学院 

生物地球化学 1 

Raoul Couture  滑铁卢大学地理与环境

科学院 

环境化学 1 

Michael P. Wilkie  劳里埃大学生物系 鱼类病理和毒理学 1 

Kevin Stevens  劳里埃大学生物系 水体生态学 1 

Ronald William 

Russell 

圣玛丽大学 滨海地带生物群体保护 1 

William Edwards 

Briggs  

安大略湖环境署 滨海地带管理 1 

Paul Drca  温莎市环境局 污水处理 1 

Gregory Mayne  加拿大环保部 发展和实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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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综合治理三峡库区水体富营养化课题白皮书 

关键词：三峡水库流域、营养、富营养化、水华、生态安全、水质、水供给、土地利用、作

物生产、精准农业、肥料、面源污染、渔业、消落带、支流、气候变化及其多样性、预防及

修复、创新性科技和应对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合作单位： 

中国 

西南大学 

（Southwest University） 

中国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重庆市环保局 

(Chongq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贵州师范大学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重庆市政府 

（Chongqing Municipality） 

开县县政府 

（Kaixian County）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indsor 

    （温莎大学） 

  University of Waterloo 

    （滑铁卢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 

Canadian Museum of Nature 

（加拿大国家自然博物馆） 

   Agriculture & Agri-Food Canada 

（加拿大农业及农业食品部） 

 Ritchie Feed & Seed Inc. 

     （里奇股份有限公司） 

       RBR. Ltd. 

 （RBR 责任有限公司） 

 

二 〇 一 一 年 一月 



 

一、课题立体依据和研究内容 

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防洪和水利工程。中国政府将它作为未来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战略而投入了巨额资金。三峡工程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影响都将是全球

性的。 

长江是世界上最大河流之一，年均入海水量约 10
12 立方米。整个流域占中国国土面积

约 20%，出产粮食占国家粮食总产量的 35%。在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重要性之外，长

江还是流入中国东海的泥沙、营养物和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因而影响全球海洋。 

三峡工程在完成蓄水近 400 亿立方后，长江航道的 660km 回水已经将长江中游变为一

个高度调度中的水库型湖泊，根本性地改变了原有河流系统的水文和生态功能。其变化之巨

大，对社会、生态及环境的影响之深远，向科技界提出了极为独特的机会和挑战。 

富营养化 

三峡库区内高度密集的人口、集约种植的农业和显著减缓的河水流速，引起各方对由此

可能导致的富营养化对水库水质、水资源供应、生态安全和大坝运营等的影响投入越来越多

的关注。本中国-加拿大双边合作课题将以此为焦点，集中研究三峡水库流域营养的来源、

运移和转化，及其生态影响。预期课题成果将包括生态风险评估和监测、环境预警预报创新

技术、土地和水资源利用，以及库区生态修复综合管理优化措施。 

二、课题研究目标 

不断增加的营养物排放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人类对水生态系统影响的主要方式。本课题旨

在前瞻性地理解和掌握在三峡水库这个新近建立起的、其水生态系统正逐渐发生和发展的体

系内大量元素氮、磷、硅的源和库， 及其内在循环机制。特别地，研究重点将放在目前机

理、规模和多样性研究都相对薄弱的面源污染方面。具体研究目标如下： 

 量化在不同作物栽培和土地利用模式下氮、磷、硅的面源污染和多样性；  

 建立农田营养减排、土壤保护和作物栽培管理示范技术体系，用以指导当地政府、

环境保护官员、农民和公共团体； 

 评估季节性消落带在调节营养由农地流入水体方面的作用； 

 揭示整个三峡库区流域和支流中控制营养迁徙动态、水体营养水平和水华发生的因

素和过程；  

 确定可诊断生态系统指标，用以综合监测环境和评价水库安全； 

 最后，集中上述研究成果，应用于三峡水库流域的水文-生态模型，以模拟和预测流

域环境发展。 

三、 研究手段 

将运用综合的和多重尺度的方式进行研究。本课题将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相结合，既进

行全面准确的监测研究，又研究最优管理模式。来自农业、土壤、水文、生态、地球化学和

计算领域的专家将在相互重叠的时空尺度下联合监测和分析养分动态。下图显示了试验和模

型研究中的不同尺度和相应环境变量（见图注）。 



 

 

 

图注： 

 研究方法：采用多重尺度、多学科角度，遵循田间试验小区土壤-小流域-支流-流域的序列方

向，运用联合模型进行研究。具体采用如下尺度： 

 机理尺度 

 小区-农田尺度（1-10
4
m

2）:研究当地土壤类型、作物类型、气候、地质、地貌类型；地

表和土壤中营养物质流；营养元素在作物和土壤间分配和运移；改善农业生产措施，例

如引进高密度集约化作物栽培技术、先进便易的农田排水系统、高效化肥施用技术和水

资源管理技术；研究引进技术的农学、经济、生态及环境综合效益 

 小流域尺度（10
6
---10

7
m

2）:具体研究 N、P、Si 等元素季节性和年度性的时空变化格局

和多样性 

 支流尺度：着眼三峡库区 33 条主要支流（10
7
---10

9
m

2），研究 季节间多样性直至数年间 

变异性；以消落带作为面源营养源/汇界面，研究营养物浓度、营养混合、水生态系统规

律；研究 点源污染源、生态敏感物种等  

 流域尺度 (10
10

m
2
)：模型将以天为单位拟合现有状态，并预测 100 年内面源污染动态   

 为建立上述模型的监测研究工作也将在同一尺度下进行。 

四、课题安排 

研究活动将分为以下三部分进行： 

 陆地系统：该部分将集中研究氮、磷、硅等元素在农业生态系统和小流域内的形态

分布、转化机理和迁移途径。 除了研究当前状态下从土壤到水体的营养流，相关研

究还将评估不同耕作管理措施和生态修复措施对农田面源污染排放的影响。具体目



 

标是在减少 N、P 面源污染的同时，提高作物产量、最大程度地减少土壤流失，提

高农民收入。研究将在 1 到 2 个 10
6
-10

7
 m

2 试验小流域进行。 

 水体系统：该部分研究将选取 3 或 4 个三峡库区支流（库区共有 33 条支流）和长江

主河道，确定并调校作为水生态安全指示的化学、新陈代谢和生物指标，并实际用

于监测。主要研究方法将包括生物采样、高时空分辨率的物理、化学性状数据库的

获得和稳定同位素监测技术。研究结果将可以使水生态系统的反应与陆地营养排放

变化、水流量和流速变化、水体物质混合规律变化等数字化地联系起来。该部分研

究还将着重探讨湿地和河滨地带的营养物滤过作用；根据营养物性质、浓度和影响

性制定营养物阈值，并建立毒性水华早期预警指标体系。 

 系统模型：该部分研究将采用现有模型如 Agro-4D, HydroGeoSphere, RIVE+，并在

必要情况下扩展现有模型，以描述在上述不同时空尺度下 N、P、Si 等元素的迁徙和

去向。在上述陆地和水体系统研究中获得数据将用于模型的确定和调适。模型的调

适还需要自三峡水库 2003 年蓄水以来的水质和生态数据。研究成果可用于模拟和预

测诸如干旱、洪水等极端自然现象、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和气候变化对库区生态的影

响。 

上述研究活动计划始于 2012 年初，持续三年时间。 

五、课题创新性 

本课题的一个鲜明而至关重要的特点是以产出致力于三峡库区面源污染有效防

控技术的可操作性产品为目的，集以高效生产为目标的农业技术开发、水体生态保

护和水库管理研究和技术于一体。课题将产生一系列创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措施，

用以监测、分析和保护三峡库区流域内相互联系的水资源和陆地资源。中国三峡建

设委员会对三峡库区的统一协调管理将使这些手段和措施得以付诸实施。本课题还

将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难得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同时，课题将增进中国和加拿大

学术界与工业企业伙伴的密切合作。其他相关商业化价值包括农产品产量提高、渔

业的改善和提高、营养流失防控技术、水质监测技术、低成本水质营养监测感应元

件、水华早期预警系统、营养远程监控和通信交流技术、大地观测技术和软件等。 

六、研究队伍 

合作单位已列于封面，包括学术机构、政府机构和商业伙伴，涉及领域包括水

文学、气象学、土壤学、农学、精准农业、淡水生态、生物地球化学、地理信息系

统、远程监控、环境监测感应元件和动态系统模型研究。课题组成员凭借优异研发

记录分别在中国、加拿大及国际上均享有崇高学术声誉。此外，课题组还将邀请或

加强与营养远程监控和通信交流技术、大地观测技术的中加专家的进一步合作。 

七、课题实施 

课题研究的实施将主要通过来自中国和加拿大合作单位的资深专家指导青年学

者，例如博士生、博士后，来完成。在课题进行的 5 年期间将计划招收 12 名全职青

年学者，12 个名额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平均分配。课题执行决议将细化研究活动、

伙伴关系和课题成果等的相关准则。 

该白皮书据 2011 年 1 月 8 日-16 日在中国重庆西南大学召开的“三峡库区面源污染

防控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产生。该研讨会由西南大学和加拿大安大略省 ISOP

（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Program）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