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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导则根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开展中国环境科

学学会团体标准申报工作的通知”，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国家水专项办公室牵头组

织编制《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由南大（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大学常

熟生态研究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参与编制工作。 

1.2 主要工作过程 

（1）编制组成立与项目启动  

按照《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要求，南京大学、南

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组建《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编制组，进行人员分工和任

务分解，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2）指南编制 

编制组成员在文献调研、现场调研、专家咨询、比对分析等基础上，结合南北

方气候条件、生物种类状况、水环境保护要求，参考水专项辽河、海河、松花江、

淮河等相关项目课题成果，确定了编制的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最后形成《受损河

流修复导则》文本初稿。 

2019 年 12 月 28 日，为加快河湖生态修复工程技术的标准化，推进工程技术团

体标准的编制工作，中国环境科学会、国家水专项办公室、受损水体课题组织召开

第一次河湖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团体标准标会交流会。与会专家对《受损河流生态修

复导则》编制组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查阅相

关资料，召开了多次讨论会议，对文本初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  

（3）专家评审 

2020 年 3 月 5 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国家水专项办公室、水专项“受损水体

生态修复技术集成与应用”课题组组织召开《受损湖泊生态修复技术导则等 11 项河

湖生态修复团体标准立项》视频评审会议，编制组对立项必要性、现有基础、主要

内容等关键内容进行了汇报，专家组进行了质询和讨论，并对提供的立项材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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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审查，一致同意《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团体标准立项，并建议尽快完成立项

及合同签订手续，高效推进发布工作。  

2020 年 6 月 23 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与“受损河流水体修复技术集成与应用”

（2017ZX07401003-02）课题组通过腾讯会议召开了“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等团

体标准专家咨询会。会议围绕“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团体标准进行了讨论，并形

成了专家意见（见附件 1）：《导则》理念先进、思路清晰、技术措施可行、可操

作性强，可为我国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服务和管理支撑。建议按照专家意见

进一步修改，规范《导则》文本，精炼文字，完善《导则》的编制说明；经专家函

询同意后，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2020 年 11 月 9 日到 11 月 18 日，经专家函询，

形成专家意见：“专家认为指南理念新颖，技术依据扎实，措施可行。沉水植物种

苖技术规程可操作性，系统性强，可为我国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及工具生物种培育施

工提供技朮服务和管理支撑。建议修改规范文本后，同意公开佂求意见阶段。”（见

附件 2） 

（4）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导则》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补充调研、专家咨询与讨论，对《导则》

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形成了《导则》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编制组根据反馈意见对《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进

行了修改完善。 

（5）送审稿审查 

由发布单位组织召开《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社团标准审查会议。  

（6）报批稿报送 

根据审查组提出的修改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报批稿。报送发布单位。  

1.3 主要参编单位、人员和任务分配 

本导则的主要参编单位为：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南大（常熟）

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工作组成员为：安树青（单位：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南大（常

熟）研究院有限公司）、张轩波（单位：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南大（常熟）

研究院有限公司）、朱正杰（单位：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南大（常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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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限公司）、傅海峰（单位：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南大（常熟）研究院有

限公司）、张文广（单位：南京大学）、张静涵（单位：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

南大（常熟）研究院有限公司）、宋思远（单位：南京大学）、陈俊（单位：南京

大学）、于鲁冀（单位：郑州大学）、储昭升（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赵

丽（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工作任务分配如下：安树青制定了《河流生态修复导则》的基本思路、技术路

线和文本大纲，并负责文本的修改；张轩波、朱正杰和傅海峰负责《河流生态修复

导则》和《河流生态修复导则编制说明》文本的编写和修改；张静涵、宋思远、陈

俊和于鲁冀负责整理“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

重大专项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研究与综合示范主题等相关科研成果；储昭升和

赵丽负责整理专家的评审意见，并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文本的进行修改。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1）合法性原则 

本导则编制遵循合法性原则，保证本导则符合国家的政策，贯彻国家的法律法

规，切合国家需求与目标。  

（2）经济性原则 

本导则编制遵循经济性原则，注意合理利用资源。  

（3）可行性原则 

（4）技术先进性原则 

（5）系统性原则 

从全局出发，考虑全社会的综合效益。  

2.2 主要内容 

2.2.1 总体流程 

河流生态修复的行动流程如图 3.2-1。 



4 

 

 

图 3.2-1 河流生态修复项目行动流程图  

2.2.2 内容结构 

《导则》包括以下内容：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河流生态修复原则 

（5） 河流生态修复规定和流程  

（6） 河流生态状况调查 

（7） 河流受损程度诊断 

（8） 河流生态系统受损类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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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与修复等级划分  

（10）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目标设定  

（11）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措施与模式  

（12）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实施  

（13）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估  

（14）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环境评价、监测与管理  

3 主要内容的论据和试验情况 

3.1 规范性引用文件的补充说明 

参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和《河流生态调查技术

方法》（科学出版社, 2011）进行调查点位的选取和采样方法。包括采样点的布设、

采样时间与频率、采样层次、样品的采集与保存。 

参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和《河流生态调查技术

方法》（科学出版社, 2011）进行调查点位的选取和水质指标的测定。水质指标包括

水文、酸碱度、透明度、溶氧、氧化还原电位、电导率、浊度等现场直接测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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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水文调查规范》（SL 196-2015）进行水文指标测定。水文指标包括河面

宽度、水深、流速、水位、含沙量、水量、河流断面等。  

参照《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

进行底质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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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水生生物调查技术规范》（DB 11T1721-2020）、《生物多样性观测技

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HJ 710.12-2016）、《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HJ 

710.4-20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HJ 710.5-2014）、《生物

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HJ 710.6-20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

陆水域鱼类》（HJ 710.7-20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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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HJ 710.8-2014）、《河流生态调查技术方法》（科学出版社 , 2011）进行水

生生物调查。水生生物调查包括底栖生物、浮游动植物、固着藻类、水生植物的种

类、数量、生物量、密度，以及水生植物的覆盖面积，在条件允许的时候，补充两

栖类、爬行类、鱼类、鸟类。  

其中，《河流生态调查技术方法》（科学出版社, 2011）并不是规范性文件，但

其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较好，详细介绍了所需调查的内容、技术与方法，数据

质量要求、样品的保存和运输等，为生物调查研究工作者普遍采用。  

3.2 术语和定义的来源与依据 

3.2.1 受损河流（Damaged river） 

本导则的定义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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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慧佳（2017）提到“由于

人类的活动，多数河流水质下降，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处于非健康状态，受损

河流的生态修复研究和实践已成为热点。” 

3.2.2 生态修复（Ecological restoration） 

自从生态恢复提出以来，恢复和修复的概念就交替出现在相关的文献中，最初

的研究者将恢复定义为回复到生态系统干扰前状态，而修复被定义为部分地返回到

生态系统受干扰前的结构和功能，因此，不少学者认为生态恢复的定义过于严格，

不切实际，而生态修复更科学与准确，有人甚至提出了将恢复生态学改成生态修复

学（艾晓燕和徐广军, 2010; 朱丽, 2007）。 

原理不同：生态恢复，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

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

的这种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

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生态修复，在生态学原理指导下，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结

合各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以及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化组合，使之达到最佳效果

和最低耗费的一种综合的修复污染环境。  

目标不同：生态恢复的目标为受损状态恢复到未被损害前的完美状态的行为，

是完全意义上的恢复，既包括回到起始状态又包括完美和健康的含义，生态修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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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部分地返回到生态系统受干扰前的结构和功能，但是生态系统的原始状态很

难确定。 

对象不同：生态恢复的恢复对象是退化、受损或毁坏的生态系统，损害的程度

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恢复的方式和手段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而生态修复的对象

可以是生态系统，也可以是单一生态因子或环境要素，两者涉及的对象上有时可能

有差别，在使用中应该弄清所涉及的对象，根据涉及的不同对象分别使用恢复或修

复。 

3.2.3 纵向生态隔离度（Longitudinal ecological isolation） 

本导则的定义为“指河流沿着河流方向空间结构、水文过程的连通状态。”河

流纵向连通性是指河流空间结构、水文过程、物质循环过程以及生物学过程等的连

续。人类的不适当的开发利用活动可能改变河流的纵向连续性，其中闸坝影响最为

显著。它不仅能够拦截河流水流，也会改变河流水文以及栖息地的连续性，从而引

起河流生态过程等的改变。  

纵向生态隔离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G 表示纵向生态隔离度，即每 10 km 河流存在的水利工程数量，G 值越

大，表示河流连通性越差，具体见附表 D；N 表示目标河流水利工程数量；L 表示

目标河流长度，以每 10 km 为一个单位。 

在闸坝问题突出的区域，G 值与河流纵向连通性呈现相反关系，体现的是河流

被隔离的状态，故命名为纵向生态隔离度。 

3.2.4 河流蜿蜒度（River meandering degree） 

本导则的定义为“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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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具有弯曲的自然属性，自然河流多是蜿蜒曲折的，具有“浅滩 -深潭”的构

造。它们的组合遵循能量最小消耗原理，有利于维持河流水力平衡。其组合的消失

将导致河流稳定性下降以及河流生境多样性降低。河流蜿蜒度指标反映了河流结构

在纵向上的多样性水平，人类活动对河流蜿蜒状况的改变程度越大，说明河流生态

受到的影响越大，河流形态结构的自然性和多样性的破坏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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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中，河流蜿蜒度为定量指标，采用 Arcgis 软件进行数据提取。其计算公

式为：                              C=S/L                       

其中，C 表示河流蜿蜒度，S 表示河流的实际长度，L 表示河流的直线距离。 

3.2.5 水生生物多样性（Aquatic biodiversity） 

本导则的定义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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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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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生生物多样性定义由生物多样性定义而来。在《保护生物学》一书中，蒋志刚等

（1997）给生物多样性所下的定义为：“生物多样性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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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

的基因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2.6 水生生物栖息地（Aquatic organism’s habitat） 

本导则的定义是“指水生生物生存和繁衍的地方。”水生生物栖息地定义由栖

息地定义而来。．在《动物生态学原理》一书中，孙儒泳（2001）给栖息地所下的

定义为：“栖息地是指物理和生物的环境因素的总和，包括光线、湿度、筑巢地点

等，所有这些因素一起构成适宜于动物居住的某一特殊场所。它能够提供食物和防

御捕食者等条件。各种动物按照自己喜爱的环境条件来选择栖息地。”  

3.2.7 河流生态需水（ecological water demand of river）和生态基流

（ecological basic flows） 

在本导则中，河流生态需水和生态基流的概念相同。  

生态基流是指为维持河流基本形态和基本生态功能的河道内最小流量即“最小

生态需水量”。生态基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是指维持全球生态系统水

分平衡包括水热平衡、水盐平衡、水沙平衡等所需的水；从狭义上讲，即在特定时

间和空间条件下，最大限度保证河流健康所预留的、满足一定水质要求的流量（刘

昌明, 2002; 钱湛等, 2018）。目前，全球有近 207 种计算河流生态基流的方法，可

分为水文学方法、水力学方法、生物栖息地模拟法、整体法、综合法及其他计算方

法（王西琴, 2008）。河流生态基流及相关概念众多，国外使用较多的有环境流量

（Environmental Flow）、河道内流量（In-stream Flow）、最小流量（Minimum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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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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可接受流量（Minimum Acceptable Flow）等；国内使用较多的有生态基流、生

态需水、敏感生态需水、生态环境需水量、最小生态需水量、适宜生态流量、环境

流、环境水流等（李剑锋等, 2011; 董哲仁等, 2010）；例如《水资源保护工作手册》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21 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提出的生态用水、

环境用水、河道内生态需水等概念（陈昂等, 2016）。 

生态需水量计算方法：采用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水生生物对流速的要求）生态

水力半径法进行生态蓄水量计算（刘昌明等, 2007）。 

3.2.8 正常流态型河流（river with normal flow）与极端流态型河流

（river with abnormal flow） 

基于生态需水保证率的河流生态系统类型划分借鉴董哲仁（2013）在河流健康

评价体系中河流生态需水保证率的分级标准，选取生态需水保证率小于 65%即处于

不健康状态作为类型划分依据；基于洪枯比和断流频率的河流生态系统类型划分借

鉴 Poff 和 Ward（1989）的概念性河流分类模式，根据河流生态系统年径流量变化

情况，同时结合流域内水量特征，选取河流年平均断流频率小于 40%或年平均洪/

枯比大于 5 作为划分依据，初步将河流生态系统分为两类：正常流态河流生态系统

和极端流态河流生态系统。  

正常流态河流生态系统指河道内生态需水量尚能够保证河流生态系统维持正

常生态功能的河流生态系统。该类型河流虽然会出现水量较少的情况，但在不实施

人工补水措施的情况下，其水量可以通过降雨或上游来水自行恢复，该类型的生态

系统不会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根据淮河流域（河南段）河流现状水文情况，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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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划分为正常流态河流生态系统。  

极端流态河流生态系统指河道内生态需水量严重不足，河流时常断流，使河流

正常生态功能难以稳定维持的河流生态系统。该类退化类型的生态系统必须要进行

一定的补水措施才能够开始实施生态系统的其他修复措施。根据淮河流域（河南段）

河流现状水文情况，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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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河流划分为极端流态河流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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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生态修复阈值（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reshold） 

生态阈值是针对生态系统阈值的概念，20 世纪 70 年代 Robert 指出生态系统的

特征、功能等具有多个稳定态，稳定态之间存在“阈值和断点”，这就是最初生态阈

值的概念。此后的 30 多年里，生态阈值作为资源保护及可持续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

基础，不断受到生态学和经济学界的关注，其概念、研究方法及实践应用也在不断

完善之中。 

Friedel（1991）认为生态阈值是生态系统两种不同的状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界

限；Muradian（2001）把生态阈值看作独立生态变量的关键值，在此关键值前后生

态系统发生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Larsson（2003）在研究草地水资源分配

时引入生态阈值概念，指出生态阈值决定于环境质量、生物的数量与物种数目。在

阈值内，生态系统能承受一定的外界压力和冲击，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

超过阈值，系统自我调节能力不再起作用，系统难以恢复原始的平衡状态。  

侯栋（2011）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阈值研究中指出，确定生态阈值的关

键是指标体系的建立，并从生态系统组成结构、生态系统功能、生境条件三方面建

立了黄河三角洲天然湿地生态系统演替指标体系，采用数学模型对现状数据分析，

求出其生态阈值。倪晋仁和刘元元（2006）在河流生态修复研究中根据确定的河流

系统功能，建立了河流健康诊断指标体系，并确定出每个指标的阈值计算方法；胡

孟春等（2010）在城市河道修复研究中，建立近自然河道的评价指标，并通过国内

外相关研究及标准确定指标的阈值。董哲仁（2013）在河流健康调查评估研究中也

提出了需要定量确定河流开发利用阈值和河流生态系统严重退化阈值。河流开发利

用阈值是指超过这个阈值说明人们的开发利用程度已经超过河流生态系统的承载能

力，河流将失去可持续利用的功能；河流生态系统退化阈值是指超过这个阈值河流

生态系统的恢复力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适度人工干预，进行河流

生态修复。 

通过上述生态阈值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的概念研究与应用分析，多数研究者主要

是针对生态系统中某一要素进行的生态阈值研究，针对整个生态系统开展生态阈值

的研究较少，并且在水生态系统中开展阈值的研究多数为关于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研

究，针对水生态修复方面开展的研究寥寥无几，关于水生态修复阈值指标体系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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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鲜有报道。因此，本导则在总结生态阈值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生态修复阈

值的定义（指针对退化的生态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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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根据水生态修复阈值概念，建立水生态修复阈值指标体系与阈值计算方法。  

3.2.10 河岸带（Riparian zone） 

本导则的定义是“指防洪堤之间，除主河道以外的部分，主要是河岸及河漫滩。

河流的横向断面包括主河道、河岸、河漫滩、防洪堤等。”河岸带的定义包括广义

和狭义两种：广义是指靠近河边植物群落包括其组成、植物种类多度及土壤湿度等

高低植被明显不同的地带；狭义指河水—陆地交界处的两边，直至河水影响消失为

止的地带，大多数学者采用后一定义。由于它们特殊的位置，这里成为受水生环境

强烈影响的陆地生境，因此它们具有独特的空间结构和生态功能。许多研究表明，

河岸带通过过滤和截留沉积物、水分以及营养物质等来协调河流横向（河岸边高地

到河流水体）和纵向（河流上游到下游）的物质和能量流，因而在与之相关的土壤

侵蚀程度降低、渠道稳定化、生物栖息地保护以及水质改善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3.2.11 生态景观效应（Ecological landscape effect） 

本导则的定义是“指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功能。包

含生态景观美感度和生态景观建设率两部分。”生态景观效应定义由生态景观与生

态效应定义而来。生态景观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多维生态网络，包

括自然景观（地理格局、水文过程、气候条件、生物活力）、经 济景观（能源、交

通、基础设施、土地利用、产业过程）、人文景观（人口、体制、文化、历史、风

俗、风尚、伦理、信仰等）的格局、过程和功能的多维耦合，是由物理的、化学的、

生物的、区域的、社会的、经济的及文化的组分在时、空、量、构、序范畴上相互

作用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复合生态网络。它不仅包括有形的地理和生物景观，还包括

了无形的个体与整体、内部与外部、过去和未来以及主观与客观问的系统生态联系。

它强调人类生态系统内部与外部 环境之间的和谐，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耦合，过去、

现在和未来发展 的关联，以及天、地、人之间的融洽性。生态效应（ecological effect）

指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引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生物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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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保持动态平衡。  

3.2.12 修复模式（Restoration pattern） 

本导则的定义是“指基于成功的生态修复实践而提炼出来的解决某一问题的方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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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复技术措施。”以生物修复为基础， 强调生态学原理在退化生态系统中的应用，针

对某一生态环境修复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匹配的一种或几种生态修复技术而形成的模

式，即为生态修复模式。  

3.3 原则的来源与依据 

3.3.1 最小干预原则与最小工程量原则 

河流生态系统对待外来干扰的反应总是力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表现出一种自

我恢复的功能。自我恢复的过程表现为食物网随时间的发展过程和生物群落的自适

应能力。其结果是在新的条件下形成动态平衡，恢复原有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某些特

征。 

河流生态修复工程要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著名生态学家 H.T. 

Odum 认为“生态工程的本质是对自组织功能实施管理。”依靠生态系统自设计、自

组织功能，从自然界选择合适的物种，形成合理的结构，从而完成设计和实现生态

系统的自我修复。近年来，我国在水土保持工作中采取退田还林、封山育林等措施，

充分发挥自然界自我修复功能，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是十分有效的。利用自然界自我

修复能力开展生态修复，也是一种经济的规划方法，其生态效益与经济投入之比较

高。 

成功的河流修复经验表明，生态修复规划是一种“辅助性规划”。人的任务不是

改造自然，更不是控制自然，相反，人的任务是帮助自然界恢复到更加自然的状况。

可以说，人工与自然力的贡献各占一半。自设计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具体条件，包

括水量、水质、土壤、地貌、水文特征等生态因子，也取决于生物的种类、密度、

生物生产力、群落稳定性等多种因素。在利用自设计理论时，需要注意充分利用乡

土种。引进外来物种时要持慎重态度，防止生物入侵。要区分两类被干扰的河流生

态系统。一类是未超过本身恢复力的生态系统，它是可逆的。当去除人类活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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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胁迫因子，比如采取污染控制、改善水文条件、改造河流的人工渠道化工程等措

施以后，有可能靠自然演替实现自我恢复的目标。另一类是被严重干扰的生态系统，

它往往是不可逆的。在去除胁迫因子或称“卸荷”后，还需要辅助以人工措施创造生

境条件，进而发挥自然修复功能，实现某种程度的修复。国内外已经开发的生态技

术，诸如人工湿地、生物接触氧化、人工曝气、生物廊道、生物浮床、湖滨带和前

置库等技术，都可以作为辅助措施采用。  

3.3.2 土方平衡原则 

土方平衡就是通过“土方平衡图”计算出场内高处需要挖出的土方量和低处需要

填进的土方量，就知道计划外运进、出的土方量。这就是场内平衡工作。在计划基

础开挖施工时，尽量减少外运进、出的土方量的工作，不仅关系土方费用，而且对

现场平面布置有很大的影响。  

土方平衡工作是决定进度计划、征地、运输方案等工作的重要一环，所以不可

以轻视。但多年的水工工作中，土方平衡仅停留在“方格法”算土方量的水平上，多

年未有进步，更未对土方平衡做出明确定义，导致土方平衡工作仅凭各施工单位技

术人员的经验进行调整。土方平衡的错误计算有时能够导致额外支付将近

100%~150%的工程造价，才能竣工，因此要用专门的算法来进行计算。  

3.3.3 本土物种优先原则 

本土生物物种的保护，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内容，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

在需求。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对于人类来说，生物多

样性具有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潜在使用价值。（1）直接价值：生物为人

类提供了食物、纤维、建筑和家具材料及其他工业原料。生物多样性还有美学价值，

可以美化人们的生活，陶冶人们的情操，激发人们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2）间接

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指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无论哪一种生态系统，

野生生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成分。在生态系统中，野生生物之间具有相互依

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野生生物一旦减少

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要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就要受到影响。（3）潜在

使用价值：就药用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口的 80%依赖植物或动物提供的传统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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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基本的健康，西方医药中使用的药物有 40%含有最初在野生植物中发现的物

质。本土物种最适宜的栖息地环境就在本地，恢复本地的生态环境使之适合本土物

种的生长繁殖，即物种就地保护是最科学、经济的物种保护方法。在河流生态修复

工程中，应在恢复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优先恢复本土物种。  

3.3.4 安全性原则 

水安全一词最早出现在 2000 年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水讨论会上。这是一个全新

的概念，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对水安全一词至今无普遍公认定义，一个比较准

确的诠释为，在一定流域或区域内，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

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水资源、洪水和水环境能够持续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规模、能

够维护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状态即为水安全。水资源、洪水和水环境的有机统一构

成水安全体系，三者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

时变的水安全系统。水安全的对立面是水风险、水破坏、水灾害。  

可见，水安全具有丰富的内涵：①水安全是人类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

环境和条件。②水安全系统由众多因素构成，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满足的程度不同，

水安全的满足程度也不同，因此水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③水安全是一个动态的概

念，随着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水安全程度不同。④水安全具有空间地域性、

局部性。⑤水安全可调控性，通过水安全系统中各因素的调控、整治，可以改变水

安全程度。⑥维护水安全需要成本。 

水安全状况与经济社会、人类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随着全球性资

源危机的加剧，国家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水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内

容，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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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河流生态状况调查——以辽河（太子河流域）、淮河（河

南段）为例 

3.4.1 研究区域水生态系统调查内容及方法 

3.4.1.1 调查地点和点位 

3.4.1.1.1 辽河（太子河流域） 

根据太子河水系的分布特征并综合考虑野外调查的可操作性, 在太子河山区段

及部分城区段的干流及支流设置40个采样点（图3.4-1），样点布设原则：1）空间

代表性原则；2）参照点位和受损点位兼顾原则；3）不同生态类型区代表性原则；4）

经济和安全性原则。于2016年9月开展了对太子河流域的野外生态调查工作，包括部

分参数现场测定（溶解氧含量（DO）、pH、电导率（EC）、鱼类的种类鉴定、生

物量等），水生生物样品（大型底栖动物、鱼类的群落特征分析）采集和水化学样

品（氨氮、总氮、CODMn、BOD5、等水质参数分析）采集。  

 

 

图 3.4-1 太子河流域山区段采样点分布图  

3.4.1.1.2 淮河(河南段） 

调查区域为郑州、平顶山、许昌、周口、漯河（重点区域）、开封、商丘、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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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店、信阳（一般区域）9 市所辖区域内的相关支流，洛阳北汝河和南阳的淮河干

流等。 

野外调查点位主要依据《地表水和污水检测技术规范》和相关生态监测标准中

的规定以及要求进行布设，考虑到研究区域河流水系众多，通过河流现状水质状况、

水量状况、河流水系闸坝设置情况，对河流水系进行初步归类，选取典型河流开展

调查，同时结合“十二五”期间研究区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中河流水系的治理重点，

选取典型河流典型点位进行水生态系统状况的野外调查，调查点位设置如图 3.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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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淮河流域（河南段）野外调查点位分布图  

由图 3.4-2 可知，野外调查共设点位 83 个，分布于河南省淮河流域 1～5 级的

26 条河流上，重点区域共设置点位其中 1 级河流为淮河干流；2 级河流包括沙颍河、

涡河、沱河、浍河、史灌河、浉河和潢河，3 级河流包括沙河、颍河、贾鲁河、惠

济河、铁底河、包河、大沙河、汾泉河和小洪河；4 级河流包括索须河、清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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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洎河、北汝河、汾河、黑茨河、小温河、小蒋河和三里河；5 级河流为索河。83

个点位中，设于水库中的点位有 7 个，分别为尖岗水库（JLH-1）、杨庄水库（QYH-1）、

丁店水库（SH-1）、楚楼水库（SH-2）、白龟山水库（SHH-1）、南湾水库（SSH-1）

和白沙水库（YH-1）。 

3.4.1.2 调查内容 

通过现场调查和文献调查的方式收集淮河流域（河南段）的干流、支流等河流

的基本情况。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河流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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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水质（生态需水保证率、河流断流频

率、溶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正磷酸盐、浊度、底泥有机质）、水生生物

（浮游动物、植物、底栖动物、固着藻类的种类、数量、生物量、密度）、河流功

能（栖息地质量、生态景观效应）和社会经济管理状况（集水区人口密度、河岸带

土地利用类型、单位 GDP 用水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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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表 3.4-1 调查内容 

数据类别  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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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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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磷酸盐、浊度）、底泥有机质  

水生生物  
水生植物、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底栖动物和固着藻类的种类、数量、生物

量和密度  

河流功能  栖息地质量、生态景观效应  

社会经济管理  
集水区人口密度、河岸带土地利用类型、单位 GDP 用水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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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研究区域水生态系统调查结果及分析 

3.4.2.1 水文状况 

（1）流量调查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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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流量和水面宽呈现统一的变化，因此在此分析研究区域平水期、枯水期和

丰水期水面变化的规律即可反映出河道水量的变化规律。基于此，本研究对水面宽

变化进行分析。 

根据调查的的 83 个点位，平水期出现断流的点位为 4 个：QYH-1、YH-2、XWH-1

和 DSH-2。丰水期出现断流的点位为 5 个：YH-2、YH-5、SJH-3、XJH-1、XWH-1

和铁底河。枯水期出现断流的点位为 6 个：SXH-1、QYH-1、YH-2、YH-5、XJH-1

等河流。对比出现断流的点位，可以看出清潩河上游、索须河、小温河、铁底河和

双洎河等为季节性河流，部分时段有水，部分时段无水。对比无断流的河流水面，

其中平水期水面宽分布在 2~323m，丰水期水面宽分布在 2.5~275m 不等，枯水期水

面宽分布在 4.5~270m。 

（2）流速调查结果分析 

由三个水体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 83 个调查点位中，三个水期均呈现超过 50%

的点位河流水体无流速，水体静止；少量河流或河段虽有流速，但流速缓慢；少数

河流保持常年有流速，这些河流主要是贾鲁河、清潩河、沙河上游、惠济河等。水

体的不流动，主要是受闸坝的影响。  

3.4.2.2 水质状况 

平水期、丰水期和枯水期现场监测指标主要为透明度（浊度）、DO、pH 等，

室内监测指标均为 COD、氨氮、总氮、TP 和正磷酸盐。pH 均分布在 6~9 范围内，

且三水期差别不大。 

（1）水体透明度状况分析 

总体来看，河流透明度以沙颍河、北汝河、淮河干流上游、汾泉河等河流透明

度较高。惠济河、贾鲁河、潢河、包河上游等河流水体透明度较低。  

（2）水体 DO 调查结果分析 

在平水期，DO 浓度较低的点位主要集中在包河、惠济河；在丰水期，DO 较低

的点位主要集中在包河、沱河、惠济河上游、涡河中游和贾鲁河；在枯水期，DO

较低的点位主要集中在双洎河、惠济河上游、包河、沱河。这也说明，惠济河上游

水体和包河水体污染一直较为严重。  

（3）室内水质监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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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水期调查分析，研究区域内水体水质从 I~V 类均有呈现，总体来看，研

究区域内污染较为严重的河流主要分布在贾鲁河郑州段（JLH-2、3、4），惠济河

开封段（HJH-1）、清潩河许昌段（QYH-3）和索河下游段（SH-2、3）等河流，这

与河南省在线自动监控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4）底泥采样样品数量对比分析  

从调查点位上看，83 个点位中，丰水期有 11 个点位未得到泥样，包括 BRH-1、

BRH-2、YH-2、SSH-1、SYH-2、SYH-3、SHH-8、TDH-1、XJH-1、XWH-1 和 SJH-3，

枯水期则有 22 个点位未得到泥样，包括 BRH-1、BRH-3、YH-2、YH-3、YH-5、SSH-1、

SSH-2、SYH-2、SYH-3、SHH-1、SHH-2、SHH-8、XJH-1、SGH-1、SXH-1、QYH-1、

HHH-1、WH-2、QYH-4、HG-2、HH-1、HCH-1，平水期有 30 个点位未采集到底泥，

其中包括 QYH-1、YH-2、SJH-2、SJH-3、SHH-1、SHH-2、SHH-6、SHH-8、BRH-1、

BRH-2、BRH-3、BRH-4、XHH-2、HG-1、HG-2、SSH-1、SSH-2、SGH-1、SGH-2、

SGH-3、HH-1、JLH-9、SYH-2、SYH-3、HCH-3、XWH-1、DSH-2、WH-3、HHH-3、

TH-2 未采集到泥样的点位中，枯水期与丰水期编号相同的点位有 7 个，平水期与枯

水期相同的点位有 14 个，平水期与丰水期相同的点位有 9 个。分析原因，主要为三

方面：一是由于部分河流底质为鹅卵石或者粗砂，导致无法采样，如 HG-1、HG-2、

BRH-1、BRH-2、SHH-1 等点位，这些点位主要位于信阳、平顶山、洛阳的河流上

游区域；二是部分河道断流，这些点位主要位于 YH-2、YH-5、XJH-1、SJH-3、QYH-1

等点位；三是部分河道硬质化或底质受建设工程干扰，无法取样。  

（5）底泥组成成分对比分析  

从底泥组成成分来看，平水期、枯水期和丰水期共有 38 个断面的底泥组成成

分呈现出明显差异，同一点位在不同水期底质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①河流在一个水期出现断流，另一个水期则保持正常状态；②在一个水期正

在进行河道改造工程，导致底质状况发生变化；③为应对洪涝、干旱等灾害时进行

的水量调控导致底质成分发生变化。  

3.4.2.3 水生生物状况 

水生生物调查主要包括水生植物、底栖动物、浮游动植物和固着藻类，其中浮

游生物和固着藻类由于平水期浮游生物和固着藻类鉴定工作未完成，因此，该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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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要分析丰水期和枯水期。  

（1）水生植物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中，平水期出现的水、湿生植物种类有 37 种，枯水期仅有 15 种，丰

水期则多达 41 种。调查中出现的水生、湿生植物主要包括：芦苇、水花生、篦齿眼

子菜、翅茎灯心草、水鳖、金鱼藻、狐尾藻、大茨藻、轮生黑藻、菹草、灰化苔草、

莕菜、双穗雀稗、水蓼、莲子草、莎草、水稗、香附子、水竹叶、马来眼子菜、华

夏慈姑、菱角、苦草、聚草、草茨藻、水葱、水葫芦、酸模、细叶角菱、沼生蔊菜、

紫萍、红菱、燕麦草、石龙苪、香蒲、槐叶萍、乳突苔藻、水绵、刚毛藻、水芹、

假苇拂子茅、野鸢尾、水茫草、鹿角藻、酸模叶蓼、荇菜、菖蒲、茴茴蒜、蓼子草、

藨草。流域内的优势物种有水花生、菹草、狐尾藻、金鱼藻、浮萍、水绵、刚毛藻、

龙须眼子菜等。 

对比三个水期调查结果，采用 Shannon Wiener 多样性指数，分析其物种多样性。

丰水期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0~2.31，最高的点位为 HHH-1，最低的点位为 HJH-1

和 SH-2、JLH-2、JLH-3 等点位；枯水期由于仅有部分点位出现水生植物，且以沉

水植物为主；平水期多样性基本上与丰水期差别不大，仍然呈现污染严重的区域水

体植被较为单一。 

（2）底栖动物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中，丰水期出现的底栖动物有 20 种，枯水期有 22 种。出现的底栖动

物主要包括：河蚬、摇蚊幼虫、椭圆萝卜螺、大脐圆扁螺、尾鳃蚓、蟌、鱼盘螺、

铜锈环棱螺、匙指虾、扁蛭、拟角石蚕、团水虱、方格短沟蜷、淡水单孔蚓、圆顶

珠蚌、大蜓、小蜉、蜉蝣、纹石蚕、二尾蜉、尾鳃蚓、丝蚓、蜓、槲豆螺、闪蓝丽

大蜻、无齿蚌、虻、金线蛭、中华圆田螺。调查点位的底栖动物种类数分布在 1~6

之间。水体污染较严重的河流中的优势种主要为耐污种，包括：摇蚊幼虫、尾鳃蚓、

丝蚓和淡水单孔蚓等，主要分布在贾鲁河上游、索须河、惠济河、黑茨河上游等河

流或河段；水质较好，受人类活动影响小的西部山区河流优势种为蟌、大蜓、二尾

蜉、小蜉、蜉蝣和纹石蚕等；其他河流优势种为大脐圆扁螺、蟌、金线蛭、铜锈环

棱螺和匙指虾等。这也表明研究区域内郑州、开封和周口等地的河流上游污染较为

严重；西部的沙河、北汝河等水体较为良好，其他区域河流呈现水体逐渐好转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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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水期底栖动物调查结果，采用 Shannon Wiener 指数分布在 0.00~1.64 之

间，其中 53 个调查点位多样性指数低于 1.0，整体多样性较低，多样性指数最高的

为 HCH-3，最低的点位分布在贾鲁河、索须河和包河等河流；枯水期调查结果显示，

60 个调查点位的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0.00~1.55 之间，其中 32 个调查点位多样性指数

低于 1.0，仍然多样性较低，多样性指数最高的为 WH-3，最低的点位分布在贾鲁河、

索须河、包河及沙河下游等河流。  

（3）浮游植物调查结果分析  

除 5 个断流点位外，丰水期 78 个采样点共鉴定浮游植物 168 种，其中蓝藻门

22 种，占 13.10％，硅藻门 40 种，占 23.81％，绿藻门 78 种，占 46.43%，黄藻门 2

种，占 1.19%，甲藻门 4 种，占 2.38%，金藻门 4 种，占 2.38%，裸藻门 14 种，占

8.33%，隐藻门 4 种，占 2.38%，以绿藻门种类数最多；除 6 个断流点位外，枯水期

77 个采样点共鉴定浮游植 128 种，其中蓝藻门 14 种，占 11%，硅藻门 36 种，占

28％、甲藻门 2 种，占 2%、金藻门 5 种，占 4%、裸藻门 7 种，占 5%、绿藻门 60

种，占 47%、隐藻门 4 种，占 3%，以绿藻门种类数最多。  

对不同水期浮游植物调查结果，采用 Shannon Wiener 多样性指数，分析其物种

多样性。丰水期调查结果显示，78 个调查点位的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0.77~3.07 之间，

多样性指数最高的为 FH-1，最低的点位分布在 BH-1，其中 40 个调查点位多样性指

数低于 2.0，多样性指数偏低；枯水期调查结果显示，77 个调查点位的多样性指数

分布在 0.41~3.37 之间，多样性指数最高的为 JLH-1，最低的点位分布在 DSH-2，其

中 42 个调查点位多样性指数低于 2.0，多样性仍然较低。同时，对比两水期，枯水

期多样性指数整体低于丰水期。  

（4）浮游动物调查结果 

除 5 个断流点位外，丰水期 78 个采样点共鉴定浮游动物 84 种，其中轮虫 71

种，占 84.5％，桡足类 7 种，占 8.3％，枝角类 6 种，占 7.1％，以轮虫种类数最多。

在所有轮虫中，以臂尾轮属、异尾轮属和腔轮属的种类数较多，分别为 15 种、12

种和 9 种。各个采样点浮游动物种类数从 1~21 种不等；除 6 个断流点位外，枯水

期 77 个采样点共鉴定浮游动物 71 种，其中轮虫 58 种，占总种类数的 81.7％，桡

足类 3 种，占 4.2％，枝角类 10 种，占 14.1％，以轮虫种类数最多。在所有轮虫中，

以臂尾轮属和龟甲轮属种类数最多，均为 6 种，各占 8.5％。各个采样点浮游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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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数从 0～18 种不等，种类数最高出现在 JLH-8 采样点。 

对不同水期浮游动物调查结果，采用 Shannon Wiener 多样性指数，分析其物种

多样性。丰水期调查结果显示，78 个调查点位的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0.00~2.33 之间，

多样性指数最高的为 YH-4，最低的点位分布在 JLH-2，其中 13 个调查点位多样性

指数低于 1.0，56 个点位多样性指数在 1.0~2.0 之间，多样性指数偏低，；枯水期调

查结果显示，77 个调查点位的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0.00~2.42 之间，多样性指数最高

的为 JLH-6，最低的点位分布在 BH-2、JLH-5、SJH-1 等点位，其中 23 个调查点位

多样性指数低于 1.0，其中 43 个调查点位多样性指数低于 2.0，多样性仍然较低。

对比两水期，枯水期多样性指数较丰水期稍有降低。  

（5）固着藻类调查结果 

除 5 个断流点位外，丰水期 78 个采样点共鉴定固着藻类 158 种，其中蓝藻门

21 种，占 13%，绿藻门 65 种，占 41%，硅藻门 50 种，占 32%，黄藻门 2 种，占

1%，甲藻门 3 种，占 2%，隐藻门 3 种，占 2%，裸藻门 12 种，占 8%，金藻门 2

种，占 1%，以绿藻门种类数最多，各个采样点固着藻类种类数从 7～49 不等。除 6

个断流点位外，枯水期 77 个采样点共鉴定固着藻类 116 种，其中蓝藻门 17 种，占

15%，绿藻门 48 种，占 41%，硅藻门 37 种，占 32%，黄藻门 1 种，占 1%，甲藻

门 2 种，占 15%，隐藻门 2 种，占 2%，裸藻门 7 种，占 6%，金藻门 2 种，占 2%，

以绿藻门种类数最多。各个采样点固着藻类种类数从 6～39 不等。整体来看，丰水

期物种数高于枯水期。 

对不同水期固着藻类调查结果，采用 Shannon Wiener 多样性指数，分析其物种

多样性。丰水期调查结果显示，78 个调查点位的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0.00~2.88 之间，

多样性指数最高的为 WH-2，最低的点位为 HCH-2，其中 4 个调查点位多样性指数

低于 1.0，其中 46 个调查点位多样性指数低于 2.0，多样性仍然较低，。同时，对

比两水期，枯水期多样性指数较丰水期稍有降低；枯水期调查结果显示，77 个调查

点位的多样性指数分布在 0.00~2.89 之间，多样性指数最高的为 HG-2，最低的点位

分布在 SH-2、BRH-1，其中 10 个调查点位多样性指数低于 1.0，42 个点位多样性指

数在 1.0~2.0 之间，多样性指数偏低。对比两水期结果，多样性变化差别不大。  

（6）鸟类、两栖类调查结果  

从鸟类和两栖类来看，丰水期和平水期比枯水期的鸟类物种明显增加，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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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气温升高以及候鸟迁徙等因素的影响，两栖动物由于具有冬眠的习性在枯水期

未发现。鸟类种类单一，主要包括鹭科、燕科、麻雀、喜鹊，且两栖类有青蛙和蟾

蜍。 

3.4.2.3 河流形态状况 

三水期河岸带总体调查结果基本上保持一致，河岸带植被较为单一，河岸稳定

性相对较好，但河岸带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从植被覆盖率统计数据来看，平水期

植被覆盖率在 51%以上的断面占 88.8%，枯水期的植被覆盖率在 51%以上的断面占

79.5%，但丰水期的植被覆盖率均在 51%以上，各水期河岸带植被种类以杨树为主。

从河岸带宽度来看，平水期和枯水期河岸带宽度的评分分值基本接近但相对丰水期

普遍降低，另外，在平水期调查中，清潩河部分点位正在进行河道治理工程，人为

影响较大。但河岸带受人类影响较大，部分河流河岸带上受人类开发，种植庄稼、

果树等。从河岸稳定性评分分值来看，平水期稳定性评分在 5 以下的点位有 19 个，

占 21.3%，枯水期的河岸带稳定性评分在 5 分以下的点位有 21 个占 25.3%，丰水期

的河岸稳定性普遍较好。平水期河岸稳定性较差的点位主要分布在贾鲁河、清潩河、

颍河、北汝河、淮干、沙河；枯水期主要分布在贾鲁河、清潩河、沙河等河流，原

因包括上游放水的频率高导致的河坡陡峭，从而导致侵蚀的发生，或是由于采沙导

致的河岸侵蚀。而丰水期的河岸稳定性普遍较好，这也主要是丰水期植被丰富，对

河岸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从河岸景观建设率和景观美感度来看，平水期和枯水期对

于景观建设率和景观美感度的评价更加科学规范，三个水期的景观建设率较为接近，

略有差别，但景观美感度上，枯水期与平水期和丰水期相比明显较差，主要表现为

草地干枯，树木凋零。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研究区域内河流水生态系统状况结果整体如下：①水

文状况：河道受无天然径流影响，部分河道断流，同时区域内水生态系统受闸坝影

响，水体流动性较差；②水质状况：研究区域内水质差异化较为明显，位于郑州、

许昌和开封以及商丘的等地的部分河流上游水质污染较为严重，如贾鲁河、清潩河、

惠济河和包河等，西部及南部区域平顶山、信阳和驻马店水体水质相对较好；③生

物状况：研究区域物种多样性整体偏低，超过 50%的点位物种多样性指数都呈现不

健康状态，且污染严重的河流，物种单一，多以耐污种为主；④河岸带状况：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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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受人为影响严重，岸带植物及生境较为单一，且部分被开发利用种植农作物。  

3.5 河流受损程度诊断——以淮河（河南段）为例 

3.5.1 河流受损程度诊断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在综合国内外河流健康状况的评价方法、河流退化程度评价方法、河流

水质生态评价方法及各项表征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河

流退化程度诊断的指标体系，构建思路基于以下步骤：  

（1）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全面收集河流健康状况评价、河流退化程度评价

方法、河流水质生态评价等研究文献基础上，根据已有的河流现状资料和环境背景

特征，对淮河流域（河南段）河流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2）建立层次结构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将退化程度诊断分成目标层

（A）、准则层（B）和指标层（C）三个层次；由于目标都是单一的，因此，目标

层一般都是单一元素。然后找出影响目标实现的各种准则。   

（3）建立候选指标库：基于现有的河流健康状况评价、河流退化程度评价方

法、河流水质生态评价等方法，通过频度分析法剖析影响河流退化程度诊断的关键

因子，，进行指标初步筛选；根据指标筛选原则，结合淮河流域特点，对候选指标

库的指标进行进一步筛选，去除具有重复性、代表性不强的指标，建立河流生态系

统退化程度诊断候选指标库。  

（4）识别和选择评价指标：根据建立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确定衡量不同评

价指标两两对比的标准，可采用 1-9 标度法（见表 3.5-1），并构建不同指标重要性

两两相比结果的判断矩阵，计算判断矩阵的对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对所得的特征

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所求的相应因素相对于上一层因素的相对权重。  

表 3.5-1 Cij 的 1-9 标度法 

比较结果  标度值 Cij 比较结果  标度值 Cij 

Ci与 Cj 优劣相当  1 Ci稍劣于 Cj 1/3 

Ci稍优于 Cj 3 Ci劣于 Cj 1/5 

Ci优于 Cj 5 Ci甚劣于 Cj 1/7 

Ci甚优于 Cj 7 Ci极劣于 Cj 1/9 



26 

 

Ci极优于 Cj 9   

一致性检验：由于进行比较的因素数量较多，因此很难实现完全一致，AHP 提

供了一种测量一致性的方法，即采用随机一致性比率 CR 进行一致性检验： 

CR=C1/R1                         （1） 

式中：CR 为随机一致性比率；C1 为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R1 为平均随机一致

性指标。R1 与矩阵阶数有关系见表 3.5-2。 

表 3.5-2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1 值 

矩阵阶

数 
1 2 3 4 5 6 7 8 9 

R1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6 

当阶数≤2 时，矩阵总有完全一致性；当阶数＞2、CR＜0.1 时，矩阵具有满意

的一致性，否则需要重新调整矩阵。  

（5）优选评价指标：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总排序，即计算同一层次所有元素相

对上一层元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权值。  

3.5.2 河流受损程度诊断结果——以淮河（河南段）为例 

根据导则中的建立的河流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计算出淮河（河南段）综合受损

指数，确定其河流受损程度。流域综合退化诊断结果分析基于丰、平、枯水期各指

标监测值的平均值进行，流域综合受损程度共涉及未受损、轻度受损、中度受损和

重度受损 4 种退化状态，其中处于未受损状态的点位有 1 个，为北汝河上游（BRH-1）；

处于轻度受损状态的点位 15 个，分布在北汝河（BRH-2/3）、黑茨河（HCH-3）、

淮干（HG-1/2/4）、潢河（HH-1）、史灌河（SGH-1/2）、沙河（SHH-2/6/7）、浉

河（SSH-2）、涡河（WH-1/3），处于中度受损状态的点位 55 个，主要分布在包河

下游、八里河、北汝河下游、大沙河上游、汾河、汾泉河、黑茨河上中游、淮河干

流中游（HG-3）、浍河中下游、惠济河、贾鲁河、清潩河中下游（QYH-2/3/4/5/6）、

史灌河下游、索河（SH-1/3）、沙河（SHH-1/3/4/5/8）、双洎河上中游、浉河上游、

索须河下游、沙颖河、沱河、涡河中游、小洪河上中游和颍河（YH-1/3/4/6/7）；处

于重度受损状态的点位有 12 个，主要分布在包河上游、大沙河下游、浍河上游、清

潩河上游、索河中游、双洎河下游、索须河上游、铁底河、小蒋河、小温河和颍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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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2/5）。 

从准则层来看，83 个点位四个准则层不同受损程度的分布情况见图 3.5-3。 

 

图 3.5-3 综合评估准则层不同受损程度分布情况  

由图 3.5-3 可知，流域综合退化诊断点位地貌状况受损程度较低，主要为未退

化、轻度退化和中度退化，处于重度退化状态的点位包括 JLH-1、JLH-7、QYH-4

和 SH-1；水文水质状况主要处于轻度退化和中度退化，处于极度退化状态的点位包

括 YH-2、TH-1、BH-1、HHH-1、QYH-1、TDH-1、XWH-1、XJH-1 和 SJH-3；生

物状况处于中度退化状态的点位占总点位数的 60%，其中极度退化点位主要是河道

断流造成，处于重度退化点位主要分布在 DSH-2、HCH-1、HJH-3、QYH-1/2/3、SHH-1、

SJH-3、SXH-1、TDH-1、XHH-2、XWH-1 和 YH-3/5；河流功能状况主要处于中度

退化和重度退化，处于极度退化状态的点位为 XJH-1。 

3.6 河流受损类型确定 

3.6.1 河流水生态系统类型划分——以淮河（河南段）为例 

在建设有水文站点的 14 条河流 30 个水文站点的仅有部分水文站点与本研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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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点位对应，因此，研究区域内其余河流及未对应点位的生态需水保证率，采用类

比分析法，针对本研究中其余未设置水文站点的调研河流及其调研点位进行生态需

水保证率、洪枯比和断流频率的计算。  

生态需水保证率在 50%以下或断流频率在 40%以上或洪枯比在 5 以上的河流包

括索河（SH-1、SH-2、SH-3）、索须河（SXH-1）、八里河（BLH-1）、小蒋河（XJH-1）、

铁底河（TDH-1）、小温河（XWH-1）、包河（BH-1、BH-2）、大沙河（DSH-1、

DSH-2）、黑茨河（HCH-1、HCH-2、HCH-3）、清潩河（QYH-1）、颍河（YH-2、

YH-3、YH-4、YH-5、YH-6、YH-7）、汾河（FH-1、FH-2）、汾泉河（FQH-1）、

小洪河（XHH-1、XHH-2）、浍河（HHH-1、HHH-2、HHH-3）、沱河（TH-1、TH-2）、

涡河（WH-1、WH-2、WH-3）等河流，这些河流属于极端型流态河流。其他的为正

常流态型河流。淮河流域（河南段）的不同类型河流生态系统分类情况如图 3.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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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河南省淮河流域不同河流生态系统分类  

由图 3.6-1 可以看出，属于极端流态河流生态系统的河段共 36 个，占 83 个调

研河段的 43.37%，这些河段主要分布在郑州地区的索河、索须河，周口、商丘的涡

河、包浍河水系和许昌地区的颍河；其他河段均属于正常流态生态系统类型，占调

研河段的 56.63%。 

3.6.2 河流受损类型划分 

根据导则中的河流受损类型划分方法，在正常流态下，存在 7 种河流受损类型，

在极端六台下，存在 15 种河流受损类型（表 3.6-1） 

表 3.6-1 河流受损类型 

河 流

类型 
受损类型  

说明（q：受损因子的平均评价指数，

P:河流的综合受损指数）  

正常

流态

型河

流 

栖息地破坏型  q 栖息地>P，q 水质<P，q 生物<P 

水质污染型  q 水质>P，q 栖息地<P，q 生物<P 

生物受损型  q 生物>P，q 水质<P，q 栖息地<P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复合型  q 栖息地>P，q 水质>P，q 生物<P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q 生物>P，q 水质>P，q 栖息地<P 

栖息地破坏-生物受损复合型  q 栖息地>P，q 生物>P，q 水质<P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生物受损复合型  q 栖息地>P，q 生物>P，q 水质>P 

极端

流态

型河

流 

生态基流匮乏型  q 水量>P，q 水质<P，q 栖息地<P，q 生物<P 

栖息地破坏型  q 栖息地>P，q 水量<P，q 水质<P，q 生物<P 

水质污染型  q 水质>P，q 栖息地<P，q 水量<P，q 生物<P 

生物受损型  q 生物>P，q 栖息地<P，q 水量<P，q 水质<P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复合型  q 水量>P，q 栖息地>P，q 水质<P，q 生物<P 

生态基流匮乏-水质污染复合型  q 水量>P，q 水质>P，q 栖息地<P，q 生物<P 

生态基流匮乏-生物受损复合型  q 水量>P，q 生物>P，q 水质<P，q 栖息地<P 

栖息地破坏-水质污染复合型  q 栖息地>P，q 水质>P，q 水量<P，q 生物<P 

栖息地破坏-生物受损复合型  q 栖息地>P，q 生物>P，q 水量<P，q 水质<P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q 水质>P，q 生物>P，q 水量<P，q 栖息地<P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水质污染复合型  q 水量>P，q 栖息地>P，q 水质>P，q 生物<P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生物受损复合型  q 水量>P，q 栖息地>P，q 生物>P，q 水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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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基流匮乏-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q 水量>P，q 水质>P，q 生物>P，q 栖息地<P 

栖息地破坏-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复合型  q 栖息地>P，q 水质>P，q 生物>P，q 水量<P 

生态基流匮乏-栖息地破坏 -水质污染 -生物受

损复合型  
q 水质>P，q 生物>P，q 水量>P，q 栖息地>P 

 

3.7 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 

3.7.1 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构建  

3.7.1.1 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初建  

通过国内外关于河流生态系统退化、健康评估和修复等方面的研究，影响河流

水生态系统的因素主要包括河流形态、水文水质、水生生物、河流功能和社会经济

管理等。每一类影响因素又包含若干个影响子因素。根据指标体系构建原则，通过

频度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建成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侯选库，共 19 个指

标，如表 3.7-1 所示。 

表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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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源污染强度（X16） 

城镇化水平（X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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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  
污水处理率（X18）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X19） 

在指标体系构建时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指标有明确的含义，且具备一定的科学内涵，指标体系的

建立能够科学的判定河流生态修复阈值；  

（2）整体性与代表性原则：河流生态系统是与河流地貌、水文水质状况、水

生生境等相关的复合系统，其指标体系要能够全面地反应河流修复的各个方面；同

时影响河流修复的每个要素里包含众多子要素，因此选取的指标要具有代表性；  

（3）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为保证界定出阈值的可操作和推广实用，指标

要简化，方法尽量简单、指标数据要可测量，同时自然属性的表征指标要可修复；  

（4）河流修复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原则：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河流生态

修复阈值的确定，需要与河流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3.7.1.2 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的筛选——以淮河（河南段）为例 

（1）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自然属性指标确定  

在河流受损程度诊断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贡献率，并据

其大小得到淮河流域（河南段）河流受损关键因子。根据河流受损关键因子对自然

属性的指标进行初步筛选。淮河流域（河南段）河流受损关键因子如表 3.7-2 和表

3.7-3 所示。 

表 3.7-2 淮河流域（河南段）正常流态河流受损关键因子  

序

号 
准则层 指标层 

极度退

化占比
(%) 

重度退

化占比
(%) 

中度退

化占比
(%) 

轻度退

化占比
(%) 

未退化

退化占

比(%) 

1 地形 

地貌 

纵向生态隔离度  14.89  12.77  19.15  10.64  42.55  

2 河流改造程度  0.00  8.51  12.77  21.28  57.45  

3 

水文 

水质 

氨氮 31.91  14.89  10.64  8.51  34.04  

4 TP 61.70  8.51  12.77  6.38  10.64  

5 浊度 36.17  8.51  4.26  2.13  46.81  

6 底泥有机质  29.79  12.77  8.51  2.13  46.81  

7 
水生 

生物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  0.00  19.15  76.60  4.26  0.00  

8 固着藻类多样性指数  0.00  8.51  82.98  8.51  0.00  

9 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44.68  10.64  27.66  12.77  4.26  

10 
河流 

功能 
栖息地质量  0.00  19.15  68.09  10.6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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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3 淮河流域（河南段）极端流态河流受损关键因子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极度退

化占比

（%） 

重度退

化占比

（%） 

中度退

化占比

（%） 

轻度退

化占比

（%） 

未退化

占比

（%） 

1 
地形 

地貌 

纵向生态隔离度  11.11 5.56 22.22 33.33 27.78 

2 河流蜿蜒度 2.78 77.78 19.44 0.00 0.00 

3 河流改造程度  0.00 0.00 11.11 11.11 77.78 

4 

水文 

水质 

生态需水保证率  86.11 11.11 2.78 0.00 0.00 

5 断流频率 52.78 8.33 13.89 16.67 8.33 

6 COD 36.11 19.44 27.78 5.56 11.11 

7 氨氮 50.00 2.78 0.00 8.33 38.89 

8 TP 77.78 5.56 11.11 2.78 2.78 

9 浊度 25.00 8.33 8.33 8.33 50.00 

10 底泥有机质  36.11 19.44 13.89 2.78 27.78 

11 河流功能  栖息地质量  2.78 13.89 58.33 25.00 0.00 

从表 3.7-2 和表 3.7-3 中可看出，河流受损关键因子在四个准则层有涉及。  

其中河流形态中主要是纵向生态隔离度、河流改造程度、河流蜿蜒度为主导退

化因子，纵向生态隔离度作为主导退化因子是由于流域内河流上闸坝数量多，对河

流连通性产生了阻碍，这也是淮河流域的特点，因此，在河流生态修复时对河流连

通性需进行考虑；河流改造程度为是表征河道状况的指标，河流改造程度的大小对

河流生态系统的具有较大影响。河流蜿蜒度是河流地貌形状的主要指标，适度的蜿

蜒性，不能够改善栖息地的条件，而且有利用维持河道侧向稳定性，因此地貌状况

以纵向生态隔离度、河流改造程度、河流蜿蜒度作为表征指标。 

水文水质中的水质指标和底泥已在阈值初步构建指标体系中，关于水文指标，

由于生态需水保证率和断流频率均是影响河流生态系统的主导因子，因此阈值指标

体系中该类指标均同样作为水文的表征指标；结合水质的主导退化因子，将 COD、

氨氮、TP、浊度和底泥有机质作为修复阈值指标体系的表征指标。因此水文水质状

况的表征指标为生态需水保证率、断流频率、水体中 COD、氨氮、TP、浊度和底泥

中有机质。 

其中水生生物准则层中正常流态河流生态系统以浮游动物、固着藻类和底栖动

物为主导退化因子，考虑到生物状况受河流形态、水文水质和河流功能的影响，是

水生态系统状况好坏的表征指标，但开展河流生态修复不仅仅只考虑河流形态、水

文水质以及栖息地等的修复，也同时应考虑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修复，因此阈值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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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水生生物指标应考虑底栖动物，同退化指标体系相同，采用底栖动物多样性

作为指标表征。 

河流功能状况中栖息地质量为主导退化因子，栖息地质量直接表征河流生态系

统状况，同时该指标又是可修复的，栖息地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河流水生生物状

况，因此，修复阈值指标体系中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正常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中自然属性指标包含 8

项，包括河流形态中纵向生态隔离度、河流改造程度 2 项指标；水文水质状况中氨

氮、TP、浊度和底泥有机质 4 项指标；水生生物中底栖动物多样性 1 项指标；河流

功能中栖息地质量 1 项指标。极端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中自然属性

指标包含 11 项，包括河流形态中纵向生态隔离度、河流蜿蜒度和河流改造程度 3

项指标；水文水质中生态需水保证率、断流频率、COD、氨氮、TP、浊度和底泥有

机质 7 项指标；河流功能中栖息地质量 1 项指标。 

（2）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社会经济属性指标确定  

通过对 30 篇与水生态修复相关的文献研究。如：水生态健康评估、河流栖息

地评价、河流水生态修复评估等涉及到建立河流水生态修复阈值定指标体系的相关

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将文献中出现的指标进行了统计，关于社会状况、经济状况及

环境管理的表征指标有 26 个，主要包括社会发展（人口、城市化等）、经济发展（GDP

增长、各产业用水）；以及环境管理（污染排放管理、环境保护管理）等。考虑到

河流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原则，在开展河流自然属性修复的基础上，修复

的投资，修复的需求等需要与社会经济发展及环境管理需求相适应。  

社会状况指标 

社会状况指标共涉及 4 个指标，集水区人口密度和人类活动强度指标含义类似，

人类活动对河流生态系统都会产生影响，人口密度越大，活动越强，则对河流生态

系统影响会越大；人口自然增长率与集水区人口密度指标有所重复，区域的人口增

长率越快，则会导致区域人口密度越大，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越大；河岸带土地利

用类型同样也对河流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土地类型受人类影响越大，则对河流生态

系统干扰越强。基于整体性原则，剔除指标含义相近的人类活动强度和人口自然增

长率，本研究选取集水区人口密度、河岸带土地利用类型两个指标表征社会约束性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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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指标 

二是经济状况指标，共涉及 13 个指标，其中频度最高的为单位 GDP 用水量/

单位 GDP 水耗，单位 GDP 用水量/耗水量越多，则河流生态系统自身所留水量将越

少，对河流生态系统则有巨大影响，这也表明用水量对河流生态修复有很强的影响；

其次为面源污染强度，面源污染强度主要是农田化肥、农药等的施用量对河流生态

系统的影响，农田化肥、农药等施用量越高，则由此产生面源污染的可能性越大，

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也会越严重；工业用水重复率、居民生活用水重复率、三产

用水比例、国民经济取水率、水电开发利用率和污染物排放强度出现频度较低，用

水重复利用率越高，则开发利用河流水量将会越少，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将越小；

污染物排放强度一般指单位工业增加值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即单位工业增加值水污

染物排放量越少，则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越小；人均 GDP、城市化水平，水资源费

收取率和吨水价格则是间接影响河流生态状况的指标，但该类直接影响河流生态系

统修复的指标，如若区域的经济发展未达到一定的水平，则也没有经济实力开展河

流生态修复工程；此外，区域城市化水平越高，则人们对水体环境的要求也越高，

开展河流生态修复的需求也会越强烈，因此，城市化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河流

生态系统的修复。 

单位 GDP 用水量也是直接影响河流生态系统修复的指标，因此，修复阈值指标

体系应给予考虑；面源污染强度直接影响河流生态系统，因此可作为修复阈值指标。

人均 GDP 和城市化水平影响河流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因此，本研究选取单位 GDP

用水量、面源污染强度、人均 GDP 和城市化水平作为表征经济约束性的指标。  

环境管理指标 

三是环境管理指标，主要是政府部门对河流共涉及污水处理率、河流生态系统

管理水平等 9 项指标，其中河流生态系统的管理水平、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的比例

直接影响开展河流生态修复的能力；其余指标污水处理率的高低、重点污染源在线

监控率、排污许可证发放率、环评执行率、环境案件落实率等都是基于环境保护开

展的环境管理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河流生态系统上产生影响。根

据相关研究其中污水处理率的高低与河流水环境状况有明显的相关性，污水处理后

排放，污染物浓度降低，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较小，如若未处理排放，则高浓度的

污染物对河流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对河流生物有致命的危害。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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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选取污水处理率和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的比例作为环境管理指标。 

综合上述分析，河流生态修复阈值确定时需要考虑河流自然属性指标、社会经

济和环境管理属性两大方面，其中自然属性方面包含是地貌状况、水文水质状况指

标、指标、生物状况和河流功能状况指标，社会经济属性方面主要包括社会状况、

经济状况和环境管理三大方面的指标。不同类型河流生态修复阈值指标体系初选指

标如下表 3.7-4 和表 3.3-5 所示。 

表 3.7-4 正常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素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方法  

河流生

态修复

阈值 

自然属性

约束因子  

河流形态 
纵向生态隔离度（X1）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河流改造程度（X2）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水文致死 
水质：氨氮、TP、浊度（X3~X5）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底泥有机质（X6）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水生生物 底栖动物多样性（X7）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河流功能 栖息地质量（X8）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社会经济

属性约束

因子 

社会状况 

集水区人口密度（X9） 
集水区每平方千米上所居住的人

口数 

河岸带土地利用类型（X10） 
河流集水区绿地（农田、林地和

草地）的面积比例  

经济发展 

单位 GDP 用水量（X11） 用水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面源污染强度（X12） 
以化肥施用量表征，单位面积施

用的化肥重量  

城市化水平（X13） 
大、中、小城镇中的人口数量占

城乡总人口的比例  

环境管理 

污水处理率（X14） 
区域处理的污水量占排放的污水

量的比例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X15） 
环境保护投资总值占当年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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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5 极端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素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方法  

河流生

态修复

阈值 

自然属

性约束

因子 

河流形态 

纵向生态隔离度（X1）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河流蜿蜒度（X2）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河流改造程度（X3）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水文水质 

生态需水保证率（X4）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断流频率（X5）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水质：COD、氨氮、TP、浊度

（X6~X9）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底泥有机质（X10）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河流功能 栖息地质量（X11） 同受损诊断指标体系解释  

社会经

济属性

约束因

子 

社会状况 
集水区人口密度（X12） 集水区每平方千米上所居住的人口数  

河岸土地利用类型（X13） 以两岸农田土地利用及营养状况表示  

经济发展 

单位 GDP 用水量（X14） 用水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面源污染强度（X15） 
以化肥施用量表征，单位面积施用的化

肥重量 

城市化水平（X16） 
大、中、小城镇中的人口数量占城乡总

人口的比例  

环境管理 

污水处理率（X17） 
区域处理的污水量占排放的污水量的

比例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X18） 
环境保护投资总值占当年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重 

3.7.1.3 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优化——以淮河（河南段）为例 

在上述指标体系初筛的基础上，以全面性、科学性、独立性和代表性原则进行

初选指标的优化，分别利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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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修复阈值指标体系，最

终完成修复阈值指标体系构建。  

本案例中利用 SPSS 软件实现初选评价指标的相关分析。指标间的相关程度用

相关系数 r 的绝对值表示，其值越接近 1，表明两个指标的相关程度越高，其绝对

值越接近于 0，表明两个指标的相关程度越低。采用标准化后的各指标数值进行相

关分析。 

标准化处理方法采用最大值-最小值法（ )()(X minmaxminij iiiij XXXX 


），根

据指标选取原则，选取综合性、独立性、代表性强的指标作为最终的修复阈值评价

指标。依据图 3.7-1 和 3.7-2 指标相关分析显示结果，对各指标进行筛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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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 正常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指标相关性分析  

 

图 3.7-2 极端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指标相关性分析  

正常流态 15 个指标中，相关系数均小于 0.5，说明各个指标的独立性较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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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正常流态修复阈值指标体系中 15 个指标均予以保留；关于极端流态 18 个指标中，

水质指标（COD、氨氮、TP、浊度和有机质）相关系数均大于 0.6 以上，单位 GDP

用水量与环保投资占 GDP 比例和污水处理率与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相关系数大

于 0.5 以上，其余指标间均相对较为独立。分析水质指标，其中 COD 表征水体受到

的有机污染程度，氨氮和 TP 则表征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浊度为水体的感官指标，

浊度越高，则影响植物等的光合作用，底泥有机质则是表征底泥受污染的程度，因

此，本研究中水质指标中 COD、氨氮、浊度和有机质予以保留。分析单位 GDP 用

水量、环保投资占 GDP 比例和污水处理率三个指标，其中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

与其他两个指标的相关性均较高，因此，将此指标剔除。  

综合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正常流态河流生态系统将参与客观分析的 15 个指标

全部作为修复阈值指标体系的指标；极端流态河流生态系统将 TP、环保投资占 GDP

比例在外的其余 16 个指标作为指标体系的构建指标。  

3.7.1.4 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构建——以淮河（河南段）为例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理论分析和客观分析法，最终构建正常流态和极端流态生态

系统的修复阈值指标体系，见表 3.7-8 和 3.7-9 所示。 

表3.7-8 正常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辨识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素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正常流态河

流生态修复

阈值辨识指

标体系 

自然属性 

约束因子 

河流形态状况 

纵向生态隔离度  

河流改造程度  

氨氮 

总磷 

浊度 

底泥有机质  

水生生物状况  底栖动物多样性  

河流功能状况  栖息地质量  

社会经济属

性约束因子  

社会状况  
集水区人口密度  

河岸带土地利用类型  

经济状况  

单位 GDP 用水量 

面源污染强度  

城镇化水平  

环境管理  
污水处理率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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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9 极端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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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蜿蜒度  

河流改造程度  

水文水质状况  

生态需水保证率  

断流频率 

氨氮 

化学需氧量  

浊度 

底泥有机质  

河流功能状况  栖息地质量  

社会经济属

性约束因子  

社会状况  
集水区人口密度  

河岸带土地利用类型  

经济状况  

单位 GDP 用水量 

面源污染强度  

城镇化水平  

环境管理  污水处理率  

3.7.2 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计算方法——以淮河（河南段）为例 

本研究在上述修复阈值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开展河流生

态修复能力计算，并确定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范围，进行修复等级划分。  

3.7.2.1 河流生态修复阈值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参照导则中的规定对河流生态修复阈值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3.7.2.2 主成分分析及权重确定 

采用 SPSS 软件实现主成分分析，对不同类型河流生态系统指标体系主成分分

析和权重确定，采用 SPSS 软件的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附表 3.7-8 中的各指标标准化

后的数据（正常流态河流）进行主成分分析，其输出结果见表 3.7-10~3.7-11 所示。 

表3.7-10 主成分的特征根及相应的贡献率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总的方差贡献率）  

Component

（主成分）  
Initial Eigenvalues（初始特征根）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被提取的载荷的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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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总

特征值） 

% of Variance

（方差贡献

度） 

Cumulative % 

（累计方差贡

献度） 

Total（总

特征值） 

% of Variance

（方差贡献

度） 

Cumulative % 

（累计方差贡

献度） 

1 2.485 16.565 16.565 2.485 16.565 16.565 

2 2.071 13.808 30.373 2.071 13.808 30.373 

3 1.711 11.409 41.783 1.711 11.409 41.783 

4 1.447 9.645 51.428 1.447 9.645 51.428 

5 1.183 7.890 59.318 1.183 7.890 59.318 

6 0.924 6.163 65.481    

7 0.895 5.965 71.445    

8 0.814 5.430 76.875    

9 0.797 5.311 82.187    

10 0.673 4.483 86.670    

11 0.526 3.505 90.175    

12 0.479 3.191 93.366    

13 0.412 2.745 96.111    

14 0.358 2.385 98.496    

15 0.226 1.504 100.000    

 

由表 3.7-10 中主成分的特征根和相应的贡献率可知，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为

2.485，占特征向量总和的 16.565%，累计贡献率为 16.565%；第二主成分的特征根

为 2.071，占特征根总和的 13.808%，累计贡献率为 30.373%，其余类似。表中右侧

共划分了 5 个主成分，其累计贡献率为 59.318%，基本上可以表示 15 个评价指标的

信息。 

表3.7-11 正常流态提取各主成分的特征向量  

 Component Matrixa（成分矩阵）  

 Component（主成分）  

 1 2 3 4 5 

X1（纵向生态隔离度）  0.003 0.746 -0.260 0.110 -0.166 

X2（河流改造程度）  -0.413 0.272 -0.344 0.379 0.409 

X3（氨氮） 0.136 0.270 0.568 0.066 -0.085 

X4（TP） 0.331 0.445 0.448 -0.172 0.290 

X5（浊度） -0.226 -0.269 0.252 -0.104 0.548 

X6（有机质）  0.562 0.368 0.178 -0.226 0.356 

X7（底栖动物种类数）  0.037 0.018 0.519 0.494 -0.295 

X8（栖息地质量）  -0.466 0.388 0.169 0.276 0.060 

X9（集水区人口密度）  0.606 0.442 -0.042 -0.112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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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0（河岸带土地利用类型）  0.556 -0.351 0.102 0.076 -0.384 

X11（单位 GDP 用水量） -0.613 -0.248 0.232 -0.168 0.072 

X12（城市化水平）  0.082 0.022 -0.568 -0.356 0.042 

X13（面源污染强度）  -0.027 -0.239 0.220 -0.669 -0.062 

X14（污水处理率）  0.620 -0.295 -0.391 0.313 0.105 

X15（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 0.396 -0.535 0.140 0.397 0.448 

 

表 3.7-11 为提取的 5 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主要

包含了纵向生态隔离度、河流改造程度、栖息地质量、集水区人口密度、河岸土地

利用类型、面源污染强度和污水处理率 7 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第二个主成分主要

包含了纵向生态隔离度和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 2 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第三个主

成分主要包含了氨氮、TP、底栖动物种类数和城市化水平 4 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

第四个主成分主要包含了面源污染强度的大部分信息，第五个主成分包含了污水处

理率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第六个主成分包含了浊度指标的大部分信息。  

（1）各个主成分的表达式确定  

由上表可知，各个指标对应各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与各个指标的标准化数据即

为其对应主成的表达式，5 个主成分计算结果分别用 Yij 表示，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m

i

ijij xw
1

ijY （j=1、2、 ……、5） 

计算各调查点位对应各个主成分的评价结果，以第一个主成分数值的计算表达

式为例列举： 

Y 正常 11=0.003x1-0.413x2+0.136x3+0.331x4-0.226x5+0.562x6+0.037x7-0.466x8 

+0.606x9+0.556x10-0.613x11+0.082x12-0.027x13+0.620x14-0.396x15 

其余 4 个主成分数值的计算表达式中各指标的系数如表 6.4-3 中第二主成分中

各个指标对应的特征向量，在此不再一一列举计算式。  

（2）各个主成分的权重确定  

各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即为各个主成分的权重见下表 3.7-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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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12 各主成分贡献率 

主成分 y1 y2 y3 y4 y5 

贡献率 

（权重）  
0.279 0.233 0.192 0.163 0.133 

 

采用综合指数法 



m

i

ijQ
1

ijyj YW （Qij为评价河流的修复需求度综合指数，Wj

为第j个主成分的权重，n为主成分的个数）计算各个调查点位的评价结果，计算公

式为： 

Q=0.279Yi1+0.233Yi2+0.192Yi3+0.163Yi4+0.133Yi5 

采取同样的方法计算极端流态各个点位的评价结果，计算公式为： 

Q极端=0.382Yi1+0.210Yi2+0.148Yi3+0.142Yi4+0.118Yi5 

3.7.2.3 河流生态修复阈值范围确定  

（1）正常流态型河流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分别计算淮河流域（河南段）正常流态河流丰、平、枯三

个水期 138 个调查点位的修复需求度综合指数（即河流生态修复阈值），并对评价

结果结果进行排序，结果见图 3.7-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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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3 正常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结果范围图  

 

由上图 3.7-3 可知，138 个调查点位的生态修复阈值范围分-0.290~0.931 之间。

其中以丰水期 JLH-3 综合计算结果值最高，为 0.931，以枯水期 SYH-4 修复能力最

低，为-0.290。在此采用上述方法计算正常流态河流生态系统 46 个需修复点位丰、

平、枯三水期的综合修复能力值。  

以三水期综合结果来看，以 JLH-3 修复需求能力最高，为 0.849，以 SYH-4 修

复能力最低，为-0.093。其中 1 个点位的修复能力大于 0.8，占需修复正常流态河流

生态系统调查点位的 2.17%，主要为贾鲁河上游段（JLH-3），2 个调查点位的计算

结果分布在 0.6~0.8 之间，占总数的 4.35%，主要为清潩河中上游（QYH-3）、贾鲁

河上游段（JLH-2）；4 个点位的修复能力分布在 0.4~0.6 之间，占总数的 8.70%，

主要为清潩河上游段（QYH-2）；惠济河上游（HJH-1）、贾鲁河上游（JLH-1）和

双洎河中游段（SJH-2），17 个点位的修复能力分布在 0.2~0.4 之间，占总断面数的

36.96%；16 个点位的修复能力低于 0.2，占总数的 34.78%，6 个点位的计算结果小

于 0，这些点位主要分布在贾鲁河扶沟段（JLH-6）、沙河下游（SHH-7）、沙颍河

中下游（SYH-2/3/4）（沈丘段）和淮河干流下游（HG-4）。 

（2）极端流态型河流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分别计算淮河流域（河南段）极端流态河流丰、平、枯三

个水期 108 个调查点位修复能力评价值，并对评价结果结果进行排序，结果见图 3.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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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4 极端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结果范围图  

由上图 3.7-4 可知，108 个调查点位的生态修复阈值范围分 0.103~2.321 之间。

其中以平水期 QYH-1 综合计算结果值最高，为 2.321，以丰水期 XHH-2 修复能力最

低，为 0.103。在此采用上述方法计算极端流态河流生态系统 36 个需修复点位丰、

平、枯三水期的综合修复能力值。  

以三水期综合结果来看，其中以小温河（XWH-1）修复能力最高，为 1.906，

以小洪河（XHH-2）修复能力最低，仅为 0.147。其中 8 个点位的修复综合计算结果

大于 1，占总数的 22.22%，主要为小温河、颍河上游（YH-2）、铁底河、小蒋河、

索河、包河等河流或河段；6 个点位的修复综合计算结果分布在 0.8~1.0 之间，占总

断面数的 16.67%，主要分布在索河上游（SH-1、SH-2）、清潩河上游（QYH-1）、

颍河（YH-3、YH-7）和浍河下游（HHH-1），12 个点位的修复综合计算结果分布

在 0.5~0.8 之间，占总断面数的 33.33%；11 个点位的修复综合计算结果分布在 0.0~0.5

之间，占总断面数的 30.56%，主要是小洪河、黑茨河中下游、颍河下游（YH-6）、

汾泉河、涡河（WH-1、WH-3）、八里河等河流或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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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河流生态修复等级划分 

3.8.1 河流修复等级说明 

现有学者针对河流生态修复的措施和方法有不同的看法，其中董哲仁提出在河

流生态修复中划分为保护、被动恢复和主动修复。保护是指如果一条河流生态系统

的功能尚未被破坏，那么其首要目标是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主要是生物保护区、

河岸带植被和水生物系统这些特殊目标的保护。被动恢复，又称自然恢复，是指停

止或者减少引起河流生态退化的人类活动。实质上，被动恢复主要依靠生态系统的

自设计、自组织、自我修复和自净能力，达到生态恢复的目标，其要求对人类行为

进行适当的调整，减少污水排放，扩大河岸带禁养区宽度等。被动恢复需要与管理

措施相结合。主动恢复是河流生态系统退化到一定程度，难以通过被动恢复向良性

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不同程度的人工干预措施，结合生态系统的自

我恢复能力，实现生态修复的目标。  

根据上述关于河流修复的程度划分，结合后本研究目的，主要是针对退化的河

流生态系统，确定哪些河流需要开展人工措施干预的修复以及其修复程度，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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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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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河流修复等级标准确定——以淮河（河南段）为例 

（1）正常流态河流修复等级标准确定  

根据上述不同类型河流修复综合计算结果，对正常流态河流生态系统 138 组数

据的计算结果进行趋势统计，将其突变的点位作为修复阈值等级的划分，以此获得

正常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等级划分结果见图 3.8-1 和表 3.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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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1 正常流态河流生态系统修复阈值范围  

表 3.8-1 正常流态河流修复阈值等级划分标准表  

修复阈值等级  ≥0.486 [0.277，0.486） [-0.084，0.277） <-0.084 

修复等级  强度干预修复  中度干预修复  轻度干预修复  
减轻干扰、自然

恢复 

 

（2）极端流态河流修复等级标准确定  

根据上述极端流态河流修复综合计算结果，对极端流态河流生态系统 108 组数

据的计算结果进行趋势统计，将其突变的点位作为修复阈值等级的划分，以此获得

极端流态河流生态修复阈值等级划分结果见图 3.8-2 和表 3.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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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2 极端流态河流生态系统修复阈值范围  

表 3.8-2 极端流态河流修复阈值等级划分标准表  

修复阈值等级  ≥1.738 [0.898，1.738） [0.232，0.898） <0.232 

修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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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河流修复等级划分——以淮河（河南段）为例 

3.8.3.1 正常流态河流修复等级划分  

根据不同类型河流修复阈值等级分级结果，对正常流态 46 个点位的三水期综合

结果进行修复等级划分，具体结果见表 3.8-3 所示。 

表 3.8-3 正常流态河流生态系统修复等级划分  

修复等级  点位数量  调查点位  

强度干预修复  5 贾鲁河（JLH-2、JLH-3）、清潩河（QYH-2、QYH-3）、惠济河（HJH-1） 

中度干预修复  11 

贾鲁河（JLH-1、JLH-4）、双洎河（SJH-1、SJH-2、SJH-3）、沙

河（SHH-3）、惠济河（HJH-3）、浉河（SSH-2）、清潩河（QYH-5）、

颍河（YH-1）、史灌河（SGH-1） 

轻度干预修复  29 

北汝河（BRH-2、BRH-3、BRH-4）、淮干（HG-1、HG-2、HG-3、
HG-4）、沙河（SHH-1、SHH-2、SHH-4、SHH-5、SHH-6、SHH-7、

SHH-8）、史灌河（SGH-2、SGH-3）、清潩河（QYH-4、QYH-6）、

贾鲁河（JLH-5、JLH-6、JLH-7、JLH-8、JLH-9）、沙颍河（SYH-1、

SYH-2、SYH-3）、浉河（SSH-1）、惠济河（HJH-2）、潢河（HH-1） 

减轻干扰、自然

恢复 
1 沙颍河（SY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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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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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调查区域河流修复等级划分可知，强度干预修复的河流点位为 5 个，占总点

位数的 10.87%，主要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郑州，许昌地市的贾鲁河上游、清潩河中

游和惠济河上游等河流或河段，根据退化部分河流退化类型划分，全部归属于水质

污染型，该类河流水环境状况及生物多样性较低，且地区对河流生态修复需求强烈，

因此，此类河流需开展重度干预修复。  

中度干预修复的河流点位为 11 个，占总点位数的 23.91%，主要为贾鲁河中上

游（中牟段）、双洎河、沙河中上游（SHH-3）、惠济河（HJH-3）、清潩河下游（QYH-5）、

颍河上游（YH-1）、浉河下游和史灌河上游（SGH-1）等河流或河段，该类河流基

本上为中度退化状态，归属于栖息地破坏型河流生态系统，同时该类河流所在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可根据区域情况，适度的开展人工措施进行河流生态修复

工作。 

轻度干预修复的河流点位为 29 个，占总数的 63.04%，主要是北汝河、淮干、

沙河、史灌河下游、清潩河下游、贾鲁河中下游、沙颍河、浉河上游、惠济河中游

和潢河河流或河段，该类河流生态系统退化程度相对较轻，基本上为生物退化型或

轻度栖息地破坏型，且河流所在区域对此类河流并未有明显的生态修复需求，因此，

可根据河流退化程度，进行轻度干预修复。  

减轻干扰、自然恢复的河流点位为 1 个，为沙颍河下游（SYH-4），由于河段

整体状况相对较好，且区域修复需求不强烈，此河段暂不考虑进行人工干预修复，

可通过加强环境监管或者减少人为干扰活动，使河流自行恢复。  

3.8.3.2 极端流态河流修复等级划分  

根据不同类型河流修复阈值等级分级结果，对极端流态 36 个点位的三水期综合

结果进行修复等级划分，具体结果见表 3.8-4 所示。 

 

 

 

 

 



49 

 

表 3.8-4 极端流态河流生态系统修复等级划分  

修复等级  点位数量 调查点位 

强度干预修复  3 小温河（XWH-1）、颍河（YH-2）、铁底河（TDH-1） 

中度干预修复  8 
小蒋河（XJH-1）、沱河（TH-1）、包河（BH-1、BH-2）、索

河（SH-1、SH-2、SH-3）、颍河（YH-3） 

轻度干预修复  21 

颍河（YH-4、YH-5、YH-6、YH-7）、清潩河（QYH-1）、浍

河（HHH-1、HHH-2、HHH-3）、大沙河（DSH-1、DSH-2）、

沱河（TH-2）、索须河（SXH-1、SXH-2）、黑茨河（HCH-1）、

涡河（WH-2、WH-3）、汾泉河（FH-1、FH-2、FQH-1）、八

里河（BLH-1）、小洪河（XHH-1） 

减轻干扰、自

然恢复 
4 黑茨河（HCH-2、HCH-3）、涡河（WH-1）、小洪河（XHH-2） 

 

由调查区域河流修复等级划分可知，强度干预修复的河流点位为 3 个，占总点

位数的 8.33%，主要分布在小温河、铁底河和颍河（YH-2），该类河流生态基流严

重匮乏，基本上呈常年断流状态，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已经严重破坏，亟需

开展生态修复恢复其结构和功能。  

中度修复的河流点位为 8 个，占总数的 22.22%，主要为小蒋河、沱河（TH-1）、

包河（BH-1/2）、颍河中游（YH-3）和索河（SH-1、 SH-2、SH-3）等河流或河段，

该类河流较小蒋河等河流略好，虽然流量缺乏，但是尚有一定的流量，但该类河流

水体污染，需要适度的通过人工措施开展河流生态修复工作。  

轻度干预修复的河流点位为 21 个，占总数的 58.33%，主要是颍河、清潩河上

游、索河上游、浍河、大沙河、索须河、黑茨河和涡河、汾泉河等河流或河段，该

类河流生态系统退化程度相对较轻，主要为栖息地破坏导致，且区域对河流的开发

需求不强烈，因此可轻微开展河流生态修复。  

减轻干扰、自然恢复的河流点位为 4 个，占总数的 11.11%，主要为黑茨河下游、

涡河上游和小洪河下游。该类河流修复需求不强烈，同时河流退化程度较轻，因此

针对此类河流，可通过减轻人为干扰，使河流生态系统自行恢复。  



50 

 

 

图 3.8-3 研究区域河流生态修复等级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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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河流生态修复措施与模式——以淮河（河南段）为例 

3.9.1 正常流态型河流生态系统修复措施与模式 

在淮河流域（河南段）正常流态型河流生态系统调查的 46 个点位中，根据修复

等级划分，需进行强度干预修复的河段有 5 个，需中度干预修复的河段有 11 个，需

轻度干预修复的河段有 29 个，需减轻干扰、自然恢复的河段有 1 个。本案例介绍了

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生态修复措施设计。 

3.9.1.1 受损程度与类型划分 

正常流态类型河流中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主要包括贾鲁河、清潩河、惠济

河等 3 条河流的 5 个河段，根据受损程度诊断和受损类型分析结果（表 3.9-1），

该类型河流中重度受损河段有 1 个，为清潩河（QYH-3）；中度受损河段有 4 个，

分布在惠济河（HJH-1）、贾鲁河（JLH-2、JLH-3）、清潩河（QYH-2）。清潩

河（QYH-3）为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型，惠济河（HJH-1）为水质污染-栖息地破

坏型，贾鲁河（JLH-2、JLH-3）、清潩河（QYH-2）为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型。 

表 3.9-1 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类型划分  

河流退化程度  河流受损类型  对应河段 

重度退化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型  清潩河（QYH-3） 

中度退化  
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型  惠济河（HJH-1） 

水质污染-生物受损型  清潩河（QYH-2）、贾鲁河（JLH-2、JLH-3） 

 

3.9.1.2 修复目标确定 

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政府对河段生态修复的强烈需求，以及河南省

河流水功能及水环境功能要求，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生态修复目标如表 3.9-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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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2 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修复目标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修复目标  

1 

河流形态  

纵向生态隔离度  根据规划要求拆除、重建或维持原状  

2 河流蜿蜒度  不降低现有河流蜿蜒度  

3 河流改造程度  维持原状或改善  

4 河岸带稳定性  河岸稳定，无明显侵蚀  

5 河岸带宽度  维持原状或增加河岸带宽度  

6 

水文水质  

水文 
生态需水保证率  ≥80% 

7 断流频率  ≤0.1 

8 

水质 

DO（mg/L） 

根据河段水功能区划和水环境功能区划目

标设定相应的水质目标  

9 COD（mg/L） 

10 NH3-N（mg/L） 

11 TP（mg/L） 

12 浊度（NTU） 

13 底泥 有机质（%） ≤1.39 

14 

水生生物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  ≥3 

15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  ≥3 

16 固着藻类多样性指数  ≥3 

17 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3 

18 
河流功能  

栖息地质量  ≥75 

19 生态景观效应  ≥75 

 

3.9.1.3 修复路线和修复模式构建  

在强度干预修复中除考虑针对主导受损因子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外，也需要

辅助完成其他需修复的环境要素，同时需要考虑修复技术措施的时效性，保证修

复措施能够快速实现河段生态功能的恢复。  

结合河段修复目标和社会需求，各受损河段修复措施设计如下：  

（1）重度受损类型河段 

清潩河（QYH-3）属于水质污染-栖息地破坏严重的河流，可采用强化净化-

栖息地重建模式进行修复。为确保该类型河流水质能够实现快速好转且生态功能

逐步改善，可在陆源控制、底泥疏浚的基础上，实施河道补水和人工湿地修复措

施，实现水质快速好转，同时利用栖息地构建和水生植被恢复，改善栖息地质量，

持续改善水质。 

（2）中度退化类型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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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河（HJH-1）属于以水质污染为主导且栖息地遭到一定度破坏的河流，可

采用强化净化-栖息地修复模式进行修复。为确保河段水质快速好转、生境得到有

效恢复，可在陆源控制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河道补水措施快速改善水质，同时利

用微地形增氧、生态驳岸、水生植被恢复、健康水生态系统构建等技术措施，持

续改善水质，修复栖息地。  

贾鲁河（JLH-2、JLH-3）、清潩河（QYH-2）属于水质受到污染、生物多样

性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的河流，可采用强化净化-生物多样性提高模式进行修复。该

类型河流可在陆源控制的基础上，结合河道补水措施、微地形增氧、生态驳岸、

生态渗滤岛、水生植被恢复实现水质持续稳定改善，同时利用水生生物功能群构

建和食物网构建技术，提高河流的生物多样性。  

结合河流修复技术措施类型及适用性，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的修复措施的

选择和相应的修复模式如下表 3.9-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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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3 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生态修复措施及修复模式 

序

号 
修复等级 受损程度 受损类型 修复河段 

主要解决的 

生态问题 
适用的修复措施 

修复 

模式 

1 

强度干预修

复 

重度退化 
水质污染-栖息

地破坏 
清潩河（QYH-3） 

水质污染； 

栖息地破坏； 

水质：B-1，B-2，B-3，B-4，

B-5，D-1； 

生境：C-3，C-4； 

强化净化-

栖息地重建

模式 

2 

中度退化 

水质污染-栖息

地破坏型 
惠济河（HJH-1） 

水质污染； 

栖息地质量差； 

水质：B-1，B-2，B-3，B-4； 

生境：C-1，C-4； 

强化净化-

栖息地修复

模式 

3 

水质污染-生物

受损型 

清潩河（QYH-2）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质：B-1，B-2，B-3，B-4； 

生物：D-3，D-4； 强化净化-

生物多样性

提高模式 
4 

贾鲁河（JLH-2、

JLH-3）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降低； 

水质：B-1，B-2，B-3，B-4； 

生物：D-3，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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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极端流态型河流生态系统修复措施与模式 

在淮河流域（河南段）极端流态型河流生态系统调查的 37 个点位中，根据修复

等级划分，需进行强度干预修复的河段有 3 个，需中度干预修复的河段有 8 个，需

轻度干预修复的河段有 21 个，需减轻干扰、自然恢复的河段有 4 个。 

下面的案例介绍了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生态修复措施设计。  

3.9.2.1 受损程度与类型划分 

极端流态类型河流中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主要包括小蒋河、颍河、铁底河等

3 条河流的 3 个河段，根据受损程度诊断和受损类型分析结果（表 3.9-4），该类型

河流中极度受损类型河段有 1 个，为小蒋河（XJH-1）；重度受损类型河段有 2 个，

分布在颍河（YH-2）、铁底河（TDH-1）。 

表 3.9-4 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类型划分  

退化程度  河流类型  对应河段  

极度退化 生态基流匮乏复合退化型  小蒋河（XJH-1） 

重度退化  
生态基流匮乏复合退化型  颍河（YH-2） 

水量缺乏-水质污染-生物退化型  铁底河（TDH-1） 

3.9.2.2 修复目标确定 

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河南省河流水功能及水环境功能要求，强度

干预修复等级河流生态修复目标如表 3.9-5 所示。 

表 3.9-5 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修复目标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修复目标  

1 

地貌状况  

纵向生态隔离度  
根据修复措施设计，增加闸坝调控措施或

维持原状  

2 河流蜿蜒度  不降低现有河流蜿蜒度  

3 河流改造程度  维持原状或改善  

4 河岸带稳定性  河岸稳定，无明显侵蚀  

5 河岸带宽度  维持原状或增加河岸带宽度  

6 水文水质状

况 

生态需水保证率  ≥80% 

7 断流频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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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修复目标  

8 DO（mg/L） 

根据河段水功能区划和水环境功能区划目

标设定相应的水质目标  

9 COD（mg/L） 

10 NH3-N（mg/L） 

11 TP（mg/L） 

12 浊度 

13 底泥有机质（%） ≤1.39 

14 

生物状况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  ≥2.0 

15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  ≥2.0 

16 固着藻类多样性指数  ≥2.0 

17 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2.0 

18 河流功能状

况 

栖息地质量  ≥60 

19 生态景观效应  ≥60% 

 

3.9.2.3 修复路线和修复模式构建  

在强度干预修复中除考虑针对主导受损因子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外，也需要辅

助完成其他需修复的环境要素，同时需要考虑修复技术措施的时效性，保证修复措

施能够快速实现河段生态功能的恢复。  

根据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类型的进一步划分，结合各点位修复目标和不同修

复技术措施特点，各受损河段修复措施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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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6 强度干预修复等级河流生态修复措施及修复模式 

序

号 

修复

等级 
受损程度 受损类型 修复河段 

主要解决的 

生态问题 
适用的修复措施 修复模式 

1 

强度

干预

修复 

极度退化 

生态基流匮乏-栖

息地破坏-水质污

染-生物受损复合

型 

小蒋河（XJ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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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B-1，B-2，B-3，B-4，B-5，B-6； 

生境：C-3，C-4； 

生物：D-1，D-2，D-3，D-4； 

生态系统重建

模式 

2 

重度退化 

生态基流匮乏-栖

息地破坏-水质污

染复合型 

颍河（YH-2） 

水量匮乏； 

水质污染； 

栖息地破坏； 

水量：A-1，A-3，A-4； 

水质：B-1，B-2，B-3，B-4，B-5； 

生境：C-3，C-4； 

生态补水-强

化净化-栖息

地重建模式 

3 

生态基流匮乏-水

质污染-生物受损

型 

铁底河（TDH-1） 

水量匮乏； 

水质污染； 

生物多样性破坏。 

水量：A-1，A-3，A-4； 

水质：B-1，B-2，B-3，B-4，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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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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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价——以贾鲁河为例 

3.10.1 贾鲁河示范工程河段修复措施设计 

根据流域水生态调查，选取贾鲁河魏河口-北三官庙桥段作为正常流态型受

损河流修复的示范河段。该河段属于沟渠河流，由于植被破坏、土地的不合理利

用，前期的治河工程中采取“渠道化”和“硬质化”等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河段内

水库、塘坝泥沙淤积严重，水生生物群落衰退和水体自我净化能力减弱，水体生

态恢复功能降低、严重影响了水生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 

根据贾鲁河郑州段现状受损程度诊断结果，该河段整体呈现中度受损状态，

具体表现为河道人工渠化现象严重、河流蜿蜒度较差；水质污染较为严重，生物

多样性差，生境单一等特征。针对贾鲁河郑州段的生态状况，根据河段受损特点

和区域的社会需求，该河段属于栖息地破坏型河流，河流类型为栖息地破坏复合

退化型；结合修复等级划分结果，该河段属于强度干预修复类型河段，需要及时

开展生态修复。根据贾鲁河郑州段的水功能区划要求和社会需求，该河段的修复

目标见表 3.10-1 所示。 

表 3.10-1 贾鲁河示范河段生态修复目标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修复目标 

1 

地貌状况 

纵向生态隔离度 维持现状，无新增闸坝 

2 河流蜿蜒度 维持现状 

3 河流改造程度 河道原渠化部分拆除，河流趋向自然状态  

4 河岸稳定性 河岸稳定，无明显侵蚀 

5 河岸带宽度 河岸带拓宽，＞河宽的 3 倍 

6 

水文水质 

生态需水保证(%) (80,100] 

7 断流频率(%) (0,10] 

8 DO(mg/L) ≥3 

9 COD(mg/L) [0,30) 

10 NH3-N(mg/L) [0,1.5) 

11 TP(mg/L) [0,0.3) 

12 浊度(NTU) [0,20) 

13 底泥有机质（g/kg） [0,1.39) 

14 

水生生物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 ≥2.5 

15 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 ≥2.5 

16 固着藻类多样性指数 ≥2.5 

17 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2.5 

18 
河流功能 

栖息地质量 [75,100] 

19 生态景观效应(%) [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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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河段内不同的修复目标，整个河段将采取功能复合修复模式进行生

态系统的修复，根据不同河段特点，将根据不同河段的受损特点，分别设计不同

的修复措施，最终实现示范河段生物多样性恢复、栖息地质量提高、水质改善

的目标。具体见表 3.10-2。 

 

表 3.10-2 贾鲁河示范河段修复措施选择 

序号 河段 主要生态问题 修复措施 修复模式 

1 
魏河口-万三

路段 

生境类型单一、

生物多样性低 

栖息地构建；水生生物功能

群构建；食物网构建 

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

性提高模式 

2 
万三路-农科

所桥段 

部分生物功能群

缺失，水质污染 

水生生物功能群构建；陆源

控制；生态补水；微地形增

氧；生态渗滤岛；人工湿地 

强化净化-栖息地修复

模式 

3 
农科所桥 -北

三官庙桥段 

水质相对较差、

生物多样性差、

生境类型单一 

陆源控制；生态补水；生态

渗滤岛；栖息地构建；水生

生物功能群构建；食物网构

建 

强化净化-生物多样性

提高模式 

 

3.10.2 贾鲁河示范河段修复效果调查 

通过对贾鲁河示范工程中示范技术实施点位的实地调查，根据示范技术在示

范河道内的实际实施情况，在示范工程修复效果的评估中，将通过对修复模式进

行修复效果评价的方式，选择示范河段的起始点位、主要示范技术的示范点位及

示范工程的最终考核点位进行监测。 

示范工程监测范围为贾鲁河京港澳高速与贾鲁河交叉处至北三官庙桥、索

河丁店水库出水口至楚楼水库入水口，该河段属于正常流态型河流。根据示范

工程中已完成工程河段所采用的修复模式，本监测方案将在不同工程河段中修复

工程上游、修复工程内及修复工程下游分别选择合适点位，对其水文、水质、水

生生物等指标进行监测，从而准确的评价不同修复模式对河流生态的改善效果。

在贾鲁河生态修复示范河段，设定了 5 个监测点位。 

监测点见图 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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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1 监测点位布设 

为能够更准确的评估示范工程实施对流域水生态的影响，工程实施前后的监

测点位需尽量保持一致。 

3.10.3 示范工程效果评价 

3.10.3.1 贾鲁河示范河段修复效果评价标准 

根据贾鲁河示范河段修复前整体呈现中度退化状态的河流生态状况，以及表

3.10-1 所示贾鲁河的修复目标，以本研究中河流退化程度诊断标准为基础，制定

贾鲁河示范河段各指标修复效果评价标准如表 3.10-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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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3 贾鲁河示范河段各指标修复效果评价标准 

准则层 指标层 

修复效果的分级与评价值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成功修复 大部分成功修复 部分成功修复 未成功修复 

1.0 0.67 0.33 0 

地形 

地貌 

纵向生态 

隔离度 
0 (0,1] (1,3] >3 

河流蜿蜒度 ≥1.45 [1.35,1.45) [1.2,1.35) <1.2 

河流改造 

程度 
[0,25] （25,50] （50,75] （75,100] 

河岸 

稳定性 
[75,100] [50,75) [25,50) [0,25) 

河岸带 

宽度比 
≥3.0 [1.5,3.0) [0.5,1.5) <0.5 

水文 

水质 

生态需水 

保证率(%) 
[80,100] [75,80) [70,75) [0,70) 

河流断流 

频率(%) 
[0,10] (10,20] (20,35] (35,100] 

溶解氧(mg/L) ≥3 [2.5,3) [2,2.5) [0,2) 

化学需氧量
(mg/L) 

≤30 (30,35] (35,40] >40 

氨氮(mg/L) ≤1.5 (1.5,1.8] (1.8,2.0] >2.0 

总磷(mg/L) ≤0.3 (0.3,0.35] (0.35,0.4] >0.4 

浊度(NTU) ≤20 (20,25] (25,30] >30 

底泥有机质
(mg/kg) 

≤1.39 (1.39,1.85] (1.85,2.78] >2.78 

水生 

生物 

浮游植物 

多样性指数 
≥2.5 [2,2.5) [1.5,2) <1.5 

浮游动物 

多样性指数 
≥2.5 [2,2.5) [1.5,2) <1.5 

固着藻类 

多样性指数 
≥2.5 [2,2.5) [1.5,2) <1.5 

底栖动物 

多样性指数 
≥2.5 [2,2.5) [1.5,2) <1.5 

河流 

功能 

栖息地质量 [75,100] [65,75) [55,65) [0,55) 

生态景观效应 [75,100] [60,75) [40,60) [0,40) 

 

3.10.3.2 贾鲁河示范河段修复效果评价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贾鲁河各点位的调查评价，根据导则中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价方法和

表 3.10-3 所示贾鲁河示范河段各指标修复效果评价标准，计算出正常流态型示范

河段贾鲁河各点位不同准则层修复效果评价结果（表 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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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4 贾鲁河示范河段修复效果评价结果 

序

号 
点位 

各准则层修复效果综合指数值 修复效果综

合指数值 

（RECI） 

修复程度 
河流形态 水文水质 水生生物 河流功能 

1 点位 5 0.9534 0.9325 1.0000 0.9144 94.85 成功修复 

2 点位 6 0.9531 0.8593 0.9065 0.9144 89.17 成功修复 

3 点位 7 0.7188 0.8000 0.8369 0.9144 82.84 成功修复 

4 点位 8 0.8276 0.7558 0.8369 0.9144 83.16 成功修复 

5 点位 9 0.8912 0.8150 0.9065 0.9144 88.76 成功修复 

 

根据表 3.10-4 可知，在贾鲁河示范河段内，5 个点位的修复效果评价结果均

为“成功修复”，但各点位不同准则层的修复状况差异较大。其中点位 5、6 和 9

的修复效果相对点位 7 和点位 8 的修复效果好，其修复效果综合指数值的主要差

异体现在生物状况和河流功能状况两个方面。 

通过分析各点位修复效果评价情况，五个点位的水文水质状况中，底泥有机

质污染问题仍未解决，水生生物对底泥污染物的削减作用尚不明显，需要在该河

段的修复模式中增加底泥疏浚措施；同时贾鲁河 TP 污染仍然比较严重，除点位

5 外，其他点位的 TP 仍远超过修复目标值，需要进一步采取除磷措施；点位 7

和点位 8 同时存在 NH3-N 超标问题，需要增强氨氮的去除。 

由于贾鲁河郑州段闸坝分布较为广泛，同时由于流经城市，河流裁弯取直现

象相对比较严重，但在河道生态修复过程中，并未对河道的闸坝和河流蜿蜒度等

进行改变，所以，其地貌状况修复效果评价指数相对较低 

贾鲁河由于部分河段施工导致的点位 7（清河大桥）和点位 8（农科所桥）

的底栖动物多样性和固着藻类生物多样性较低，从而致使这两个点位的生物状况

修复效果评价指数较低。 

3.11 河流生态修复环境评价、监测与管理 

本章节对受损河流生态修复过程中的环境评价和影响控制、河流生态修复实

施后的监测和管理做了一般规定，保障河流生态修复的效果。 

4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导则中不涉及专利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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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等情况 

5.1 开展《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编制是实现国家“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目标的重要内容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污染防治和水体修复工作，已被作为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重点任务。近年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出台发布了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水

十条”等系列重大决策，为“十三五”期间做好水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带来了新

的历史机遇。“水十条”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

水生态环境状况有所好转；到 2030 年，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到本世纪中

叶，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另外“水十条”第四条第

11 款明确提出推广水生态修复示范适用技术。 

受损河流的水生态系统修复和生态完整性保护是我国主要水体水环境治理

的长期任务。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资源和质量受到深刻影响，我国生

态环境状况已进入大范围生态退化和复合性环境污染的新阶段。由于生态用水挤

占，水体自然流域属性破坏，河流生态完整性受到严重损害。华北地区、西北地

区许多河流水资源匮乏，有限的水资源主要用于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河流生

态用水无法保障，不合理的经济社会活动及水土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水生态失

衡，对水体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致使河流生态基流不足，河流生态环境问

题十分突出。 

因此，开展《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编制，规范和指导受损河流综合治理，

解决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河流生态系统退化问题，修复并保障河流生态系统完

整性，确保我国河流水生态安全，是当前我国河流环境生态治理的迫切需求。 

5.2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可发挥推广水生态修复技术

的重要作用 

国家重大水专项研究在河流水环境主题产出一批生态修复技术成果，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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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协同性和综合性的集成研究不足，缺乏在单项技术基础上的集成创新，难以

解决目前复杂的受损河流生态环境问题，缺乏解决我国受损河流修复的总体战略

思路与总体技术路线。因此，急需通过总结凝练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成果，集成整

装成套关键技术。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是对水专项从“十一五”到“十三五”形成的关键生

态修复技术的集成提升，可以更好地支撑共性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应用。本

导则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受损河流修复的实际技术需求，符合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

发展观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精神，满足国家水环境保护重点工作要求，同我国

典型河流水环境保护的技术市场需求吻合，潜力可观。 

5.3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可产生环境、社会及经济效

益 

通过编制《导则》，构建受损河流修复技术评估体系，将集成技术应用于大

量开展的受损河流水环境修复治理的工程项目中，可以显著改善我国不同受损水

体的生态环境，具有很好的环境效益。 

《导则》为我国受损河流修复治理工程提供技术支持，有效遏制受损河流水

体污染趋势，提高水体生物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强化水体景观功能，为人民提

供优美的生活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导则》是对关键生态修复技术的集成提升与总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先

进性，将带动相关环保产业的发展，间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6 与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对比情况 

6.1 国内外相关技术发展动态 

在国外，有关河流生态修复的研究和实践比较早，且取得了很好的经验。20

世纪 50 年代德国正式创立了“近自然河道治理工程学”，提出要在工程设计理念

中吸收生态学的原理和知识，改变传统的工程设计理念和技术方法，使河流的整

治要符合植物化和生命化的原理，强调人为控制和河流的自我恢复相结合，此理

论成为河流生态修复技术的主要理论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末瑞士 Zurich 州河川

保护建设局又将德国的生态护岸法丰富发展为“多自然型河道生态修复技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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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的混凝土护岸拆除，改修成柳树和自然石护岸，给鱼类等提供生存空间，把

直线型河道改修为具有深渊和浅滩的蛇形弯曲的自然河道，让河流保持自然状

态，此方法在欧美及日本推广。随着修复实践的开展，河流修复已经从单纯的结

构性修复发展到整个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动力学过程的综合修复。河流保护的

重点拓展到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恢复，德国、瑞士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河流

再自然化”的概念，将河流修复至接近自然的程度。英国在修复河流时也强调“近

自然化”，优先考虑河流生态功能的恢复。荷兰则强调河流生态修复与防洪的结

合，提出了“还河流以空间”的理念。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开展了“创造多自

然型河川计划”。发达国家在河流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中，发展了多种值得借鉴

的技术，并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水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方面，国外已将传统

的“污水处理、达标排放”治理目标转变为以水质再生为核心的“水的循环再利

用”，由单纯的“污染控制”技术发展为“水生态的修复与恢复”，研发了基于多种

目标的修复技术。 

我国的河流修复工作 20 世纪末刚起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树坤

（1999）提出的“大水利”的理论框架，认为河流的开发应强调流域的综合整治与

管理，同时注重发挥水的资源功能、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董哲仁（2007）年提

出了“生态水工学”的概念，在传统水利工程的设计中应结合生态学原理，充分考

虑野生动植物的生存需求，保证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近些年，大量国内河流生

态修复工作的展开使该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且效益显著。 

中国河流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种类繁多，根据修复技术的作用，从水质、

水量、河流形态结构和水生生态系统四个方面可分为水质生态修复技术、水量生

态修复技术、河流形态结构修复技术、水生生物修复技术。目前，内外因素造成

众多河流受损，单一的河道恢复方法已经无法满足河流修复的要求，在河流修复

中多种技术的应用至关重要。 

本导则在“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

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研究与综合示范主题等相关科研成果基础上制定，技

术成熟、领先。 

6.2 与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的比较 

1876 年英国《河流污染防治法》问世，1972 年美国颁布“清洁水法”，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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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英国提出河流无脊椎动物预测和分类系统（RIVPACS），1990 年日本开始倡

导多自然型河流建设，1992 年澳大利亚开展了国家河流健康计划。1997 年，美

国陆军工程兵团编写了《河流调查与河岸加固手册》（The WES Stream 

Investigation and Streambank Stabilization Handbook）、《河流修复工程的水力设

计手册》（Hydraulic Design of Stream Restoration Projects）等。澳大利亚水和河

流委员会于 2001 年 4 月出版了《西澳大利亚河流的属性、防护、修复以及长期

管理指导》，主要阐述了澳大利亚西南部河道修复的基本理念和有关技术，指出

河流系统的属性对于流域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是很有必要的，应在河流丧失生态

功能之前对其进行保护。日本河道整治中心出版了《多自然型河流建设的施工方

法及要点》一书，此书借鉴日本历史文化，对目前开展的多自然型河流建设的思

路、规划、设计及注意事项等问题做了详尽的介绍。日本多自然河流建设研究会

编写了《中小河流修复技术标准说明》一书，阐述中小河流横、纵、横断面形状

设计方法，以实际河流中的各种条件为例，编写设计案例集，说明满足技术标准

的方法，为现场工程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加拿大安大略省编写了《河流生态修复

手册》，主要运用渠道修复、栖息地改善和土壤生态工程学技术来修复硬化的、

缺乏生命力的城市河道系统。英国河流修复中心制定了《河流修复技术手册》，

手册中包含了许多在工程实例中进行的应用技术。欧盟在 2000 年颁布了《欧盟

水框架指令》，其目标是在 2015 年之前，使欧洲所有的水体具有良好的生态状

况。每个成员国必须针对本国情况制定具体目标，并采取各类措施确保目标实现，

同时成立了欧洲河流生态修复中心，并编写了技术手册。生态恢复协会（SER）

2016 年发布了《生态修复实践国际标准（第一版）》，提供了能确保最佳生态

修复实践的准则；2019 年发布《生态修复实践国际标准（第二版）》，为恢复

实现预期目标提供了一个大框架，同时解决了包括有效设计和实施在内的挑战，

应对了复杂的生态系统动态。 

我国的河流修复工作起步于 20 世纪末，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积累了一系

列的技术经验，目前与河流生态修复相关的标准规范有：《湖泊流域入湖河流河

道生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导则》（SL709-2015）、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SL/T 800-2020）。《湖泊流域入

湖河流河道生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包含了河流生态环境调查与问题诊断、

河流生态修复总体设计、河道修复技术措施、相关工程项目的维护与管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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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方法等。《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导则》包含了河湖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

的内容与要求、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总体布局的内容和要求、河湖生态保护

与修复等规划措施技术内容与要求、河湖生态监测与综合管理等。《河湖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包含了河流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的内容与要求，工

程设计原则、目标与总体布局的内容和要求，修复工程技术的内容和要求，工程

施工、监测与管理的内容和要求。 

河流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河流生态修复的一般流程包括前期

的河流现状调查与评估、河流生态修复设计、河流生态修复工程、河流生态修复

效果评价、河流生态修复后期监测与管理等方面，目前已有的河流生态修复标准

规范促进了河流生态保护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但在流程方面不全面，往往侧

重于某一个环节，工作的深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本导则从现状调查、受损诊断、类型确定、修复阈值、修复等级、目标制

定、技术措施、效果评估及生态监测等方面系统性地提出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实

施方案，包括了受损河流生态诊断、修复阈值辨识、水生态修复、修复效果评

估等多项工艺技术。与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相比，本导则系统性地提出受损河

流生态修复实施方案，整个工作流程全面，有助于指导科学合理地修复受损河

流生态系统。 

6.3 本标准对相关国际先进标准的采用程度 

编制组系统研究了国内外的标准规范，针对我国河流情况更复杂，在总结我

国不同河流污染治理工程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技术在我国的适用

性、经济技术可行性。在编制本导则过程中根据需要考虑引用适用条款，并考虑

与重要标准的衔接。 

7 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国家、行业和地

方标准的关系 

我国的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根据我国的河湖实际

状况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河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研究工作，先后颁

布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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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等以指导水生态修复工作。本导则在

国家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参考了水利部颁布的《关于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若

干意见（水资源[2004]316 号）》,《河流健康评估指标、标准与方法（办资源

[2010]484 号文）》，《河湖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导则》（SL709-2015），环保

部颁布的《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 623-2011），《生态环境状况评价

技术规范》（HJ192-2015），《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HJ831-2017），

生态环境部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 2.3-2018），在

水专项相关项目课题成果的基础上编制起草。本导则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

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相协调，没有矛盾冲突。本导则标准拟按《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规则起草，相关内容符合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是对

当前相关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中未覆盖内容的补充。 

当前已制定的有关河流水生态治理与生态修复的技术标准，例如，《河道整

治设计规范》（GB 50707-2011）偏向于水文水利方面的疏导整治；《河湖生态

修复与保护规划编制导则》（SL 709-2015）适用于大江大河与重要湖泊，重点

在于保护；《湖泊生态环境保护系列技术指南之五——湖泊流域入湖河流河道生

态修复技术指南》偏重于生态修复工程的应用技术。而本导则从现状调查、受损

诊断、类型确定、修复阈值、修复等级、目标制定、技术措施、效果评价及生态

监测等方面提出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实施方案，有助于指导科学合理地恢复受损河

流生态系统，改善河流水环境，稳定维持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流域水生态承

载力。本导则提高了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工作的系统性、规范化，以及受损河流生

态修复工作的评价标准化，可与当前相关标准相辅相成，共同指导河流水生态治

理与生态修复的工作。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导则在专家评审过程中，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专家的意见以及回复请见

附件 1 和附件 2。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导则属于团体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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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导则是为指导受损河流生态修复而编制的导则，是为指导科学合理地恢复

受损河流生态系统，改善河流水环境，稳定维持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流域水

生态承载力。本导则为指导性文件。各地可参考本导则提出的河流生态治理的技

术方法和路径措施，根据本地河流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主导服务功能、河流

生态环境问题等个性特征，按照“一河一策”的原则，参考编制受损河流生态环

境治理实施方案。 

建议先以团标的形式发布，后期以行标或者国标的形式发布。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导则不存在新旧标准的替代关系。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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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团体标

准专家咨询会 

“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技术导则”、“沉水植物种苗规模化技术规程”

等团体标准专家咨询会会议纪录 

 

2020 年 6 月 23 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与“受损河流水体修复技术集成与应

用”（2017ZX07401003-02）课题通过腾讯会议召开了“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技术导

则”、“沉水植物种苗规模化技术规程”、“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净化技术

指南”3 项团体标准专家咨询会。水专项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负责人、特邀专家以及子课题技术骨干等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技术导则”、“沉水植物种苗规模化技术规程”、 

“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净化技术指南”团体标准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专家

意见。 

出席人员：陈荷生、阎百兴，张毅敏，魏东洋、朱忠军、安树青、杨柳燕、

钱玲、张轩波、万云、宋思远、高燕、陈昱、郑福超、赖秋英、王光镇、张志伟

等。 

附表 1 参会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陈荷生 教授级高工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2 阎百兴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3 王圣瑞 教  授 北京师范大学 

4 张毅敏 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5 魏东洋 研究员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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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会议照片 

 

其中关于《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技术导则》，专家一直认为该导则理念先进、

思路清晰、技术措施可行、可操作性强，可为我国受损河流生态修复提供技术

服务和管理支撑。建议按照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规范导则文本，精炼文字，

完善导则的编制说明；经专家函询同意后，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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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专家意见和修改如下： 

（1）导则重点在生态以及生物方面的阐述，像水质、生物调查等列出参考的标

准即可，突出生态成分的比重；聚焦河流功能恢复； 

回复：已修改，请见导则第6.1节（第5页）。 

 

（2）原则方面的内容前后出现几次，建议梳理统一，考虑防洪排涝的安全问题； 

回复：已修改，请见导则第4.6节（第4页）。 

 

（3）文本中尽量放宽控制值；生态疏浚、群落结构（稳态长效结构）、边坡的

稳定需要补充；生态修复工程的分区要强调自然生态地理的特点； 

回复：在河流受损程度评价指标标准中设定了一系列的等级临界值，这些指标等

级根据国家或者地区的平均水平划分。在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估中，需要确定每

个修复效果评价指标的分级标准，分级标准的划分跟设定的修复目标有关，充分

考虑了每个地区的实际状况。 

生态疏浚、群落结构（稳态长效结构）、边坡的稳定在导则中均有涉及。例如，

底泥生态疏浚技术（生态疏浚）、河岸的稳定性（边坡的稳定性）。群落结构体

现在栖息地质量和生态景观效用中。 

其他的地方已按照要求修改，请见第12.1节（第18页）。 

 

（4）根据前后文内容，核实术语和定义是否都需要及河流横向边界的界定； 

回复：对导则中的术语进行了精简和补充，另外界定了河流横向边界（河流的横

向断面包括主河道、河岸、河漫滩、防洪堤等）。请见导则第3节（第1-3页）。 

 

（5）导则需要体现普遍性，文本有些细节建议不要太细致，指标体系适当满足

特异化需求； 

回复：已对导则进行了仔细修改，去除了一些细节，增强导则的普遍性。考虑到

河流的差异性，本导则中构建极端流态下和正常流态下的指标体系，适当满足河

流生态修复的特异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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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效果评价方面最好能深化一些内容； 

回复：原导则文本中通过计算河流生态修复效果综合指数评价河流生态修复效

果。在修改后文本中，增加了对单个指标的评价，这样可以反映影响河流生态修

复效果的关键指标。请见第13.1.1节（第19页）。 

 

（7）准备好编制说明，理论依据、细致的内容及典型案例等可放到编制说明里； 

回复：已按照意见完成了编制说明。 

 

（8）标准格式按照协会的要求修改完善。 

回复：已按照要求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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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专家函

审意见 

1 张毅敏专家意见： 

基本上按专家意见修改与完善。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补充后同意公开征求意见。 

（1）按最新《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来修改完善标准的格式。 

（2）《编制说明》中要介绍标准文本中提到的所有的定义来源、出处，如纵向

生态隔离度等。 

（3）《编制说明》中增加些国内其它类型河流的调研内容，如南方水网区的河

流等，北方的河流等，仅淮河一个例子有些单薄。 

回复：已经按最新《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来修改完善标准的格式。

并根据最新《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中关于术语定义和出处的要求，

在正文和标编制说明中介绍了术语定义的来源，请见《导则》第 3 节和《编制说

明》第 6.2 小节；另外在编制说明中添加了辽河的例子，请见《编制说明》第

6.4 小节。 

 

2 阎百兴专家意见： 

编制团队对“技术指南”进行了系统、认真的修改，使“技术指南”质量都得

到了大幅度提升，同意修改后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回复：已经根据专家在文本上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 

 

3 魏东洋专家意见： 

同意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4 王圣瑞专家意见： 

同意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5 陈荷生专家意见：  

指南理念新颖，技术依据扎实，措施可行。建议修改规范文本后，同意公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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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意见阶段。 

（1）编写组已按 6 月 23 日团标专家咨询会意见做了系统，认真修改和完善.，

导则编写符合基本编写要求，但应按最新＜GB/T 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来

修改完善标准的格式。 

回复：已经按最新《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来修改完善标准的格式。 

 

（2）（编写说明）补充：导则和规程中所有的定义来源，出处；补充国内外进

展和国内调研成果，关键技术参数的实验与验证（实验设计条件，数据分折，

结果讨论。 

回复：在编制说明中介绍了所有术语定义的来源，并补充了国内外关于河流生态

修复方面的研究进展，请见《编制说明》第 6.2 小节和第 4 节。本导则属于指导

性文件，提供了受损河流生态修复的技术路线，不涉及到关键技术参数的实验和

验证。 

 

（3）导则面向全国，参数指标宜为國值或提出区域性值。 

回复：在河流受损程度评价指标标准设定了一些系类的等级临界值，这些指标等

级根据国家或者地区的平均水平划分。在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估中，需要确定每

个修复效果评价指标的分级标准，分级标准的划分跟设定的修复目标有关，充分

考虑了每个地区的实际状况。 

 

（4）受损河流生态修复导则中，附表 A 河流改造程度和河岸稳定性打分对一般

修复设计中，生态边坡稳定性校核常规性通用方法为瑞典条分法（相应水利规

范规定），参数较为简单易获取，精度可以满足设计校校要求。 

回复：瑞典条分法，是将假定滑动面以上的土体分成 n 个垂直土条，对作用于各

土条上的力进行力和力矩平衡分析，求出在极限平衡状态下土体稳定的安全系

数。该方法假定滑动面为圆柱面及滑动土体为不变形的刚体，可用于分析堤防工

程和道路边坡的稳定性。对于河流而言，河岸地形条件复杂多变，受到水流的冲

刷作用，瑞典条分法不太适合用于判断导则中附表 A 中的河岸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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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南（编制说明）与正文重叠之处，建议适当精简。适当补充调研类型实

例。增强导则的普适性的同时，提出差异性设计指标和参数。如大江大河（具

一、二级谐地或河漫滩）界定河流横向断面参数值在纵向设计中独立设计。 

回复：已对导则的编制说明进行了适当精简，部分保留是为了保持编制说明内容

的连贯性。并在河流生态状况调查部分添加了辽河的案例。在指标的选取过程中，

可以根据河流的实际情况对初选指标进行调整，最终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基于定量

指标的实测数据以及定性指标的赋值分析得到的，比较充分地考虑了河流的差异

性。在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估中，需要确定每个修复效果评价指标的分级标准，

分级标准的划分跟设定的修复目标有关，充分考虑了每个地区的实际状况。请见

《导则》第 7.1、7.3、9.1、13.1.2 小节。 

 

（6）导则中构建极端流态和正常流态下的指标体系应满足河流生态修复中特异

化需求。 

回复：在指标的选取过程中，可以根据河流的实际情况对初选指标进行调整，另

外最终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基于定量指标的实测数据以及定性指标的赋值分析得

到的，比较充分地考虑了河流的差异性。请见《导则》第 7.1、7.3、9.1、小节。 

 

（7）对多闸坝河流依闸坝功能和河段河道水功能，分段设计，即－闸坝－河段

（塘库），河段形成的水库塘依照湖库防护体系设计。 

回复：本导则属于指导性文件，提供了受损河流生态修复的技术路线和框架。本

导则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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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针对特殊性的河流河段，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具体技术流程，并形

成新的标准规范。 

 

（8）深化并细化生态修复绩效评价，这是目前河流生态修复工程急需完善提升

的科目。 

回复：导则的第 13 节详细介绍了河流生态修复效果评估方法，通过该方法可以

准确判断河流生态修复的综合效果以及各个指标的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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