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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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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河流生态修复原则、河流生态修复规定和流程、河流生态状况调查、河流受损程

度诊断、河流生态系统受损类型确定、受损河流生态修复等级划分、受损河流生态修复目标设定、

受损生态修复模式选择、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估和修复后期的监

测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各类受损河流的生态修复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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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30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710.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 

HJ 710.5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 

HJ 710.6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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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710.12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SL 196 水文调查规范 

SL/T 800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DB 11/T 1721 水生生物调查技术规范 

《河流生态调查技术方法》 科学出版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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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河流 damaged river 

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导致水质下降，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受损或处于非健

康状态的河流。 

3.2 

生态修复 ecological restoration 

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逐

步恢复。 

3.3 

纵向生态隔离度 longitudinal ecological isolation 

河流沿着河水流动方向空间结构、水文过程的连通状态。 

3.4 

河流蜿蜒度 river meandering degree 

河流弯曲延伸的程度，是河流实际长度与河流直线距离的比值。 

3.5 

河流生态需水 ecological water demand of river 

维持河流正常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所需要的水量。 

3.6 

生态基流 ecological basic flows 

为维持河流基本形态和生态功能、防止河道断流、避免河流水生态系统功能遭受无法恢复的被

破坏的河道内最小流量。 

[来源：SL/T 800-2020，2.0.5] 

3.7 

水生生物多样性 aquatic biodiversity 

水体中的生物及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 

注：水生生物多样性由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组成。 

3.8 

水生生物栖息地 aquatic organism’s habitat 

水生生物生存和繁衍的环境。 

3.9 

正常流态型河流 river with normal flow 

生态需水保证率不低于50%、年平均断流频率不大于40%、年平均洪枯比不大于5的河流。 

3.10 

https://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1.4320&q=%E6%B0%B4%E7%94%9F%E7%94%9F%E7%89%A9
https://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1.4320&q=%E6%B0%B4%E7%94%9F%E7%94%9F%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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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流态型河流 river with abnormal flow 

生态需水保证率低于50%、年平均断流频率大于40%、年平均洪枯比大于5的河流。 

3.11 

生态修复阈值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reshold 

针对受损的生态系统，依据其自然属性、功能需求、区域需求性及社会经济发展等约束因素，

判别其生态修复迫切程度，划定修复等级的临界值。 

3.12 

河岸带 riparian zone 

河流左右两岸最近的两道防洪堤之间，除主河道以外的部分。 
注：河流横向断面包括主河道、河岸、河漫滩、防洪堤等，河岸带主要由河岸及河漫滩组成。 

3.13 

生态景观效应 ecological landscape effect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功能。 

3.14  

修复模式 restoration pattern 

基于成功的生态修复实践而提炼出来的解决某一问题的成套方法。 

4 河流生态修复原则 

4.1 最小干预原则 

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尽量进行接近自然状态的改造和修复，减少人类干扰，促进良好的自然环境

与景观，修复生态系统功能特性，构建稳定长效的群落结构，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4.2 最小工程量原则 

生态修复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地形、地貌和立地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工程设计，同时

按照生物学和景观学的原理合理设计，尽量减少工程量，降低成本，做到自然、经济、环保和节约。 

4.3 土方平衡原则 

通过土方平衡计算场内需要挖出的土方量和需要填进的土方量，尽量达到场内平衡，减少土方

的内外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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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经济实惠原则 

生态修复要求在工程设计中充分考虑生态修复的经济性。根据实际工程量进行专业估算，避免

过高的经济投入。 

4.5 本土物种优先原则 

河流生态修复应充分利用流域内土著物种进行生态修复，少引入外来物种。 

4.6 安全性原则 

水安全体系是构成河道生态系统的基础条件。河流生态修复的前提不仅要满足防洪排涝安全，

还要满足供水安全和生态用水安全。具有通航功能的河道，还要满足通航安全。 

5 河流生态修复规定和流程 

5.1 河流生态修复规定 

河流生态修复的一般规定如下： 

a）把河流从上游至下游、左右岸整体纳入生态修复范围，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b）遵从河流自身的功能与生态定位，保持自然河道现有良好的河岸及河床走向，确保河床的

安定性与连续性，不宜恶化现有河流的流势、流态等水流特征； 

c）在流域层面实施污染源控制措施的基础上，实施河道的水质净化工程，实现“诊、修、治、

管”（受损诊断、稳定修复、分水治理、长效管理）等河流生态治理策略。 

5.2 河流生态修复的行动流程 

河流生态修复的行动流程如下： 

a）通过调查河流的生态现状，建立河流受损程度诊断指标体系和方法，诊断河流的受损程度，

并根据受损关键因子确定河流的受损类型； 

b）在河流受损程度诊断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和阈值计算

方法，并根据修复阈值进行河流生态修复等级划分； 

c）在河流受损程度诊断与类型确定、生态修复等级划分以后，确定河流修复的目标，选择合

适的修复措施与模式； 

d）在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开展河流生态修复工程监测，并建立河流修复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和方法，对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进行评估； 

e）在生态修复工程结束后，开展生态修复效果的持续监测，并根据评价和监测结果，采取相

应的管理和保障措施，保障河流生态修复工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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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河流生态状况调查 

6.1 河流特征及生态环境状况调查 

6.1.1 调查样点布设 

参考HJ/T 91和《河流生态调查技术方法》中关于调查点位选取的规定以及要求进行调查样点

的布设。 

6.1.2 河流形态调查 

包括纵向生态隔离度、河流蜿蜒度、河岸带宽度比、河岸稳定性、河流改造程度等。纵向生态

隔离度、河流蜿蜒度、河岸带宽度比通过遥感调查获得，计算方法见公式（1）、（2）、（3）；

河岸稳定性和河流改造程度通过现场调查打分，参考附录A。 

6.1.3 水文水质调查 

6.1.3.1 水文指标及调查方法 

水文指标包括不同水期河面宽度、水深、流速、水位、含沙量、水量等。调查方法参照SL 196-2015

中的规定。 

6.1.3.2 水质指标及调查方法 

河流水质调查的点位及采样频次与水文调查一致。水温、酸碱度、透明度、溶解氧、氧化还原

电位、电导率、浊度等指标现场直接测定；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硝氮、总氮、总磷、

活性磷、铬、铜、锌、汞、砷、铅、镉、硒等现场取样，室内测定。调查采样及分析测定方法参照

HJ/T 91和《河流生态调查技术方法》。 

底质调查过程中，温度、酸碱度、氧化还原电位等现场直接测定；有机质、氨氮、硝氮、总氮、

总磷、活性磷、铬、铜、锌、汞、砷、铅、镉、硒等现场取样，室内测定。调查方法参照GB15618-2018

中的规定。 

6.1.4 水生生物调查指标与方法 

水生生物调查的点位及采样频次与水文调查一致。调查指标包括底栖动物、浮游动植物、固着

藻类、水生植物的生物多样性（种类、数量、生物量、密度等），以及水生植物的覆盖面积。在条

件允许的时候，也应包括两栖类、爬行类、鱼类、鸟类的种类与数量。水生生物参照 DB 11T1721、

HJ 710.4、HJ 710.5、HJ 710.6、HJ 710.7、HJ 710.8、HJ 710.12 和《河流生态调查技术方法》

中描述的方法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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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河流功能调查 

栖息地质量包括底质、河流内蔽物、河流形态、堤岸稳定性和流速状态5个方面，通过现场调

查打分，参考附录B。 

生态景观效应包括生态景观美感度和生态景观建设率，通过现场调查打分，参考附录C。 

6.2 基础数据收集 

基础数据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状况、河流治理、水资源利用、社会经济状况等数据。 

6.2.1 自然环境状况 

河流形态：包括流域地理坐标、流域范围、流域面积、河流流向与流程、水系形态、河道状况、

河网密度、土地利用类型与面积、植被类型与面积等数据。 

气象气候：包括流域所处气候带、近10-30年年均温度、年均降雨量、蒸发量分布情况；月均

温度、月均降雨量、月均蒸发量分布情况、主导风向、平均风速等数据。 

水文水质：包括有记录以来的河面宽度、水深、流速、水位、含沙量、水量、河流断面流量、

近10-30年干流及主要支流日流量数据、洪枯比、水生生物生存与繁殖所需的最小流速等数据。 

水生生物：包括有记录以来的底栖动物、浮游动植物、固着藻类、水生植物、两栖类、爬行类、

鱼类、鸟类的生物多样性等数据。 

河流功能：包括供给（水资源、水产品等）、调节（气候调节、调蓄洪水、水质净化等）、文

化（休闲、科研等）和支持（营养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等）功能的价值等数据。 

6.2.2 社会、经济、管理状况 

流域行政区划及人口：包括流域行政区的划分，近10-30年人口总数、集水区河岸人口密度、

城镇化水平等数据。 

流域经济水平：包括近10-30年GDP总量、人均GDP、GDP增速、产业结构、流域内各行政区经济

发展状况等数据。 

流域污染物排放状况：包括近10-30年流域内工业污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生活污水排放量、

畜禽养殖和化肥农药施用强度、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污水处理率、中水回用率、河流控制断面

水质达标动态等数据。 

河流治理：包括水源地保护、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利等工程的实施时间、数量、效果

等数据。 

水资源利用：包括流域内水资源总量、人均水资源量、单位GDP耗水量、各地区水资源分布情

况、流域用水结构及各地区用水结构情况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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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河流生态状况调查监测与数据收集汇总表 

数据 

类别 

主要指标 

关键指标 其他指标 

河流 

形态 

纵向生态隔离度、河流蜿蜒

度、河岸带宽度比、河岸稳

定性、河流改造程度 

流域所处气候带、近 10-30 年年均温度、年均降雨量、蒸发量分布情况、

月均温度、月均降雨量、月均蒸发量分布情况、主导风向、平均风速；

流域地理坐标、流域范围、流域面积、河流流向与流程、水系形态、河

道状况、河网密度、土地利用类型与面积、植被类型与面积 

水文 

水质 

生态需水保证率、河流断流

频率、水质指标（溶氧、化

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浊

度）、底泥有机质 

河面宽度、水深、流速、水位、含沙量、水量、汛期、水量季节变化、

河流断面流量、近 10-30 年干流及主要支流日流量数据；水：水温、酸

碱度、透明度、氧化还原电位、电导率、浊度、生化需氧量、硝氮、总

氮、活性磷、铬、铜、锌、汞、砷、铅、镉、硒；底泥：温度、酸碱度、

氧化还原电位、有机质、氨氮、硝氮、总氮、总磷、活性磷、铬、铜、

锌、汞、砷、铅、镉、硒 

水生 

生物 

浮游动物多样性、浮游植物

多样性、底栖动物多样性、

固着藻类多样性 

水生植物、两栖类、爬行类、鱼类、鸟类的生物多样性，水生植物覆盖

面积 

河流 

功能 
栖息地质量、生态景观效应 

水资源、水产品供给；气候调节、调蓄洪水、水质净化；休闲、科研价

值；营养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维持 

社会经济

管理 

集水区河岸人口密度、河岸

带土地利用类型、单位 GDP

用水量、农业面源污染强度、

城镇化水平、污水处理率、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 

流域行政区的划分，近 10-30 年人口总数；近 10-30 年 GDP 总量、人均

GDP、GDP 增速、产业结构、流域内各行政区经济发展状况；近 10-30 年

流域内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生活污水排放量、污水处理率、中水回用率、

河流断面达标动态；水源地保护、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利等工

程的实施时间、数量、效果；流域内水资源总量、人均水资源量、各地

区水资源分布情况、流域用水结构及各地区用水结构情况 

7 河流受损程度诊断 

7.1 河流受损程度诊断指标初选 

对全国受损河流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初步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4个准则、19项指标，见表2。为

了体现“一河一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初选指标进行调整。 

表 2 河流受损程度诊断指标侯选库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河流受损程

度诊断指标

体系 

河流形态 纵向生态隔离度、河流蜿蜒度、河流改造程度、河岸稳定性、河岸带宽度比 

水文水质 
生态需水保证率、河流断流频率、水质指标（溶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浊度）、

底泥有机质 

水生生物 浮游动物多样性、浮游植物多样性、底栖动物多样性、固着藻类多样性 

河流功能 栖息地质量、景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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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河流受损程度诊断指标数值计算 

7.2.1 河流形态 

河流形态类指标计算方式如下： 

a）纵向生态隔离度 

纵向生态隔离度按照公式（1）计算。G 值越大，表示河流连通性越差。 

                                  （1） 
式中： 

G——纵向生态隔离度，即每 10 km 河流存在的水利工程数量； 

N——目标河流水利工程数量； 

L——目标河流长度，以每 10 km 为一个单位。 

b）河流蜿蜒度 

河流蜿蜒度按照公式（2）计算。C 值越大，河流蜿蜒度越高。 

                                  （2） 
式中： 

C——河流蜿蜒度； 

S——表示河流的实际长度，单位为千米（km）； 

L——表示河流的直线距离，单位为千米（km）。 

c）河流改造程度 

河流改造程度通过现场打分获取，打分标准参考附录 A。打分后，换算成百分制，参考附录 D

中所列标准进行判断。 

d）河岸稳定性 

河岸稳定性通过现场打分获取，打分标准参考附录 A。打分后，换算成百分制，参考附录 D 中

所列标准进行判断。 

e）河岸带宽度比 

河岸带宽度比按照公式（3）计算。 

                                 （3） 
式中： 

R——河岸带宽度比； 

B——河岸带宽度，单位为米（m）； 

b——为河面宽度，单位为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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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水文水质 

水文水质类指标计算方式如下： 

a）生态需水保证率 

河流生态需水保证率按照公式（4）计算。 

   
  

  
                             （4） 

式中： 

WE——河流生态需水保证率（%）； 

ME——大于或等于生态需水量的天数，河流生态需水量采用具有生态学意义的生态水力半径法

进行计算； 

MT——总天数。 

b）河流断流频率 

河流断流频率按照公式（5）计算。 

    
 

   
 
                                 （5） 

式中： 

D——河流断流频率（%）； 

T——每年断流的天数； 

n——计算年份数，断流天数的计算要求至少 20 年以上的日流量监测数据，同时以丰水期、平

水期和枯水期的实地调研数据验证。 

c）水质状况 

溶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浊度、底泥有机质等水质类指标根据实测值确定，受损程度

确定参考附录 D。 

7.2.3 水生生物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固着藻类、底栖动物等的多样性指数按照公式（6）计算。H’值越大，

多样性越高。 

                                        （6） 
式中： 

Pi——样品中属于第 i 种的个体的比例，如样品总个体数为 N，第 i 种个体数为 ni，则 Pi=ni/N。 

7.2.4 河流功能 

河流功能类指标计算方式如下： 

a）栖息地质量：栖息地质量通过现场打分获取，打分标准参考附录 B。打分后，将各项分值

累加后，参考附录 D 中所列标准进行判断。 

b）生态景观效应：生态景观效应包括生态景观美感度和生态景观建设率。生态景观美感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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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河流和城市河流，如果同时存在，需取平均数。通过现场打分获取，打分标准参考附录 D。打

分后，将各项分值累加后，换算成百分制，参考附录 D 中所列标准进行判断。 

7.3 河流受损程度诊断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定量指标的实测数据以及定性指标的赋值，进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选择相关系数小

于 0.5，看作独立性强的指标，作为河流受损诊断指标；对于相关系数大于 0.5 的数个指标，选择

与其他指标相关性最小的指标作为河流受损诊断指标。 

对上述所选河流受损程度诊断指标，依据附录 D，对其受损的程度分别赋值：极度受损为 4、

重度受损为 3、中度受损为 2、轻度受损为 1、未受损为 0。构建指标层受损程度的矩阵。计算矩阵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对所得的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指标层对准则层的相对权重，以及

准则层对目标层的相对权重。 

上述步骤完成后，得到河流受损诊断指标体系。 

7.4 河流受损程度确定 

在各指标受损程度诊断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河流综合受损指数，确定河流受损程度。

河流综合受损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a）对各准则层内的各个指标受损评价指数值与所对应的相对准则层权重的乘积进行加权求和，

按照公式（8）计算出各准则层的受损指数。 

           
 
                            （8） 

式中： 

pi——第 i 个准则层的受损指数值； 

wij——第 i 个准则层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pij——第 i 个准则层第 j 个指标的评价指数值； 

n——第 i 个准则层的指标个数。 

b）根据各准则层的受损指数值计算结果，按照公式（9）计算出河流的综合受损指数。 

     
 
                               （9） 

式中： 

P——河流的综合受损指数； 

wi——第 i 个准则层的权重。 

在河流综合受损指数计算的基础上，参考表 3 中河流受损程度诊断标准，判断河流受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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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河流生态系统受损程度诊断标准 

受损程度 特征描述 综合受损指数（P） 

未受损 
河流生态系统处于自然状态，具有稳定的结构和功能，水体无污染，生物种类多，

具有良好的美学和生态景观价值，具有良好的自我维持能力。 
[0-0.5] 

轻度受损 
河流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水体有轻微污染、生物栖息地受损、生物多样性降低、

河流功能下降；消除外界胁迫后，尚能自然修复。 
(0.5-1.5] 

中度受损 
河流进一步受到破坏，水位下降明显，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加重，但结构尚算完

整，部分河流功能丧失，自身修复力减退，需人工促进修复其水生态系统。 
(1.5-2.5] 

重度受损 

河流受到严重破坏，水面萎缩，水环境污染严重，结构失调、功能严重衰退。河

流生态系统本身难以自我维持，无法通过自然方式修复，必须采取人为工程措施，

促使其修复。 

(2.5-3.5] 

极度受损 
河流生态系统完全破坏，水体污染严重，几乎无生产力，且通过任何协助也不能

修复原结构和功能，只能重建其水生态系统。 
(3.5-4] 

    若河流受损诊断结果为未受损状态，仅可对河流采取维护和保护措施；若结果为轻度、中度、

重度、甚至极度受损状态，则需进行受损类型分析、修复等级确定、河流修复模式选择等途径，开

展河流生态修复工作。 

8 河流生态系统受损类型确定 

8.1 河流受损类型划分 

根据对河流形态、水文水质、水生生物和河流功能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各指标

的贡献率，并据其大小得到河流的受损关键因子。 

受损关键因子包括：栖息地类因子（纵向生态隔离度、河流蜿蜒度、河流改造程度、栖息地质

量、生态景观效应）、水文类因子（生态需水保证率和断流频率）、水质类因子（化学需氧量、氨氮、

DO、总磷、底泥有机质、浊度等）、生物类因子（底栖动物多样性、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固着藻

类多样性指数等）。 

各类受损关键因子的平均评价指数（q）按照公式（10）计算。 

   
 

 
    

 
                                  （10） 

式中： 

j——不同的受损类型，即栖息地破坏型（q 栖息地）、生态基流匮乏型（q 水量）、水质污染型（q 水

质）、生物受损型（q 生物）等不同受损类型； 

i——河流的受损关键因子； 

pij——在受损类型 j 下 i 因子的评价指数值，参考附录 D 对因子的评价指数值进行赋值； 

n——每种类型中的受损关键因子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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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河流受损类型确定 

在极端流态下，分为生态基流匮乏型、栖息地破坏型、水质污染型、生物受损型、及其复合类

型。如果只有一类受损关键因子的平均评价指数（qj）大于河流的综合受损指数（P），则河流受损

类型为相应的受损类型（生态基流匮乏型或栖息地破坏型或者水质污染型或者生物受损型）；如果

有两类以上的受损关键因子的平均评价指数大于河流的综合受损指数，则河流受损类型判断为复合

类型。例如若 q 水质、q 栖息地均>P，q 生物、q 水量均<P，则属于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复合型。 

在正常流态下，分为栖息地破坏型、水质污染型、生物受损型、复合类型。 

9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与修复等级划分 

9.1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构建 

采用频度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在上述河流受损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补充社会经济指标，

建成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候选库，见表 5。可依据目标河流是正常流态还是极端流态，

从中选择不同的指标。 

社会经济指标包括集水区人口密度、河岸带土地利用类型、单位 GDP 用水量、农业面源污染强

度、城镇化水平、污水处理率、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其中河岸带土地利用类型用河流集水区绿

地（农田、林地和草地）的面积比例表示，农业面源污染强度用单位面积超量施用的化肥重量（单

位面积实际使用量-单位面积推荐或适宜施用量）表示，城镇化水平计算方法为评估区中在大、中、

小城镇中的人口数量占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污水处理率计算方法为评估区污水处理量与污水排放总

量之比。 

表 5 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侯选库 

目标层 因素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河流生态修复

阈值辨识 

自然属性 

约束因子 

河流形态状况 

纵向生态隔离度（X1） 

河流蜿蜒度（X2） 

河流改造程度（X3） 

水文水质状况 

生态需水保证率（X4） 

断流频率（X5） 

氨氮（X6） 

化学需氧量（X7） 

总磷（X8） 

浊度（X9） 

底泥有机质（X10） 

水生生物状况 底栖动物多样性（X11） 

河流功能状况 栖息地质量（X12） 

社会经济属性

约束因子 

社会状况 
集水区人口密度（X13） 

河岸带土地利用类型（X14） 

经济状况 
单位 GDP 用水量（X15） 

农业面源污染强度（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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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水平（X17） 

环境管理 
污水处理率（X18）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X19） 

在上述指标体系初筛的基础上，采用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评价指标间的相关关系和主导性，

筛选出相关性不大、主导型强的指标作为修复阈值辨识指标（筛选标准按照第 7 章第 3 节的规定），

分别形成正常流态和极端流态下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 

9.2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计算 

生态修复阈值计算采用生态修复需求度综合指数法。 

在构建的指标框架中均有涉及正向、负向和中性指标，中性指标为社会经济指标，正向、负向

指标为河流形态、水文水质、水生生物和河流功能指标。对正向、负向指标，把调查点位的河流生

态系统现状调查结果与受损指标体系中未受损状态目标值的差距值作为指标参与河流生态修复阈

值确定的基础数据值，其中水质部分应考虑现状值与河流水（环境）功能区划目标值的差距值。基

于上述水文及水质数据结果，对正向、负向和中性指标进行生态修复需求数据化处理。具体处理公

式如下： 

表6 自然属性指标修复能力数据处理方法及公式 

序号 指标性状 指标 自然属性指标处理公式 说明 

1 正向指标 

河流蜿蜒度、生态需水保证率、底

栖动物多样性、栖息地质量、生态

景观效应 

W=B-A 
W表示指标生态修复需求； 

B 表示指标目标值； 

A 表示指标现状值 
2 负向指标 

纵向生态隔离度、断流频率、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浊度、底泥

有机质 

W=A-B（若 A<B，则 W=0） 

河流修复需求度采用综合指数法，方法如下： 

a）对表 6 得到指标数据标准化后，对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

各个主成分中指标的特征向量 wij，按照公式（11）计算各个主成分（指标）评价结果。 
        

 
                                    （11） 

式中： 

Yij——各个主成分的评价结果； 

wij——各个主成分中指标的特征向量，各个指标对应的特征向量选取参照主成分分析特征向

量值； 

xi——调查点位的标准化的指标值； 

m——指标个数。 

b）根据上述各主成分的评价结果 Yij及权重 Wj（贡献率），按照公式（12）计算各个点位的生

态修复需求度 Qij。 
       

 
                                    （12） 

式中： 

Qij——评价河流的修复需求度综合指数； 

Wj——第 j 个主成分的权重； 

n——主成分的个数。 



T/CSES XXXX-202X 

14 

基于 Qij需求度综合指数计算，以点位数为横坐标，从强到弱进行趋势统计，寻找三个突变点，

分别赋予高、中、低三个生态修复阈值。 

9.3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等级划分 

根据修复阈值将生态修复分成四个等级：需求度综合指数大于高阈值点的为强度干预修复，大

于中阈值点小于高阈值点的为中度干预修复，大于低阈值点小于中阈值点的为轻度干预修复，小于

低阈值点的为减轻干扰、自然修复。见表 7。 

表 7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阈值和修复等级 

等级名称 强度干预修复 中度干预修复 轻度干预修复 减轻干扰、自然修复 

修复需求

度综合指

数（Qij） 

大于高阈值点 
大于中阈值点、 

小于高阈值点 

大于低阈值点、 

小于中阈值点 
小于低阈值点 

特征描述 

河流生态系统严重破

坏，区域社会经济发

达，河流水环境管理要

求高，生态修复需求强

烈，亟需开展强度生态

修复 

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遭受破坏，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程度中等，河流水环

境管理及生态修复有明确

需求，可开展中等程度的

生态修复 

河流生态系统破坏较

轻或者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和水环境管理要

求一般，对河流生态修

复有需求，可进行轻度

生态修复 

河流生态系统仅轻度

受损，社会经济发展

一般，可通过水环境

管理，减轻人为干扰，

自然修复河流生态系

统 

10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目标设定 

10.1 受损河流修复目标类型 

在河流受损程度诊断与类型确定、生态修复等级划分以后，依据“一河一策”，确定生态修复

的目标。修复目标通常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生态系统修复、特殊物种保护、河流主导功能修复。

生态系统修复旨在修复河流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的完整性，恢复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特殊

物种保护旨在通过栖息地修复，改善其生存繁衍条件，通过生物多样性修复扩大目标物种种群，保

护濒危的、关键的动植物物种。河流主导功能修复旨在修复已经消失或受损的河流主导功能，如污

染净化、水源地保护、初级生产力恢复等。 

10.2 参照河流选择 

在确定生态修复具体目标时，通常需要选择参照河流作为参考。参照河流的选择可遵循以下方

式： 

a）针对生态系统修复项目：邻近的现存未受损自然河流作为修复项目的参照河流，并为修复

工程提供充足的动植物资源。 

b）针对物种保护项目：邻近选择目标物种能够稳定生存繁衍的自然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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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针对主导功能修复项目：选择主导功能突出的邻近的自然河流。 

d）特殊的参照河流：在某些情况下，找不到现存的健康河流作为参照来指导河流的生态修复，

需要通过对历史资料文献的检索，获得以前的未受损河流状况，作为生态修复的参照；或者通过科

学研究、模型模拟，人工设定参照河流状态。 

11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措施与模式 

11.1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措施 

河流生态修复措施包含了生态工程、环境工程、水利工程以及景观工程技术措施，依据河流生

态问题及受损类别可划分为 4 个类型：生态基流匮乏、水质污染、生物受损与生物多样性低、栖息

地遭受破坏。其针对性修复措施见表 8。 

表 8 河流修复措施类型及适用性 

河流生态问题 修复措施类型 关键修复措施 

生态基流缺乏 A：水文修复 

A-1：闸坝调控 

A-2：河道补水 

A-3：水域恢复 

A-4：库塘—坝堰 

A-5：分流导流 

水质污染 B：水质修复 

B-1：陆源控制 

B-2：河道补水 

B-3：生态驳岸、河岸过滤带构建 

B-4：微地形增氧 

B-5：生态渗滤岛 

B-6：底泥生态疏浚 

B-7：人工湿地 

栖息地遭受破坏 C：栖息地修复 

C-1：地形塑造 

C-2：栖息地构建 

C-3：健康水生态系统构建 

生物受损与生物多样性低 D：生物多样性修复 

D-1：植被恢复 

D-2：动物恢复 

D-3：水生生物功能群构建 

D-4：食物网构建 

11.2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模式 

河流生态修复模式提供了不同河流受损程度、受损类型和修复等级条件下的河流生态修复措施，

是基于成功的河流生态修复实践而提炼出来的解决河流生态问题的方法总结。正常流态型河流和极

端流态型河流均可以根据河流受损程度、受损类型、生态问题、生态修复等级，选择合适的修复措

施，达到河流生态修复的目标。 

在正常流态下，强度干预修复有 7 个模式，中度干预修复有 6 个模式，轻度干预修复有 6 个模

式，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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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端流态下，强度干预修复有 11 个模式，中度干预修复有 10 个模式，轻度干预修复有 10

个模式，见附录 F。 

12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实施 

12.1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分区 

河流不同河段的受损程度、受损类型、修复需求度、修复模式通常表现出显著差异。因此在实

施河流修复工程前，应划分不同的修复工程区，制定每个工程区的修复目标及活动。 

修复工程分区须在河流调查基础上，基于河流自然生态地理特点，判断修复河段主要面临的生

态问题，辨别与其邻近河段面临的不同生态环境压力及生态系统健康情况。同时，应根据不同河段

处于河流的不同地理位置，构建功能多样的河流生态系统体系。通过修复工程分区，达到整条河流

的生态系统及生态功能的整体修复。 

12.2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工程排期 

在实施河流修复工程时，不仅要划分不同的修复工程区，还需要对修复工程进行排期。修复工

程计划要明确指出项目的起始与结束日期，而且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物候期、水文状态进行施工。

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明确修复工程的重点与先后，按照工艺流程合理安排工程施工的顺序与时间。 

总体上，修复工程要根据河流生态系统结构的多层次性合理安排工期。在修复河流生态系统结

构时，通常按照生境修复、植被、动物、水生生物功能群、食物网、健康水生态系统的顺序依次开

展修复工程。 

13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估 

13.1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方法 

13.1.1 修复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生态修复工程结束后，首先对河流生态修复后的现状进行调查，调查方法按照第 6 章提出的规

定。然后建立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河流生态修复效果。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指标

体系与前期受损评估的指标体系相同，各指标的权重也相同。若之前未进行受损程度诊断调查，需

要按照第 7 章提出的规定，确定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 

13.1.2 修复效果评估指标标准化 

在进行指标的标准化时，根据修复目标和河流生态系统的受损现状，将各修复效果评估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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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分为四级，并确定每个修复效果评价指标的分级标准，分级标准的确定是将一级标准设定

为各个评价指标的修复目标，末级标准设定为对应的各个评价指标的现状，中间的分级标准根据河

流完成修复目标的过程、状态确定。 

对修复效果评价指标的修复程度分别赋值：一级的评价值为 1.0，二级的评价值为 0.67，三级

的评价值为 0.33，四级的评价值为 0，分别代表该指标“成功修复”“大部分成功修复”“部分成功

修复”和“未成功修复”。 

13.1.3 各准则层综合值计算 

各准则层计算公式如下： 

a）河流形态 

河流形态准则层综合值按照公式（13）和公式（14）计算。 

                                         （13） 

     
    
                                    （14） 

式中： 

G——河流形态准则层的综合值； 

Gi——第 i 种河流形态类指标指数值； 

GNi——第 i 种河流形态类指标的评价值，参考附录 D 中所列标准进行判断； 

Wgi——第 i 种河流形态类指标的相对权重； 

n1 为河流形态类指标数量。 

b）水文水质 

水文水质准则层综合值按照公式（15）和公式（16）计算。 

                                         （15） 

     
    
                                   （16） 

式中： 

Q——水质水文准则层的综合值； 

Qi——第 i 种水质水文类指标指数值； 

QNi——第 i 种水质水文类指标的评价值，参考附录 D 中所列标准进行判断； 

Wqi——第 i 种水质水文类指标的相对权重； 

n2 为水文水质类指标数量。 

c）水生生物 

水生生物准则层综合值按照公式（17）和公式（18）计算。 

                                        （17） 

     
    
                                  （18） 

式中： 

B——水生生物准则层的综合值； 

Bi——第 i 种水生生物类指标指数值； 

BNi——第 i 种水生生物类指标的评价值，参考附录 D 中所列标准进行判断； 

Wbi——第 i 种水生生物类指标的相对权重； 

n3——水生生物类指标数量。 

d）河流功能 

河流功能准则层综合值按照公式（19）和公式（20）计算。 

                                        （19） 

     
    
                                  （20） 

式中： 

E——河流功能准则层的综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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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第 i 种生物类指标指数值； 

ENi——第 i 种生物类指标的评价值，参考附录 D 中所列标准进行判断； 

Wei——第 i 种生物类指标的相对权重； 

n4——河流功能类指标数量。 

13.1.4 修复效果综合指数计算 

将各准则层综合值与修复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中各准则层的权重相乘，按照公式（21）计算出

水生态修复效果综合评价指数。 

                                         （21） 
式中： 

RECI——修复效果综合指数值； 

WG——河流形态准则层的权重； 

WQ——水文水质准则层的权重； 

WB——水生生物准则层的权重； 

WE——河流功能准则层的权重； 

G——河流形态准则层的综合值； 

Q——水文水质准则层的综合值； 

B——水生生物准则层的综合值； 

E——河流功能准则层的综合值。 

13.2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标准 

根据修复效果综合指数值的大小，判断河流修复的效果。若 RECI（修复效果综合指数值）≥

80，修复程度评价结果为“成功”；若 60≤RECI<80，修复程度评价结果为“大部分成功”；若 40

≤RECI<60，修复程度评价结果为“部分成功”；若 RECI<30，修复程度评价结果为“未成功”。见

表 9。 

表 9 受损河流生态系统修复效果评价标准 

修复程度 修复效果综合指数值 相关描述 

成功 RECI≥80 

受损要素基本成功修复，修复过程对河流其他未受损要素的影响较小，指

标基本达到修复目标，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具有自动适应和自调控能

力，能够持续发挥正常的生态功能。 

大部分成

功 
60≤RECI<80 

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得到较好修复，但部分功能尚未得到修复，少数指标未

达到修复目标，需进一步消除胁迫因子的影响，促进生态系统的自行修复。 

部分成功 40≤RECI<60 
河流生态系统的大部分功能未得到修复，部分指标未能达到修复目标，需

要对河流受损状况进行进一步分析，并补充设计相应的修复措施。 

未成功 RECI<40 
河流生态系统处于重度甚至极度受损状态，大部分指标未能达到修复目

标，需要重新根据河流受损状况设计相应的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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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环境评价、监测与管理 

14.1 环境评价与影响控制 

河流生态修复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分析项目建设和运行时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并针对环境影

响评价中提出的问题，提出有效的措施来缓解和控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开展河流生态修复工程

前，首先评估项目设计内容是否符合生态修复的理念和原则；在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和后期运行

期间，实时评价工程对环境要素（水环境、声环境、大气环境、固废环境和生态环境）和生物要素

（植物、动物）产生的影响。评价方法参照 HJ130 中的规定。 

根据环境评价的结果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主要包括：水环境保护措施、噪声防治措施、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固废污染防治措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动植物保护措施等。在河流生态修复过程

中，要特别注重对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控制。 

14.2 河流生态修复项目监测 

生态修复的监测包含修复项目的监测与修复效果的持续监测。监测的基本内容如下： 

a）评价实际（工期、成本等）和计划的完成情况； 

b）检验技术、质量指标是否和工作说明一致； 

c）检查需求和变更是否按照正规的程序来展开； 

d）监测评估方法应简单方便。比如可通过拍照监测项目的景观效果； 

e）评估修复后的各指标是否达到修复目标值并保持稳定。 

14.3 修复工程后期管理 

修复工程后期管理的主要内容如下： 

a）按时进行湿地植被维护。刚构建的湿地植被非常不稳定，需要按时管护，如补植所需植物、

扩大植被覆盖度、清除湿地外来物种、去除地上枯死物等。 

b）确定湿地管护周期。湿地具有的自维持、自组织潜力需要经过 2-3 年方可发挥作用，在此

期间需要人类辅助下的发展；其后可减少人力管护，让其自然演变。 

c）开展湿地水质水文水系、生物多样性监测。开展此类监测，可用来评估湿地自维持潜力、

湿地自然演变趋势以及湿地管护的所需程度，为后期管护提供更明确的数据支持。 

d）外来杂物的清除。在部分修复地区或工程区域，会有些杂物的聚集，如固体漂浮物、水华

蓝藻、废污油脂等，须视聚集程度加以清除。 

e）防止再次人为破坏。修复后的湿地，须按原规划或原设计的方式利用或保护，防止二次人

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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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修复工程保障措施 

修复工程保障措施如下： 

a）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后期管理，解决生态修复工程后期管理经费短缺的问

题。 

b）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后期的管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负责生

态修复工程后期的运营维护工作。专业人员的数量取决于工程规模和项目地的大小。 

c）制定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后期管理制度流程，保障河流生态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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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河流改造程度和河岸稳定性打分表 

表 A.1 规定了河流改造程度和河岸稳定性打分标准。 

表 A.1 河流改造程度和河岸稳定性打分表 

  

断面编号： 河流名称： 

经度：                   纬度： 填表人： 

采样时间 开始：   年   月   日   时 结束：    年     月    日     时 

河流

改造

程度 

自然河流： 

渠道化严重，河

岸、河床均渠道

化，河流内生境

极大改变 

渠道化严重，两

岸筑有堤坝，河

床未经渠道化 

存在部分渠道

化，两岸筑有堤

坝 

存在少量拓宽、

挖深等现象，无

明显渠道化 

无道渠化和淤积，

河流保持自然状

态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特征描述： 

河岸

稳定

性 

河岸稳定，＜20%

的区域已侵蚀 

河岸稳定，

20%-40%的区域

已侵蚀 

河岸较不稳定，

40%-60%的区域

已侵蚀 

河岸不稳定，

60%-80%的区域

已侵蚀，洪水时

存在风险 

河岸极不稳定，

80%-100%的区域

已侵蚀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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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栖息地质量评价打分表 

表 B.1 规定了栖息地质量打分标准。 

表 B.1 栖息地质量评价打分表 

  

断面编号： 河流名称： 

经度：                   纬度： 填表人： 

采样时间 开始：   年   月   日   时 结束：    年     月    日     时 

底

质 

底质组合以砾石、硬沙为

主；根丛和沉水植物较为

常见 

软沙、淤泥或黏土混合物；

以淤泥为主；有一些根丛及

沉水植物 

所有底质均为淤泥或黏

土或沙；少量或没有根

丛；没有沉水植物 

硬质黏土或岩床；

没有根丛或沉水植

物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备注  

河

流

内

蔽

物 

有水生植被、枯枝落叶、

倒木、倒凹堤岸和巨石等 

有水生植被、枯枝落叶和有

水生植被、枯枝落叶和倒凹

堤岸 

以 1种或 2种遮蔽物为主 

以1种遮蔽物为主，

底质多以淤泥或细

沙为主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备注： 

河

流

渠

道

化 

没有或只有最小限度的渠

道化或生态疏浚；河流维

持正常的模式 

存在一定渠道化现象；近期

没有渠道化但超过 20 年前

可能有过 

大规模渠道化；40%-80%

河段被疏导或受干扰 

以填石筐或混凝土

加固河岸；80%以上

河段被疏导或受干

扰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备注： 

堤

岸

稳

定

性 

堤岸很稳定，无侵蚀痕迹，

观察范围内有小于 5%的

堤岸受到了损害 

比较稳定，观察范围内有

5%-30%的面积出现了侵蚀

损害 

观察范围内 30%-60%的面

积发生了侵蚀，且有可能

会在洪水期间发生 

观察范围内 60%以

上的堤岸发生了侵

蚀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备注：    

流

速

状

态 

出现所有 4 种流速/深度

环境（快浅环境、慢浅环

境、快深环境、慢深环境） 

出现 3 种环境（缺乏快-浅

环境的分数低于缺乏其他

环境的情况） 

出现 2 种环境（如果缺乏

快-浅或慢-浅，则分数较

低） 

以1种流速/深度环

境为主（通常为慢-

深）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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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生态景观效应打分表 

表 C.1 规定了生态景观效应打分标准。 

表 C.1 生态景观效应打分表 

  

断面编号： 河流名称： 

经度：                   纬度： 填表人： 

采样时间 开始：   年   月   日   时 结束：    年     月    日     时 

生态

景观

美感

度 

自然河流： 

水体面积大，河

岸带自然度高，

没有裸露土地，

草、木本植物多

样性高，水体及

河岸带清洁度高 

水体面积较大，

河岸带自然度较

高，基本没有裸

露土地，草、木

本植物多样性较

高，水体及河岸

带清洁度较高 

水体面积一般，

河岸带自然度一

般，少量土地裸

露，木本植物多

为本地经济树

种，水体及河岸

带有少量垃圾 

水体面积较小，

河岸带自然度较

低，土地裸露较

多，木本植物多

为本地经济树

种，水体及河岸

带有较多垃圾 

水体面积小或干

枯断流，河岸带

自然度低，大部

分土地裸露，木

本植物多为本地

经济树种或几乎

无木本植物，水

体及河岸带有大

量垃圾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特征描述： 

城市河流： 

水体面积大，亲

水性好，游憩设

施设置合理，植

被景观自然度

高，空间层次丰

富 

水体面积较大，

亲水性较好，游

憩设施设置基本

合理，植被景观

自然度高，空间

层次较丰富 

水体面积一般，

亲水性一般，游

憩设施较少，植

被景观自然度

低，缺乏空间层

次感 

水体面积较小，

亲水性较差，缺

乏游憩设施和植

被景观，无空间

层次感 

水体黑臭或干枯

断流，难以与水

体接触，无游憩

设施和植被景观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特征描述： 

生态

景观

建设

率 

景观建设面积＞

80% 

景观建设面积

60%-80% 

景观建设面积

40%-60% 

景观建设面积

20%-40% 

景观建设面积＜

20% 

10 9 8 7 6 5 4 3 2 1 0 

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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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河流受损程度评价指标标准 

表 D.1 规定了河流受损程度评价指标标准。 

表 D.1 河流受损程度评价指标标准 

准则层 指标层 

受损程度的分级与评价值 

极度受损 重度受损 中度受损 轻度受损 未受损 

4 3 2 1 0 

地形 

地貌 

纵向生态隔离度 >3 (2,3] (1,2] (0,1] 0 

河流蜿蜒度 [1,1.1) [1.1,1.2) [1.2,1.4) [1.4,1.5) [1.5,+∞) 

河流改造程度 [80,100] [60,80) [40,60) [20,40) [0,20) 

河岸稳定性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河岸带宽度比 ＜0.25 [0.25,0.5) [0.5,1.5) [1.5,3.0) ≥3.0 

水文 

水质 

生态需水保证率 

% 
[0,50) [50,60) [60,70) [70,80) [80,100] 

河流断流频率 

% 
(50,100] (40,50] (20,40] (10,20] [0,10] 

溶解氧 

mg/L 
[0,2) [2,3) [3,5) [5,6) ≥6 

化学需氧量 

mg/L 
>40 (30,40] (20,30] (15,20] ≤15 

氨氮 

mg/L 
>2.0 (1.5,2.0] (1.0,1.5] (0.5,1.0] ≤0.5 

总磷 

mg/L 
>0.4 (0.3,0.4] (0.2,0.3] (0.1,0.2] ≤0.1 

浊度 

NTU 
>30 (20,30] (17.5,20] (15,17.5] ≤15 

底泥有机质 

mg/kg 
>3.71 (2.78,3.71] (1.85,2.78] (1.39,1.85] ≤1.39 

水生 

生物 

浮游植物 

多样性指数 
<1 [1,2) [2,3) [3,4) ≥4 

浮游动物 

多样性指数 

<1 [1,2) [2,3) [3,4) ≥4 

固着藻类 

多样性指数 

<1 [1,2) [2,3) [3,4) ≥4 

底栖动物 

多样性指数 
<1 [1,2) [2,3) [3,4) ≥4 

河流 

功能 

栖息地质量 [0,30) [30,45) [45,60) [60,75) [75,100] 

生态景观效应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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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 

正常流态型河流修复模式 

表 E.1 规定了正常流态型河流修复模式。 

表 E.1 正常流态型河流修复模式 

序号 修复等级 受损程度 受损类型 生态问题 适用的修复措施 修复模式 

1 

强度干预 

修复 

极度受损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生物

受损复合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破坏； 

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质：B-1，B-2，B-3，B-4，B-5，B-6，B-7； 

生境：C-1，C-2，C-3； 

生物：D-1，D-2，D-3，D-4； 

生态系统重建模式 

2 

重度受损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破坏； 

水质：B-1，B-2，B-3，B-4，B-5，B-6，B-7，D-1； 

生境：C-1，C-2，C-3； 
强化净化-栖息地重建模式 

3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型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质：B-1，B-2，B-3，B-4，B-5，B-6，B-7； 

生物：D-1，D-2，D-3，D-4； 

强化净化-生物多样性恢复

模式 

4 生物受损-栖息地破坏型 
栖息地破坏； 

生物多样性丧失； 

生境：C-1，C-2，C-3； 

生物：D-1，D-2，D-3，D-4； 

栖息地重建-生物多样性恢

复模式 

5 

中度受损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质量差； 

水质：B-1，B-2，B-3，B-4，B-5，D-1； 

生境：C-1，C-3； 
强化净化-栖息地修复模式 

6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型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质：B-1，B-2，B-3，B-4，B-5，D-1； 

生物：D-3，D-4； 

强化净化-生物多样性提高

模式 

7 生物受损-栖息地破坏型 
栖息地质量差； 

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境：C-1，C-3； 

生物：D-3，D-4； 

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提

高模式 

8 
中度干预

修复 
重度受损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破坏； 

水质：B-1，B-2，B-3，B-4，B-5，B-6，D-1； 

生境：C-1，C-2，C-3； 
强化净化-栖息地重建模式 

9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型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质：B-1，B-2，B-3，B-4，B-5，B-6； 

生物：D-1，D-2，D-3，D-4； 

强化净化-生物多样性恢复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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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修复等级 受损程度 受损类型 生态问题 适用的修复措施 修复模式 

10 生物受损-栖息地破坏型 
栖息地破坏； 

生物多样性丧失； 

生境：C-1，C-2，C-3； 

生物：D-1，D-2，D-3，D-4； 

栖息地重建-生物多样性恢

复模式 

11 

中度受损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质量差； 

水质：B-1，B-2，B-3，B-4，B-5，D-1； 

生境：C-1，C-3； 
强化净化-栖息地修复模式 

12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型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质：B-1，B-2，B-3，B-4，B-5，D-1； 

生物：D-3，D-4； 

强化净化-生物多样性提高

模式 

13 生物受损-栖息地破坏型 
栖息地质量差； 

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境：C-1，C-3； 

生物：D-3，D-4； 

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提

高模式 

14 

轻度干预

修复 

中度受损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质量差； 

水质：B-1，B-2，B-3，B-4，D-1； 

生境：C-1，C-3； 
强化净化-栖息地修复模式 

15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型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质：B-1，B-2，B-3，B-4，D-1； 

生物：D-3，D-4； 

强化净化-生物多样性提高

模式 

16 生物受损-栖息地破坏型 
栖息地质量差； 

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境：C-1，C-3； 

生物：D-3，D-4； 

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提

高模式 

17 

轻度受损 

水质污染型 水质轻度污染； 水质：B-1，B-3，D-1； 强化净化模式 

18 栖息地破坏型 栖息地质量差； 生境：C-1，C-3； 栖息地修复模式 

19 生物受损 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物：D-3，D-4； 生物多样性提高模式 

注：适用的修复措施名称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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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 

极端流态型河流修复模式 

表 F.1 规定了极端流态型河流的修复模式。 

表 F.1 极端流态型河流修复模式 

序

号 

修复 

等级 

受损

状态 
受损类型 生态问题 适用的修复措施 修复模式 

1 

强度干预

修复 

极度

受损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水质污染-生

物受损复合型 

水量匮乏； 

水质污染； 

栖息地破坏； 

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量：A-1，A-2，A-3，A-4，A-5； 

水质：B-1，B-2，B-3，B-4，B-5，B-6，B-7； 

生境：C-1，C-2，C-3；  

生物：D-1，D-2，D-3，D-4； 

生态系统重建模式 

2 

重度

受损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水质污染复合

型 

水量匮乏； 

水质污染； 

栖息地破坏； 

水量：A-1，A-2，A-4，A-5； 

水质：B-1，B-2，B-3，B-4，B-5，B-6，B-7，D-1； 

生境：C-1，C-2，C-3； 

生态补水-强化净化-栖

息地重建模式 

3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生物受损复合

型 

水量匮乏； 

栖息地破坏； 

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量：A-1，A-2，A-4，A-5； 

生境：C-1，C-2，C-3； 

生物：D-1，D-2，D-3，D-4； 

生态补水-栖息地重建-

生物多样性恢复模式 

4 生态基流匮乏-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水量匮乏；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量：A-1，A-2，A-4，A-5； 

水质：B-1，B-2，B-3，B-4，B-5，B-6，B-7； 

生物：D-1，D-2，D-3，D-4； 

生态补水-强化净化-生

物多性恢复模式 

5 栖息地破坏-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破坏； 

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质：B-1，B-2，B-3，B-4，B-5，B-6，B-7； 

生境：C-1，C-2，C-3； 

生物：D-1，D-2，D-3，D-4； 

强化净化-栖息地重建-

生物多样性恢复模式 

6 
中度

受损 

生态基流匮乏-水质污染复合型 
水量缺乏； 

水质污染； 

水量：A-4，A-5； 

水质：B-1，B-2，B-3，B-4，B-5，D-1； 
水量调控-强化净化模式 

7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复合型 
水量缺乏； 

栖息地质量差； 

水量：A-4，A-5； 

生境：C-1，C-3； 

水量调控-栖息地修复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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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修复 

等级 

受损

状态 
受损类型 生态问题 适用的修复措施 修复模式 

8 生态基流匮乏-生物受损复合型 
水量缺乏；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量：A-4，A-5； 

生物；D-3，D-4； 

水量调控-生物多样性提

高模式 

9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复合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质量差； 

水质：B-1，B-2，B-3，B-4，B-5，D-1； 

生境：C-1，C-3； 

强化净化-栖息地修复模

式 

10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质：B-1，B-2，B-3，B-4，B-5，D-1； 

生物：D-3，D-4； 

强化净化-生物多样性提

高模式 

11 栖息地破坏-生物受损复合型 
栖息地质量差 

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境：C-1，C-3； 

生物：D-3，D-4； 

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

提高模式 

12 

中度干预

修复 

重度

受损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水质污染复合

型 

水量匮乏； 

水质污染； 

栖息地破坏； 

水量：A-1，A-2，A-4，A-5； 

水质：B-1，B-2，B-3，B-4，B-5，B-6，D-1； 

生境：C-1，C-2，C-3； 

生态补水-强化净化-栖

息地重建模式 

13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生物受损复合

型 

水量匮乏； 

栖息地破坏； 

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量：A-1，A-2，A-4，A-5； 

生境：C-1，C-2，C-3； 

生物：D-1，D-2，D-3，D-4； 

生态补水-栖息地重建-

生物多样性恢复模式 

14 生态基流匮乏-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水量匮乏；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量：A-1，A-2，A-4，A-5； 

水质：B-1，B-2，B-3，B-4，B-5，B-6； 

生物：D-1，D-2，D-3，D-4； 

生态补水-强化净化-生

物多性恢复模式 

15 栖息地破坏-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破坏； 

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质：B-1，B-2，B-3，B-4，B-5，B-6； 

生境：C-1，C-2，C-3； 

生物：D-1，D-2，D-3，D-4； 

强化净化-栖息地重建-

生物多样性恢复模式 

16 

中度

受损 

生态基流匮乏-水质污染复合型 
水量缺乏； 

水质污染； 

水量：A-4，A-5； 

水质：B-1，B-2，B-3，B-4，B-5，D-1； 
水量调控-强化净化模式 

17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复合型 
水量缺乏； 

栖息地质量差； 

水量：A-4，A-5； 

生境：C-1，C-3； 

水量调控-栖息地修复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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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修复 

等级 

受损

状态 
受损类型 生态问题 适用的修复措施 修复模式 

18 生态基流匮乏-生物受损复合型 
水量缺乏；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量：A-4，A-5； 

生物；D-3，D-4； 

水量调控-生物多样性提

高模式 

19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复合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质量差； 

水质：B-1，B-2，B-3，B-4，B-5，D-1； 

生境：C-1，C-3； 

强化净化-栖息地修复模

式 

20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质：B-1，B-2，B-3，B-4，B-5，D-1； 

生物：D-3，D-4； 

强化净化-生物多样性提

高模式 

21 栖息地破坏-生物受损复合型 
栖息地质量差 

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境：C-1，C-3； 

生物：D-3，D-4； 

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

提高模式 

22 

轻度干预

修复 

中度

受损 

生态基流匮乏-水质污染复合型 
水量缺乏； 

水质污染； 

水量：A-4，A-5； 

水质：B-1，B-2，B-3，B-4，D-1； 
水量调控-强化净化模式 

23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复合型 
水量缺乏； 

栖息地质量差； 

水量：A-4，A-5； 

生境：C-1，C-3； 

水量调控-栖息地修复模

式 

24 生态基流匮乏-生物受损复合型 
水量缺乏；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量：A-4，A-5； 

生物；D-3，D-4； 

水量调控-生物多样性提

高模式 

25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复合型 
水质污染； 

栖息地质量差； 

水质：B-1，B-2，B-3，B-4，D-1； 

生境：C-1，C-3； 

强化净化-栖息地修复模

式 

26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质：B-1，B-2，B-3，B-4，D-1； 

生物：D-3，D-4； 

强化净化-生物多样性提

高模式 

27 栖息地破坏-生物受损复合型 
栖息地质量差； 

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境：C-1，C-3； 

生物：D-3，D-4； 

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

提高模式 

28 轻度 水量匮乏型 水量缺乏； 水量：A-4，A-5； 水量调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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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修复 

等级 

受损

状态 
受损类型 生态问题 适用的修复措施 修复模式 

29 受损 水质污染型 水质轻度污染； 水质：B-1，B-3，D-1； 强化净化模式 

30 栖息地破坏型 栖息地质量差； 生境：C-1，C-3； 栖息地修复模式 

31 生物受损型 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物：D-3，D-4； 生物多样性提高模式 

注：适用的修复措施名称见表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