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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恢复技术导则》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为凝练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流域水污染治理与水体恢复技术集成与应

用”项目（2017ZX07401）中以生物链构建及水生植物恢复技术两者合理搭配与协调共同发

挥作用为主要内容的“受损水体恢复技术集成与应用”（2017ZX07401003）（以下简称课

题三）子课题“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技术集成与应用”（2017ZX07401003-04）成果，

建立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技术标准体系，。经申请，重庆大学提出并负责承担《城市受

损水体水生态生境改善与生态恢复技术导则》的主要编制工作。 

《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境改善与生态恢复技术导则》（以下简称“导则”）的主编单

位为重庆大学，参编单位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主要编制人员有重庆大学陈一（起草提纲、

把握方向）、何强（规范内容、指导编写）、杨祥宇（收集整理资料、撰写主体内容），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王晓昌（提供编写建议）、李倩（提供编写建议及修改）。本导则规定了城

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境改善与生态恢复的总体要求，提出了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的水生态恢

复策略，明确了受损水体生境改善与生态恢复技术选择的原则，明确了受损水体生境及生态

恢复技术特点，提供了恢复后期运维管理的相关信息。同时，其他水体的生境及生态恢复（改

善）亦可参考使用。 

2 标准制定必要性、编制依据、编制原则 

2.1 研究背景 

2.1.1 我国城市水环境现状 

自 1978 年来，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大力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然而，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各种涉水活动对水环境与水生态的干预也在不

断增加，对城市水系统造成了一系列的破坏，加之城市水资源可提供量与水体净化能力的有

限性，造成了现阶段逐步恶化的水生态系统。我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着水资源的时空

分布不均，还带来一系列的水旱灾害问题。在面对这些自身存在的水资源问题的同时，水环

境污染、水生态破坏等一系列新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解决当前城市水生态如何保护以及受损

水体水生态如何恢复等问题，鉴于过去十年来“十一五”，“十二五”在城市受损水体水生

态修复与水生态恢复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基础，现阶段急需凝练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技

术，用以更好地指导未来我国城市水生态恢复工作，进一步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同时，

在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分析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水生态系统自身健康的

运行机制及其与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探索一套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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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框架，这是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城市水生态文

明建设研究的当务之急。新老问题交织，给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如今

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利部依托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从水资源角度出发，建设水的生

态文明，并于 2013 年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推进城市水生

态文明的建设步伐；同时针对城市受损河流和湖泊修复工程的相关标准也相继发布，如《受

损河流修复工程运行与维护技术指南》《受损湖泊修复工程运行与维护技术指南》《城市湖

泊水体草型生态系统重构技术指南》等。目前已有相关标准尽管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城市

受损水体修复相关操作运维管理方案，但缺少对修复技术的集成以及因地制宜合理选用技术

标准的参考依据，同时忽略了水生植物大规模恢复技术的集成与应用。本标准正式立足并着

眼于当前国家重视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与恢复工作，大力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这样大的背

景，降低人为干预，以自然恢复为主的出发点，集成过去“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产生

的多种生态恢复技术、梳理适用范围编制完成本标准。 

2.1.2 我国城市水体生态恢复现状 

近 30 年来，我国社会与经济快速发展，过量污染负荷输入造成城市水体污染与生态退

化。水体生态退化一方面使水体生态系统完整性受损，另一方面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水资源利

用，影响流域民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总的来看，我国水体生态环境状况

已进入大范围生态退化和复合型环境污染的新阶段，生物多样性降低，生物栖息地退化，水

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针对此问题，我国“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在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方面共设

置相关课题 34 项，针对水生态恢复的关键环节与区域综合集成问题，研发产出近 30 项关键

技术，建立一批示范工程。其中城市河道生态修复技术，在复合型生态浮岛、水污染物生态

深度拦截削减、城市景观河道水体生境调控与自净功能强化、城市景观湖泊健康生态系统构

建等方面开展研究与示范，形成城市河湖多元生态水质改善与功能提升的技术支撑体系，并

在河道生态修复构建方面突破技术 22 项，建立示范工程 11 项；在城市河水强化净化技术与

应用方面，有景观水体化学-微生物-水生植物复合强化净化与藻类过度生长控制、城市河湖

水系原位强化处理关键、城市黑臭河道原位生态净化集成、初期雨水污染物末端非调蓄式削

减、缺水小城镇工业污染型河道水体侧沟强化治理集成等技术产生，总共突破关键技术 11

项，建立示范工程 10 项。 

以上技术对受损严重的城市水体具有良好的修复效果，且具有很好可操作性和及时性。

但是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修复后，水生态及生境的恢复工作，通常更需要水生态具有良好的

自净能力才能可持续服务城市居民。针对此，城市水体生态系统自净能力强化技术可以更好

的发挥其水生态及生境长远恢复效能。目前，我国已有成熟的城市水体自净能力强化技术包

括城市河湖原生净化系统修复与重建关键技术，水陆交错带生态构建技术，湖库健康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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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构建技术，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再生水循环利用与河流生态修复耦合技术，河湖多

元联动生态系统构建技术，城市生态综合体构建技术等。主要通过人工干预方法，重建或者

修复受损水生动植物生态系统，使得城市水体自净能力得以恢复。尽管技术种类多样，由于

缺乏系统性、协同性和综合性的集成研究，加上已研发产出的技术集成度及层级混杂，技术

工艺生态与环境效益差异较大、技术系列化与模式化水平低、很多成熟技术存在标准化与规

范化等问题，这也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恢复的迫切需求。 

2.2 导则制定的必要性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水专项”在城市主题设置了系列水体生态修复课题，

开展受损水体生态修复技术研究。针对城市景观水体和河道的生态生境恢复问题，研发了以

城市河流水动力改善、城市河道生态修复、城市河水强化净化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修复关键技

术，支撑城市水体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在“控源为本，调配优先，多元为辅，强化应急，

景观共建”总体技术思路的指导下，“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城市水体围绕着南方河

网地区城市水体、北方缺水地区城市水体、中部欠发达地区城市水体开展受损水体生态修复

技术研究，研发的关键技术包括污水厂尾水多点放流生态拦截技术、多自然型城市景观河道

护岸物理结构模式及组件技术、城市景观河道复合生态系统构建及稳定化技术、低污染沉积

物原位处理与控制技术、框架式模块化密植型生态浮床构建技术、人工湿地净化技术、微曝

气深度净化技术等。但是由于许多技术尚不成熟、缺乏针对不同水体的技术集成体系、工程

化水平低等原因，使我国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工作形势仍十分严峻。 

政策方面，国家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和“水十条”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城市水生境及生态恢复已成为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重点任务之一。同时，在国家“水专项”的支持下，环境保护部于 2014 年印发了《江

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系列技术指南》的试行稿，其中关于河流河道生态修复及湖滨带生态修

复工程技术指南等为本导则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借鉴，但上述标准人工干预修复河道和湖滨带

生态系统，并未全面针对水生态恢复及生态系统功能重构，恢复和保持城市受损水体生态环

境进行阐述和指导。因此，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本标

准的制定将有助于城市湖泊生态修复实践，加速城市受损水体生态质量改善。 

虽然城市水体在内的整个水环境都出现了部分好转的势头，但由于城市水体水污染成因

复杂，许多修复技术尚不成熟，工程化水平低，缺乏针对不同水生态的技术集成体系，受损

水体生态及生境恢复技术方面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导致城市水体修复后，水生态恢

复技术支撑尚比较薄弱。因此，现阶段仍需要将过去涌现出的这些技术成果进行收集整理，

凝练出针对不同受损程度的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植物规模化恢复成套技术，以更好地支撑共性

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 

为了规范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技术，推动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的规范化，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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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拟参考行业内相关标准或法规，在我国现行的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恢复技术的基础上，制定

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境改善与生态恢复的基本要求及其评价指标和方法等。该标准对于指

导和规范城市水体建设与运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期降低人民与水体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程

的健康风险，保障人体健康，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该导则的建立

将带动城市景观水体生态及生境恢复相关环保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制单位 2019 年 10 月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编制组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讨论并确

定了开展标准编制工作的原则、程序、步骤和方法。标准编制组成员在前期人工湿地技术研

究、文献资料分析和基础调研的基础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编制规则，形成了本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本标准制定工

作共分为七个阶段，分别为成立编制组、初步分析、开题论证、征求意见、规范研究、征求

意见、规范论证及规范审查。 

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一）成立编制组 

2019年 10月，成立标准体系工作组和编制组。 

（二）初步分析 

2019年 12月，对标准的编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确定了标准的基本大纲。同月，项目

组召开了标准编制工作启动会，进行了团体标准立项情况的汇报，开展了本标准的立项讨论。 

（三）开题论证 

2020年 1月～5月，开展前期文献资料收集与调研工作，总结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境

改善与生态恢复技术的相关问题，并完成项目的立项及发布工作。 

2019年 6月～7月，编制开题论证报告，完成开题论证。 

（四）征求意见稿及其公开征求意见 

2020年 8 月～2021 年 4 月：标准编制组召开编制工作研讨会（视频会议），就导则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经过多次课题组内部研讨会，进一步论证分析导则的编写重点和

方向、解决意见分歧、完善导则内容，完成《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水质提升技术导则》标准

修改稿及其编制说明。 

2021 年 4 月 2 日标准编制组组织专家召开专家咨询会，对标准修改稿内容进行详细汇

报。经过质询讨论得到专家咨询意见，意见如下： 

1.编制组在集成“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

大专项相关课题研究成果基础上，并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编制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从受损水体生境健康评估、生态恢复实施方案编制、水生植被规模化恢复实施、效果评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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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维护方面提出了规范性要求。该标准可为受损水体植物规模化恢复提供技术支撑。 

2.文本内容完整、技术可行，基本符合标准编制要求。 

同时专家组根据编制组汇报内容及技术文件审阅，提出了如下修改建议：  

1. 标准名称修改为《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恢复技术导则》； 

2. 进一步明确水体受损情形及程度，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相应修复技术； 

3. 进一步明确生态健康评估指标； 

4. 进一步精炼标准文本内容，进一步规范条文表述方式。 

最终各位专家通过质询及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标准修改稿修改完善后公开征求意

见。 

4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4.1 城市水体水质评价标准国内外相关研究 

我国关于水质评价的现行标准是 2002年发布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关于湖泊河流生态保护和恢复的现行标准为 2015 年水利部发布《河湖生态保护与恢复规划

导则》，其中统一规范了河湖生态保护与恢复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工作内容及技术要求等

内容。在国外，欧美东南亚等地区有完善的受损水体恢复技术规范体系。例如，2005 年美

国环保局（EPA）出台《保护和恢复湿地和滨岸地区以控制面源污染的技术指南》（National 

Management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Restore Wetlands and Riparian Areas for the Abatement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提出为了有效控制地表径流和地下水中的面源污染，进行保护

和恢复湿地及滨岸区的技术方法。2008 年美国农业部林业局（USDA）出版《保护缓冲带：

缓冲带、廊道和绿色通道设计指南》（Conservation Buffers: design guidelines for buffers），

提出进行植被缓冲带设计的原则，用于指导规划和设计植被缓冲带，实现泥沙拦截和水质净

化以及改善鱼类栖息地环境等恢复目标。2008 年英国苏格兰环境保护局（SEPA）出台了《河

湖边坡保护导则（WAT-SG-23）》（River bank protection：rivers and lochs），提出了应对城

市河湖边坡侵蚀问题、保护和恢复城市河湖水生态的技术及工程措施。此外还有美国的低影

响开发技术（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标准、英国的可持续排水系统（Sustainable Urban 

Drainage System，SUDS）应用标准、新加坡的“活跃、优美、清洁（Active Beautiful Clean，

ABC）”计划、以及欧洲的《莱茵河保护公约》这些标准文件为全球各个国家城市水体的

恢复及保护提供宝贵的技术经验，同时也为本导则的编写提供了参考。 

本文件在总结国内外相关标准及研究成果过程中，对现行标准进行总结凝练、协调融合，

以其简洁全面的内容对已有各向相关标准进行搭桥联系，使其在未来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

境改善和生态恢复工作中起到有效的方向指导作用。同时，本文件在专业领域标准体系中与

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尤其是强制性标准）具有紧密的协调性，在满足已有法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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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 

4.2 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恢复技术国内外相关研究 

国内外对城市水生态恢复技术的研究较广，在城市河湖缓冲带、岸边带、水生植物、食

物网调控等方面均开展了大量研究。尤其是我国水专项“十一五”实施以来，产生了大量先

进技术，比如水专项“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在京津冀、长江三角经济带、珠江三角经

济带、成渝西南经济圈等大中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开展了水体水质提升及水生态恢复技术研

究，攻克了水生植物群落规模化恢复、水生境重建的技术难点，为我国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

生境改善与生态恢复提供技术支撑；在滨海城市天津、三峡库区上游重庆、长江入海口上海

展开研究，突破了不同水质、地质、环境等多因素条件下植被群落结构调控技术、生物控藻

技术、食物网结构调整技术等。国外在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境及生态恢复方面的工作开始

得较早，最初水体生境及生态恢复技术以单一的物理化学技术为主，采用底泥疏浚技术进行

内源污染的治理，建造硬质驳岸来削减面源污染，防止水质恶化，同时提升水体自我恢复能

力进行污染物的去除。20 世纪 50 年代，德国首次提出“近自然生态法”，利用生态技术进

行城市河流修复；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也相继在城市水体治理工程中

应用生态护岸等技术，现已达到较高水平。欧美国家的城市水体生境及生态恢复大多已经经

历过从极度难恢复到较容易恢复的过程。因而最近二十五年间，发达国家的城镇水体大多处

于轻污染状态，随着城市水体生境及生态恢复技术的深入研究，城市水体生境及生态恢复技

术更加注重使用生物生态类技术。在多数国外河流湖泊生态恢复治理中，尽量避免了人造工

程对水环境的影响，且往往采用原位处理的方式进行。 

我国在城市水体生境及生态恢复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的城镇水体环境处理工程中

多使用物化法等见效快、效果好的技术，但效果维持较短，可持续性差。其水生态系统及生

境同样得不到根本改善。近年来，国内对城市水体的治理逐渐减少了使用引水冲污、机械除

藻、化学修复等传统物理/化学方式，转而开始使用微生物修复、水生动植物修复等生物-生

态修复技术，从生态学的角度按照自然界自身循环规律来完成水质提升。目前，我国在水体

生境及生态恢复工程中主要是多种技术组合使用。 

5 制订标准的基本情况 

5.1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在现有标准规范的基础上，总结凝练了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修复后的生境改善与

生态恢复的总体要求，系统地提出了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的生态恢复策略，将植物规模化应

用作为主要技术明确了受损水体生境改善与生态恢复技术选择的基本原则，并且简洁全面地

给出了受损水体恢复技术特点和恢复后期运维管理的相关信息。本导则规避了以往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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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而泛”的短板，重点突出植物规模化恢复技术在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得到修复后于水

生境改善及生态恢复技术的重要地位，填补了利用水生植物在城市景观水体生境改善和生态

恢复工作中规模化、系统性应用的标准空白。本导则在其他水体的生态恢复（改善）工作中

亦可参考使用。 

5.2 标准的法律地位与作用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以及“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等相关法律法规条款，规范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态系统健康度提升的技术选择，促

进景观水体生态改善，制定本标准。本标准以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的生态功能恢复为主要目

标，规定了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条件及技术的确定方法，总结了城市景观水体生境改善

和生态恢复的适用技术，可为我国城市水环境改善技术的规范化提供科技支撑。 

5.3 编制标准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按照《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和规定，确定标准的组

成要素。 

a）政策相符原则。导则编制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 

b）全面覆盖原则。导则适用范围应涵盖水专项领域布局中水体评价和水体恢复等几大

领域所涉及的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技术的综合评估。 

c）客观公正原则。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技术的筛选、评估工作等应科学、客观、

公正。 

d）动态调整原则。导则应该依据国家环境管理工作需要和技术发展适时修订。 

5.4 采用的方法 

5.4.1 文献调研 

通过文献调研和资料收集，研究国内外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修复后的生态恢复相关技

术以及相关生境改善手段的使用情况，总结城市受损水生态的基本组成要求，归纳各种改善

技术的适用范围和相关技术参数，明确标准的技术路线。 

5.4.2 专家咨询 

咨询水处理、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总结多年来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上

的经验，组织多学科、多部门的研讨会，对文本进行咨询论证，在充分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不断完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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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技术路线 

 

 

 

 

 

 

 

 

 

 

 

 

 

 

 

 

 

 

图 5-1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5.6 标准框架结构 

根据相关编写规范，《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境改善与生态恢复技术导则》主要由以

下 7 个部分内容构成，具体如下： 

a）前言：对标准涉及的参照标准、组织制订单位、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等相关问题

进行简单描述。 

b）适用范围：本标准的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c）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中引用的标准、规范等。 

d）术语和定义：本标准中关键词语的解释，主要包括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境改善、

生态恢复、植物规模化恢复等。 

e）总体要求：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境改善及生态恢复的一般要求 

f）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态系统组成成分的确定：城市受损水生态恢复、生态系统成

分的确定。 

g）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境改善及生态恢复技术选择：技术选择的原则和可持续性对

成立标准编制组 

相关文献调研与资料收集、公众调研 

开题论证 

总结意见，完成初稿 

标准管理部门组织征求意见 

专家咨询，完善内容 

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汇总处理意见 

完善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形成送审稿 

标准管理部门组织技术审查 

完善送审稿并形成报批稿及编制说明 

标准管理部门对标准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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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h）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植物规模化生态恢复技术：技术的适用范围、设计要求和技术

参数。 

i）工程运行与维护：工程运行维护和工程监测。 

j）技术经济分析：定性技术经济分析。 

6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6.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生境改善与生态恢复的总体要求，提出了城市受损水

体水生态的植物规模化恢复策略，明确了受损水体生境改善与生态恢复技术选择的原则，给

出了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技术特点和恢复后期运维管理的相关信息。本文件适用于城市受损

水体水生态的水生态恢复，其他水体的水质恢复（改善）亦可参考使用。 

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出了在本标准中所引用的规章、标准、技术规范等规范性文件 

6.3 术语及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下面未列出而引用标准中出现的定义和术语同样适用于

本标准 

6.3.1 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 Urban damaged water body  

城市内部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因素影响，引起的水体水质恶化、系统内部各组分间的关

系紊乱、系统资源短缺和某些生态过程或生态链断裂，最终系统结构和功能退化或丧失的河

流、湖泊、湿地、坑塘。 

6.3.2 生境改善 habitat improvement 

当城市内部河流或湖泊水体中的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的地域、必需的生存条件和

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遭到破坏时，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恢复与重建。重新

构建起原有的生态生物链，使生物物种多样性恢复到受损前状态，使恶化状态得到改善。 

6.3.3 生态恢复 ecological restoration 

以“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使城市水生态系统原有的生态结构、景观功能

恢复到受干扰前的自然状态，并适当加以人为干预使之达到生态健康、空间丰富、文化再现、

且被人们愿意近亲的状态。这个过程一方面将城市开发对生态系统的干扰降到最低，另一方

面通过一系列手段恢复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使其逐步具备克服和消除外部干扰的

能力，促进生态系统在动态过程中不但调整而趋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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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植物规模化恢复 large-scale restoration with plants 

生态系统退化或受到破坏时，通过人为方式规模化引入植物作为生产者用以达到受损食

物链修复或者污染物吸收富集的效果，从而起到改善受损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提升生态系统

自我修复能力的目的。在本导则中，植物规模化恢复作为主要技术手段，为城市受损水体水

生态生境改善和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6.4 总体要求 

6.4.1 编制目标 

为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补足城市水体生境修复

短板，提升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综合治理能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

化生态文明城市，同时指导各地推进城市生态恢复工作，保护和扩大生态空间、恢复受损生

态系统、恢复生态功能，让城市绿水青山常驻，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宜居性，促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 

6.4.2 恢复内容 

    本条规定了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恢复内容：包括城市河流、湖泊、湿地、沿海水域、坑塘

等水体生态恢复技术。 

6.4.3 一般要求 

本条规定了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恢复过程中的对技术选取、遵循的原则、施工注意事项等

方面的具体要求。 

6.4.4 受损水体水生态质量提升工程实施流程 

本条规定了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恢复工程实施的详细流程，主要包括关键技术选取（见附

表 3）、方案技术优化、实施过程及后期运维管理。 

6.5 受损水体评估 

基本路径：现状调查→问题梳理和分析→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安全识别→分类分级确

定实施水体恢复任务的优先次序和空间区域→确定水体恢复项目和坐标点位。 

受损水体评估旨在科学诊断城市主要受损水体问题及其空间分布，是系统开展城市受

损水体水生态恢复的基础。水体受损情况评估坚持以城市水体系统为对象，以恢复、恢复和

提升城市水体景观系统服务功能为目标，对城市规划区范围河流、湖泊、湿地等水体空间开

展摸底普查，分析城市面临的主要污染问题及退化主要原因，分级分类梳理，确定城市受损

水体水生态恢复的重点区域，列出实施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的项目清单及其优先等级。 

6.5.1 评估要求 

本条规定了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恢复过程前的各类评估内容，其中包括水生植物覆盖度、

多样性、健康长势情况评估，还有水质健康评估。 

6.5.2 实地调研 

本条对城市受损水体生态恢复过程前实地调研内容进行阐述，主要包括对城市自然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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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摸底，对城市社会经济、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同时对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质、

土壤、动植物、污染源排查等水生态系统基本情况进行了解。 

6.5.3 现状分析 

本条对城市水体周边人口排污情况调查、环境状况摸底，分类归纳总结城市河道湖泊面

临的污染问题等方面进行阐述。 

6.5.4 重要区域划分 

本条根据城市水体受损问题的分类分级梳理，进行受损水体空间识别，对水生态环境

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等重点区域进行图形叠加和分析识别。 

6.6 实施方案 

本条在城市水体水生态受损情况评估的基础上，对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工程实施方

案进行详细阐述，确定恢复目标，科学构建城市水体恢复指标体系（可参考附表 1和 2）。

根据选定的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方式，筛选切实可行、经济合理的适宜技术及措施，预

估工程量、投资量和实施周期，预测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效果，明确保障机制和措施，

编制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实施方案。 

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指标要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指标体系中，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

复项目应纳入城市建设年度计划，并尽可能优先实施。城市湖泊、河流等专项规划应落实城

市生态恢复相关建设要求，对城市山水格局、视线通廊、整体空间形态、街区开放空间等内

容进行管控引导。 

7 效果评价与维护管理 

7.1 评价方法 

7.1.1 专家评议法 

坚持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公开透明、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材料审查、问卷调查、

遥感测试、实地考查、专家综合评审的方式，对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效果进行综合评议。 

7.1.2 专家委员会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成立全国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专家委员会，委员会

成员包括风景园林、市政工程、环境工程、生态学、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负

责指导各地城市开展水生境与生态恢复工作和恢复效果评价。 

7.1.3 评价流程 

1. 问卷调查。组织专业社会调查机构开展水生态恢复效果问卷调查并形成分析报告。 

2. 遥感测试。组织开展遥感测试处理分析。 

3. 实地考查。采取既定路线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对照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实施方

案中的预期指标进行实地考查并形成书面考查意见。 

4. 综合评审。以会议的形式对城市生态恢复工作进行综合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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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评价指标 

7.2.1 指标分类 

城市生态恢复效果评价指标包括技术指标和工作指标两个方面，详见附表 1和 2。 

技术指标分为河滨湖滨湿地面积比、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水体岸线自然化率

三项量化指标，主要用于评价生态恢复效果。 

工作指标包括实施方案等 6项定性指标，主要用于评价生态恢复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7.2.2 指标应用 

以城市生态恢复实施方案确定的指标为基础，综合比较恢复前、后各相关指标的实现

情况，评价城市生态恢复效果，并以评估结果反过来指导城市生态恢复工作改进、提升。 

7.2.3 总体目标与评价周期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城市生态恢复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城市水

生态恢复综合评价工作机制。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成立全国城市生态恢复专家委员会，加强

对各地城市生态恢复工作的指导服务，并定期开展全国城市生态恢复综合评价，及时公布评

价结果。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研究制订城市生态恢复工作评价

实施细则，成立省级城市生态恢复专家委员会，对省内城市生态恢复工作进行跟踪指导，并

定期实施综合评价。各城市应结合本市生态恢复工作进展情况，自觉组织综合评价，至少每

年一次，保证城市水生态恢复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8 管理与维护 

对治理过的水体进行维护与管理，是防止水体再受损害的重要手段。工程实施前应明

确治理目标，工程结束后，制定运行维护方案，进行日常运行、监测、维护与管理。维护管

理阶段应落实这种制度的管理要求，构建管理、治理、保护“三位一体”。 

8.1 水体水质管理与维护 

城市河湖水体的日常维护管理，是依据先进的环境建设理念，从资源和能源的利用、自

然环境的营造、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努力在城区营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针对城市

河湖水环境特征，充分利用、合理选择各种水体保障技术，改善河湖水体水质，保护水生态

环境，形成环绕城区、人水和谐的城市水景风貌。 

受损水体恢复后时间的长短决定着河湖水体在维护管理上的难易程度，根据受损水体自

身水质情况，选择相应的管理方法。城市河湖水体的水量保持和水质维护，主要从补充水源、

水动力调控、控制富营养化、提高水体水质、水量保持费用等方面考虑。基本应遵循的原则

总结如下： 

1）对河湖沿岸污水源的点源排放要做到“零容忍”、严打偷排漏排； 

2）制定合理可靠的水质检测安排计划，保证对恢复后的水体水质变化有一个清晰的了

解，出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3）提高水体补充水源的质量； 

4）增加水体的流动性和互通性，防止出现死角； 

5）在水体中建立生态系统，充分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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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水生植被管理和维护 

对湿地植物生长状况要进行跟踪监测，特别是外来物种，要采取人工清理等措施，以防

其过度生长，对土著种造成危害。同时，要监测植被恢复前后水质和其他生物物种变化情况。

随着时间推移，城市河湖水体中植被大量繁殖和死亡，若不及时处理，会加速水体沼泽化进

程，也会造成内源性污染。因此，城市水体植被利用和管护工作要及时跟进。具体操作可参

考一下几点： 

1）若恢复后植物（大型植物和浮萍）生长过密过高，需人工及时进行清理； 

2）若恢复后某些植物生长过度，可通过水位调节控制其生长； 

3）因洪水冲刷或其他原因等，致使植物生长不良，或因放牧、水禽利用过度等，需进

行人工补植，以维持种群正常密度。 

4）水位对湿地植物的存活、生长、繁殖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涵闸、泵站等及时调控湿

地水位，防止人工恢复的植物被淹死或旱死。 

5）城市水体植物一般生长较快，根据不同的植物类型，在其生长茂盛、成熟后应对植

物进行及时收割，并处理和利用。一般湿地植物收割时间为上半年的 3-5 月份和下半年的

9-11 月份。 

9 实施建议 

本导则是为指导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而编制的导则，是在我国现行的城市水体水质

评价和水质修复技术的基础上，制定城市水体水质修复的基本要求及其评价指标和方法等。

适用于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的水质评估与恢复，以及相关恢复技术的选择，对指导和规范城

市水体建设与运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本导则是由课题三提出、项目组指导，经多次讨论总结所得，不仅适用于项目组内部，

同时可推广至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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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 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效果评价技术指标 

类

别 
序号 指标 

标准名称/

编号 
指标含义/计算方法 

恢

复

前 

恢

复

后 

水

体

恢

复 

1 

河滨湖滨

湿地面积

比 

HJ192 

评价区域内河流（渠）、湖泊（库）、滩涂、沼泽

地等湿地类型的面积之和所占的比例。河滨湖滨湿

地面积比=Awet×（河流面积+湖泊面积+水库面积+

滩涂面积+沼泽地面积）÷区域面积 

  

2 

城市水环

境功能区

水质达标

率 

—— 
各考核断面水质达标频次之和÷各考核断面监测

总频次×100% 

  

3 
水体岸线

自然化率 
GB/T50563 

符合自然岸线要求的水体岸线长度÷水体岸线总

长度×100% 

  

 

 

表 2 城市受损水体水生态恢复效果评价工作指标 

序

号 
指标 指标内容及评估方法 

1 实施方案制定 查看当地相关城市规划及出台的法规、政策文件。 

2 
规划建设管理

制度 

建立城市水生态恢复的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制度。绿线、蓝线、生

态红线划定。 

查看城市控详规、相关法规、政策文件等。 

3 
技术规范与标

准建设 

制定较为健全、规范的技术文件，能够保障城市水生态恢复工作的顺利

实施。 

查看地方出台的城市水生态恢复工程技术、设计施工相关标准、技术规

范、图集、导则、指南等。 

4 长效机制 
对政府投资建设、运行、维护的城市水生态恢复成效相关的责任落实与

长效机制等。查看出台的政策文件等。 

5 
投融资机制建

设 

制定和创新城市水生态恢复投融资、PPP 管理方面的制度机制。查看出

台的政策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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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绩效考核与激

励机制 

项目清单完成情况检查考核以及城市水生态恢复成效相关的奖励机制

等。查看工作台账资料和出台的政策文件等。 



16 

 

表 3 水体恢复主要技术及其适用范围 

技术名称 技术要点 适用范围 优缺点 

水体净化主要技术 

人工增氧技术 

人工向水体中充入空气或氧气，加速水体

复氧过程，提高溶氧水平，恢复和增强好

氧微生物的活力，促进有机污染物的降解

速度，改善受污染水体的水质。 

适用于严重有机污染和整治后城市水

体的水质保持。 

机动灵活，操作方便，投资少，效果好，对消

除水质黑臭、抑制藻类的生长繁殖有良好的效

果。 

底泥疏浚技术 通过疏挖底泥实现改善水环境的目标。 
适用于在重污染区和重污染水源地等

区域。 

能够快速有效地去除被污染的城市河道底泥中

大量的氮、磷及重金属等污染物；但工程量大，

造价高，需要确定合理的挖掘深度和挖泥量。 

引水冲污（换

水稀释）技术 

通过水利设施调控引入污染水域上游或

附近清洁水源冲刷稀释污染水域，冲走河

道淤积的底泥和稀释污染河水，从而改善

水环境质量。 

适合湖泊的富营养化治理，对于污染严

重且流动缓慢的河流也可考虑采用。 

短时间内有效地减少污染物的浓度和负荷, 提

高水体自净能力, 还能影响污染物质向底泥沉

积的速率；但难以实现科学调水，并且开闸排

水时针对性弱，水量损失较大，成本相对较高，

实施难度大。 

水生植物修复

技术 

利用水生植物吸收、微生物代谢及植物根

部环境的吸附、过滤、沉淀等作用对水质

进行净化。 

富营养化水体或者某些重金属污染的

水体。 

成本较低，治理效果较好，对环境无二次污染；

但无法应对重度污染的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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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浮岛技术 

运用无土栽培的原理， 利用可漂浮材料

为基质在水面种植植物，消减水体中的污

染物质的技术。 

适用于富营养化和受有机污染的水

体，尤其适用于水位波动较大、难以恢

复岸边水生带的水体。 

技术工程量小，便于维护，处理效果好，且不

会造成二次污染，能够改善景观、保护河岸。 

人工湿地技术 

由人工基质和生长在上面的水生植物组

成，利用基质填料、微生物、植物和水生

动物之间的协同作用，通过一系列物理、

化学、生物作用达到净化水体的目的。 

可用于削减面源污染,处理水体中的重

金属、农药和富营养化的污染。 

便于维护，处理效果好，且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但净化效能受湿地水流流态、水力负荷、种植

植物类型和数量、温度、PH、填充介质类型、

运行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岸线恢复主要技术 

人工种草边坡

绿化技术 

人工在边坡坡面上简单播撒草种的一种

传统边坡植物防护措施。 

适合高度不高、坡度较缓的水体护坡的

恢复。 

施工简单，造价低；但边坡防护效果不佳，容

易造成边坡病害。 

铺草皮边坡绿

化技术 

人工在边坡坡面上铺设天然草皮的一种

传统边坡植物防护措施。 

适合坡度小于 45°，局部不陡于 53°

的水体护坡的恢复。 

施工简单，工程造价低，成坪时间短，施工季

节限制少；但管理困难，易受自然灾害，容易

造成边坡病害。 

活枝护岸技术 

沿河道岸坡脚线打一排木桩或混凝土仿

木桩，将有生命力植物的根、茎(枝)或整

体扎成活枝捆，将活枝捆按与河岸平行的

方式放于木桩或混凝土仿木桩与河道岸

坡之间的一种护坡技术。 

适用于坡度比较平缓的水体护坡的生

态恢复。 

施工简单，可有效稳定边坡，减小河岸侵蚀，

改善水生动植物的栖息地环境，并能增强景观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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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纤维毯边

坡绿化技术 

铺设用椰纤维或稻、麦秸秆等植物纤维为

基底，混同优质草籽、营养剂、专用纸、

定型网等多种材料，通过先进设备一次性

制造而成的生态护坡材料。 

广泛应用于河渠护岸与绿化。 
节能环保，保墒效果好，施工速度快，经济性

好。 

抛石边坡绿化

技术 

以碎石堆砌形成具有缝隙的护坡，并可以

结合植被等措施，在抛石缝隙间形成野生

植被的一种护坡技术。 

适合于能够就地取材的、不小于 1:1.5

的自然边坡，多在长江流域使用。 

可就地取材，施工简单，能够减少水流冲刷，

便于修补，可塑性强。 

石笼边坡绿化

技术 

在由高镀锌钢丝或热镀铝锌合金钢丝编

织而成的箱笼内填充石料等不风化的填

充物，并结合植被措施而形成的生态护坡

技术。 

适用于河道、岸坡的护坡，尤其适用于

碎石来源广泛而缺少大块石头的地区

与流速大的河道断面。 

具有很好的柔韧性、透水性、耐久性以及防浪

能力，而且具有较好的生态性；但网格金属易

被腐蚀，网格易老化、易被破坏，存在安全隐

患。 

三维植物网边

坡绿化技术 

利用活性植物并结合土工合成材料等工

程材料，在坡面构建一个具有自身生长能

力的防护系统，通过植物的生长对边坡进

行加固的边坡技术。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河道护坡的恢复，但

坡度大于 45°时慎用。 

固土性能良好，消能作用明显，网络加筋突出，

保温功能良好；但材料老化后，在土壤里容易

形成二次污染。 

土工格室植草

边坡绿化技术 

在展开并固定在坡面上的土工格室内填

充改良客土,然后在格室上挂三维植被

网，进行喷播施工的边坡技术。 

适合坡度小于 45°的水体护坡的恢复。 
伸缩自如，运输体积小，联接方便，施工速度

快，材质轻，耐磨损，化学性能稳定。 

http://baike.haosou.com/doc/5342448-65231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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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生袋边坡绿

化技术 

将植物种子夹在多层无纺土工织物或天

然纤维垫中,直接密贴在边坡表面进行快

速绿化的边坡技术。 

主要应用于水流冲击较大的河道，结构

稳定性。 

保水固土，出苗率高，出苗齐整，施工简单，

灵活性强，但对铺设施工要求高，应用范围窄，

适应性差。 

植被混凝土边

坡绿化技术 

采用特定的混凝土配方和种子配方，对岩

石边坡进行防护和绿化的技术。 

用于各类水体护坡的恢复，尤其适用于

作为堤防护坡。 

具有较好的抗冲刷性和稳定性，降低了施工的

难度，解决了岩石边坡的浅层防护问题；但施

工成本过高，无法为大型植物提供生长空间。 

多孔质结构护

坡技术 

主要有用混凝土预制件构成的各种带有

孔状的适合动植物生存的护岸结构（如不

规则鱼巢结构、盒式结构、自然石连接等）

形成生态护岸。 

广泛应用于多种类型水体护坡的恢复。 
施工方便，抗冲刷，为动植物生长提供了有利

条件。 

浆砌片石骨架

植草边坡绿化

技术 

采用浆砌片石在坡面形成骨架, 并结合

撒草种、铺草皮、土工网、喷播植草、栽

植苗木等方法形成的边坡技术。 

适用于易发生溜坍及坡面冲刷较严重

的河道和水利工程大坝的护坡恢复。 

减少坡面冲刷，避免了人工种植草坪护坡和平

铺草坪护坡的缺点；但由于工量较大,容易对其

造价、施工进度等方面造成不利的影响。 

框格内填土植

草边坡绿化技

术 

在边坡上用预制框格或混凝土砌筑框

格，再在框格内置土种植绿色植物的边坡

技术。 

适合坡度较陡的岩质和贫瘠土质的河

道和水利工程大坝的护坡恢复。 

可靠性高，施工速度快，结构耐久性高，便于

管理；但造价较高。 

水生植物规模化恢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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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水及挺水植

被恢复技术 

确定适宜该地区河湖水生植被的种类、适

宜栽种或投放时机和密度后，进行投放种

植，根据现场情况选择是否对恢复区域进

行围隔。 

针对城市河湖原生净化（主要指水生植

物）系统受到严重破坏、水生生态系统

不健全情况 

该技术在提高水质、肯定河湖水系原生生态结

构和功能作用的前提下，采取人为措施，通过

恢复和健全水生态结构，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从而实现河湖水系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湖库健康水生

态系统构建技

术 

利用浮床及悬浮生态草提供湖体生境，利

用鱼类、螺类、蚌类构建湖泊食物链，提

升湖体的溶解氧浓度和水体流速，提升湖

内植被生长环境质量。 

山地城市深水缓流湖泊水生态系统植

被规模化修复 

湖库健康水生态系统构建技术针对山地城市湖

泊水体深度大、水动力环境差（风生流）、水

体呈明显分层的特点，使用度较好，能有效保

证山地深水湖泊水生植被规模化恢复及生长。 

沿海河道水生

植被生态恢复

技术 

因地制宜，对恢复区域进行科学的取样、

数据分析，根据水样或土样盐分分布规律

确定植物类型及配置，沿海河道植物筛选

首先要考虑植物的耐盐性、抗风性，植物

配置应采取乔灌草相结合的原则，适当利

用原生植物。 

沿海高盐水质河湖水生态系统植被规

模化修复 

高效率保证高盐地区河湖水生态系统植被规模

化恢复，同时备选植被环境景观效果好。 

规模化除藻技

术 

对覆盖水面后导致水体透光性不强及水

体水样的藻类进行人工打捞 

水质富营养化且水面藻类大面积爆发

的河湖水体 

可短暂提高水中透光性及溶解氧浓度，但不是

根本解决办法，只有将富营养化水质修复到正

常水平才能有效抑制水藻的爆发。 

弱化食物链顶

端生物技术 

捕获草食性鱼类虾类，尽量减少其存量，

待植被完全恢复、生物量足够大时，可以

放养一定的食草性鱼类用于控制植被规

模。 

因水生动物过度繁殖食用而导致的水

生植被大规模衰退情况 

对水体中食草鱼类不是后可以有效大规模恢复

植被生长，并且不会影响河湖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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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浪带修筑技

术 

在岸边设置防浪带，水生植物恢复从河湖

汊河湖湾开始，逐步向河湖外环推进，扩

大恢复面积。 

此技术适宜在多风且水生植物较高且

易倒伏的地区 
对河湖水质扰动不大，但工作量较大。 

植物根际底泥

修复技术 

该技术的使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位处

理；一种是易位处理。原位处理只要利用

回填泥沙、基底改造、加入化学剂抑制底

泥磷排放、投加微生物对底泥中大量有机

物进行降解、投加石灰等碱性化学物质降

低底泥污染物（如重金属）溶解度和毒

性、对底泥进行曝气处理改变厌氧环境增

加微生物有机物的降解能力等；易位处理

只要是疏浚，将有机质过量且黑丑的底泥

人工干预挖出。 

底泥污染十分严重，有机物或者氮磷元

素丰富、重金属过量导致植物根系生长

状况不佳而死亡的情况。 

对水质扰动较大，且人力物力投入较多，但可

以有效改善植物根系生长环境，从根本上改善

植物生长环境，促进植被规模化恢复。 

生态浮床技术 

（植物浮床技

术） 

该技术是对水域生态系统自净能力的一

种强化，是绿化技术和漂浮技术的结合

体，利用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对水体中氮、

磷等元素的吸收利用及其植物根系和浮

床、基质等对水体中悬浮物的吸附作用，

富集水体中的有害物质；同时，植物根系

释放大量降解有机物的分泌物，加速有机

污染物分解。岛上的植物可供鸟类等休息

和筑巢，下部植物形成鱼类和水生昆虫等

生息环境，同时能吸收引起富营养化的氮

和磷。 

针对由于河湖的开发、渠化、硬化工

程，以及底泥疏浚等，许多天然生态岛

消失，河流的自净能力下降，大型水体

氮、磷等营养物质含量超标，水体透明

度下降，处于光补偿点光照强度以下的

水生植物无法存活，水质恶化的情况。 

该技术植物生长的扶梯一般是采用聚氨酯涂装

的发泡聚苯乙烯制成的，质量轻，材料耐用，

在形成形成稳定的植物-微生物-动物净化系

统，降解、富集其它有害、有毒物质，加快植

物生长，从而净化水质的同时，开拓水面经济

作物种植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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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群落构建

技术 

运用水体原位生态修复原理，通过水生动

植物群落的形成构建水下生态系统，并与

其它工艺进行优化组合。通过种植水生植

物（沉水植物、浮水植物、漂浮植物、挺

水植物）及湿生植物，放养水生动物（鱼、

虾、螺蛳、河蚌等）以修复水生态群落来

提高水体自净能力，提升水体（水系）景

观功能。 

针对城市河湖原生净化（主要指水生植

物）系统受到严重破坏、水生生态系统

不健全情况。 

该技术由于涉及面广、可重复性差、操作难度

较大、时间跨度较长等因素，尚无成熟的技术

导则，在河道治理恢复与重建植物群落中还处

于试验阶段。 

河湖水体净化

技术 

使用人工湿地、生态砾石、水下补光等技

术手段改善河湖水体水质情况，将高有机

物、氮素磷素、重金属及有毒有害物质在

水体中去除，保障水质质量及好的透明

度。 

水体富营养化及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

情况下植物生长受到抑制，通过对水质

的净化，改善植被的生存环境，进而恢

复植被大规模生长。 

该技术一方面达到了河湖水质净化的目的另一

方面，也达到了植被大规模恢复的效果，但是

该技术成效缓慢，投资较大。 

生态塘技术 

通过塘中种植水生植物，进行水产和水禽

养殖，形成人工生态系统，在太阳能的推

动以及生态塘中多条食物链的物质迁

移、转化和能量的逐级转化，将水体污染

物进行降解，在净化水体的同时，还可将

水生植物和水产进行资源回收。 

针对生活污水量大、污染源复杂多样、

污染物浓度较高的地区，需具备一定容

量的空闲地和低洼蓄水池。 

该技术充分利用荒废的池塘，融入生物降解自

然法则，大大节省投资成本，生态效应显著，

提升环境景观。运行成本低，维护工作量小，

污泥产量少，适应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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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塘技术 

通过将土地进行人工修整，建成池塘并设

置围堤和防渗层，依靠塘内微生物处理污

水，废水先经厌氧生物降解，再经需氧生

物降解，转化为水质稳定的出水主要利用

菌藻的共同作用处理有机污染物。 

针对中、低浓度污水处理;适用于有水

沟、低洼地或池塘的干旱、半干旱地区

以及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地区。 

能充分利用地形，结构简单，建设费用低，可

实现污水资源化金额污水回收再用，实现水循

环。处理能耗低，运行维护方便，成本低，且

能承受较大水量波动，适应能力和抗冲击能力

强；但占地面积较大，气候影响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