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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在“十三五”课题《流域水生态功能分

区管理技术集成》中明确指出，在“十一五” “十二五”水专项成果基础上，围绕国

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对建立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管理技术体系的科技

需求，面向全国水生态功能区管理目标构建的技术需求，以保障流域水生态系统

健康为最终管理目标，通过对已有技术评估、验证及突破完善，系统集成水生态

目标制定技术，开展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体系整理与评估，形成技术评估报

告、技术手册和技术指南；同时，开展水生态目标制定指标体系的突破与完善，

研究水生生物指标对环境因子的敏感性和响应不确定性，提出不同类型功能区的

涵盖生态流量、生境质量和水生生物的水生态保护目标指标体系，完善功能区水

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体系。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水生态问题，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明显短板。

表现在多种水生态问题叠加出现，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问题在地域上相互关联；

陆-水、气-水、地表-地下的关联叠加，导致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难度极大；我国地

域广阔，自然地理条件复杂，不同区域功能定位不同，问题不一样，保护与治理

呈现出区域差异性。这些问题涉及到水生生物、生物栖息地、水质与水量等关键

自然要素。但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统领这些要素的水生态保护体系，特别是水生生

物要素，迫切需要构建水生生物保护指标，以指导水生态保护。 

我国目前水环境管理仍是单一污染物水质管理模式，中国的流域水生态保护

只能够参照地表水或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确定目标，尚未形成以水生态保护为目

标的水环境管理模式。大量的事实证明单一从水质角度并不能体现水生态系统的

健康。只有水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具备了完整性，才能真正维持河湖的健

康。因此，水生态保护目标应包括水生生物完整性、水体化学完整性和物理完整

性三个主要方面，其中水生生物完整性是核心，物理和化学完整性是支撑条件。

在此背景下，做好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和保护目标确定是推进水生态管理的

基础，而现行评价标准中并未有规范统一的评估方法，制定《河湖水生生物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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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目标制定技术指南》尤为重要。同时，《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保护目标制

定技术指南》的制定也将为国家水生态文明建设和水生态环境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1.2 工作过程 

自“十一五”以来，在《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对

太湖流域、巢湖流域、鄱阳湖流域、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海河流域、淮河

流域、东江流域、滇池流域、洱海流域等多个流域开展了多次水生态系统综合

调查。水专项“十一五”和“十二五”多个课题对水生态评价体系开展了研究，总

体而言，各课题均从水生态系统完整性考虑，除传统水体理化指标外，研发的

水生态健康评价体系均考虑了水生生物的重要性，将生物指标纳入到评价体

系，同时部分课题还考虑物理生境指标。生物指标中，河流系统考虑的主要生

物类群为着生藻类、底栖动物、鱼类，湖泊系统考虑的主要生物类群为浮游植

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鱼类。各课题的研究区涵盖了我国不同地理区域的

重点流域。 

本标准编组参与的“十二五”水专项课题“重点流域水生态功能三级和四级分

区研究”“流域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研究”，为全面反映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异

质性，在对全国不同区域十大流域水生态系统综合调查分析基础上，结合国内

外相关研究，并且在水质—生物相互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根据生态完整性原则

构建了基于化学—生物完整性的水生态健康评价体系，其中水生生物完整性是

健康评价体系的核心组成。并完成了在太湖流域、巢湖流域、鄱阳湖流域、辽

河流域等区域的应用验证。 

2017 年 12 月，为进一步完成《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在“十

三五”课题“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管理技术集成”中任务要求，编制组决定进行流

域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相关指南的编制工作。主要工作过程为： 

2018 年 1 月至 4 月，调研收集国内外水生生物保护目标制定相关文献资

料； 

2018 年 4 月至 12 月，流域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研究与集成； 

2019 年 2 月，明确水生态保护目标总体思路，形成标准草案； 

2019 年 6 月 12 日，进行常州示范区水生态保护需求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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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0 日，聘请水办、专家咨询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原理及技术； 

2019 年 7 月 6 日，课题推进会上就水生态保护目标技术原理专家咨询； 

2019 年 8 月 30 日，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原理召开专家咨询会； 

2019 年 9 月 24 日，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原理和指南专家咨询会，邀请

7 名水生态、水环境领域专家进行指导； 

2019 年 10 月 14 日，《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原理》和《流域水生态保

护目标制定技术指南》专家咨询和论证，邀请 5 名水生态、水环境领域专家进行

指导； 

2019 年 12 年 19 日，基于《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指南》，形成常州水

生态保护目标方案，召开地方咨询会，邀请地方环保、水利、国土等部门专家进

行指导； 

2020 年 1 月 14 日，中国环境学会团标标准立项论证会，汇报《流域水生态

保护目标制定技术指南》，专家建议明确适用范围或修改标准名称，根据专家意

见修改后立项，针对本标准，专家建议聚焦水生生物完整性保护目标，提高可操

作性。 

2020 年 1 月~6 月，根据专家建议，将本标准的内容聚焦为水生生物完整性，

调整标准题目为《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技术指南》（后简称《指南》），修

改完善标准的具体内容。 

2020 年 7 月 10 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组织召开了《河

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技术指南》团体标准立项专家论证会，会议邀请了 7 名专

家，审议了相关技术文件，一致建议《指南》立项。 

2020 年 7 月~9 月，根据立项专家论证会意见，针对专家提出的建议，进一

步修改完善《指南》文本内容，并提交《指南文本》、立项申请书等材料至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申请立项。 

2020 年 12 月，根据《关于 2020 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第二批）

立项的公告》（中环学办字〔2020〕166 号），《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技术

指南》予以立项。 

2021年 1月~3月，根据水专项子课题“流域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集成”、

课题“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管理技术集成”验收过程中专家建议，修改完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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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2021 年 3 月~10 月，通过通讯咨询方式向 7 名专家咨询，并根据专家意见修

改完善《指南》文本，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11 月 11 日，通过视频会议方式组织召开了《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

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团体标准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针对指南内容提

出了相关建议。 

2022 年 1 月~3 月，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指南文本，形成《河湖

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相关法律法规需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通过，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明确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

对环境监测和管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

生态安全，依法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并予以实施”，国家采取有利

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政策

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制定本技术指南可为环境管理者们

提供科学的监测、评估手段，健全环境监测评价体系，更好地为环境管理与决策

提供技术支持 

（2）《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要求：完善水环境监

测网络,提升水生生物监测。加强河湖水生态保护，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提出到

2030 年，力争全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到本世纪中

叶，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3年修订)明确“应

当定期组织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建立资源档案，为制定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

护发展规划、制定和调整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提供依据。应当

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和改善水生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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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增殖水生野生动物资源”。 

（4）《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明确要求

“建立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组织开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

性评价，并将结果作为评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总体状况的重要依据”。 

因此，制定本技术标准对于支撑生态环境等部门依法依规开展河湖水生生物

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2.2 相关环保工作的需求 

（1）2017 年 10 月，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将“美丽中

国”建设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要求，

提出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水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使水生态状态根本好转有治理难度大，治理持续时间长，问题牵

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等困难，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国经济发展积累了大

量水生态问题，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明显短板，我国目前缺少统领各个要素的

水生态保护的体系，迫切需要构建水生态完整性评价体系，以指导水生态保

护。 

（2）2020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了《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

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生态环境监测发展的总体方向是： 

2020~2035 年，生态环境监测将在全面深化环境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的基础上，逐

步向生态状况监测和环境风险预警拓展，构建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评估体系。监测

指标从常规理化指标向有毒有害物质和生物、生态指标拓展。地表水环境监测根

据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需求，统筹流域与区域、水

域与陆域、生物与生境，逐步实现水质监测向水生态监测转变。拓展流域水生态

监测。“十四五”期间，国家建立统一的水生态监测技术体系，指导各流域按照物

理、化学、生物完整性要求，研究建立符合流域特征的水生态监测方法、指标体

系、评价办法。到 2035 年，形成科学、成熟的水生态监测体系并业务化运行，

为水质目标管理向水生态目标管理转变奠定基础。根据《纲要》要求，本《指南》

编制有助于支撑水质监测向水生态监测的转变。 

（3）2019 年，生态环境部启动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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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将重点流域规划名称由“水污染防治”调整为“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现了新

时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新要求，按照“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的

要求，建立了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规划指标体系，而水生生物完整性

指数是水生态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指南》的编制可有效支撑流域水生态环

境保护的全面实施，为规划指标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的构建和目标得确定提供科

学依据。 

2.3 标准编制工作基础 

（1）水专项相关课题研究 

当前，我国水环境监测系统现已初步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国家水环境监测网。

基本摸清了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和主要出入境河流的水质。当前监测方法为

人工监测结合自动监测，监测要素也从水质监测向水生物监测拓展。 

水专项从“十一五”以来，设置了课题“流域水生态功能评价与分区技术”课题、

“重点流域水生态功能一级二级分区研究”“流域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研

究”“赣江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与质量目标管理技术示范” “重点流域水生态功能

三级和四级分区研究”“太湖流域（江苏）水生态功能分区与标准管理工程建设”、

“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研究”和“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管理技术集成”

课题，开展了流域水生生物及其生境的调查、水生态健康评估和水生态保护目标

制定等相关研究，具体包括：（1）开展流域水生生物及其生境调查和水生态健

康状态评估。并在全国十大重点流域进行了技术应用示范；（2）建立了水生态

功能分区技术，并在太湖流域、巢湖流域、辽河流域、滇池流域等十大流域进行

了技术应用示范，为分区、分类、分级、分期实施水生态环境管理提供了支撑；

（3）在系统总结“十一五”“十二五”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技术集成与评

估，构建了流域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体系，并在太湖（常州市）和鄱阳湖流

域进行了技术应用示范 

表 2.3-1 水专项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技术研究相关课题 

序号 课题名称和编号 相关研究内容 

1 

流域水生态功能评价与

分区技术

（2008ZX07526001） 

开展了江河、溪流的水生生物及其生境的调查和生态状况评估；构

建基于综合指标的河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设定的河流参考条

件与健康级别，对河流生态系统进行综合健康评价。在辽河和太湖

等流域进行技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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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流域水生态功能一

级二级分区研究

（2008ZX07526-002） 

对 5 个河流流域（松花江、海河、淮河、东江、黑河）和 3 个湖泊

流域（滇池、洱海、巢湖）进行水生态系统调查，揭示了水生态环

境特征和主要影响因子及其空间分异格局。 

3 

赣江流域水生态功能分

区与质量目标管理技术

示范(2008ZX07526-008) 

南方丰水型赣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流域水生态健康评估体

系构建、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水生态承载力估算、丰水型河流容

量总量控制技术研发等关键技术环节的示范研究。 

4 

流域水生态保护目标制

定技术研究

（2012ZX07501001） 

开展了基于保护对象筛选、保护程度确定、威胁因子识别和保护目

标设定开展物种、群落和环境因子的保护目标制定。在辽河、太湖

和赣江等流域进行技术推广应用。 

5 

重点流域水生态功能三

级和四级分区研究

（2012ZX07501002） 

构建了基于化学-生物完整性评价的流域水生态健康评估技术体系—

“评价指标备选库-评估指标筛选-多层次评价结果表达-健康评估平台

构建”。并在全国十大重点流域进行了技术应用示范。 

6 

太湖流域（江苏）水生

态功能分区与标准管理

工程建设

（2012ZX07506001） 

多参数评价方法从物理、化学和生物完整性三方面优化形成了太湖

流域水生态健康评价体系，对太湖流域水生态健康状态分等定级；

确定了分区、分级、分期、分类的管理目标，实现了流域管理从单

一水质目标管理向水陆统筹，水质、水生态双重管理的转变。并在

太湖流域（江苏）进行了技术应用示范。 

7 

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监

测与评价研究

（2013ZX07502001） 

以建立综合有效的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技术体系为目的，针

对河流和湖库的不同特点，重点研究具有共性和可操作性的关键技

术，建立相应的监测评价技术规范和方法，并选择典型流域（辽

河、太湖和松花江）开展业务化应用示范工作，为实现监测评价从

单一的水质理化指标向水生态完整性的转变提供支撑。 

8 

流域水生态环境功能分

区管理技术集成

（2017ZX07301-001） 

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系统集成流域水生态保

护目制定技术体系，并在常州和鄱阳湖流域开展技术推广应用。 

水专项“十一五”和“十二五”多个课题对水生态健康评价体系开展了研究

（高俊峰 等，2016；张远和江源，2019）。总体而言，各课题均从水生态系统

完整性考虑，除传统水体理化指标外，研发的水生态健康评价体系均考虑了水

生生物的重要性，将生物指标纳入到评价体系，同时部分课题还考虑物理生境

指标。针对我国地表水体类型，一般将河流和湖库分开，并根据生态系统结构

的差异建立了相应的指标库。水质指标一般多跟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衔接。生物指标中，河流系统考虑的主要生物类群为着生藻

类、底栖动物、鱼类，湖泊系统考虑的主要生物类群为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底栖动物、鱼类。各课题的研究区涵盖了我国不同地理区域的重点流域，如松

花江流域、辽河流域、海河流域、太湖流域、东江流域等，在各流域开展了水

生态健康评价方法的应用验证。 

表 2.3-2 水专项相关课题构建的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课题名称 
指标体系 

研究区 业务化 
河流 湖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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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

监测与评价研究 

 水质 

 河流生境 

 水生生物： 

 着生藻类 

 底栖动物 

 水质 

 湖库生境 

 水生生物：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底栖动物 

松花江流域 

辽河流域 

太湖流域 

重点流域 

松花江 

辽河 

太湖流域 

重点流域水生态功能

三级和四级分区研究 

流域水生态保护目标

制定技术研究 

（编制组参与） 

 水质：水化学完

整性 

 生物完整性： 

 着生藻类 

 底栖动物 

 鱼类 

 水质：水化学完

整性 

 生物完整性： 

 浮游植物 

 底栖动物 

 鱼类 

十大流域 

松花江/海河/

淮河/东江/黑

河/滇池/洱海

/巢湖/太湖/

赣江 

/ 

太湖流域(江苏)水生态

功能分区与标准管理

工程建设 

太湖流域(江苏)水生态

监控系统建设与业务

化运行示范 

 水质:河流综合污

染指数 

 底栖动物完整性 

 水质：综合营养

状态指数 

 浮游植物完整性 

 底栖动物完整性 

太湖流域 

(江苏) 

太湖流域 

(江苏) 

（2）编制组研究基础 

本《指南》编制组参与的“十二五”水专项课题“重点流域水生态功能三级和

四级分区研究”“流域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技术研究”，为全面反映水生态系统的

空间异质性，在对全国不同区域十大流域水生态系统综合调查分析基础上，结

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并且在水质—生物相互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根据生态完整

性原则构建了基于化学—生物完整性的水生态健康评价体系，建立了一套涵盖

目标层、系统层、状态层和指标层所组成的适用于流域河流和湖泊水生态健康

综合评价 4 级指标体系框架，其中河流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包括 1 个

目标因子、2 个系统因子、5 个状态因子、12 个指标因子（表 2.3-3），湖泊水

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包括 1 个目标因子、2 个系统因子、6 个状态因子、

11 个指标因子（表 2.3-4）。在进行流域水生态健康临界阈值确定时，水生态系

统类型区的确定依据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为基本依据，阈值标准按照国家标

准、文献研究成果、试点数据及专家建议等方法确定。为消除不同指标之间的

量纲差别，同时具有可度量可比较的标准数值，评价结果通过指标归一化过

程、等级标准对照确定评估等级。分别通过柱状分析图、雷达分析图、空间分

布图来综合表达流域水生态健康评估结果，三种表达方法从单项指标—大类指

标—流域等级分布三个角度系统的表达了整个流域从指标到样点的水生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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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基于上述评估方法，完成了松花江、海河、淮河、赣江、东江、黑河、

滇池、洱海、太湖、巢湖等我国 10 个重点流域的水生态健康评估，编制了重点

流域健康报告卡。 

表 2.3-3 河流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状态层 指标层 指标意义 

水生态系

统健康 

物理化学

完整性 

水质理化 溶解氧 含氧量指标，水体缺氧会导致水生生物死亡 

电导率 电解质浓度指标，清洁点电导率低 

高锰酸盐指数 水体污染程度指标 

营养盐 总氮 重要营养元素，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总磷 重要营养元素，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生物完整

性 

着生藻类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度高 

Berger-Parker 优势

度指数 

优势度指标，完整性高的点单一物种优势度

低 

大型底栖动

物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度高 

Berger-Parker 优势

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完整性高的点单一物种优势度

低 

FBI 指数 敏感性指标，表征生物的污染耐受程度 

鱼类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度高 

Berger-Parker 优势

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 

注：引自(高俊峰 等, 2016)  

表 2.3-4 湖泊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状态层 指标层 指标意义 

水生态系

统健康 

物 理 化

学 完 整

性 

水质理化 电导率 电解质浓度指标，清洁点电导率低 

溶解氧 含氧量指标，水体缺氧会导致水生生物死

亡 

营养 富营养化指数 富营养状态指标，包含 Chla，TN，TP，SD

和 CODMn 

生 物 完

整性 

浮游植物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度高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

数 

优势度指标，完整性高的点单一物种优势

度低 

蓝藻门密度比例% 特定指示物种，指示富营养化程度 

大型底栖

动物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度高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 优势度指数，完整性高的点单一物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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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度低 

FBI 指数 敏感性指标，表征生物的污染耐受程度 

鱼类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度高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

数 

优势度指数 

注：引自(高俊峰 等, 2016)  

（3）典型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 

根据水专项课题“重点流域水生态功能三级和四级分区研究”“流域水生态保

护目标制定技术研究”研究成果，开展了十大重点流域水生态健康评价（高俊峰 

等，2016；张远和江源，2019）。此处以太湖流域为例，介绍水生生物完整性评

价应用情况。 

1）底栖动物完整性（B-IBI）评价结果 

从河流点位评价结果分布区域来看，健康点位分布状况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

从空间分布来看，上游苕溪水系，南河水系上游点位健康状况较好，其中西苕溪

中上游点位健康状况均达到良水平，画溪河、屋溪河、合溪河上游点位以及黄土

桥、贡湖湾东部、东太湖南部点位健康状况较好，评价结果为“优”或“良”的点位

主要分布于西部丘陵区苕溪流域西苕溪上游、南河流域屋溪河、洮滆水系茅山东

部洛阳河上游，这些区域人物活动干扰较少，溪流状况最接近于自然状况，生物

完整性得以维持，也是参考点位主要分布的区域；而东部平原区相应点位主要分

布于太湖湖体沿岸的东部太浦河上游、沿江水系德胜河（太湖与长江水系调水通

道）和太湖东部沿岸河流，这些区域河流水体流动性较好，而且周边有相对清洁

的来水，河流自净能力较高。而流域下游随着人为活动增加，农业耕作、城镇化

和工业化活动加强，流域下游黄浦江水系（包括吴淞江）、北部沿江水系和南部

沿长江口、杭州湾水系总体处于差和劣水平（图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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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基于底栖动物完整性的太湖流域河流健康状况评价结果 

 

分别应用西部丘陵区和东部平原区大型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指标对于西部

丘陵区和东部平原区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流域河流总体健康状况不佳，“优”或

“良”等级的点位共 29 个，占样点总数的 19.08%，“中”的点位 42 个，占 27.63%，

“差”和“劣”的点位 82 个，占 53.29%。在西部丘陵区，B-IBI 指标平均值为

0.54（对应“中”等级），有 10 个（占比 33.33%）河段样点处于“优”或“良”等级，

4 个（占比 13.33%）河段样点处于“中”等级，16 个（占比 53.33%）河段样点处

于“差”或“劣”等级。在东部平原区，B-IBI 指标的范围为 0-0.83，平均值为 0.34

（对应“差”等级），有 12 个（占比 13.33%）河段样点处于“优”或者“良”等级，

15 个（占比 16.67%）河段样点处于“中”等级，63 个样点（占比 70%）处于“差”

（36 个）或“劣”（37 个）等级。总体而言，通过 B-IBI 指数可以将西部丘陵区和

东部平原区河段样点分别综合评定为“中”和“差”等级。此评价结果表明太湖流域

河流生物完整性状况较差，受到的人类活动干扰较为严重。 

 

2）鱼类 

太湖流域河流鱼类完整性综合平均得分为 0.51，处于中级别，其中西部丘陵

区 0.40，平原区 0.65（图 2.3-2）。其中，西部丘陵区优和良比例为 34.78%，中

的比例 21.74%，差和劣的样点比例分别为 34.78%；东部平原区优和良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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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6%，中的比例为 14.89%，差或劣的比例为 34.04%。 

 
图 2.3-2 太湖流域鱼类完整性评价结果图 

 

在西部丘陵区，鱼类完整性得分平均值为 0.39，处于差级别。空间分布特征

是：洮滆水系上游、南河水系上游、太湖西南画溪河、西苕溪上游和东苕溪下游

等样点为良；西苕溪、东苕溪中下游和南河中下游为差（图 2.3-2）。在东部平原

区，鱼类完整性得分平均值为 0.55，处于中级别。空间分布特征是杭嘉湖平原、

黄浦江中上游河流样点评价结果为良或优，太湖北部的沿江水系和流域东北部的

沿江水系评价结果为差或极差，太湖东南部沿岸等地的河流样点为中。 

 

3. 国内外相关发展情况 

欧美等发达国家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考虑水生生物在水生态保护中的地位和

作用，90 年代形成以水生生物、栖息地、水化学、水文条件为核心指标的水生态

健康评价体系，并相继开展了水生态监测和健康评价工作，形成一套完整的“监

测-评价-方案-实施-考核”水环境管理模式(Carvalho et al., 2019; Rossberg et al., 

2017)。欧盟的《水框架指令》修订水生态保护目标为“到 2027 年达到河湖生态

状况良好”。美国《清洁水法》明确提出将恢复和维持全国水体的物理、化学、

生物完整性作为长期目标，要求各州采用生物学基准，将保护生物完整性作为水

环境标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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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价生物完整性，相关学者开发了生物完整性指数(Index of Biotic Integrity，

IBI）。IBI 方法上等同于多参数指数（multi-metric index，MMI），运用时通过

综合生物群落组成、结构、物种性状和功能参数定量描述生物完整性（陈凯 等, 

2018）。Karr 在 1981 年最早提出运用生物完整性评价河流健康的思路，并构建

了基于河流鱼类物种丰富度、耐污敏感性、营养类型、鱼类数量、杂交率、鱼病

率、畸形率等 12 项指标基础上的生物完整性指数（F-IBI，Fish-Index of Biotical 

Integrity）。1994 年，底栖无脊椎动物完整性指数（B-IBI）由 Kerans 和 Karr 首

次提出(Kerans and Karr, 1994)，B-IBI 指数由基于底栖动物的多个参数构成，通

过比较参数值与参照状态的数值来计算单个参数的得分状况，再依据分级系统评

价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陈凯 等, 2018）。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其研究对象逐

步扩展至大型底栖动物、藻类、浮游生物、水生植物等生物类群，研究生境也由

河流发展到湖泊、水库和湿地等生态系统，并在欧洲、北美、中国等各个地区不

断发展。 

3.1 欧盟水框架指令 

2000 年 10 月 23 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水框架指令》(EU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后简称 WFD)，并于 2000 年 12 月 22 日正式实施，

欧盟水框架指令引入了保护与改善河流、湖泊、地下水、过渡水体及沿海水域的

新方法，它提供了使自然水域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框架，是迄今为止欧盟在水资源

领域颁布的最重要的法规。 

WFD 指导文件构建了水生态状态评价体系，该体系以水生生物为核心，提

出了包括生物质量要素（ Biological Quality Elements ）、水文形态要素

（Hydromorphological Elements）和水体理化要素（Physicochemical Elements）共

三大类的水生态状态评价体系。要求基于水生态区和水体类型确定各评价指标的

参照状态，根据各要素与参照状态的差异将水生态质量划分为优、良、中、差、

劣五个等级，规范了不同等级各要素的标准，具体评价时采用一票否决制，取三

类要素最低等级为水生态状态评价结果。 

（1）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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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D 将地表水体类型划分为河流（rivers）、湖泊（lakes）、过渡水体

（transitional waters）、沿海水域（coastal waters）以及人工地表水体（artificial 

surface water bodies）或发生重大改变的地表水体（heavily modified surface 

water bodies）。针对河流、湖泊、过渡水体、沿海水域四大类型水体，欧盟水

框架指令工作组编制了监测指导文件，构建了不同类型水体需监测的质量要素

指标集，主要包括生物质量要素、水文形态要素和水体理化要素三类要素（见

图 3-1、图 3-2），用于评价水生态状态，并根据指标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将指标

划分为必选要素和推荐要素。水框架指令要求，对水体生态状况评估时，要根

据这些监测要素的指示性、敏感性、适用性等方面属性来选择，尤其是生物要

素的选择，需结合生物类群的属性和评估水体的生态环境特征，选择能最好反

映压力的生物类群（表 3.1-1、表 3.1-2）。 

 

图 3.1-1 河流水生态状态评价要素及指标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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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湖泊水生态状态评价要素及指标集组成 

欧盟水框架指令指导文件提出了参数综合方法，即使用多参数指数（multi 

metric index，MMI）来评估该要素是否受到了环境压力的影响。主要内容为： 

（1）各种表示生物质量要素并与评估特定压力影响的参数可以组合起来，

例如可通过将其结果平均或加权组合起来以评估质量要素的状态，组合这些参

数能有助于通过提高评估置信度，降低分类不当的不确定性； 

（2）对不同压力敏感的参数不应被组合在一起，除非对它们进行单独考

虑，因为非敏感和敏感参数的平均结果，可能掩盖未能达到特定类型条件的这

一情况； 

（3）可反映多种压力的参数，其结果同样可以组合起来，来评估一种生物

质量要素的条件； 

（4）生物质量要素参数指标的组合是可以选择的，单项指示参数可直接用

于评估一生物质量要素条件是否满足相关特定类型的条件； 

（5）几个参数或参数群，每个都对一种不同压力或一系列压力敏感，其参

数的结果可用于评估生物质量要素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应采用“一出，皆出”

规则，以便生物质量要素条件由对压力敏感、能反映人类干扰的参数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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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WFD 河流生物质量要素的主要特征 

特征 底栖动物 大型水生植物 底栖藻类 鱼类 浮游植物 

生物参数 组成、丰度、多

样性和敏感类群

的存在 

组成、丰度、多样

性和敏感类群的存

在 

组成、丰度、多

样性和敏感类群

的存在 

组成、丰度、

敏感物种多样

性、年龄结构 

组成、丰度、水

华、 

需同时测量的

环境参数 

河流形态、水体

理化、水动力、

底质 

河流形态、水流、

水深、透明度 

基质/生境、形

态、营养物（N、

P、Si）、TOC、

pH、水文条件、

光照条件 

采样/生境，河

流级别（深度/

宽度），水动

力，水温，溶

解氧 

叶绿素 a、水动

力、理化参数

（如温度、溶解

氧、氮、磷、

硅） 

指示的压力 主要开发用于检

测有机污染或酸

化，可进行修改

以检测多方面的

影响 

主要用于检测富营

养化，水动力变

化，包括水电开发

的影响 

指示生产力。可

用于检测富营养

化、酸化、水动

力变化等 

可用于检测生

境和形态变

化、酸化和富

营养化 

指示生产力、富

营养化 

生物的移动性 低，但水动力可

能导致漂移 

低 低 高。有主动避

免不利条件的

能力。 

高。 

随水流漂移。 

变异性的水平

和来源 

群落结构的高季

节性变化。受降

雨、洪水等气候

事件的影响 

群落结构和丰度的

高季节变化。 

群落结构的高季

节性变化。受光

照、营养盐、底

质可得性的限

制，并受气候事

件的影响 

群落结构和丰

度的高季节变

化，高年际变

化 

群落结构和生物

量的高季节间和

季节内变化。受

气候、光照、营

养盐、换水周期

的影响 

河流中的数量 丰富 在栖息地适合的情

况下丰富 

在栖息地适合的

情况下丰富。大

型、深水河流数

量受限 

丰富 一般较低。如果

条件适合可能会

很丰富。 

采样生境 激流、深潭、沿

岸带、水生植物 

沿岸带、深潭 底栖基质、人工

基质 

所有生境 水柱 

典型监测频率 半年、年 半年、年 季度、半年 年 月、季度 

适宜采样时间 夏季和冬季。北

欧春秋季。 

夏季 各季节／夏季和

冬季。北欧的夏

秋。 

不定的 应当覆盖全季

节。北欧的无冰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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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底栖动物 大型水生植物 底栖藻类 鱼类 浮游植物 

监测难易度 相对容易。在深

水区或急流区困

难。 

容易，由于固定的

位置和普遍接近河

岸 

相对容易，在深

水区或急流区困

难。 

需要专业的采

样设备 

简单 

鉴定分类 野外采集和分

拣。实验室鉴定 

野外采集和鉴定 野外采集，实验

室显微镜鉴定 

野外采集、鉴

定 

野外采集、实验

室显微镜鉴定 

鉴定难易度 鉴定至属比较简

单。鉴定至种需

专业知识。可能

在取样/保存过程

中受损 

一般较容易鉴定至

种 

需专家鉴定（同

浮游植物） 

较为容易，部

分鲤科鱼类需

专业知识 

需专业知识鉴定

至属和种。一些

小的单细胞种难

鉴定。 

方法在欧盟统

一吗？ 

不 不 不 不 不 

欧盟正用使用

生物监测或评

价的国家 

奥地利、比利

时、丹麦、芬

兰、法国、西班

牙、德国、意大

利、爱尔兰、卢

森堡、葡萄牙、

荷兰、瑞典、挪

威和英国 

奥地利、比利时、

法国、德国、爱尔

兰、荷兰和英国 

奥地利、比利

时、法国、德

国、爱尔兰、挪

威、瑞典、芬

兰、西班牙、荷

兰和英国 

奥地利，法

国，比利时，

爱尔兰，挪威

和英国 

没有 

当前使用的生

物指标 

有。英国

BMWP，法国

IGBN，德国

Saprobic，奥地利

Saprobic，西班牙

SBMWP，比利时

BBI，荷兰(K 值) 

无，但是正在开发/

校准（奥地利）的

一些指标 

有。挪威和德国

敏感类群指数 

有。英国

HABSCORE 

无 

现存的监测系

统是否达到

WFD 需求？ 

否 否 否 否 否 

现有的分类系

统是否满足

WFD 的要

求？ 

否 否 否 否 否 

河流适用性 高 中 高 高 中—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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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底栖动物 大型水生植物 底栖藻类 鱼类 浮游植物 

主要优点 目前最常用的生

物指标用于生态

评价； 

有正在使用的分

类系统； 

修改现有系统将

满足 WFD 要求；

比理化因素变异

性小 

易于取样和识别； 

低年际变化。 

易于取样； 

具备较为完善的

方法； 

比理化因素变异

性小； 

对环境和人类压

力的响应迅速； 

修改现有系统将

满足 WFD 要求。 

有正在使用的

分类系统； 

修改现有系统

将满足 WFD 要

求。 

易于取样； 

适宜于换水周期

长的河流（例如

低地河流，水坝

上游） 

主要缺点 需适应 WFD 的要

求； 

部分需要专家来

鉴定物种； 

底质相关的高时

间变异性； 

耗时耗财 

部分河流存在外

来种。 

在欧盟并未普遍使

用； 

缺乏参照状态的信

息； 

需适应 WFD 的要

求。 

 

在欧盟并未普遍

使用； 

缺乏参照状态的

信息； 

需适应 WFD 的要

求。 

深水河流难采

样； 

基质引起的高空

间变异性； 

季节变化大； 

物种鉴定需专业

知识。 

需专业采样设

备； 

高移动性； 

水平和垂直分

布格局明显。 

 

欧盟河流评价中

不常用； 

不能指示流水河

流； 

高变异性需要高

频监测； 

水动力干扰导致

难建立定量响应

关系 

建议 在欧盟有最好的

基础，推荐作为关

键的质量要素，特

别是评价有机污

染。 

在特定的水文条件

下不适合。但在适

宜条件下，能给出

稳健的评级结果。 

推荐， 

尤其是在营养状

态评价。 

建议作为评价

生境和形态变

化的关键要

素。 

只建议在大型、

流速慢的河流中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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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WFD 湖泊生物质量元素的主要特征 

特征 浮游植物 大型水生植物 底栖植物 底栖动物 鱼类 

生物参数 组成、丰度、生物

量(Chl-a)、水华 

组成、丰度 组成、丰度 组成、丰度、多

样性、敏感物种 

组成、丰度、

敏感种、年龄

结构 

需同时测量

的环境参数 

营养盐、叶绿素、

DO、POC、TOC、

pH、碱度、温度、

透明度 

水、沉积物和孔隙水

中的营养盐、底物类

型、pH、碱度、电导

率、透明度、钙浓度 

水、沉积物和

孔隙水中的营

养盐、底物类

型、pH、碱

度、电导率、

透明度、钙浓

度 

营养盐、DO、

pH、碱度、沉积

物分析、毒性生

物测定 

营养盐、DO、

pH、碱度、温

度、毒性生物

测定、营养状

况、浮游动

物、TOC 

指示的压力 富营养化、有机污

染、酸化、有毒污

染 

富营养化、酸化、有

毒污染、淤积、河道

变化、湖泊水位、外

来种入侵 

富营养化、酸

化、有毒污

染、淤积、河

道变化、湖泊

水位、外来种

入侵 

富营养化，有机

污染，酸化，有

毒污染，淤积，

河流调节，沿岸

带水文形态改变 

富营养化、酸

化、有毒污

染、渔业、水

文形态变化、

外来种入侵 

生物的移动

性 

中 无 无 低—中 高 

变异性的水

平和来源 

群落结构和生物量

高季节内和季节间

变异； 

中—高空间变异性 

群落结构和生物量的

中—高季节变异性； 

高空间变异性 

群落结构和生

物量的中—高

季节变异性； 

低年际变率； 

高空间变异性 

群落结构和生物

量的中—高季节

变异性； 

高空间变异性 

高空间和季节

变异； 

种群在生境上

聚集  

湖泊中的数

量 

丰富 丰富， 

水库稀有 

丰富， 

水库稀有 

丰富 丰富 

采样生境 水柱 沿岸带 天然底质、人

工基质 

沿岸带、亚沿岸

带、深水区 

沿岸带、敞水

区 

典型采样频

率 

月、季；北欧国家

6 次/夏季 

年（北欧国家的夏

末），在天然湖泊中

每 3-6 年一次 

在生长季节内

几次或一年一

次 

年，在天然湖泊

中每 3-6 年一

次；沿岸带每年

两次 

年，取决于水

体物理特性和

目的 

适宜采样时

间 

各季节，每年至少

两次在春季对流和

夏季分层时。北欧

国家在无冰期取

样。如果高空间变

夏末，通过专家判断 季度、半年、

数次，北欧国

家在无冰期取

样。 

初春、夏末 晚春至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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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浮游植物 大型水生植物 底栖植物 底栖动物 鱼类 

异性则需要更多站

点。 

典型采样量 通常 1 个站点位于

湖心 

每湖 3-10 个断面，每

个断面带 2-3 个样

方。 

3-10 断面，沿

岸至亚沿岸带 

在 3-5 个亚沿岸

带采集 2-3 斗 

取决于采样设

备和生境特

征。 

监测难易度 相对简单 变化的，需专业设备

和专业人员，替代方

法可用，如水下摄像

机。 

相对简单，在

深水湖有一些

困难，需要船

和专业知识 

相对简单，在深

水湖有一些困

难，需要船和专

业知识 

困难，需专业

采样设备  

鉴定分类 实验室样品制备，

其次是显微镜下的

鉴定、计数和生物

量测定。实验室中

藻毒素和叶绿素的

测定 

通过航拍进行的野外

测量；断面采样，实

验室鉴定；叶绿素

a、湿重、干重和无

灰干重和有机含量 

/ 实验室的样品处

理中，每个样品

至少有 100 个个

体被鉴定到最低

水平。 

记录采样努力

量； 

在实验室中，

标本被鉴定至

种，计数、测

量、称重等。 

鉴定难易度 鉴定至高分类阶元

（如科）相对容

易，鉴定至低分类

阶元（如属、种）

较为困难。 

鉴定至种相对容易，

除部分属外（如眼子

菜属） 

鉴定至高分类

阶元（如科）

相对容易，鉴

定至低分类阶

元（如属、

种）较为困

难。 

鉴定至高分类阶

元相对容易，鉴

定至低分类阶元

（如种）较为困

难。 

相对容易，稀

有种和早幼鱼

较为困难。 

方法在欧盟

统一吗？ 

不 不 不 不 不 

欧盟正用使

用生物监测

或评价的国

家 

丹麦、芬兰、爱尔

兰、荷兰、瑞典、

英国和挪威 

丹麦、荷兰、瑞典、

英国的保护区和挪威 

无 奥地利，法国，

比利时，爱尔

兰，挪威和英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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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浮游植物 大型水生植物 底栖植物 底栖动物 鱼类 

当前使用的

生物指标 

分类学指标(如，多

样性指数、丰富度、

指示种)，浮游植物

总量、春季硅藻水

华、有害藻类、产毒

素蓝藻的数量和比

例 

营养等级评分

（TRS），低 TRS 的

物种主要出现在差的

水体，而高 TRS 的与

富营养水体有关，样

性水平，功能群的相

对丰度，水生植物营

养指数。 

无 Shannon 指数, 

ASPT 指数, 丹麦

的动物指数（评

价富营养化和有

机污染）, 底栖质

量指数 BQI（评

价深水区的富营

养化和有机污

染）, O/C 指数

（BQI 的补充或

替代）, 酸度指数

（反映耐不同酸

碱物种的存在） 

生物完整性指

数(IBI)，包括鱼

类组合组成和

相对丰度，鱼食

动物 /浮游动物

的百分比；食无

脊椎动物 /杂食

动物的百分比 

现存的监测

系统是否达

到 WFD 的

需求？ 

无 无 无 无 无 

现有的分类

系统是否满

足 WFD 的

要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湖泊适用性 

高 
高 

(水库适用性低) 

高 

（对水库适

中） 

中 
高 

(水库中—低) 

主要优点 易于采样； 

于水质与营养状态

关系密切； 

在很多国家被用来

评估富营养化； 

标准化容易 

易采样和鉴定； 

多种压力的良好指示

生物，特别是富营养

和淤积。 

易于鉴定至

科； 

富营养化的指

示生物 

易于取样（特别

浅水）； 

相对容易分析； 

已有一些方法； 

结合了化学和生

物的特征 

修改现有系统

将满足 WFD 要

求 

主要缺点 物种鉴定需分类专

家； 

高时间变异需增加

采样频次； 

需要频繁取样； 

空间异质性要求的

垂直和水平采样 

深水区采样难； 

在欧盟不常用； 

需适应 WFD 的要

求。 

没有标准的方

法； 

缺乏参照状态

的信息； 

在欧盟未普遍

使用； 

需适应 WFD 的

要求。 

在欧盟未普遍使

用； 

缺乏参照状态的

信息； 

需适应 WFD 的要

求； 

费时且分析昂

贵。 

需专业采样设

备； 

需适应 WFD 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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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浮游植物 大型水生植物 底栖植物 底栖动物 鱼类 

建议 对磷浓度相应敏

感。鉴定至目或属

是适合监测浮游植

物群落组成。 

是评价湖泊其它生物

要素的关键参数。 

水生植物在湖泊新陈

代谢中发挥重要地

位。在生态质量评价

中并不常用。 

底栖动物在湖

泊新陈代谢发

挥重要作用。

然而，很少有

关于使用底栖

植物的经历和

信息。 

是评价湖泊其它

生物要素的关键

参数。 

它们的使用处于

发展的早期阶

段，需开发更多

方法。 

关键生物质量

要素。反映了

自然和人类多

重影响，数据

很难解释（渔

业、生物操纵

等）。鱼类群

落组成、丰度

和结构是生态

质量的重要指

标。 

 

（2） 分级与评价标准 

欧盟水框架指令将各类水体的水生态状态划分为五个等级，即优（High）、

良（Good）、中（Moderate）、差（Poor）、劣（Bad）。欧盟水框架指令描述

了河流、湖泊、过渡水体和沿海水域的“优”“良”“中”三个等级水生态状态的内涵

（表 3.1-5），并对这几种水体的生物要素、水文形态要素、物理化学要素分别对

其不同等级的内涵作了详细描述。 

表 3.1-5 欧盟水框架指令水生态状态评价不同等级的内涵 

等级 优 良 中 

内涵 人类活动没有或极轻微地改

变地表水体类型的物理化学

与水文形态质量要素的值，

使其基本符合未受干扰条件

下的水体类型状况，并且没

有或极少出现偏离迹象。 

由于人类活动，地表水体类型

的生物质量要素值显示出较

轻的偏离，但基本符合未受干

扰下的水体类型质量。 

地表水体类型的生物要素值与

未受干扰下的水体类型标准相

比，存在中等程度的偏差。这

些要素表明了人类活动导致的

中等程度的改变，并且比良好

状况受到的干扰更大 

 

三类质量要素中，生物监测结果不确定较高，需确保其可比性。欧盟水框架

指令指出，成员国需要建立监测系统以估算每一种水体类型以及制定生物质量要

素的参照状态。其次，为确保结果可比性以及对生态状况进行分级，应以生态质

量比率（Ecological quality ratio，EQR）的形式来计算评价结果。EQR 值在 0~1

之间，优的接近 1，最差的接近 0，并对所取得的生态质量比率分为五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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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定每个等级的阈值。设定分级阈值的方法有多种，如分位数法、等分法、压

力—响应关系法。为提高结果的可比性，欧盟国家采用较多方法是等分法(Hering 

et al. 2006)。需要指出的是，“优”与“良”等级间的阈值以及“良”与“中”等级间的阈

值需要进行校准。对于水生态状况的表述可以通过文字及不同颜色表明，一般而

言优、良、中、差、劣分别对应蓝色、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图 1.5）。水

生态状态综合评价时，对于生物质量要素、水文形态要素、理化要素的评价结果

采用“一出皆出”的原则，即取三类要素评价的最差结果为水生态状态的评价等级

（图 3.1-3）。 

 

 

图 3.1-3 欧盟水框架指令基于生物质量要素、水文形态要素和水体理化要素评价水生态状

态的原则 修改自（WFD CIS, 2003） 

（3） 应用案例——德国地表水生态状态评价 

当前，德国正在管理超过9800个地表水体，绝大多数为河流和溪流（92%）。

其中 137000 公里的河流纳入水框架指令的范围，这些河流平均长度约 15 公里，

分布在近 9000 个水体中，还有 732 个湖泊水体、5 个过渡水体和 75 个沿海水体。

《水框架指令》区分了天然水体、严重改变水体和人工水体。在德国，35%的地

表水体被评估为严重改变，15%被评估为人工水体。因此，50%的德国地表水体

需达到“良的生态潜力”，而不是“良的生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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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水生态状态评估以广泛的监测方案为基础，对这些方案必须进行大

量的监测。为此，在德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对不计其数的水样进行了分析，绘

制了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水体地图并对其进行了评估，同样对鱼类、浮游生物、底

栖动物、水生植物等进行了评估。这种监测作为措施规划和成果评价的基础，以

确定有关措施是否取得预期效果。2015 年，联邦各州为这类监测确定了近 600 个

地表水监测站，而针对生物质量元素，确定了 14000 个监测点。 

评估结果说明，黄色、橙色和红色占主导地位（图 3.1-4），表明众多德国水

体目前无法实现 WFD 的目标。这一发现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德国的水体被广泛

用于农业、工业、航运、水电、公共供水和卫生以及娱乐目的。目前，共有 799

个德国水体（8.2%）表现出“优”或“良”，处于“中”站 36.1%。目前处于“差”或“劣”

状态水体，各自占比 33.8%和 19.2%，2.7%的德国水体尚未得到明确评估（图 3.1-

4）。总体生态状况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德国河流的特征，因为德国河流占

该国地表水体的大多数。德国湖泊的结果更为积极，26%的湖泊已经取得了“良”

或“优”状态（图 3.1-5）。 

在德国，河流无法达到“优”等级大多是水文形态要素的退化。河流缺乏近乎

自然的动植物栖息地，且河流的连续性已被破坏。其他造成未能达到规定目标的

原因是来自农业活动和废水处理产生的过多营养盐输入。所有 10 个流域区的水

生态状态基本相同。人口密度较低、林地覆盖度高的流域水生态状态较高，达到

“良”状态；而在农业和城市密集使用的地区，水生态保护面临较大问题。研究表

明，生物类群的衰退需要较长时间用于长期恢复和使生物群落重建，并没有快速

的解决方法使德国地表水体达到“良”状态。未能实现“良”主要是由于水文变化、

栖息地退化和富营养化压力。鉴于周围环境所提供的重新定殖潜力也可能对生物

群恢复时间和“良”状态的实现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鱼类，通过拆除水坝或建设

鱼道来恢复河流连续性。根据对措施方案的评估，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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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德国河湖水生态状况评价结果 

 

图 3.1-5 德国河流和湖泊水生态状态评价结果 

3.2 美国 EPA 

自美国 1972 年通过《清洁水法》以来的 40 多年里，随着流域生态学、生物

监测和评估技术的发展，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在 1990 年发布了第一个关于生物评估和标准的指导文件。从那时起，流域生态

学及其在水质规划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进展。各州经常使用生物信息来直接评估

其水生生物资源的生物状态，跟踪其状态的变化，并制定生物标准来设定维持生

物完整性的预期。为此，美国 EPA 经过多年的努力，相继实施了快速生物规程

（Rapid Bioassessment Protcols，RBPs）、生物状态梯度（Biologic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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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ient, BCG）模型、国家水资源调查（National Aquatic Resource Surveys），编

制了指导文件，用于指导各州制定具体的水生态监测评价工作。 

 

（1）河流快速生物评价 

1986 年 12 月，美国环境保护署开始对地表水监测活动进行改革，强调重组

现有的监测方案，加快有前景的生物监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针对这些建议，流

域评价与保护分部于 1989 年开发了快速生物评估协议(RBP)，旨在为全国水质

管理提供基础水生生物数据，各州随即将此协议作为其水监测项目的框架。后经

过近 10 年的开发和完善，EPA 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培训和讨论工作，并针对不

同溪流生态系统的具体应用，对初版进行了修订和调整，于 1999 年，推出了《溪

流和浅河快速评估方案——着生藻类、大型底栖动物和鱼类(第二版)》，提供了

河流着生藻类、大型无脊椎动物以及鱼类的监测及评价方法和标准，包括栖息地

生境的监测、采样方案的设置、生物采样的技术等详细准则，以应对新的环境特

征和不同的监测需求。 

RBPs 提倡进行综合评估，将栖息地（例如物理结构、流动状况）、水质和生

物与经验定义的参考条件（通过实际参考地点、历史数据、建模或外推）进行比

较，在选择适合特定生物监测情况的水生群落时，必须考虑使用每个群落的优势

以及方案的目标。着生藻类可用于水质监测，但尚未被广泛纳入监测方案，其代

表了初级生产者的营养水平，表现出不同范围的敏感性，但往往只在底栖生物和

鱼类群落中间接观察到，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和鱼类结构特征的组合可以提供最

佳的评估方法。 

根据 RBPs，着生藻类在多数水生生态系统中都会大量出现，是有效的可涉

水河流的生物评价指标，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并检验了着生藻类的生物完整性指数，

用群落组成的变化来诊断影响生态健康的环境胁迫因子，并评价其生物完整性。

着生藻类评价可以单独使用，在结合一个或多个其他的类群使用时更为有效，尤

其应结合生境评价和大型底栖动物评价；大型无脊椎动物是大多数州水质机构的

长期生物监测对象，许多州已经有了大型无脊椎动物的背景数据其对底栖动物的

了解程度高于鱼类，因此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生物指标；鱼类调查方案主要基于

Karr 的生物完整性指数(IBI)，该指数使用鱼类群落结构来评估水质，其功能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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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指标的整合构成了 IBI 的基础，这也是快速生物评估方法在不同类群中应用的

一个共同元素。 

2006 年，在上述针对溪流和浅河制定的评估和调查方案的基础上，EPA 又

针对大型河流生物调查和评估发布了《大型溪流河流生物评估的内容和方法》和

《深水型（不可涉水）河流生物评价概念及方法》，其中生物调查包括藻类、大

型底栖生物和鱼类调查，着重强调生境评估和物理参数的调查分析，同时对得到

的调查数据如何分析、整合和评估有更明确具体的介绍。 

 

（2）生物状态梯度模型 

生物状态梯度模型基于水生态指标与环境压力存在定量响应关系的科学原

理。它是一个概念性的、科学的框架，用于解释生物对水生生态系统中不断增

加的压力的反应。该框架是根据美国不同地理区域的水生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

的经验观察得出的对压力的生物反应的共同模式而建立的。该框架描述了水生

生态系统的 10 个生态属性特征如何随着压力水平的增加而变化，从自然状态

（例如，未受干扰/受干扰最小的状态）到严重改变的状态。这些特征被定义为

“生态属性”，包括群落结构、生物条件、生态系统功能和连接性等方面。BCG

框架可被认为类似于一个基于现场的剂量-响应曲线，其中剂量（x 轴）表示人

为压力水平的增加，而响应（y 轴）表示生物条件。应用时，在分区和分类的

基础上，基于详尽的自然地理、水文水资源、水环境、水生生物、土地利用等

数据库，建立关键环境压力与生态指标之间的响应关系模型，进而确定不同水

体的水生态保护和恢复目标。BCG 框架建议将生物状态分为 6 个等级（图 3.2-

1），各州结合当地生态环境特征，可划分更多和更少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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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生物状态梯度概念模型（修改自 EPA, 2016） 

 

生物状态梯度框架下，利用现有数据和专业知识，使用统计和建模方法来

建立数值规则，将具有不同生物条件的不同地点分配给 BCG 的 6 个级别。在这

个过程中，通过专家小组来评估生物状态，并确定水生生态系统的 10 个生态属

性如何随着压力水平的增加而变化，从自然或未受干扰/受干扰最小的状态到严

重改变的状态。这 10 个生态属性涉及污染敏感或耐污染物种、历史或非本地物

种，以及生物条件、生态系统功能和连通性（表 3.2-1）。然后使用统计和建模

方法来建立数值规则。对这些规则进行测试、细化，并记录在案，以便在未来

以透明的方式应用这些规则，而不需要重新召集专家小组。 

 

表 3.2-1 描述生物状态梯度的属性（修改自 EPA, 2016） 

代码 生态属性 描述 

I 有历史记载的、敏感的、

长寿的或地区性特有类群 

已知的根据历史、博物馆或考古记录支持的分类单元，或由于独特

的生活史需求而限制分布的分类单元（仅在一个地区出现） 

II 高度敏感类群 对污染或人为干扰高度敏感的类群；往往数量较少，许多是栖息地

和食物类型敏感分类群；首选因干扰或污染而消失的分类群 

III 中等敏感和普通类群 在相对不受干扰的条件下普遍存在且数量丰富，但对人为干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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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普通分类群；比属性 II 分类群具有更广泛的耐受性，在中度

干扰的地点，密度和丰富度较低。 

IV 中等耐受性类群 在几乎任何条件下都能发现的普遍存在的普通分类群，从未受干扰

的地点到高度压力的地点；广泛耐受性，但在极端条件下通常会下

降 

V 高耐受性类群 在未受干扰的条件下，通常不常见且丰度低，但在受干扰的地点丰

度增加的类群；能够在受干扰的地点开拓资源的机会物种；最后的

幸存者 

VI 外来的或有意引进的物种 生态系统以外的任何物种；此外，许多原产于北美某一地区的鱼被

引进到其他地方 

VII 生物条件 生物异常；个体健康指标 

VIII 生态系统功能 生态系统所进行的过程，包括初级和次级生产、呼吸、营养循环、

分解，它们的比例/优势，以及系统的哪些组成部分具有主导功能 

IX 空间和时间范围的不利影

响 

压力源累积不良影响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X 生态系统的连通性 （在空间/时间上）获得或联系维持相互作用的水生生物种群所需的

材料、地点和条件；与破碎化相反 

 

生物状态梯度模型通过生物状态梯度生态属性来描述跨区域的生物和生态

响应的一般模式。表 2 将 10 个生物条件梯度生态属性分为 6 类：结构、非本地

类群、条件、功能、景观和连通性。在表 3.2-2 中，生态属性 I 到 V 被合并到一

个类别中—结构和复合复杂性、。这一类典型类别包括对一个群落中单个分类单

元的数量、类型和比例的度量（例如，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鱼和藻类群落）。

这五个生态属性（-I-V）是大多数地区河流生物评估项目的基础。这五个生态属

性描述了生物对压力累积影响的敏感性（例如，高、中、或耐受的类群）。除了

基于敏感性的生态属性外，生物学家还使用了群落丰富度和平衡度、群落丰度或

生物量，以及关键的或适应结构的物种来定义生态属性和区分沿压力梯度的条件

水平。属性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压力作出反应，因此在整个压力水平范围内有预

测的、定量的测量方法（表 3.2-3）。 

在生物状态逐渐变化中，为了开发可靠的和可预测的措施，定义和量化这

些沿整个梯度的压力影响变化是必要的。例如，高度敏感的类群可能在早期或

较低的压力水平下从群落中消失。随着压力的增加，耐受性强的类群可能成为

优势类群，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可能会茁壮成长，而且还因为敏感物种的减少和

耐受性类群在整个群落中的比例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中等耐污类群在大范

围的压力胁迫下可能不会发出明显的信号。然而，这组类群在高压力条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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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可以帮助记录高扰动条件，它们的重现可能表明对恢复的管理行动的最初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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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生物状态梯度的生态属性及其对应的等级（修改自 EPA, 2016） 

生态属性 描述 生物状态梯度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自然的结构、功能

和分类完整得以

保存;生态系统功

能保持在自然变

化范围内 

几乎所有的本

地类群在生物

量和 / 或丰度

上都有一些变

化 ;生态系统

功能充分维持

在自然变化范

围 

一些珍稀的本地

类群的消失引起

了结构上的变化 ;

类群相对丰度发

生变化，但具有常

见的和丰富的敏

感普遍类群 ;生态

系统功能通过系

统的冗余属性得

到充分维持 

结构发生了中等变化，

一些敏感普遍类群被更

耐受性类群所取代，但

一些敏感类群的增殖得

到维持 ;所有预期主要

类群整体均衡分布 ;生

态系统功能主要通过冗

余属性来维持 

敏感类群明显减少 ;主

要类群的分布明显不平

衡 ;机体状态有生理应

激的迹象 ;系统功能复

杂度和冗余度降低 ;增

加未利用材料的积累或

输出 

结构的极端变化 ;分类学

组成的整体变化 ;正常密

度和分布的极端变化 ;机

体状态往往较差 ;生态系

统功能严重改变 

结

构 

I-V 群落或生境的结构和复

杂性。也可以识别由于人

类活动而丧失的栖息地

或物种。例子包括大型无

脊椎动物或鱼类指数、浮

游植物或浮游动物群落

测量、底栖动物测量、生

物群落镶嵌、敏感分类单

元或生物群落的存在/数

量、湿地植被指数等 

群落组成是自然

发生的，除了在没

有可测量的人为

压力(包括叶绿素

a 水平，生物群落

镶嵌，物种组成包

括大型、长寿和敏

感的物种;植被的

模式是自然发生

的) 

生物群落或植

被的自然分布

发生了微小的

变化，敏感物

种略有减少，

而耐受物种略

有增加 

生物指标明显变

化(敏感物种减少，

较耐虫物种增加，

植被模式明显变

化 ); 在生境或栖

息地可能是轻微

的减少 ;生境斑块

基本完好 

生物指标的显著变化

(敏感物种:包括大型或

长寿的类群,明显减少，

耐受物种增加，植被模

式明显变化);生物群落

镶嵌图略有改变，用耐

受性强或非天然成分取

代天然生境 /生物群落

顶 ;在一些生物群落类

型或栖息地中可检测到

的损失 

不存在最敏感、大型和

寿命长的类群，以大量

的耐受性类群为主 ;物

种多样性、大小和现存

物种密度的显著变化 ;

生境斑块明显改变，许

多自然栖息地 /生境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耐受

性或非自然形成的类

群 ;生境或生境面积明

显减少 

敏感的、大型的和长寿的

类群基本不存在 ;可能存

在或高或低的极端丰富的

类群;物种多样性显著减

少;接近完全丧失或改变

的天然生境斑块，以及天

然生境或栖息地面积的显

著丧失 

非

本

VI 非本地类群的状态。可能

包括对入侵物种和非本

如果存在非本地

类群，则不会显著

可能存在非本

地类群，但其

非本地类群可能

在某些群落中表

只靠定期放养来维持耐

受性较强的外来物种或

有些群落以入侵的非本

地类群为主 ;或通过耐

与 Level 5 相同;无法根据

外来物种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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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类

群 

地物种影响的测量。例如

物种或个体的估计数量，

本地和非本地物种的相

对密度或生物量测量，或

本地物种的替代 

减少本地类群或

改变结构或功能

完整性 

出现对本地类

群无不利影响 

现突出，而一些敏

感的本地类群可

能会减少或被等

价的非本地类群

所替代。 

本地物种丰富度的增加 受性的外来物种增加优

势 

条

件 

VII 测量单个生物体的状态，

包括异常和疾病。例如外

部异常、病变、疾病爆发

(局部或普遍)、珊瑚白

化、海草情况、鱼类病理

学，以及患病或受影响生

物体的频率 

疾病和异常与自

然发生的事件和

特征相一致 

疾病和异常与

自然发生的事

件和特征相一

致 

疾病和异常的发

生率可能略高于

预期 

疾病和异常的发生率略

高于预期。例如，珊瑚

白化事件可能偶尔发

生，导致死亡率略有上

升。鱼的异常只发生在

一小部分种群中 

疾病爆发越来越普遍，

异常现象也越来越普

遍，特别是在寿命较长

的类群中，生物量可能

也会减少。异常，如鱼

的畸形、损伤和肿瘤，

在一定比例的种群中发

生 

已经观察到疾病和异常的

宿主物种已经消失，因此

疾病可能很难检测到。异

常、疾病等可能发生在多

个物种或类群之间 

功

能 

VIII 能量流，营养链和物质循

环的测量。它们可能包括

与功能度量相关的替代

或简要的结构度量。例如

光合作用:呼吸比，底栖

动物 :中上层的生产速

率，叶绿素 a 浓度，大藻

类生物量，细菌生物量和

活性 

能量流、物质循环

和其他功能是自

然发生的;以复杂

的相互作用和支

持大型、长寿命生

物体的长期联系

为特征 

能量流动、物

质循环和其他

功能在自然范

围内变化 ; 以

复杂的相互作

用和长期联系

为特征，支持

大型的、长寿

命的生物 

所有功能都是通

过操作上冗余的

系统属性、对输出

和其他指示功能

的最小更改来维

持的。有些功能由

于污染或低水平

干扰而增加 

大多数功能是通过操作

上的冗余系统属性来维

持的，尽管存在效率降

低的迹象，但底栖动物

的生产率可能会发生变

化 

某些生态系统功能的丧

失表现为某些资源的输

出或输入的改变以及能

量交换率的变化(光合

作用:呼吸率、底栖生物

的生产率、呼吸或分解

率)。 

大多数功能表现出普遍而

持久的破坏，向初级生产

转移，微生物主导，较少和

较短的营养链和高度简化

的营养结构，底栖动物的

生产率显著变化 

景

观 

IX 衡量景观的能力，将地表

水分配给某一地点，以维

持整个生态过程和功能，

支持一个有弹性的，自然

没有或维持自然

扰动状态 

局限于很小范

围和短周期内 

局限于局域或某

一季节内 

轻微的不利影响可在局

域以外的地区发现，并

可能包括一个以上的季

节 

不利影响远远超出局域

范围，只留下几个条件

良好的孤岛 ;影响跨越

多个季节 

不利影响可能消除一个区

域或流域内的所有避难所

和栖息地，并影响多个季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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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水生生物群落。测

量的功能和过程包括水

文调节、水化学和沉积物

的调节、水文连通性、温

度调节和生境供给 

连

通

性 

X 观察在相邻的水体或栖

息地之间生物交换或迁

移。研究区域内的重要措

施可能受到邻近或大于

相邻研究区因素的强烈

影响。度量标准可能包括

水坝、堤道、破碎度测量、

水文测量 

生态系统在空间

和时间上是自然

连通或不连通的，

物种的交换、迁移

和从邻近的水体

或栖息地的补充

都是自然发生的 

生态系统在空

间和时间上是

自然连通或不

连接的，物种

的交换、迁移

和从邻近的水

体或栖息地的

补充都是自然

发生的 

相邻水体或栖息

地(例如上游和下

游水体)之间的连

通轻微丧失或增

加，但生物栖息

地、避难所和其他

机制大多起补偿

作用。可能还会因

为河道和流域内

的迁移连通性增

加 

相邻水体或栖息地 (例

如上游和下游水体 )之

间的连通性有所丧失或

增加，但生物栖息地、

避难所和其他机制可防

止完全断开或其他问题 

相邻水体或生境(例如

上游和下游水体或生

境)之间的生态系统连

通性明显丧失或增加 ;

对于某些类群，不存在

适宜的栖息地，存在一

些接近完全断开或连接

的情况 

对于许多群体来说，在空

间上或时间上生态系统连

通性的完全丧失，从而降

低了生物繁殖、补充、阻止

了与邻近水体或栖息地的

迁移或交换、断开连接的

频繁或其他问题。对于其

他群体来说，生态系统至

少在一个维度上的完全丧

失会降低繁殖或补充的成

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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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生物状态梯度的群落组成和结构生态属性（I-V）及其对应的等级（修改自 USEPA, 2016） 

代码 生态属性 生物状态梯度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I 有历史记载的、敏感

的、长寿的或地区性特

有类群 

除了全球物种灭绝以外

的自然现象 

除了全球物种灭绝

以外的自然现象 

有些可能由于全球灭

绝或局域灭绝而很少

存在或缺失 

有些可能由于全球、

区域或局域的灭绝而

很少存在或缺失 

通常缺失 缺失 

II 高度敏感类群 与自然出现的预测一

样，至多是自然密度的

微小变化 

大多数是通过改变

密度来维持的 

有些损失，取而代之

的是功能上等价的、

敏感的、普遍存在的

类群 

可能会显著减少 通常缺失或只有极少

的个体 

缺失 

III 中等敏感和普通类群 与自然出现的预测一

样，至多是自然密度的

微小变化 

出现和丰度可能增

加 

常见的和通常的丰

度，相对丰度高于敏

感-稀有类群 

出现并维持繁殖群

体 ;一些类群被功能

上等价的中等耐受性

类群代替 

经常缺失或明显减少 缺失 

IV 中等耐受性类群 与自然出现的预测一

样，至多是自然密度的

微小变化 

自然出现并在丰度

上有轻微增长 

通常是丰度明显增加 常见的和通常的丰

度 ;相对丰度可能大

于敏感的-普遍存在

的类群 

经常表现出过度的优

势度 

可能以极高或极低的

密度出现 ;各类群的

丰富度较低 

V 高耐受性类群 自然出现，至多是自然

密度的微小变化 

自然出现并在丰度

上有轻微增长 

可能出现功能多样耐

受类群丰度增加 

可能是常见的，但不

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度 

常以高密度出现，并

可能占主导地位 

通常由大多数群落组

成 ;经常显著偏离正

常密度(高或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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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河流、溪流、湖泊评价 

国家水资源调查（The National Aquatic Resource Surveys，NARS）是由美

国环境保护署（EPA）、美国各州和地方部门共同实施的一项合作计划，旨在

评估美国国家沿海水域、湖泊和水库、河流和溪流以及湿地的质量，对不同环

境状况进行各个时间点的评估，确定关键压力源的干扰程度。水资源调查在水

体类型中每五年轮换一次，目前处于第四个周期（国家湖泊评估，NLA 

2022）。NARS 由国家海岸状况评估 (NCCA)、国家湖泊评估 (NLA)、国家河

流和溪流评估 (NRSA) 和国家湿地状况评估 (NWCA)共四项调查组成，现已有

超过 20 年的化学、物理和生物数据积累，包括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鱼类、

植被、浮游动物、养分浓度、沉积物化学、土壤化学、物理栖息地测量、微囊

藻毒素浓度等。 

国家湖泊评估 (NLA)与国家河流和溪流评估 (NRSA)提供了有关河湖水生

态状况及变化的信息，目前，针对河溪评估，美国环境保护署（EPA）于 2018 

年和 2019 年颁布了《National Rivers and Streams Assessment, Field Operations 

Manual (Non-) Wadeable》（EPA-841-B-17-003a and EPA-841-B-17-003b ），概

述了可涉水和不可涉水河流野外现场数据测量和采样方法，并要求数据的采集

需要包括现场测量指标（pH、溶解氧、水温及电导率）；水体理化指标（TP、

TN、NH3-N、NO3-NO2、NO3、基本的阴阳离子、二氧化硅及碱度等）；叶绿

素 a、藻类毒素、大型底栖动物、鱼类、固着生物、物理栖境及粪便指标（肠

球菌）等（表 3.2-4）。在水生生物指标中，以着生生物作为补充指标，鱼类及

底栖生物群落作为核心指标，用以评价河流的生态情况。 

表 3.2-4 美国不可涉水河流指标 

指标 核心或辅助指标 采样范围内的规格/位置 

原位测量（pH、DO、温度、

电导率） 

核心指标 在通道中部的 X 站点进行的

测量； 如果水深小于 1 

米，则在 0.5 m 深度或中深

度获取读数 

水化学（TP, TN, NH3-  

N, NO3-NO2, NO3, 碱性阴离子 
核心指标 在通道中部的 X 站点收集； 

从 0.5 m 的深度开始，如果

水深小于 1 米，则为中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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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核心或辅助指标 采样范围内的规格/位置 

和阳离子、二氧化硅、碱度 

[酸中和能力 (ANC)]、DOC、

TOC、TSS、电导率、pH、浊

度、真彩色) 

叶绿素 a 核心指标 对水化学和附生生物样品进

行部分收集 

微囊藻毒素 辅助指标 在通道中部的 X 站点收集； 

从 0.5 m 的深度开始，如果

水深小于 1 米，则为中深度 

附生植物复合体和附生植物

宏基因组 

辅助指标 从系统地放置在每个站点的 

11 个位置收集并组合成单个

复合样本 

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群落

（滨海） 

核心指标 从系统地放置在每个站点的 

11 个位置收集并组合成单个

复合样本 

鱼群 核心指标 在指定位置的整个采样范围

内进行采样 

物理栖息地评估 核心指标 在整个采样过程中收集的测

量值到达指定位置 

粪便指示剂（肠球菌） 辅助指标 在离岸 1 米处 0.3 m 深的

最后一个样带处采集 

鱼类组织 辅助指标 在整个采样过程中收集的目

标物种作为鱼群采样的一部

分 

全部鱼类组织 选定地点的辅助指标 在整个采样过程中收集的目

标物种作为鱼群采样的一部

分 

 

针对湖泊评估，于 2017 年颁布了《National Lakes Assessment，Field 

Operations Manual》（EPA 841-B-16-002），同样对现场数据测量和采样方法作

出了详细规定，并要求了生态指标营养水平指标包括水温、溶解氧、水化学指

标、营养盐浓度、叶绿素 a、透明度、浊度和色、生态完整性指标包括大型底

栖无脊椎动物、底栖硅藻、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水生植物、滨岸生境条

件以及人体健康指标包括病原体指示、藻类毒素、沉积物中汞含量等数据的采

集（表 3.2-5），在水生态方面，着重强调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及浮游植物的组

成、结构和大小的指标。 

表 3.2-5 美国湖泊评价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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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型 指标 在湖中的范围/位置 

软件评估 索引位置 滨海位置 

营养指标 垂直剖面测量

（DO、温度、

pH） 

 X  

Secchi Disk 

transparency 

 X  

水化学(NH4, NO3), 

主要阴离子和阳离

子、碱度

（ANC）、DOC、

TSS、二氧化硅、

电导率 

 混合水样  

营养素  混合水样  

叶绿素-a（人群健

康） 

 混合水样  

生物指标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

物群落 

  10 个站点 

浮游动物组合（组

成、结构和大小分

布） 

 通过水柱的垂

直牵引（2 目

尺寸） 

 

物理栖息地 物理栖息地特征   10 个站点 

人群健康 细菌（大肠杆菌）  采集样品  

叶绿素-a 密度  混合水样  

浮游植物（蓝藻）  混合水样  

阿曲嗪农药筛  混合水样  

藻类毒素（微囊藻

毒素和圆柱藻毒

素） 

 混合水样  

其他指标（软

件，实地观

察） 

湖区、盆地形态学

和流域特征 

使用 GIS   

沉积物污染物、

TOC 和粒度 

 沉积岩心  

溶解气体（3 种）  采集样品  

鱼类 eDNA  采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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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案例——明尼苏达州鱼类和底栖动物完整性 

明尼苏达州（Minnesota）建立了底栖动物和鱼类完整性指数与人类干扰指数

的定量响应关系，评价了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并根据功能定位差异制定了不

同水体的保护目标。在过去的十年里，明尼苏达州的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方

法，既能利用该州丰富的生物监测数据，又能更具体地定义明尼苏达州河流和小

溪中水生生物的利用。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Minnesota Pollution Control Agency, 

MPCA）修订州水质标准（Water quality standards, WQS），以更准确地指定水生

生物利用，并在 WQS 中为水生生物的状态建立多个层次或目标，在明尼苏达州，

这被称为分层水生生物利用框架。利用这一框架，明尼苏达州正提议根据水体可

达到的最佳生物状态对河流和小溪进行分类。该州还建议对其指定的水生生物的

利用分类进行再分类，以最好地反映河流的现状及其生态潜力。这种方法需要了

解水体的现状和影响水体的压力源。为了开发分层的水生生物利用和相关的生物

学标准，MPCA 利用了过去的各种工作，包括河流分类、生物完整性指数（Index 

of biological integrity，IBI）指数开发和生物状态梯度等。BCG 被用来解释当前

的情况，并为全州的生物群落设定期望值。IBI 指数被用于确定州河流和小溪的

生物状态，并确定哪种水生生物利用最适合描述特定水体中可达到的最高生物状

态。 

MPCA 分层水生生物利用把河流分为 3 个指定利用层： 

1. 特殊利用—不受或近不受干扰条件下，有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群落的水质

优良水域； 

2. 一般利用—有良好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群落的水域，能满足最低恢复目标； 

3. 改良利用—合法改变栖息地的水域，阻止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群落达到最

低目标。 

MPCA 根据 1995-2010 年期间收集的生物、化学、物理和土地使用数据，为

每个指定利用层制定了生物标准。MPCA 使用了包括 BCG 和参考条件在内的多

种证据方法。 

为了确定参考溪流，MPCA 首先计算了人类扰动得分（Human Disturbance 

Score, HDS），它是一种测量溪流上游和溪流内人类活动程度的指数。MPCA 将

溪流参考站点定义为 HDS 得分不低于 61 分的站点；这是一个被定义的最小扰动

条件（HDS 分布的上 25%）。参考溪流在明尼苏达州当前的景观条件下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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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最小，从城市、点源、饲养场和其他来源来看也是如此。MPCA 还确定了

一个参考溪流子集，满足州北部的“最低干扰”，那里广泛和长期的人为干扰比南

部少得多。MPCA 比较了参考站点和非参考站点的 IBI 得分。虽然 MPCA 确定

了一些关于参考条件方法在明尼苏达州南部的适用性的问题，由于普遍、高水平

的土地使用和开发，该机构确定参考数据集足以在北部地区和冷水类中制定生物

标准。南部地区的参考条件可能需要另一种方法来更精确地描述最不受干扰的条

件。 

在 2009-2012 年期间，为大型无脊椎动物和鱼类群落开发 BCG 模型召集成

立了专家小组。BCG 概念模型是由这些专家小组使用大型无脊椎动物和鱼类这

两个群落的数据进行校准。MPCA 使用不同 BCG 状态等级叙述性的描述来阐述

WQS 规则修订版中提出的三个指定利用层。 

1. 特殊利用—由于一些珍稀的本地类群的消失，群落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相对丰度的转移；生态系统功能得到充分维持； 

2. 一般利用—所有预期主要群组的整体均衡分布；生态系统功能主要通过

冗余属性来维持； 

3. 改良利用—敏感类群明显减少；主要类群分布明显不平衡；生态系统功能

复杂性和冗余性降低。 

MPCA 的专家小组对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和 7 类温水溪流、2 类冷水溪流和

冷水溪流鱼类的 BCG 进行了表征和校准。叙述性的规则总结包括： 

1. 类群丰富度从 BCG 的一级下降到六级。所有一级的点位都是大型水体(河

流)，可能受流域大小的影响比受环境的影响更大； 

2. 生态属性 I 类群以 BCG 的一级为特征，偶见于 BCG 的二级，三级-六级

基本不存在； 

3. 所有敏感类群（生态属性 I、II 和 III 的组合）在一级和二级中都很常见

且数量丰富，在三级中略有减少，在四级中显著下降，在五级和六级中几

乎消失； 

4. 中等耐受性类群（生态属性 IV）在整个梯度中几乎是恒定的，但在六级

有所减少； 

5. MPCA 将耐受性鱼类分为两类：耐受类（生态属性 V）和高耐受类（生态

属性 V-a），以及高耐受非本地类（生态属性 VI-a）。高耐受的亚群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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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G 的四级-六级时在数量、优势度和变异性方面均有所增加，但在所有

等级上均有土著种出现。表 3.2-4 给出了两类河流鱼类的 BCG 定量规则

的一个例子。 

 

表 3.2-4 明尼苏达州河流中两类鱼类聚集的决策规则 

指标 河流 

Prairie Rivers Northern Forest Rivers 

BCG 一级 N=2 N=3 

总类群数 

生态属性 I（总类群数） 

生态属性 I+II（总类群数） 

生态属性 I+II+III（总类群数百分比） 

生态属性 I+II+III（个体百分比） 

生态属性 V-a 或 VI-a（百分比） 

生态属性 V+V-a + VI-a（个体百分比） 

生态属性 V-a + VI-a（个体百分比） 

>25-35 

出现 

>2-5 

>45%-55% 

>25%-35% 

 

<3%-7% 

 

>16-24 

出现 

>1-2 

>35%-45% 

>45%-55% 

<7%-13% 

 

<7%-13% 

BCG 二级 N=6 N=15 

总类群数 

生态属性 I+II（总类群数） 

生态属性 I+II+III（总类群数百分比） 

生态属性 I+II+III（个体百分比） 

生态属性 V-a 或 VI-a（百分比） 

生态属性 V-a + VI-a（个体百分比） 

>16-24 

Present 

>35%-45% 

>15%-25% 

 

<7%-13% 

>6-10 

- 

>25%-35% 

>25%-35% 

<7%-13% 

<7%-13% 

BCG 三级 N=25 N=11 

总类群数 

生态属性 I+II+III（总类群数百分比） 

生态属性 I+II+III（个体百分比） 

生态属性 V+V-a + VI-a（个体百分比） 

生态属性 V-a 或 VI-a（百分比） 

生态属性 V-a + VI-a（个体百分比） 

>11-16 

>15%-25% 

>7%-13% 

- 

<7%-13% 

<25%-35% 

>6-10 

>15%-25% 

>7%-13% 

<25%-35% 

<10%-20% 

 

BCG 四级 
N=31 

N=16 

1 2 

总类群数 

生态属性 I+II+III（总类群数百分比） 

生态属性 I+II+III（个体百分比） 

生态属性 I+II+III+IV（个体百分比） 

生态属性 V-a 或 VI-a（百分比） 

生态属性 V+V-a + VI-a（个体百分比） 

生态属性 V-a + VI-a（个体百分比） 

>11-16 

10%-20% 

0%-1% 

 

<35%-45% 

 

<45%-55% 

>6-10 

>15%-25% 

>3%-7% 

 

<25%-35% 

n/a 

<35%-45% 

>6-10 

>7%-13% 

出现 

 

<25%-35% 

<30%-40% 

<35%-45% 

BCG 五级 N=12 N=2 

总类群数 

生态属性 I+II+III+IV（个体百分比） 

>11-1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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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属性 V-a 或 VI-a（百分比） 

生态属性 V-a + VI-a（个体百分比） 

<65%-75% 

 

<35%-45% 

<55%-65% 

BCG 六级（无） N=1 N=0 

注：规则表示模糊隶属函数的范围。N 表示给定 BCG 等级和溪流类在校准数据集中的点

位数（修改自 EPA, 2016）。 

MPCA 随后根据明尼苏达州对鱼类和大型无脊椎动物群落的温水和冷水溪

流的生物评估指数校准了 BCG 模型。MPCA 利用这些信息制定了适用于每个指

定利用层的数值生物学标准草案，从而将分层水生生物利用目标与州的评估方法

直接联系起来。2015 年 12 月，MPCA 举行了一个正式的公众评议，讨论对州

WQS 的修订提案，其中将包括分层水生生物利用。 

目前，BCG 技术广泛应用于美国溪流的水环境管理，但这个技术在其他国

家不同类型水体的应用适用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USEPA 目前关注

的生物类群主要是鱼类和底栖动物，不能实现对生物指标的完善表征；此外，BCG

技术中水生态保护目标分级不固定，不利于宏观管理政策制定。 

3.3 国外其他国家发展情况 

除欧盟与美国外，英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家也在河湖水生生物监测的

工作中开展了相应的研究。英国淡水生态研究所 1984 年提出并建立河流无脊

椎动物预测与分类系统（（River Invertebrate Predi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RIVPACS），该指数通过计算物种丰富度观测值(O)与期望值(E)的比

值(O/E)评价监测点位的物种组成完整性现状指示生物完整性；澳大利亚溪流状

况指数方法（Index of Stream Condition，ISC）是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制定的

分类系统，其基础是通过现状与原始状况比较进行健康评估,该方法强调对于影

响河流健康的主要环境特征进行长期评估,评估内容包括 5 个方面，即水文、河

流物理形态、岸边带、水质和水域生物，此外，澳大利亚还在 RIVPACS 基础

上发展出澳大利亚河流评价计划（Australian River Assessment Scheme，Aus Riv 

AS）；南非于 1994 年开始实施“河流健康计划”，开展了河流健康监测的相关

技术研究。 

国外多从生态学、物理化学、水文学等角度对健康河流设置衡量标准，采

用了融合物理化学和生态学的综合评价方法，从水文水资源、物理化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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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物群落等方面进行河流健康评估，并已经积累比较丰富的数据与经验，对

于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的理论构建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3.4 国内相关研究 

（1）国内水生生物监测发展趋势 

与国外同期相比，我国生物监测与评价工作比较滞后。我国的生物监

测工作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 70 年代环境污染调查的开展，生物监

测也随之发展。1984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召开了第一次环境生物监测工作

会议，并于 1986 年出版了《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第四册）生物监测（水

环境）部分，1989 年组织编写了《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中

的“水生生物检测分析方法”，1993 年出版了《水生生物监测手册》，在此

期间初次建立起国家水生生物监测网，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生物监测工作。

在这一时期，全国环境监测系统的生物监测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监测指

标主要包括生物调查（原生动物、浮游植物、叶绿素 a、底栖动物），细菌

学（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数），生物毒性等。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 沈 韫 芬院 士 在 20 世纪 80 年 代改 进 了 初聚 氨 酯 泡沫 塑 料块

（Polyurethane foam unit，PFU），该方法测定原生动物群落的群集速度以

测试水体污染的生态效应（沈韫芬  等，1985），使之发展成为我国水质微

型生物群落监测的国家标准。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大力发展工业，水体污染急剧加重，与此同时理化监

测技术体系的快速发展及理化监测任务的加重，使环境监测工作重点集中到理化

分析。由于缺乏相关法规、标准和例行监测的要求，加之在人力、物力、财力上

未能得到运行保障，生物监测工作陷入了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很多监测站仅保

留了细菌学方面的例行监测项目（阴琨 等，2012；金小伟 等，2017）。直至 21

世纪，生物监测工作才再次得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及我国东部和沿海地区的重视，

江苏省、上海市、辽宁省、浙江省的环保部门开始加强生物监测能力建设，持续

开展了一些基于生物调查等方面的生物监测项目，并将每年的监测结果体现在水

环境状况公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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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生物监测结果评价水生态健康状况时，我国早期仅使用简单的指数

（如多样性指数、物种丰度、耐污种数量）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存在较大误

差。应用生物完整性指数方法评价河流健康相较于欧美起步较晚，国内的研究

区域多集中在中小流域和中小型湖泊等水域,主要利用底栖动物、浮游生物和鱼

类的生物完整性进行水生态健康评价。底栖动物方面，王备新等（2005）以安

徽黄山地区溪流的底栖动物为研究对象，首次对 B-IBI 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 

熊春晖（2015）、盛萧（2016）和孔凡青（2018）等分别以上海城市河流、东

江和永定河的底栖动物为研究对象，根据所研究河流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上海

城市河流、东江和永定河的 B-IBI 评价体系，评价了相应区域河流生态健康状

况；浮游植物方面，近年研究也逐渐增多，研究水域涉及河流（潭江、长江、

大宁河、上海市内河流、八里河）（马亮，2012；谭巧 等，2017；左新宇 

等，2019；徐玉萍，2014；Zhang et al., 2014；）、水库（浙江水库）（沈强 

等，2012）、湖泊（太湖）（蔡琨 等，2016）以及海湾（北部湾）（黎明民 

等，2018）等；我国鱼类生物完整性指数自 21 世纪初开始,在我国被应用来评

价河流健康，截止目前在我国的长江、黄河、珠江、辽河、伊犁河等水系均有

利用（Li et al., 2018；Wu et al., 2014；Jia et al., 2013；Zhu et al., 2008；黄亮亮 

等，2013；裴雪姣 等，2010；刘春池 等，2017；刘猛 等，2016；周天舒 

等，2016；武晶 等，2015；林鹏程 等，2014；郜星晨 等，2015）。 

“十一五”以来，在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以太

湖流域、辽河流域等为代表多个重点流域重点流域都开展了生物完整性和综合

指标体系法的研究（阴琨和王业耀, 2018），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现阶段国内

水生态质量状况评价最常用方法有生物完整性和综合指标体系法。综合指标体

系法是指根据水生态系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征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生物完

整性指数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有时还加入服务功能等指标，结合指标权重最

终计算得到综合得分并进行等级划分和评定的方法（金小伟 等，2017）。 

（2）国内水生生物评价相关标准 

近几年，水利部、生态环境部门陆续制订了河湖健康评价的行业标准和地方

标准，如 2020 年，水利部正式印发了《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793-2020）、

《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将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数纳入了河湖健康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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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备选指标，地方上河湖健康监测标准也在不断完善，江苏省发布了《生态河湖

状况评价规范》（DB 32/T 3871-2020）与《太湖流域水生态环境功能区质量评估

技术规范》（DB 32/T 3674-2019），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河湖健康及河流水生

态健康评价指南》，山东、湖北、辽宁、北京、江西、天津陆续发布了《山东省

生态河道评价标准》（DB 37/T 3081-2017）、《湖北省河湖健康评估标准》（DB 

42/T1771-2021）、《辽宁省河湖(库)健康评价导则》（DB 21/T 2724—2017）、

《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DB 11/T 1722-2020）、《河湖（水库）健康评价

导则》（DB 36/T 1404-2021）、《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DB 12/T 1058-2021），

在上述河湖健康评价相关标准中，许多生物指标将底栖动物完整性或浮游植物完

整性等水生完整性指数纳入考虑，甚至作为必选指标，然而不足的是，相关标准

缺少关于构建生物完整性指数的过程，未给出标准化的构建方法，且大多仅考虑

底栖动物完整性，其他生物类群评价指标选择比较片面，仅采用常用的几个生物

指数，如多样性指数、鱼类保有指数、类群的密度等，难以全面、准确地评价水

生生物状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水生生物完整性构建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表 3.4-1 我国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水生生物评价相关指标 

类型 规范名称 河流 参数 湖库 参数 

行业 

标准 

河湖健康评估

技术导则

（SL793-

2020） 

大型底栖无脊

椎动物生物完

整性指数 

 大型底栖无脊椎

动物生物完整性

指数 

 

鱼类保有指数  鱼类保有指数  

  浮游植物密度  

  浮游动物生物损

失指数 

 

  大型水生植物覆

盖度 

 

河湖健康评价

指南（试行） 

大型底栖无脊

椎动物生物完

整性指数 

 大型底栖无脊椎

动物生物完整性

指数 

 

鱼类保有指数  鱼类保有指数  

水鸟状况  水鸟状况  

水生植物群落

状况 

 浮游植物密度  

  大型水生植物覆

盖度 

 

河流水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与

评价技术指南

大型底栖动物

多样性综合指

数 

底栖动物总

分类单元数 

底栖动物完整性

指数 

软体动物

分类单元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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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规范名称 河流 参数 湖库 参数 

（征求意见

稿） 

湖库水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与

评价技术指南

（征求意见

稿） 

 

EPT 分类单

元数 

第 1 位优

势种优势

度 

 

EPT 密度 BMWP 指

数 

敏感种分类

单元比例 

浮游藻类完整性

指数 

总分类单

元数 

敏感种数量 生物密度 

Hilsenhoff 

生物指数 

前 3 位优

势种优势

度 

鱼类物种多样

性综合指数 

   

特有性或指示

性物种保持率

（%） 

   

地方标

准 

DB32T 3871-

2020 太湖流域

水生态环境功

能区质量评估

技术规范 

底栖动物完整

性指数 

 

软体动物分

类单元数、

第 1 位优势

种优势度、

BMWP 指

数 

底栖动物完整性

指数 

 

软体动物

分类单元

数、第 1

位优势种

优势度、

BMWP 指

数 

  浮游藻类完整性

指数 

总分类单

元数、密

度、前 3

位优势种

优势度 

DB32T 3674-

2019 生态河湖

状况评价规范 

河流浮游植物

多样性 

 蓝藻密度  

河流着生藻类

多样性 

 大型底栖动物多

样性指数 

 

浙江省河湖健

康及河流水生

态健康评价指

南 

土著鱼类保有

指数 

 土著鱼类保有指

数 

 

大型底栖无脊

椎动物群落组

成 

 大型底栖无脊椎

动物群落组成 

 

富营养化硅藻

指数 

 浮游植物多样性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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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规范名称 河流 参数 湖库 参数 

水鸟状况指数  大型水生植物覆

盖度 

 

  水鸟状况指数  

DB21T 2724-

2017 辽宁省河

湖（库）健康

评价导则 

大型底栖动物

生物 

完整性指数 

 大型底栖动物生

物 

完整性指数 

 

鱼类生物损失

指数 

  

陆生动物群落

结构 

 鱼类生物损失指

数 

 

鸟类栖息地状

况 

 浮游植物数量  

  大型水生植物覆

盖度 

 

DB37T 3081-

2017 山东省生

态河道评价标

准 

鱼类保留指数    

水生植物群落

状况 

   

鸟类栖息地状

况 

   

河岸带植被覆

盖率 

   

湖北省河湖健

康评估标准

DB42T1771-

2021F 

浮游植物多样

性指数 

 浮游植物多样性

指数 

 

鱼类生物损失

指数 

 底栖动物

Hilsenhoff 生物

指数 

 

鸟类状况  鱼类生物损失指

数 

 

  大型水生植物覆

盖度 

 

  鸟类状况  

水生态健康评

价技术规范

（DB/T 1722-

2020） 

鱼类种数  鱼类种数  

大型水生植物

覆盖率 

 大型水生植物覆

盖率 

 

浮游植物密度  浮游植物密度  

浮游动物密度  浮游动物密度  

大型底栖动物

香农威纳多样

性指数 

 大型底栖动物香

农威纳多样性指

数 

 

河湖（水库）

健康评价导则

（DB36/T 

着生藻类生物

完整型指数 

 浮游植物丰富度

指数 

 

浮游动物丰富  浮游动物丰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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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规范名称 河流 参数 湖库 参数 

1404-2021） 度指数 指数 

大型底栖动物

生物完整性指

数 

 大型底栖动物生

物完整性指数 

 

  大型水生植物覆

盖度 

 

鱼类保有指数/

鱼类丰富度指

数 

 鱼类保有指数/

鱼类丰富度指数 

 

水鸟丰富度指

数 

 水鸟丰富度指数  

珍稀濒危物种

濒危性 

 珍稀濒危物种濒

危性 

 

河湖健康评估

技术导则》

（DB 12/T 

1058-2021 

鱼类保有指数  鱼类保有指数  

大型底栖动物

生物完整性指

数 

 大型底栖动物生

物完整性指数 

 

大型水生植物

覆盖度 

 大型水生植物覆

盖度 

 

浮游植物密度  浮游植物密度  

 

4 标准制定技术路线与实施方案 

4.1 制定目的 

根据水体的自然地理与生物区系特征、生态功能及管理需求，充分考虑不

同生物类群对环境干扰响应的时空尺度差异，选择适合的水生生物类群，构建

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为水生系统健康的监测和评价提供科学的操作指南

和管理依据。 

4.2 编制依据 

下列文件对于本指南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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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HJ 623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 

HJ 710.7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 

HJ 710.8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SL 733     内陆水域浮游植物监测技术规程 

SC/T 9402   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技术规范 

《全国淡水生物物种资源调查技术规定（试行）》（公告 2010 年 第 27

号）环境保护部 2010 

《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生态环境部 

2020 

《湖库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生态环境部 

2020 

4.3 编制原则 

根据水体类型、河湖自然地理特征、水生生物区系特征等筛选需评价的水

生生物类群。筛选特定水体、管理单元或区域的水生生物类群时，应遵循以下

原则： 

（1）科学实用原则 

充分参考已有的规范性文件和研究成果，选择对人类活动干扰响应敏感、

指示性强的生物类群。 

（2）因地制宜原则 

充分考虑我国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异、季节变化特征，结合水体的水环境

和水生生物区系特征，筛选合适的生物类群。 

（3）循序渐进原则 

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原则，优先考虑易监测、考核的要素，兼顾重要

的、未来有条件监测的指标。 

（4）可操作性原则 

优先考虑现行环境监测和管理体系中已监测的生物类群，兼顾未来有能

力、且重要的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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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编制方法 

本技术指南编制主要采取政策制度分析、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咨询论证等

方法。首先进行资料分析，包括政策制度分析、文献调研等，研究技术指南制定

的必要性、制定要求、制定的主要内容等。通过资料分析，得出技术指南的重点，

并制定指南草案。其次，在草案的基础上，起草指南文本，并依据情况，开展多

轮的咨询论证，听取专家、重点行业、管理部门等的意见，不断修改和完善技术

指南。然后，在技术指南成熟后，通过案例分析，依据实际评估情况修改和完善

技术指南文本。  

（1）政策分析：分析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文件，以及相关标准导则对技  

术规范修订的要求，识别出修订的重点和难点。  

（2）文献调研：搜集有关国内外水生态生物完整性评价的相关著作和文献，

调研最新的评价发展及应用现状。  

（3）咨询论证：通过召开专家咨询会和访谈等形式，听取专家、重点行业、

管理部门等的意见。  

（4）案例分析：通过对各大流域进行评估，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对指南进行

进一步修订。  

5 指南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5.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河流、湖泊水生生物群落完整性指数的构建方法，以及基于

此方法评价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 

本文件适用于我国河流、湖泊的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水库可参照执行。 

5.2 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 

本指南总体流程按环境监测相关标准编排。优先考虑共性内容，如适用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其次是具体的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构建与



  

50 

 

评价流程，最后是附录内容。根据以上流程原则，本导则涉及的内容主要有： 

（1）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技术流程 

（5）水生生物类群选择 

（6）生物完整性指数构建 

（7）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应用 

5.3 引用标准 

本指南所引用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修订、修编的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指

南，并按照 GB、GB/T、HJ/T、公告、通知的顺序分类列出。 

5.4 术语和定义 

生物完整性 biological integrity 

指水生态系统支撑和维持一个物种组成、多样性和功能结构与区域自然生境

相对等的，具有平衡性、综合性和适应性的生物群落的能力。 

生物完整性指数 index of biological integrity（IBI） 

指水生态系统支撑和维持一个物种组成、多样性和功能结构与区域自然生境

相对等的，具有平衡性、综合性和适应性的生物群落的能力。 

参照状态 reference condition 

是指未受人为干扰、或人为干扰极小或最佳可达到的生物状态。 

参照点 reference site 

指能够代表参照状态的点位，具体指未受人为干扰、受人为干扰极小、或通

过修复可达到的最佳状态的点位。 

受损点 Impaired site 

指能够代表参照状态的点位，具体指未受人为干扰、受人为干扰极小、或通

过修复可达到的最佳状态的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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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总体要求与工作流程 

5.5.1 总体目标 

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的总体目标，是构建适合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水体

的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和评价标准，评估河流、湖泊生态系统水生生物群落结构

与功能完整性水平。并通过分析河湖目前受到的人类活动干扰的程度与特征，了

解水生生物完整性退化的主要因素。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是水生态系统保护

与管理的重要支撑，评价结果可为水生态保护目标制定、水生态考核提供科学参

考。 

5.5.2 总体原则 

a）科学性原则 

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应客观、科学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实际状态，指数构

建和评价标准应符合生态学、环境科学的基本原理和要求。 

b）分区分类原则 

我国河湖水生态系统类型众多，且不同区域水体的自然本底特征、水生生物

区系差异巨大，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的应该分区分类开展，相同自然本底条件下

的同一类型水体可采用相同评价标准。 

c）整体性原则 

河湖、湖泊生态系统是有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功能上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进

行分区、分类评价时，要注重河湖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原则上同一区域、同一类

型水体采用统一的评价方法。 

d）协调性原则 

完全未受人类影响的河湖已经很少，大多是在自然差异的基础上，叠加了不

同程度人类活动干扰的影响。在评价完整性状态和制定保护目标时，在自然分异

的基础上，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坚持“统筹兼顾、人水和谐”的理念，客观提

出水生生物完整性保护目标。 

5.5.3 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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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技术流程主要包括：①明确需评价的水生生物类群；

②构建生物完整性指数；③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④水生生物完整性保护目标制

定，具体评价流程见图1。 

 

图 5-1 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技术流程 

5.6 水生生物类群选择 

5.6.1 选择原则 

筛选特定水体、管理单元或区域的水生生物类群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因地制宜原则：考虑我国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异特征和水生生物区系特征，

结合水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筛选合适的生物类群。 

b) 科学实用原则：参考已有的规范性文件和研究成果，选择对评价水体主要环

境胁迫因子响应敏感、指示性强的生物类群。 

c) 可操作性原则：优先考虑现行环境监测和管理体系中易监测、考核的生物类

群，兼顾未来有能力、且重要的类群。 

5.6.2 候选生物选择 

河流系统候选水生生物类群包括：着生藻类、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后

简称底栖动物）、鱼类。湖泊系统候选水生生物包括：浮游藻类、浮游动物、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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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动物、鱼类（见表1）。其中河流的推荐生物类群为着生藻类和底栖动物，湖

泊的推荐生物类群为浮游藻类和底栖动物（浅水湖泊），深水湖泊可不考虑底栖

动物。 

实践中，环境变化的长期效应评价首选底栖动物和鱼类，环境变化的短期效

应评价则选用着生藻类、浮游藻类或浮游动物。所处区域如有鱼类自然保护区，

应将鱼类纳入评价体系。在充分达到评价目的前提下，选择的生物类群可根据评

价区域的生物区系特征以及人员、财力的配备情况，适当调整评价的水生生物类

群。 

表 5-1  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的主要类群 

目标层 

生物类群 

类型 河流系统 湖泊系统 

可涉水河流 不可涉水河流 

水生生物 

完整性 

着生藻类 着生藻类 / 推荐 

 浮游藻类 

（大型深水河流） 

浮游藻类 推荐 

/ / 浮游动物 备选 

底栖动物 底栖动物 底栖动物（浅水湖泊） 推荐 

鱼类 鱼类 鱼类 备选 

 

5.7 生物完整性指数构建 

5.7.1 总体技术流程 

生物完整性指数（IBI）构建的技术流程见图 2，包括 8 个步骤： 

a) 制定监测方案：明确需要调查的水生生物类群，布设构建 IBI 所需的参照点

和受损点。 

b) 标准化监测：基于标准、导则、规程等规范性文件，开展水生生物样品的采

集、保存和鉴定，获得水生生物群落数据。 

c) 候选生物参数计算：基于群落数据，参考候选生物参数集计算反映不同群落

属性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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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核心参数筛选：基于分布范围检验、判别能力分析、冗余分析，筛选构建 IBI

的核心参数。 

e) 核心参数归一化：将核心参数的分布范围标准化为 0~1，将正向参数和反向

参数对环境干扰的响应方向调整为随干扰增加而降低。 

f) 完整性指数计算：基于核心参数等权重计算 IBI。 

g) 评价标准：确定 IBI 的分级阈值和评价标准。 

h) 验证与修订：对 IBI 的区分率、判别力、稳定性、敏感性进行检验。 

 

 

图 5-1 生物完整性指数构建技术流程 

 

5.7.2 制定监测方案 

 参照点和受损点设置 

特定水体、管理单元或区域内选择相对生境条件相似、“无干扰压力条件”或

“最小干扰压力条件”下的点位作为参照点，选择干扰较强的点位以及生境类型作

为受损点。参照点和受损点的确定应基于样点水质、物理生境质量和人类干扰程

度等物理化学状态来判断。 

一般而言，选择水质优于Ⅲ类的水域设置参照点，参照点的物理生境接近自

然状态，人类活动干扰弱，岸带保护良好（表 2）。受损点则选择水质Ⅳ类及以

下的水域，生境受人类活动退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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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参照点和受损点设置原则 

类型 水质类别 物理生境 河湖岸带土地利用 

参照点 Ⅲ类及以上 河流水文、连通性、河道形态、河床

底质等生境条件接近自然状态，湖泊

岸线形态、底质接近自然状态；无水

面养殖、采砂、取土等行为 

岸带建设用地、农业用地

或利用程度极低 

受损点 Ⅳ类及以下 与参照点相比，受人类活动影响，其

物理生境发生明显变化 

岸带建设用地、农业用地

等开发利用强度大 

 

 监测方案 

针对选择的水生生物类群，依据 HJ 710.8、HJ 710.7、SL733、《全国淡水生

物物种资源调查技术规定（试行）》等规范性文件，明确监测点位、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等内容，编制监测方案。 

5.7.3 标准化监测 

根据监测方案，开展水生生物标准化监测，完成标本采集、保存、鉴定，获

得水生生物群落监测数据。 

5.7.4 候选生物参数计算 

基于监测数据，根据附录 A 表 A.1~表 A.5 计算着生藻类、浮游藻类、浮游

动物、底栖动物、鱼类完整性指数的候选生物参数。 

候选生物参数包括六大类：（1）物种丰富度参数：描述群落中分类单元数

多样性；（2）群落组成参数：描述群落中密度和生物量的组成，一般多为相对

丰度或相对生物量；（3）耐受/敏感参数：基于物种的对环境压力的敏感和耐受

特性，描述环境压力程度的参数；（4）物种多样性参数：综合分类单元数和群

落中个体分布的多样性指数；（5）功能参数：描述食性、栖息习性、繁殖特性

等反应群落功能的参数；（6）现存量参数：描述群落总体或某一类群的密度或

生物量。候选生物参数集根据其普适性分为推荐和备选两类，在参数筛选过程中，

优先考虑推荐参数，部分常用候选参数方法计算见附录 B。 

5.7.5 核心参数筛选 

 分布范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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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箱线图，判断参数值的分布范围和变异情况，剔除具有以下任一情况的

参数： 

（1）参数值的分布范围极小，表明参数反映的自然梯度和人类胁迫梯度的

范围较窄； 

（2）参数的“0”值、相同值、异常值个数过多，表明指示作用不明显。 

 判别能力分析 

对经分布范围检验筛选后的参数，绘制参照点和受损点候选参数的箱线图，

采用箱线图 IQ 值记分法，分析各参数值在参照点和受损点之间的分布情况，比

较参照点和受损点的 25%至 75%分位数范围即箱体的重叠情况，判断哪些参数

能最佳区分参照点和受损点，保留 IQ 值≥2 的参数才能进入下一步骤，IQ 计分

方法见图 5-3。 

 

图 5-2 基于箱线图的候选生物参数判别能力分析 

 

 冗余分析 

对经判别能力分析后的参数，进行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检验参数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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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独立性，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 0.7 时表明两个参数的信息重叠，两者选取

其一即可。多个参数存在信息重叠时，筛选时需要考虑参数在不同类型参数的分

布，应尽可能保留属于不同类型参数，避免所选参数属于一个或少数几个类型。

经以上步骤最终保留的参数用于构建生物完整性指数。 

5.7.6 核心参数归一化 

（1）归一化公式 

根据参数对压力的响应特征，分为正向参数和反向参数，分别进行归一化。其中： 

正向参数：对随压力增强而增大的参数，归一化公式为： 

𝑀𝑖 =
临界值−参数值

临界值−期望值
          （1） 

反向参数：对随压力增强而减小的参数，归一化公式为： 

𝑀𝑖 =
参数值−临界值

期望值−临界值
           （2） 

若归一化结果处于 0~1 之间，则该结果即为该参数得分，若该参数小于 0，记为 0；大

于 1，记为 1，各参数最终得分处于 0~1 之间。 

 

图 3 正向参数和反向参数归一化示意图 

 

 

（2）期望值确定 

期望值确定方法主要包括空间参照点法、历史状态法、预测模型法和专家判

断法。 

（1） 空间参照点法：适用于评价区域至少有一部分水体生态质量较高的样

点，通过野外调查获取参数值，基于统计学方法，参考国内外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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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Stoddard et al. 2006；Hawkins et al., 2010 a,b；Pardo et al., 2012; 陈

凯 等 2018），可以 5%、10%、90%、95%作为期望值；综合分析不

同方法的通用行，本指南选择计算参数的 5%分位数（正向参数）和 

95%分位数（反向参数）确定期望值。 

（2） 历史状态法：即时间参照状态法，适用于具有历史数据的评价区域，

以水质、生境良好时期的历史资料作为基础，通过查阅早期记录、历

史标本、论文论著等历史资料确定参数期望值。 

（3） 预测模型法：在难以获得最低人类干扰区域数据或缺少足够参照点时，

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内可利用的数据，通过建立环境压力—生物参数的

响应关系模型，推测低环境压力下的参数值作为期望值。 

（4） 专家判断法：上述方法均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咨询经验丰富、具有良

好生态学理论基础的专家估计参数的期望值。 

在确定期望值时，可综合使用多种方法，并选择最严格的结果作为期望

值。 

（3）临界值确定 

以参数的 5%分位数（反向参数）或 95%分位数（正向参数）作为临界

值。 

 

5.7.7 生物完整性指数计算 

采用等权重的方式，将各个核心指标参数记分值平均得出 IBI。 

𝐼𝐵𝐼 =  
∑ 𝑀𝑖

𝑛
𝑖=1

𝑛
 

式中， 

IBI 为完整性指数 

Mi 为筛选后的核心参数， 

n 为核心参数的个数 

5.7.8 完整性指数评价标准 

生物完整性指数的分级标准，采用以下方法：以参照点 IBI 值的 25%分位数

或所有样点 IBI 值的 95%分位数为基准值（即“优”和“良”边界的阈值），低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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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点位 25%分位数或所有样点 95%分位数的分布范围进行四等分，代表生物完

整性的不同等级。据上述方法，确定出由高到低五个等级的划分标准，分别定义

为优、良、中、差、劣（表 5-3）。 

在分析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参照点数量足够（> 10）的情况下，可选择

25%分位数作为基准值，而在参照点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参数不确定性较高，可

选择所有点位 95%分位数作为基准值（Stoddard et al. 2006；Hawkins et al., 2010 

a,b；Pardo et al., 2012; 陈凯 等 2018）。 

表 5-3 生物完整性等级划分与表达 

等级 颜色 RGB色值 内涵 

优 蓝色 0,102,255 

人类活动没有或极轻微地改变水体的水文、物理生境、水化学

等要素，使其基本符合未受干扰条件下的水体类型质量；生物

完整性基本反映了未受干扰条件下的水体类型相对应的生物

群落结构，且没有或极少出现偏离迹象。 

良 绿色 0,176,80 
由于人类活动，水体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值显示出较轻的偏离，

但基本符合未受干扰条件下的水体类型质量。 

中 黄色 255,255,0 

水体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值与未受干扰条件下的水体类型标准

相比，存在中等程度的偏离。这些指数值表明人类活动导致了

生物群落中等程度的改变，并且比“良”状态受到的干扰更大。 

差 橙色 255,192,0 
水体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值发生显著改变，且其中相关生物群落

结构与未受干扰的正常地表水体类型相比出现了重大偏离。 

劣 红色 255,0,0 
水体类型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值发生重大改变，且大部分相关生

物群落与不受干扰的正常地表水体类型相比缺失。 
 

 

5.7.9 完整性指数验证与修订 

根据 IBI 对环境压力的响应特征，采用区分率、判别力、稳定性和敏感性检

验，具体方法如下： 

a） 区分率：基于验证数据集，判断 IBI 能否区分参照点和受损点，区分率

大于 75%则可认为该 IBI 有效； 

b）判别力：基于箱线图及 IQ 值记分法，IQ ≥ 2 则可认为该 IBI 有效； 

c） 稳定性：判断构建数据和验证数据参照点得分的变异系数是否处于同一

水平，若变异系数处于同一水平可认为构建的 IBI 稳定性较高； 

d） 敏感性：应用相关分析判断 IBI 能否识别主要环境胁迫因子，显著相

关表明对环境胁迫因子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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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 通过上述四种方法验证后可应用于生物完整性评价和保护目标制定，未

能通过验证的 IBI 需对核心参数筛选和评价标准进行修订，修订后的 IBI 需重新

验证，直至通过验证。 

5.8 水生生物完整性评价 

开展评价区域水体水生生物调查监测，应用构建的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对

监测断面的水生生物完整性进行评价。结合水质、沉积物理化、生境质量、水文

条件等环境因子数据，应用回归分析、排序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生态统计方法，

明确影响生物完整性的关键环境胁迫因子。评价结果可伟地方管理部门水生态考

核、生态问题诊断和保护修复措施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5.9 水生生物完整性保护目标 

开展评价区域水体水生生物调查监测，应用构建的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

对监测断面的水生生物完整性进行评价。结合水质、沉积物理化、生境质量、

水文条件等环境因子数据，应用回归分析、排序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生态统

计方法，明确影响生物完整性的关键环境胁迫因子。评价结果可伟地方管理部

门水生态考核、生态问题诊断和保护修复措施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6 标准应用案例 

6.1 太湖流域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 

6.1.1 评价对象和尺度 

太湖流域作为典型的湖泊性流域，河流与湖泊是流域中典型的水生态系统，

两类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差别，因此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应该分别针对这两类

系统构建。 

太湖流域西部上游山区是典型的树状水系，而东部平原为下游河网水系（高

俊峰和高永年，2012），两类水系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表 6-1，图 6-1），而且，

西部上游区与东部平原区河流所在的区域平均海拔、土地利用和水质状况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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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状况有明显差异，基于区内相似性、区间差异性等原则将太湖流域分为两个

一级水生态功能区，因此，本研究分别构建西部丘陵区和平原区两种主要类型的

评价指标体系。 

 

表 6-1 太湖流域水生态一级分区（分区 I1 和 I2）自然地理与水环境特征 

特征 ecoregion I1 ecoregion I2 

面积（km2） 10,400 26,500 

河网密度（km / km2） 2.29  3.64  

平均海拔（m） 103.22 5.27 

超过 10 米的区域面积比（%） 73.97 4.85 

土地利用 （%） 

林地 44.20 1.94  

耕地 44.20  53.38   

建设用地 9.14 27.29 

水质状况* Ⅱ-Ⅲ Ⅳ-Ⅴ 

 

 

图 6-1 太湖流域一级水生态分区及河流形态 

 

太湖是位于太湖流域中央，是流域最大的湖泊，湖面宽阔，湖泊底质状况差

异较大。鉴于湖泊底质是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关键环境变量之一，而太湖湖心区

底质以泥沙为主，鲜有沉水植物生长。除湖心区以外，太湖其他区域中都有以淤

泥为主的沉积物，且有水生植物生长。因此，对太湖进行生物完整性指数体系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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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时，有必要考虑将湖心区与其他湖湾、沿岸区分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图 6-2 太湖湖心区与湖湾、沿岸区分区状况 

6.1.2  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数构建 

6.1.2.1 备选参数集的建立 

河流底栖动物备选参数主要选自已有研究，其中包括北美和欧洲地区底栖动

物完整性指标参数，特别是国内其他流域和太湖流域河流底栖动物评价已有成果，

从物种丰富度、多样性、个体数量组成、耐污状况和功能摄食类群等生物特征五

个方面构建大型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数的候选参数（表 6-2）。 

 

表 6-2 河流底栖动物完整性备选参数 

指标层 指标 对干扰的反应 说明 

反映群落丰

富度 

总分类单元数（M1） 降低 底栖动物类群所有分类单元种类数 

水生昆虫分类单元数 Si*

（M2） 

降低 底栖动物类群中水生昆虫的种类数 

ETO 分类单元数*（M3） 降低 E 蜉蝣目、T 毛翅目和 O 蜻蜓目的种类数 

摇蚊分类单元数（M4） 降低 底栖动物类群中摇蚊的分的种类数 

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分类

单元数（M5） 

降低 底栖动物类群甲壳动物和软体动物的种类

数 

反映群落多

样性 

香农-维纳指数（M6） 降低  

Margalef 指 数 Margalef

（M7） 

降低  

Pielo 指数 Pielo（M8） 降低  

辛普森指数（M9） 降低  

 优势分类单元%（B-P） 升高 优势分类单元个体相对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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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 

反映群落种

类个体数量

组成 

水生昆虫%（M11） 降低 水生昆虫个体相对丰度 

ETO%（M12） 
降低 蜉蝣目、毛翅目和蜻蜓目分类单元密度占

样点密度的比例 

摇蚊%（M13） 降低 摇蚊占底栖动物的比例 

(甲壳+软体)% （M14） 
降低 甲壳动物和软体动物密度占样点密度的比

例 

Goodnight 指数 1（M15） 升高 颤蚓科占底栖动物的比例 

 前三位优势单元%（M16） 升高 前三位优势单位个体相对丰度 

反映群落生

物对污染敏

感性 

敏感类分类单元数（M17） 降低 BI 小于等于 4.4 的分类单元数（25%） 

耐污类分类单元数（M18） 升高 BI 大于等于 7 的分类单元数（75%） 

敏感类%（M19） 降低 敏感类分类单元数占比 

耐污类%（M20） 升高 耐污类分类单元数占比 

敏感类/耐污类（M21） 降低  

BMWP（M22） 降低  

ASPT（M23） 降低  

FBI（M24） 升高  

BI（M25） 升高  

反映营养级

组成 

采食者（M26） 升高  

滤食者（M27） 
升高 以悬浮于水中的细颗粒有机物为食的生物

比例 

刮食者（M28） 降低  

撕食者（M29） 降低  

捕食者（M30） 可变 直接吞食或刺食猎物的一类生物比例 

（水生昆虫特指非摇蚊科水生昆虫） 

 

湖泊底栖动物备选参数主要选自已有研究，其中包括北美和欧洲地区底栖动

物完整性指标参数，特别是国内其他流域和太湖流域河流底栖动物评价已有成果，

从物种丰富度、多样性、个体数量组成、耐污状况和功能摄食类群等生物特征五

个方面构建大型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数的候选参数（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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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湖泊底栖动物完整性备选参数 

类别 生物参数 对干扰的反应 

群落组成丰富度 总分类单元数（M1） 降低 

附足纲分类单元数（M2） 降低 

等足+端足分类单元数（M3） 降低 

摇蚊分类单元数（M4） 降低 

双翅目分类单元数（M5） 降低 

群落组成种类个体数量比 双翅目分类单元%（M6） 降低 

非昆虫%（M7） 不定 

分类单元个体数均值（M8） 升高 

等足+端足%（M9） 降低 

腹足纲%（M10） 降低 

摇蚊%（M11） 升高 

双翅目%（M12） 降低 

蚬类%（M13） 升高 

甲壳+软体%（M14） 降低 

多毛纲%（M15） 不定 

前三位优势单元%（M16） 升高 

耐污类群%（M17） 升高 

耐污性参数 BMWP 指数（M18） 降低 

ASPT 指数（M19） 降低 

Goodnight-Whitley 指数（M20） 升高 

HBI 指数（M21） 升高 

种群营养极组成 集食者%（M22） 降低 

滤食者%（M23） 降低 

捕食者%（M24） 降低 

刮食者%（M25） 降低 

多样性指数 Simpson 指数（M26） 降低 

Shannon-Wiener 指数（M27） 降低 

BP 指数（M28） 升高 

6.1.2.2 参数筛选方法 

在对河流水生态系统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候选参数分布范围检验、

候选参数敏感性分析和候选参数间相关性检验三个步骤进行大型底栖动物完整

性指标（B-IBI）筛选。分布范围检验、候选参数敏感性分析、主成份分析和参数

间相关性检验的标准参考已有研究方法。经过以上步骤，最终筛选出 B-IBI 评价

核心参数。 

鉴于本研究对于太湖的调查仅限于一次调查和 14 个样点，进行分区后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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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方法进行参数筛选，另据蔡琨等（2014）在 2010 年春季至 2012 年秋季

对太湖 32 个样点的底栖动物和环境变量共 11 次季节性调查基础上，通过最少干

扰状况对湖心区和其他区域分别构建的完整性指标体系，因此，对于太湖湖体底

栖动物完整性评价直接采用其完整性指标的参数进行计算。 

6.1.2.3 参照状态的确定与指标阈值的计算 

 参照状态的确定 

（1）河流及溪流 

参照状态的确定包括多种方法，其中最少干扰状态是在相同分区或分类的条

件下，选择人类活动干扰最少的样点作为参考点位。参考点位是相对于已经遭受

人类活动干扰的点位提出的（Stoddard et al., 2006）。因此，理想的参照状态是没

有人类干扰的自然本底值，但是目前地球上水体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人类活动的

影响，特别是太湖流域人类活动历史悠久，农业耕作历史悠久，经济发达，城市

化水平高，因此理想的参照状态并不存在（Stoddard et al., 2006; Whittier et al., 2007; 

Herlihy et al., 2008；Huang et al; 2015）。因此，最少干扰状态的点位可以作为“理

想参照状态”点位的替代。参考已有研究，参考点位设置应遵循两个原则：（1）

河流本身的驱动力包括具体类型、地域和生物状况（2）参考点位主要依据非生

物要素来确定（Bailey et al., 2004; Ligeiro et al., 2013; Stoddard et al., 2006; Whittier 

et al., 2007）。 

基于以上原则，选择水质状况、河流物理状况指标和土地利用指标作为参考

点位确定的关键参数。因为，水质可以表征营养盐输入和有机污染、河流物理状

况可以提供底栖动物多样性和丰富程度的栖息地，土地利用可以表征面源污染状

况（Whittier et al., 2007）。太湖流域西部丘陵区参考点位选择采用了与李强（2007）

和王备新（2008，2012）等相似的定义，包含土地利用，水质状况和河流物理状

况指标；平原区没有设定土地利用状况阈值，但采用了 500 m 缓冲区内无工厂或

居民直接排污口，且包含了水质状况和河流物理状况指标（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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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确定太湖流域河流参考点位的指标 

 西部丘陵区 ecoregion I1 东部平原区 ecoregion I2 

土地利

用 

没有采矿及河岸带耕作活动，集水

区上游建设用地小于 5%，林地和草

地面积和大于 60% 

500 m 缓冲区内无工厂或居民直接

排污口 

水质 TP < 0.10 mg/L, NH4 < 0.50 mg/L, 

CODMn < 4 mg/L, DO > 6 mg/L, 

conductivity < 300 µs/cm 

TP < 0.20 mg/L, NH4 < 1.00 mg/L, 

CODMn < 6 mg/l, DO > 6 mg/l, 

conductivity < 500 µs/cm 

河流物

理状况 

> 60 > 60 

 

基于以上确定的参照状态，得到了 29 个参考点位和 91 个受损点位，其中 13

个参考点位分部在西部丘陵区，16 个分部在东部平原区（表 6-5）。 

表 6-5 参考点位与受损点位在两个分区中的数量 

 西部丘陵区 ecoregion I1 东部平原区 ecoregion I2 

参考点 受损点 参考点 受损点 

样品数据集 13 17 16 74 

率定数据集 10 13 12 55 

验证数据集 3 4 4 19 

 

（2）太湖 

根据蔡琨等（2014）的研究，太湖湖体参照状态采用了最少干扰状况建立参

照状态，适当考虑了最佳恢复状态的内涵，参考 1960s 的水生态环境特点，不同

分区的参考点位定义采用了一下指标：首先是有水生植物且大于 2 种，优势植物

类群为喜贫-中营养类型为主；其次是氨氮、总磷满足国家三类水标准；再次是生

境和地质适合底栖动物生长，非湖心区指有丰富的沉积物且水生植物残体较少，

湖心区有相对丰富的沉积层，最后是样点所处地无航道、养殖和鱼类功能，受水

文水利设施影响最小。非湖心区样点需要全部满足以上四点，湖心区样点要满足

其中三点（表 6-6）。 

表 6-6 确定太湖参考点位的指标 

 湖心区 非湖心区 

植被状况 有水生植物且大于 2 种，优势植物类群

为喜贫-中营养类型为主 

 

水质 TP < 0.10 mg/L, NH4 < 0.50 mg/L TP < 0.20 mg/L, NH4 < 1.00 

mg/L 

沉积物状况 有相对丰富的沉积层 丰富的沉积物且水生植物残体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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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干

扰 

无航道、养殖和鱼类功能，受水文水利设施影响最小 

 

 指标期望值与阈值的计算 

完整性优质期望值和临界阈值的确定需要大量基础调查资料和深入的研究，

且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类型的完整性阈值存在差异。 

采用最少干扰状态作为参照状态的大型底栖动物完整性参数，如果指标随人

类活动干扰增大，则应用参考点位 5%分位数和受损点位 95%分位数确定参数的

期望值和阈值；如果指标随人类活动干扰变小，则采用参考点位 95%分位数和受

损点位 5%分位数确定参考值和阈值；同样对于湖泊调查样点也采用相同的方法

确定期望值和阈值。 

6.1.2.4 指标筛选结果与验证 

 筛选结果 

（1）河流生物完整性指数体系 

按照参数筛选方法，对所有大型底栖动物参数的分布范围检验表明，全部候

选参数的分布范围适中，且出现零值的频率均小于 95%，因此，全部侯选指标都

符合条件。敏感性分析表明，28 个候选指标中总物种数、（甲壳动物+软底动物）%

和 B-P 指数等 26 个候选参数在参照点和受损点间具有显著差异（图 6-3），对人

为活动干扰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变化趋势，摇蚊%指标没有通过检验，表明该指标

无法稳定表征人类活动对于底栖动物生物群落的变化，因此删除该指标，同时摇

蚊物种数虽然通过数学检验，但基于同样的原因，删除该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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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参照点和受损点生物指数箱线图 

 

对 26个候选参数进行主成份分析，得到Kaiser-Meyer-Olkin检验统计（KMO）

值载荷矩阵旋转后选择载荷值大于 0.80 的指标作为下一步待筛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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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指标成份矩阵 

类别 第 一 主

成份 

第 二 主

成份 

第 三

主成份 

第 四

主成份 

第 五

主成份 

第 六

主成份 

S 0.26 0.875 0.285 -0.063 0.116 0.002 

Scm 0.491 0.707 0.269 -0.058 -0.159 -0.187 

Sind 0.014 0.747 0.009 -0.001 0.536 0.134 

Seto 0.023 0.741 0.046 -0.011 0.558 0.125 

Ss 0.126 0.833 0.085 0.285 0.192 -0.061 

Pind 0.006 0.256 0.189 0.048 0.919 0.083 

Peto 0.01 0.241 0.187 0.049 0.921 0.069 

Pi -0.022 -0.062 0.118 0.046 0.349 0.826 

Pcm 0.904 0.158 0.089 0.060 -0.139 -0.265 

Gn -0.937 -0.132 -0.183 -0.099 -0.056 -0.196 

BP -0.162 -0.228 -0.931 -0.056 -0.108 -0.099 

BPI -0.866 -0.287 -0.117 -0.046 -0.026 -0.168 

Ps 0.088 0.098 0.108 0.938 0.044 -0.102 

Bsr 0.126 0.034 -0.096 0.903 -0.016 -0.018 

H 0.238 0.475 0.813 0.038 0.161 0.085 

Margalef 0.278 0.760 0.482 0.051 0.12 0.077 

Pielo 0.147 0.003 0.908 0.124 0.056 0.139 

Simp 0.156 0.320 0.896 0.047 0.184 0.091 

BMWP 0.368 0.870 0.246 -0.013 0.117 -0.019 

ASPT 0.870 0.175 0.138 0.158 0.027 0.03 

FBI -0.926 -0.133 -0.157 -0.256 -0.047 -0.048 

BI -0.687 -0.235 -0.230 -0.599 -0.036 0.089 

Pgc -0.942 -0.13 -0.17 -0.095 -0.056 -0.183 

Pfc 0.105 -0.068 0.160 0.914 0.058 0.102 

Psc 0.795 0.079 -0.087 -0.369 -0.014 -0.408 

Psh 0.118 0.087 0.195 -0.098 -0.081 0.881 

 

进一步对 20 个候选参数进一步开展相关性分析表明：总物种数和香农-维纳

指数、BMWP 指数显著相关（r > 0.75），由于总分类单元数能够更全面的反映

群落特征，因此删除其他指标，同时总分类单元数与敏感类分类单元数同属第二

主成份，因此删除敏感类分类单元数；昆虫丰富度和撕食者比例两个指标相对独

立，且都属于第五主成份，选择昆虫丰富度作为核心指标；Pielo 指数、Simpson

指数与 BP 指数显著相关（r > 0.9），且都属于第三主成份，由于多样性指数对

于人类活动干对独立，三者同属第四主成份，保留独立性较好的滤食者比例作为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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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20 个候选参数的 Spearman 相关性矩阵 

 S Ss H Piel

o 

Sim

p 

Pi Pin

d 

Pet

o 

Pc

m 

S 1         

Ss .628* 1        

H .779* .543* 1       

Pielo .285* .231* .781* 1      

Simp .643* .445* .968* .875* 1     

Pi .385* 0.113 .470* .343* .425* 1    

Pind .533* .370* .479* .198* .406* .488* 1   

Peto .529* .391* .463* .179* .387* .467* .975* 1  

Pcm .263* .240* 0.143 0.038 0.106 -.285* -0.059 -.048 1 

Gn -.230* -.181* -0.144 -0.089 -0.119 -0.064 -0.043 -.055 -.805* 

BP -.579* -.415* -.936* -.908* -.982* -.390* -.355* -.337* -.102 

BPI -.541* -.419* -.395* -0.159 -.323* -.178* -.239* -.255* -.696* 

Ps .466* .918* .493* .310* .438* 0.07 .281* .300* .227* 

Bsr .421* .887* .434* .241* .371* 0.087 .267* .287* .241* 

BM

W 

.960* .702* .750* .269* .616* .309* .505* .507* .439* 

ASP

T 

.308* .483* .279* .176* .248* -0.101 0.099 0.115 .822* 

FBI -.364* -.388* -.215* -0.053 -0.152 0.076 -0.053 -.067 -.873* 

Pgc -.202* -.174* -0.12 -0.076 -0.096 -0.016 0.025 0.009 -.821* 

Pfc .417* .566* .514* .425* .505* .297* .188* .184* .171* 

Psh .460* .171* .544* .426* .526* .566* .349* .328* 0.098 

 

Gn BP BPI Ps Bsr BMWP ASPT FBI Pgc Pfc 

1          

0.124 1         

.862* .309* 1        

-.180* -.423* -.356* 1       

-.243* -.359* -.374* .947* 1      

-.413* -.559* -.698* .556* .522* 1     

-.811* -.250* -.800* .489* .507* .529* 1    

.807* 0.136 .729* -.391* -.407* -.533* -.837* 1   

.974* 0.1 .820* -.173* -.233* -.388* -.809* .826* 1  

-.324* -.486* -.424* .657* .638* .484* .421* -.359* -.316* 1 

-.312* -.506* -.432* 0.127 0.099 .439* 0.142 -0.042 -.274* .247*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通过以上分析，太湖流域大型底栖动物生物完整性评价核心参数包含总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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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数、ETO%、昆虫%、BP 优势度、FBI 指数和滤食者%。与李强和王备新等

在太湖流域西苕溪上游的研究相比，总分类单元数、滤食者%指标完全一致；

ETO%、BP 指数和 FBI 指数与 ETP 分类单元数、BI 指数表征意义类似；昆虫比

例与鞘翅目%、纹石蛾/毛翅目%表征意义类似，可以认为本研究得到的核心参数

与已有研究总体是一致，因此指标筛选结果是可靠的。 

 

表 6-9 大型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指标 

西部丘陵区 平原区 

参数 计算公式 参数 计算公式 

总分类单元数（M1） (M1-2)/(22-2) 总分类单元数（M1） (M1-1)/(17-1) 

% ETO (M27) (M27-0)/(0.25-0) % CO (M25) (M25-0)/(0.35-0) 

BP 指数 (M36) (0.93-M36)/(0.93-0.25) BP (M36) (1-M36)/(1-0.23) 

BI (M40) (8.82-M40)/(8.82-4.75) BI (M40) (9.40-M40)/(9.40-5.44) 

% FC (M42) (M42-0)/(0.33-0) % FC (M42) (M42-0)/(0.27-0) 

 

 

Western hill aquatic ecoregion eastern plain aquatic ecoregion 

Metric

s 

Expect 

value 

thres

holds 

formulas Metrics Expect 

value 

thresho

lds 

formulas 

M1 2 22 (M1-2)/(22-2) M1 1 17 (M1-1)/(17-1) 

M27 0.00 0.25 (M27-0)/(0.25-0) M25 0 0.35 (M25-0)/(0.35-0) 

M36 0.93 0.25 (0.93-M36)/(0.93-0.25) M36 1.00 0.23 (1-M36)/(1-0.23) 

M40 8.82 4.75 (8.82-M40)/(8.82-4.75) M40 9.40 5.44 (9.40-M40)/(9.40-5.44) 

M42 0.00 0.33 (M42-0)/(0.33-0) M42 0.00 0.27 (M42-0)/(0.27-0) 

(M1= total number of taxa, M25= % CO, M27=%ETO, M36= Berger-Parke's index, M40= Biotic index, M42=% 

Filterers- Collecter) 

 

（2）太湖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标体系 

根据蔡琨等对 2010 年春季至 2012 年秋季，对太湖 32 个样点底栖动物和环

境变量共 11 次的季节性调查结果，分别对湖心区和非湖心区构建的指标体系计

算筛选得到的结果，评价指标包括总分类单元数、（甲壳类+蜻蜓目）比例，Simpson

指数，前三位优势单元比例和 BMWP 指数五个参数；而非湖心区包括总分类单

元数、Simpson 指数，前三位优势单元比例和 BMWP 指数四个参数。 

 

表 6-10 湖体大型底栖动物生物完整性指数体系 

湖心区 非湖心区 

参数 计算公式 参数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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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类单元数（M1） M1/10 总分类单元数 M1/18 

CO 分类单元数(M2) M2/5 /  

Simpson 指数(M25) M25/0.7677 Simpson 指数(M36) M25/0.8115 

前三位优势单元%

（M40） 

(1-M40)/(1-0.7387) 前三位优势单元%

（） 

(1-M40)/(1-0.6201) 

BMWP 指数（M18） M/34.25 BMWP 指数（M18） M18/39 

据蔡琨等（2014） 

 

表 6-11 太湖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分级标准 

区域 优秀 健康 中等 中 差 

湖心区 ≥4.61 3.46-4.61 2.31-3.46 1.15-2.31 ≤1.15 

非湖心区 ≥3.63 2.72-3.63 1.81-2.72 0.91-1.81 ≤0.91 

 

 生物完整性指数验证方法 

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标通过三个步骤进行验证：首先是正确分类的百分比，即

通过计算样点完整性指标得分，根据判断值判断得分是否对应于参考点或受损点，

将这一结果与调查确定的参考点或受损点进行比对，从而得到正确分类的百分比，

采用所有参考点得分的 25%分位数作为判断值（Stoddard et al., 2008）；其次，

计算所有样点指标的变异系数（率定调查点位和验证调查点） （Chen et al., 2014）；

最后，计算通过箱线图 IQ 值和分离系数（Wang et al., 2005b；Wu et al. 2012）。

验证结果表明，从正确分类百分比，变异系数和分离系数等结果表明，所得结果

是可靠的（表 6-12）。 

 

表 6-12 底栖动物指标验证结果 

 正确分类百分比 变异系数 分离系数 合形图区分度 

RS IS RS   

西部丘陵区 率定数据库 0.70 1 0.16 3 0.07 

验证数据库 1.00 1 0.14 3 0.03 

东部平原区 率定数据库 0.75 0.82 0.14 3 0.13 

验证数据库 0.75 1 0.17 3 0.34 

 

6.1.3 评价结果 

6.1.3.1 河流评价结果及空间分布状况 

（1）河流 B-IBI 指标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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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应用西部丘陵区和东部平原区大型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指标对于西部

丘陵区和东部平原区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流域河流总体健康状况不佳，“优”或

“良”等级的点位共 29 个，占样点总数的 19.08%，中的点位 42 个，占 27.63%，

差和劣的点位 82 个，占 53.29%。 

在西部丘陵区，B-IBI 指标范围为 0-4.41，平均值为 2.71（对应“中”等级），

有 10 个（占比 33.33%）河段样点处于“优”或“良”等级，4 个（占比 13.33%）河

段样点处于“中”等级，16 个（占比 53.33%）河段样点处于“差”或“劣”等级（图 6-

4）。 

 

图 6-4 西部丘陵区 B-IBI 指标评价结果等级 

 

在东部平原区，B-IBI 指标的范围为 0-4.17，平均值为 1.52（对应“差”等级），

有 12 个（占比 13.33%）河段样点处于“优”（3 个）或者“良”（9 个）等级，15 个

（占比 16.67%）河段样点处于“中”等级，63 个样点（占比 70%）处于“差”（36

个）或“劣”（37 个）等级（图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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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东部平原区 B-IBI 指标评价结果等级 

 

总体而言，通过 B-IBI 指数可以将西部丘陵区和东部平原区河段样点分别综

合评定为“中”和“差”等级。此评价结果表明太湖流域河流生物完整性状况较差，

受到的人类活动干扰较为严重。 

（2）B-IBI 评价结果空间分布状况 

从河流点位评价结果分布区域来看，健康点位分布状况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

从空间分布来看，上游苕溪水系，南河水系上游点位健康状况较好，其中西苕溪

中上游点位健康状况均达到良水平，画溪河、屋溪河、合溪河上游点位以及黄土

桥、贡湖湾东部、东太湖南部点位健康状况较好，评价结果为“优”或“良”的点位

主要分布于西部丘陵区苕溪流域西苕溪上游、南河流域屋溪河、洮滆水系茅山东

部洛阳河上游，这些区域人物活动干扰较少，溪流状况最接近于自然状况，生物

完整性得以维持，也是参考点位主要分布的区域；而东部平原区相应点位主要分

布于太湖湖体沿岸的东部太浦河上游、沿江水系德胜河（太湖与长江水系调水通

道）和太湖东部沿岸河流，这些区域河流水体流动性较好，而且周边有相对清洁

的来水，河流自净能力较高。而流域下游随着人为活动增加，农业耕作、城镇化

和工业化活动加强，流域下游黄浦江水系（包括吴淞江）、北部沿江水系和南部

沿长江口、杭州湾水系总体处于差和劣水平（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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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基于底栖动物完整性的太湖流域河流健康状况评价结果 

6.1.3.2 湖泊评价结果及空间分布状况 

（1）评价结果 

太湖大型底栖动物评估结果表明，综合评价得分 0.40，处于中级别。其中等

级优和良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0%和 7.14%，中、差和劣的比例均为 42.86%、35.71%

和 14.29%。分类单元数得分 0.43，处于中级别。其中等级优和良所占的比例分

别为 0%和 28.57%，中、差和劣的比例均为 7.14%、42.86%和 21.43%。其主要空

间分布特征为：竺山湖、梅梁湖和胥湖为良，西北部湖区为中，贡湖为劣，其他

为差。太湖底栖动物健康评价等级结果如图 6-7 所示。 

 
图 6-7 太湖底栖动物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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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间分布状况 

其主要空间分布特征为：太湖北部和东南部湖湾评价结果为中，西北沿岸和

东北沿岸为差，西南沿岸为劣。 

 

图 6-8 太湖底栖动物指标健康空间分布 

 

6.1.4 底栖动物群落对水质理化因子的响应分析 

采用 CCA 分析水质理化因子对底栖动群落的影响。在西部丘陵区，排除了

出现少于 3 次的偶见物种。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因子中，总氮、总磷、氨氮、电导

率和溶解氧与河段底栖动物的关系显著。第一轴和第二轴的特征值较大，分别为

0.300 和 0.186，各解释了 8.6%和 6.4%的数据方差变异及 38.0%和 21.4%的物种

-环境关系变异，第三轴特征值为 0.137，解释了 3.9%的物种数据变异和 17.4%的

物种-环境变异，第四特征值和解释率都比较低。前三轴基本反映了样点与局部

环境因子的关系。蒙特卡罗检验结果表明  CCA 分析前三个排序轴均显著

（P1,2<0.001，P3<0.008），第四轴不具有显著性（P4=0.43）。 

表 6-13 西部丘陵区生物群落与环境因子 CCA 分析结果 

注：已选变量解释率为 0.44；所有变量为 0.79 

 1 2 3 4 总 

特征值 0.300 0.186 0.137  0.089  

物种-环境 相关系数 0.835 0.769 0.827 0.687  

物种数据累计变异方差 8.6    14.0    17.9    20.5  

物种-环境 累计方差 38.0   61.6    79.0    90.3  

特征值之和 3.477      

典范特征值 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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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样点与环境指标的排序图可以看出，第一轴与总氮、总磷、氨氮等营养

盐及溶解氧指标相关较高，主要反映了水体营养物质的浓度及溶解氧饱和状

况，第二轴与电导率相关较高，主要反映水体中矿物离子的浓度状况。从各个

因子进入 CCA 的顺序可知，总磷、电导率的解释量相对较高，总氮，氨氮和溶

解氧的解释相对较低。排序图显示：总氮、总磷和氨氮与第一轴正方向呈正相

关，溶解氧与第一轴呈负相关。电导率与第二轴呈正相关。 

 

图 6-9 西部丘陵区样点与环境因子 CCA 排序图 

 

排序图还显示，点位 19，20，21，23，24 共 5 个点位分布在第一轴正方

向，表明这些点位营养物质较高，溶解氧较低，其中，19，21 号点位位于第二

轴上方，表明这两个点位还具有较高的电导率，另外三个点位电导率相对较

低。结合这些点位的空间分布状况，发现 19，20，21 号点位于镇江附近城市河

流，受城市生活和工业污染等多重污染干扰，其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结果为

劣，而 23，24 位位于西北部丘陵区域溪流中上游，主要受农业面源污染影响。

相应的这些点位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结果为中或差。 

点位 4，5，30，18 位于坐标系统第三象限，分别与第一轴和第二轴负相

关，对应的环境状态是较低的电导率、相对较高的溶解氧。结合点位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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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发现这些点位分布于西苕溪上游（30）和中上游（4，5），以及屋溪河

上游，这几个点位受到的人类活动状况相对处于最少的水平，也是西部丘陵区

参考点位。这些点位基于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标的评价结果为优和良。27 号点位

位于第二象限，显示该点位有较高的电导率，然而该点位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

结果为优，结合点位分布图发现，该点位位于画溪河上游，样点的河流物理状

况指标评价结果良良，所在集水区林地面积比例较大，因此该点位具备成为良

良样点的条件，电导率相对较高可能是受到了高浓度盐类物质的影响。 

除以上受人类活动干扰显著受损的点位和受干扰影响较少的点位以外，还

有一些点位位于坐标轴第一象限，如 1、2、11、13，这些点位营养盐相对较

高，溶解氧相对较低，且电导率较高，底栖动物评价结果也处于差和劣水平；

还有 7，9，16，23 等几个点位位于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溶解氧相对较高、营

养盐较低、电导率处于相对中低水平，结合空间分布图发现这些点位位于河流

中游，受干扰程度中等，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结果为中等。 

 

图 6-10 西部丘陵区底栖动物完整性得分状况 

 

生物群落与环境指标的排序图显示（图 6-11），四节蜉属 ( Baetis，蜉蝣目)，

出现在排序坐标系统第三轴，对应的环境特征是低电导率（低溶解性矿物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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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营养盐和相对较高溶解氧，这与其他文献和研究报道的蜉蝣目是一种清洁种，

多出现在溪流源头区域是一致的（图 6-10）；叶春蜓属（Ictinogo，蜻蜓目）出现

在第二象限，对应的环境特征是低营养盐，高溶解氧（快速水流），中等矿物离

子，出现在中上游，方格短沟蜷（Semisulcospira，肋蜷科），出现在四个象限中

间远点的位置，对应环境是中营养盐，中溶解氧，中矿物离子，主要出现在中游；

铜锈环棱螺（Bellamya，田螺科），出现在第一象限，对应的环境状态为中营养

盐，中溶解氧，中高矿物例子，出现在中下游，是太湖流域分布最广、出现频率

最多的物种之一，摇蚊属（Chironomus），霍甫水丝蚓（Limnodrilus），苏氏尾

鳃蚓（Branchiura）出现在第一和第四象限，对应的环境状态是高营养盐、低溶

解氧、中高矿物离子，主要出现在严重污染河段。 

 

 

图 6-11 西部丘陵区底栖动物与环境因子 CCA 排序 

 

对东部平原区的底栖动物群落和对应环境因子进行 CCA 多元分析，出现少

于 3 次的偶见物种没有参与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因子中，总氮、总磷、氨

氮、电导率和溶解氧与河段底栖动物的关系显著。第一轴和第二轴的特征值较

大，分别为 0.207 和 0.070，各解释了 6.2%和 2.0%的数据方差变异及 62.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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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的物种-环境关系变异，第三轴特征值为 0.027，解释了 0.8%的物种数据

变异和 10.9%的物种-环境变异，第四特征值和解释率都比较低。前三轴基本反

映了样点与局部环境因子的关系。蒙特卡罗检验结果表明 CCA 分析前三个排

序轴均显著(P1,2<0.002，P3<0.008），第四轴不具有显著性（P4=0.23）。 

 

表 6-14 东部平原区生物群落与环境因子 CCA 分析结果 

 

从样点与环境指标的排序图可以看出，第一轴与总氮、总磷、氨氮等营养

盐及电导率指标正相关较高，与溶解氧负相关较高，主要反映了水体营养物质

的浓度及溶解氧饱和状况，第二轴与电导率相关较高，主要反映水体中矿物离

子的浓度状况。从各个因子进入 CCA 的顺序可知，总氮、电导率和溶解氧的解

释量相对较高，总磷和氨氮的解释相对较低。排序图显示：总氮、总磷和氨氮

与第一轴正方向呈正相关，溶解氧与第一轴呈负相关。电导率、总氮与第二轴

呈正相关。 

 1 2 3 4 总 

特征值 0.207 0.070 0.027 0.016  

物种-环境 相关系数 0.645 0.621 0.350 0.339  

物种数据累计变异方差 6.2  8.2 9.0 9.5  

物种-环境 累计方差 62.8 84.1 92.2 96.9  

特征值     3.354 

canonical  特征值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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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东部平原区区样点与环境因子 CCA 排序图 

 

排序图还显示，点位 48，66，74，38 这 4 个点位分布在第一轴正方向，第

二轴反方向，对应环境状况为中高营养，低溶解氧，从空间分布图上发现这些

点位主要是运河样点，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对应的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结果

为劣，此外 55，53 两个点位也有相似的特征和评价结果。 

点位 8，28，43，58 位于坐标系统第三象限，分别与第一轴和第二轴负相

关，对应的环境状态是相对低营养、低电导率，高溶解氧。结合点位空间分布

状况，发现这些点位分布于太湖湖体沿岸的东部太浦河上游、沿江水系德胜河

（太湖与长江水系调水通道），这几个点位受到的人类活动状况相对处于最少

的水平，是东部平原区的参考点位，对应的点位生物完整性评价结果为优良。 

除以上受人类活动干扰显著受损的点位和受干扰影响较少的点位以外，还

有一些点位位于坐标轴第一象限，如 78 和 83，这些点位营养盐相对较高，溶

解氧相对较低，且电导率较高，底栖动物评价结果也处于差和劣水平；还有

27，12 和 32 等几个点位位于第二象限，溶解氧相对较高、营养盐较低、电导

率处于相对中上等水平，结合空间分布图发现这些点位位于无锡、苏州等地，

底栖动物完整性评价结果为中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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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东部平原区底栖动物完整性得分状况 

 

生物群落与环境指标的排序图显示（图 6-14），光滑狭口螺 （Stenothyra）

和细蟌属（Aciagrion），出现在排序坐标系统第一象限，对应的环境特征是低电

导率、低营养盐、中高溶解氧，是平原区相对清洁的底栖动物类群。日本沼虾

（macrobra）和大沼螺（Parafossarulus）也出现在第三象限，对应的环境环境特

征是低电导率、中高溶解氧，是次清洁的生物类群。钩虾 Gammarus，舌蛭（glossiph）

和林间环足摇蚊（Cricto）处于第二象限靠近第二轴最高的位置，对应中高电导

率、中高溶解氧。河蚬（Corbicula）对应高溶解氧、低营养、低电导率。方格短

沟蜷（Semisulcospira，肋蜷科）和铜锈环棱螺（Bellamya，田螺科）分布最广，

对应中营养盐，中溶解氧，中高矿物离子，秀丽白虾 Exopalaemon 锯齿新米虾

Neocaridina，对应中等溶解氧、中等营养盐、中等矿物质，霍甫水丝蚓（Limnodrilus）

和苏氏尾鳃蚓（Branchiura），对应高营养盐、低溶解氧、中高矿物离子。 



  

83 

 

 

图 6-14 东部平原区底栖动物与环境因子 CCA 排序 

6.1.5 B-IBI 指数与水质理化环境因子相关分析 

基于 Pearson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高锰酸盐指数（CODMn）, 电导率（EC）,

总氮（TN），总磷（TP），氨氮（NH4）与西部丘陵区 B-IBI 指数显著负相关（p 

< 0.05），相反，河流物理状况指数（r = 0.566，p < 0.01），溶解氧（r = 0.465，

p < 0.01）与西部丘陵区 B-IBI 指数显著正相关；在东部平原区，总氮（TN），

总磷（TP），氨氮（NH4）和电导率（EC）与 B-IBI 指数显著负相关，溶解氧（r 

= 0.541, p < 0.01）与 B-IBI 指数都正相关。 

 

表 6-15 底栖动物完整性指数与环境因子相关分析 

 TN TP CODMn NH4 DO EC 

B-IBISW -.436* -.460* -.519** -.439* .578** -.506** 

B-IBISE -.514** -.379** -0.152 -.397** .541** -.431** 

注：不相关水质参数的未列出（** p < 0.01; *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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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巢湖流域水生态健康评价 

6.2.1 指标体系 

根据全国十大流域确定的总体指标体系，结合本流域试评价的基础上，构建

了一套由目标层、系统层、状态层和指标层所组成的巢湖流域河流和湖泊水生态

健康综合评价 4 级指标体系框架，其中河流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包括

1 个目标因子、2 个系统因子、5 个状态因子、12 个指标因子（表 10-2），湖泊

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包括 1 个目标因子、2 个系统因子、6 个状态因子、

11 个指标因子（表 10-3）。 

表 6-16 巢湖流域河流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状态层 指标层 指标意义 

物理化学

完整性 

水质理化 溶解氧 含氧量指标，水体缺氧会导致水生生物死亡 

电导率 电解质浓度指标，清洁点电导率低 

高锰酸盐指数 水体污染程度指标 

营养盐 总氮 重要营养元素，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总磷 重要营养元素，可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生物完整

性 

着生藻类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性高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 优势度指标，完整性高的点单一物种优势度低 

大 型 底 栖

无 脊 椎 动

物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性高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完整性高的点单一物种优势度低 

FBI 指数 敏感性指标，表征生物的污染耐受程度 

鱼类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性高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 

 

表 6-17 巢湖流域湖泊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状态层 指标层 指标意义 

物理化学

完整性 

水质理化 电导率 电解质浓度指标，清洁点电导率低 

溶解氧 含氧量指标，水体缺氧会导致水生生物死亡 

营养 富营养化指数 富营养状态指标，包含 Chla，TN，TP，SD 和

CODMn 

生物完整

性 

浮游植物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性高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 优势度指标，完整性高的点单一物种优势度低 

蓝藻门密度比例% 特定指示物种，指示富营养化程度 

大型底栖无

脊椎动物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性高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完整性高的点单一物种优势度低 

FBI 指数 敏感性指标，表征生物的污染耐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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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 总分类单元数 丰富度指标，物种完整性高的点丰富性高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 

 

6.2.2 指标计算方法 

通过确定指标期望值（指标等级最好状态值）和阈值（指标等级最差状态值）

对各类指标进行标准化，公式计算过程中对于指标得分小于 0 的以 0 计算，大于

1 的以 1 计算，以确保所有评价指标得分范围为 0-1 之间。 

6.2.2.1 评价指标标准化 

水质和营养盐指标标准化 

对于随人类活动干扰增大而增大的指标，如电导率、高锰酸盐指数、总氮和

总磷、叶绿素、富营养化指数等，标准化公式为： 

指标得分 =
阈值−测量值

阈值−期望值
                   （1） 

对于随人类活动干扰增大而减小的指标，如溶解氧等，其标准化公式为： 

指标得分 =
测量值−阈值

期望值−阈值
                   （2） 

其中，期望值和阈值参照国家水质等级标准和试评价数据共同确定。 

水生生物指标标准化 

藻类、底栖动物和鱼类的物种数指标标准化公式： 

指标得分 =
测量值−阈值

期望值−阈值
                   （3） 

蓝藻密度比例指标，藻类、底栖动物、鱼类 Berger-Parker 指数，底栖动物

FBI 指数标准化公式： 

指标得分 =
阈值−测量值

阈值−期望值
                   （4） 

6.2.2.2 健康评价综合指标计算 

样点健康评价综合得分由水质指数、营养指数、藻类指数、底栖动物指数和

鱼类指数综合计算得到。 

综合评价指数 =
水质指数+营养指数+藻类指数+底栖动物指数+鱼类指数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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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理化指标 

河流系统 

水质指标选择高锰酸盐指数、叶绿素、电导率和溶解氧，其中溶解氧作为关

键指标，如果该指标得分为 0，则水质指数为 0，计算公式为： 

水质理化指标 =
𝐷𝑂+𝐸𝐶+𝐶𝑂𝐷𝑀𝑛

3
                （6） 

式中，DO 为溶解氧，EC 为电导率，CODMn为高锰酸盐指数。 

湖泊系统 

水质指标选择电导率和溶解氧，其中溶解氧作为关键指标，如果该指标得分

为 0，则水质指数为 0，计算公式为： 

水质理化指标 =
𝐷𝑂+𝐸𝐶

2
                （7） 

式中，EC 为电导率，DO 为溶解氧。 

水质营养物指标 

河流系统 

营养指标通过综合总氮、总磷的状况计算得到： 

营养盐指标 =
𝑇𝑁+𝑇𝑃

2
                    （8） 

式中，TN 为总氮，TP 为总磷。 

湖泊系统 

营养指标选择富营养化指数，涉及指标主要为叶绿素 a（Chla）、总磷（TP）、

总氮（TN）、透明度（SD）和高锰酸盐指数（CODMn），计算公式为： 

富营养指标 TLI(Σ) = ∑ 𝑊𝑗
𝑚
𝑗=1 ∙ TLI(𝑗)       （9） 

式中，TLI(Σ)为综合营养状态指数，𝑊𝑗为第 j 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的相关权重，

TLI(𝑗)为第 j 种参数的营养状态指数。 

以 Chla 作为基准参数，则第 j 种参数的归一化的相关权重计算公式为： 

𝑊𝑗 = 𝑟𝑖𝑗
2 ∑ 𝑟𝑖𝑗

2𝑚
𝑗=1⁄             （10） 

式中， 为第 j 种参数与基准参数 Chla 的相关系数，m 为评价参数的个数。 

中国湖泊（水库）的 chla 与其它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𝑟𝑖𝑗 及𝑟𝑖𝑗
2见下表： 

 

 

i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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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8 中国湖泊（水库）部分参数与 chla 的相关关系𝑟𝑖𝑗 及𝑟𝑖𝑗
2值 

参数 Chla TP TN SD CODMn 

 
1 0.84 0.82 -0.83 0.83 

 
1 0.7056 0.6724 0.6889 0.6889 

注：引自金相灿等著<《中国湖泊环境》，表中𝑟𝑖𝑗 来源于中国 26 个主要湖泊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 

 

营养状态指数计算公式为： 

TLI(𝐶ℎ𝑙𝑎) = 10(2.5 + 1.086 ln 𝐶ℎ𝑙𝑎)         （11） 

 TLI(𝑇𝑃) = 10(9.436 + 1.624 ln 𝑇𝑃)          （12） 

TLI(𝑇𝑁) = 10(5.453 + 1.694 ln 𝑇𝑁)          （13） 

 TLI(𝑆𝐷) = 10(5.118 − 1.94 ln 𝑆𝐷)           （14） 

 TLI(𝐶𝑂𝐷𝑀𝑛) = 10(0.109 + 2.66 ln 𝐶𝑂𝐷𝑀𝑛)    （15） 

式中，叶绿素 a Chla 单位为 μg/L，透明度 SD 单位为，其他指标单位均为 mg/L。 

水生生物指标综合得分计算 

不论河流系统还是湖泊系统，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指标选择分类单元数、

Berger-Parker 指数和生物量，计算公式为： 

底栖动物指标 =
𝑆+𝐷+𝐵

3
               （16） 

式中，S 为分类单元数，D 为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Berger-Parker 指数计算

与藻类相同，B 为 FBI 指数。 

不论河流系统还是湖泊系统，鱼类指标均选择分类单元数和 Berger-Parker 优

势度指数，计算公式为： 

鱼类指标 =
𝑆+𝐷

2
                    （17） 

式中，S 为分类单元数，D 为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 

河流系统 

着生藻类指标选择分类单元数和 Berger-Parker 指数，计算公式为： 

着生藻类指标 =
𝑆+𝐷

2
                  （18） 

式中，S 为分类单元数，D 为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 

湖泊系统 

浮游植物指标选择分类单元数、Berger-Parker 指数和蓝藻门比例指数，计算

公式为： 

ijr
2

i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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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藻类指标 =
𝑆+𝐷+𝐶

2
               （19） 

式中，S 为分类单元数，D 为 Berger-Parker 优势度指数，C 为蓝藻门比例指数。 

6.2.2.3 指标阈值及等级标准 

指标阈值 

在进行巢湖流域水生态健康临界阈值确定时，水生态系统类型区的确定依据

巢湖流域水生态功能三级分区为基本分区依据，阈值标准的确定按照国家标准、

已有文献研究成果、试点数据及专家建议四个方面确定。 

本次评价确定的阈值中，河流水质、营养盐等阈值确定参考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 GB3838-2002 和调查样点测量值 95%分位数确定，湖泊营养、水质参考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历史资料和营养状态综合确定；生物指标中，

藻类分类单元数采用巢湖流域调查 191 个样点的 95%分位数作为优质期望值，

5%分位数作为临界阈值；Berger-Parker 指数采用 0.90 和 0.10。大型底栖无脊椎

动物分类单元数标准采用巢湖流域调查 191 个样点的 95%分位数作为优质期望

值，考虑到丘陵区、平原区和湖泊的差异，分别建立优质期望值标准；FBI 指数

分别按照点位所在区域 95%分位数作为优质期望值，5%分位数作为临界阈值（负

向指标采用 5%分位数作为优质期望值，95%分位数作为临界阈值），Berger-Parker

指数采用 0.90 和 0.10 作为临界阈值和优质期望值。 

表 6-19 河流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期望值与阈值 

指标类型 指标 适用性范围 期望值 

水质理化指标 

溶解氧 所有样点 7.5 

电导率 所有样点 100 

高锰酸盐指数 所有样点 2 

水质营养盐指标 
总氮 所有样点 0.5 

总磷 所有样点 0.02 

着生藻类 
分类单元数 所有样点 28 

优势度指数 所有样点 0.14 

底栖生物 

分类单元数 
山区 28 

平原 19 

FBI 指数 
山区 1.82 

平原 4.18 

优势度指数 
山区 0.19 

平原 0.25 

鱼类 分类单元数 所有样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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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型 指标 适用性范围 期望值 

优势度指数 所有样点 0.29 

 

表 6-20 湖泊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期望值与阈值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适用性范围 期望值 

水质理化指标 

溶解氧 所有样点 7.5 

电导率 所有样点 100 

高猛酸盐指数 所有样点 2 

水质营养盐指标 富营养指数 所有样点 50 

浮游生物指标 

分类单元数 所有样点 22 

优势度指数 所有样点 0.19 

蓝藻密度比例 所有样点 0 

底栖生物指标 

分类单元数 所有样点 11 

FBI 指数 所有样点 6.00 

优势度指数 所有样点 0.16 

鱼类生物指标 分类单元数 所有样点 5 

优势度指数 所有样点 0.4 

 

健康等级标准 

各个评价指标指标计算结果综合后得到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综合得分，参考欧

盟水框架（European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Hering et al., 2006）以

及美国 Chesapeake Bay 等地（Williams et al. 2009）对于评价结果的等级划分方

法，采用等分法将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得分分为五个等级，并且对各个等级的名

称，分级标准和等级进行描述如下。 

表 6-21 水生态级别划分与分级标准 

健康等级 分级标准 等级描述 

优 0.8-1.0 
没有改变，自然状态；或轻微改变，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生境和群落组

成有变化，但生态功能没有发生变化 

良 0.6-0.8 
中等程度的改变，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生境和群落组成有一定程度变

化，但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没有发生变化 

中 0.4-0.6 
中等程度改变，敏感物种丧失，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均发生较大

的变化，部分生态功能丧失 

差 0.2-0.4 
较高的人类活动干扰，水生态系统变化显著，耐污群落占据优势，鱼

类和藻类单一化趋势 

劣 0-0.2 
水生态系统严重改变，仅剩下极度耐污种类，基本生态功能丧失，甚

至短期不可逆转 

 

6.2.3 样点尺度健康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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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在河流与湖泊、水生态功能分区两种分类方法对评

价结果进行总结和描述。 

6.2.3.1 河流样点评价结果 

水质理化评价 

河流整体水质理化各指标浓度及评价值占各水质等级百分比有以下结果：全

流域 DO 浓度在 0.85-21.44 mg/L 之间，平均浓度为 9.68 mg/L；通过 DO 分级评

价结果显示，DO 平均得分 0.88，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比别为 81.33%和 6.67%，

达到样点总数的 88.00%。中，差和劣的比例分别为 1.33%，4.00%和 6.67%。EC

在之间 33.00-3158.00 µS/cm，平均值为 233.00µS/cm；通过 EC 分级评价结果显

示，EC 的平均得分 0.64，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36.00%和 28.67%，接近样点

总数的 65%，而中、差及劣的比例分别为 15.33%，8.67%和 11.33%。CODMn 浓

度在之间 1.76-68.29mg/L，平均浓度为 5.80mg/L；通过 CODMn 分级评价结果显

示，CODMn 平均得分 0.58，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28.00%和 22.67%，超过样

点总数的 50%，而中、差及劣的比例分别占 22.00%，14.67%和 12.67%。通过流

域理化指标分级评价的结果显示，理化指标平均得分 0.70，其中优及良的比例分

别为 34.67%和 41.33%，达到样点总数的 76.00%，中、差及劣的比例分别为 13.33%，

6.00%和 4.67%，通过水质理化分级评价，流域水生态健康等级为“良”（图 6-15）。 

 

图 6-15 巢湖流域河流水质理化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营养盐评价 

巢湖流域河流整体水质营养盐各指标浓度及评价值占各水质等级百分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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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结果：全流域TP浓度在 0.01-8.81mg/L之间，平均浓度为 0.39mg/L(0.27mg/L，

去除两个极大值)；通过 TP 分级评价结果显示，TP 平均得分 0.67，其中优和良

的比例分比别为 58.76%和 12.67%，超过样点总数的 70.00%。中、差及劣的比例

分别为 6.67%，2.67%和 19.33%。TN 浓度在 0.45-53.49mg/L 之间，平均浓度

3.78mg/L(2.98mg/L，去除前三最极值)；通过 TN 分级评价结果显示，TN 的平均

得分 0.37，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20.67%和 14.00%，而中、差的比例均为

10.00%和 10.00% ，劣的比例为 45.33%，超过样点总数的 45.00%。通过巢湖流

域营养盐指标分级评价的结果显示，营养盐指标平均得分 0.52，其中优及良的比

例分别为 26.67%和 15.33%，达到样点总数的 42.00%，中、差及劣的比例分别为

26.67%，12.00%和 19.33%，说明水质营养盐性质在流域呈现中状态（图 6-16）。 

 

 

图 6-16 巢湖流域河流营养盐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藻类评价 

巢湖流域着生藻类各指标及评价值占各藻类评价等级百分比有以下结果：全

流域浮游藻类分类单元数在 1-39 之间，平均值为 14.24；通过分类单元数分级评

价结果显示，分类单元数平均得分 0.46，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比别为 21.43%和

10.00%，不及样点总数的 33.33%，中的比例为 20.71%，而差及劣的比例分别为

21.43%和 26.43%，超过样点总数的 45.00%。B-P 优势度的范围在 0.1-1 之间，平

均值为 0.34；通过 B-P 优势度分级评价结果显示，B-P 优势度平均得分 0.76，其

中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57.14%和 22.86%，达样点总数的 80.00%，而中、差及劣

的比例分别为 11.43%，2.86%和 5.71%。通过巢湖流域着生藻类分级评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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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着生藻类评价平均得分 0.61，其中优及良的比例分别为 24.29%和 27.14%，

接近样点总数的 55%，中、差及劣的比例分别为 34.29%，8.57%和 5.71%，着生

藻类的分级评价说明流域河流水生态健康呈良状态（图 6-17）。 

 

 

图 6-17 巢湖流域河流着生藻类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底栖动物评价 

巢湖流域河流各样点分类单元数在 1-28 之间，平均为 11.80；通过分级评价

显示，优和良的比例 14.86%和 16.89%；中和差的比例为 27.03%和 25.68%，值

得注意的是，劣的比例达到了 15.54%。全流域各样点 B-P 优势度在 0.14-1.00 范

围内，均值为 0.49；其中优和良的比例 25.00%和 31.08%；中和差的比例为 17.57%

和 6.76%，劣的比例为 19.59%。河流 FBI 在 1.74-9.40 范围内，均值为 5.90；其

中优比例仅占 16.89%；良和中级别比例均为 18.24%和 37.84%，差和劣的比例为

16.22%和 10.81%。底栖评价整体情况是：优和良的比例为 8.11%和 35.147%，中，

差和劣的比例分别为 31.08%,14.86%和 10.81%（图 6-18）。综合来看，巢湖流域

底栖生物，评价结果整体较差，水生态健康整体状态不容乐观，亟待恢复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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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巢湖流域河流底栖动物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鱼类评价 

全流域河流各样点分类单元数在 0-13 之间，平均为 4.72；通过分级评价显

示，优和良的比例 20.34%和 25.42%；中和差的比例为 16.95%和 30.51%，劣比

例达到了 6.78%。全流域各样点 B-P 优势度在 0-1 范围内，均值为 0.55；其中优

和良的比例 32.20%和 33.90%；中和差的比例为 8.47%，15.25%，劣的比例为

10.17%。鱼类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综合平均得分 0.59，优和良的比例为 27.12%

和 25.42%，中，差和劣比例为 22.03%，20.34%和 5.08%（图 6-19）。综合来看，

流域河流鱼类生物多样性低，评价结果整体较差，水生态健康整体状态不容乐观，

亟待恢复和治理。 

 

图 6-19 巢湖流域河流鱼类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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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 

通过对巢湖流域河流水质理化指标、营养盐指标、浮游藻类、底栖动物和鱼

类的综合评价得出：巢湖河流综合评价平均得分0.58，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2.67%

和 54.00%，超过全部样点的 55.00%，中的比例为 30.00%，差和劣的比例仅占

10.67%和 2.67%，说明巢湖流域河流水生态系统健康整体呈中状态（图 6-20）。

而从评价结果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优和良的样点主要分布于西南部山区丘陵区

域，中等级主要分布于东南部平原区域和流域丘陵岗地区域，差和劣的样点主要

分布于南淝河和十五里河中下游区域。 

 

 

图 6-20 巢湖流域河流水生态系统综合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6.2.3.2 湖泊样点评价结果 

水质理化评价 

巢湖流域湖泊及水库整体水质理化各指标浓度及评价值占各水质等级百分

比有以下结果：全流域 DO 浓度在 1.05-20.51mg/L 之间，平均浓度为 10.19；通

过 DO 分级评价结果显示，DO 平均得分 0.98，其中优的比例分比别为 97.56%。

中及差的比例均为 0，劣的比例为 2.44%。EC 在之间 48.00-880.00µS/cm，平均

值为 207.34µS/cm；通过 EC 分级评价结果显示，EC 的平均得分 0.67，其中优和

良的比例分别为 9.76%和 70.73%，超过样点总数的 80.00%，而中、差及劣的比

例分别为 7.32%，4.88%和 7.32%。通过湖泊理化指标分级评价的结果显示，理化

指标平均得分 0.82，其中优及良的比例分别为 80.49%和 12.20%，超过样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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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2%，中、差及劣的比例分别为 4.88，0%和 2.44%，通过水质理化分级评价，

流域水生态健康呈“优”状态（图 6-21）。 

 

图 6-21 巢湖流域湖库水质理化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营养状况评价 

巢湖流域湖泊及水库水质营养各指标浓度及评价值占各水质等级百分比有

以下结果： TP 浓度在 0.01-1.03mg/L 之间，平均浓度为 0.15mg/L；通过 TSI 评

价结果显示，TP 平均得分 0.48，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比别为 19.51%和 12.20%，

超过样点总数的 31.00%。中、差及劣的比例分别为 24.39%，21.95%和 21.95%。

TN 浓度在 0.76-15.34mg/L 之间，平均浓度 2.65mg/L；通过 TN 分级评价结果显

示，TN 的平均得分 0.22，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4.88%和 0%，而中、差的比

例为 19.51%和 21.95%，劣的比例为 53.66%，超过样点总数一半。CODMn 浓度在

2.34-9.56mg/L 之间，平均浓度为 5.24mg/L；通过 CODMn 分级评价结果显示，

CODMn 平均得分 0.95，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87.80%和 9.76%，超过样点总

数的 95%，而中比例为 2.44%，差及劣的比例分别为 0%。叶绿素浓度在 0.60-

59.90 之间，平均浓度 11.23，叶绿素评价平均得分 0.90，叶绿素评价结果显示，

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85.57%和 12.20%，中，差和劣的比例 0%，0%和 2.44%；

透明度范围在 0.10-1.30m 之间，平均 0.35m，指标平均得分 0.17，透明度评价结

果显示，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17.07%和 0%，中，差和劣的比例 0%，2.44%和

80.49%。通过巢湖流域营养盐指标分级评价的结果显示，营养状况指标平均得分

0.54，其中优及良的比例分别为 17.07%和 21.96%，接近样点总数的 40%，中、

差及劣的比例分别为 29.27%，19.51%和 12.20%，说明水质营养盐性质在流域呈



  

96 

 

现中状态（图 6-22）。 

 

图 6-22 巢湖流域湖库营养状态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藻类评价 

巢湖流域湖泊浮游藻类各指标及评价值占各藻类评价等级百分比有以下结

果：湖泊浮游藻类分类单元数在 3-26 之间，平均值为 16.10；通过分类单元数分

级评价结果显示，分类单元数平均得分 0.59，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比别为 45.90%

呵 12.20%，超过样点总数的 58%，而中，差及劣的比例均为 14.63%。B-P 优势

度的范围在 0.1-0.89 之间，平均值为 0.41；通过 B-P 优势度分级评价结果显示，

B-P 优势度平均得分 0.64，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别 39.02%和 24.39%，接近样点

总数的 65%，而中、差及劣的比例分别为 14.63%，4.88%和 17.07%。蓝藻比例

指数范围在 0.00-0.90 之间，平均值为 0.38；通过蓝藻比例指数分级评价结果显

示，蓝藻比例指数平均得分 0.58，其中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41.46%，4.88%，超

过样点总数的 45%，而中、差及劣的比例分别占 17.07%，14.63%和 21.95%。通

过巢湖浮游藻类分级评价的结果显示，浮游藻类评价平均得分 0.60，其中优及良

的比例分别为 21.95%和 41.46%，超过样点总数的 60%，中、差及劣的比例分别

为 12.20%，14.63%和 9.76%，浮游藻类的分级评价说明流域水生态健康呈良状

态（图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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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巢湖流域湖库浮游藻类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底栖动物评价 

湖库各样点分类单元数在 2-12 之间，平均为 5.35；通过分级评价显示，优和

良的比例 7.32%和 4.88%；中和差的比例为 19.51%和 41.46%，值得注意的是，

劣的比例达到了 26.83%。全流域各样点 B-P 优势度在 0.16-0.99 范围内，均值为

0.45；其中优和良的比例 36.59%和 21.95%；中和差的比例为 9.76%和 4.88%，劣

的比例为 26.83%。湖泊 FBI 在 6.03-9.41 范围内，均值为 8.25；其中优比例仅占

7.32%；良和中级别比例均为 2.44%和 17.07%，差和劣的比例为 41.46%和 31.71%，

可见湖泊清洁指示种比例较小，导致该项评价指标总体较差。湖泊底栖评价整体

情况是：优和良的比例为 2.44%和 17.07%，中，差和劣的比例分别为 43.90%，

14.63%和 21.95%（图 6-24）。综合来看，巢湖流域底栖生物多样性低，清洁指

示种少，评价结果整体较差，水生态健康整体状态不容乐观，亟待恢复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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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4 巢湖流域湖库底栖动物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综合评价 

通过对巢湖流域湖泊水质理化指标、营养状态指标、浮游藻类和底栖动物综

合评价得出：巢湖流域湖泊综合评价平均得分 0.61，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9.76%

和 41.46%，超过全部样点的 50.00%，中的比例为 46.34%，差和劣的比例仅占

2.44%和 0%，其中，巢湖湖体综合平均得分 0.59，优和良的比例分别为 2.94 和

44.12%，中的比例为 50.00%，差和劣的比例为 2.94%和 0%，该结果说明巢湖流

域湖泊水生态系统健康整体总体呈良状态，特别是流域万佛湖水库、枫沙湖水库

等都处于良到优状态，而巢湖湖体处于中状态。各个指标评价结果有较大差别，

水质理化评价结果较好，而营养状态、浮游藻类和底栖动物评价结果相对较差（图

6-25）。 

 

图 6-25 巢湖流域湖泊水库水生态系统综合指标健康等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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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流域与分区尺度水生态健康评价 

巢湖流域综合评价结果总体处于良水平。其中河流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是：

优和良的样点主要分布于西南部山区丘陵区域，中等级主要分布于东南部平原区

域和流域丘陵岗地区域，差和劣的样点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南淝河和十五里河中下

游区域。巢湖湖体评价结果显示，巢湖西半湖和东半湖评价结果具有明显差异，

东半湖评价结果优于西半湖。除巢湖外，万佛湖、枫沙湖和董铺水库等水库的评

价结果均处于良或优等级（图 6-26）。 

 

 

图 6-26  巢湖流域样点综合评价健康等级结果 

在对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对流域河流集水区（流域）进

行了进一步分析，评价各个集水区的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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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巢湖流域二级水生态功能区健康评价结果 

 

巢湖流域 28 个三级水生态分区中有 17 个三级区的水生态系统健康达到了

良的状态，有 9 个三级区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处于中的状态，2 个处于差的状态。

其中，东部和南部的三级区评价结果大都达到了良状态，而西北部的三级分区处

于中或差状态，特别是 LEII1-2，LEII1-4 两个区评价结果为差等级。巢湖湖体所

处的分区则处于中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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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8 巢湖流域三级水生态功能区健康评价结果 

7 标准实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可从以下方面加强宣贯和应用。（1）主管部门将标准印发至

环境监测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扩大其影响力；（2）标准管理部门组织编制单

位编写该技术标准的实施指南，并适时举办一定范围内的宣贯讲座，以期通过宣

贯讲座的形式，使得标准执行时减少理解上的偏差；（3）建议选择水生生物监

测条件和能力较强的地区开展应用示范，构建生物完整性指数，制定生物完整性

保护目标，并纳入环境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监测，对生物完整性保护目标达标情

况进行评价。可优先考虑在经济发达或水生生物监测能力较强的地区，如太湖流

域、珠三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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