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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及其应用

董哲仁，张爱静，张 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构建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可为实现河流生态修复目标定量化提供技术方法。本文从自然河流生态状况的

河流参照系统选择与构建出发，依据与参照系统的偏离程度，提出了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的生态指标矩阵方法

和指标赋值准则。生态指标矩阵由要素层和指标层构成，包括生物质量、水文、物理化学和河流地貌 4个要素，

下设 10项生态指标。从河流生态系统演替的动态特征出发，阐述了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的科学内涵，讨论了

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在确定生态修复目标、识别关键胁迫因子以及进行河流健康评估方面的应用。

关键词：河流生态修复；定量目标；生态状况；分级系统；指标赋值准则；胁迫因子；河流健康；生态演替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河流生态修复项目需要确定生态修复目标，这种目标应是客观和定量的。为确定河流生态修复

定量目标，需要建立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国际上，《欧盟水框架指令》提出了地表淡水生态系统

状况 5级标准，并且配套颁布了一系列技术导则和方法［1-3］。这部欧盟立法提出的地表淡水生态系统

状况标准，既是淡水生态系统现状评估的准则，也是确定河流生态修复目标的依据。本文借鉴《欧盟

水框架指令》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进，主要是调整了要素层和指标层，提出了指标矩

阵方法和指标赋值准则。本文还从河流生态系统演替的动态特征出发，阐述了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

统的科学内涵。最后，讨论了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的应用。

1 河流生态修复的定义

笔者给出的河流生态修复（riv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的定义是：在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

能的基础上，采取工程和非工程措施，促使河流生态系统恢复到较为自然的状态，改善其生态完整

性和可持续性的一种生态保护行动［4］。

这个定义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河流修复的理想目标是使河流恢复到人类大规模开发改造前的

自然状态。但是，由于河流生态系统的演替是不可逆转的，试图把河流完全恢复到自然生态状况是

不可能的。现实的目标只能是部分恢复到人类大规模开发改造河流之前“较为自然的状况”。二是为

实现河流生态修复的目标，一方面要实施适度的人工措施，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自然界自我修

复功能，改善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三是河流生态修复采取的方法应是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并

重，主要修复任务包括水文情势改善、地貌形态修复、水质改善和生物多样性维持［5］。

2 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

河流生态修复目标应该是有客观自然状况作为依据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修复目标还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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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的，能够监测和评估，而不是定性和抽象的。比如“实现人水和谐”、“打造生态河流”或者“水

清、岸绿、宜居”等表述，都不适合作为河流修复的目标。河流生态修复目标应具体分类，分解为水

文、河流地貌形态、水体物理化学和生物多样性等生态要素的若干指标，这些指标应赋值或给出明

确的准则。

2.1 河流参照系统 为判断受到干扰的生态系统现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程度，需要定义一个河

流参照系统，参照系统是河流生态修复的理想状况。建立参照系统有 3种方法。

（1）依据时间序列，以河流自身的某种历史状况作为参照系统。一般认为，历史形成的自然河流

有其天然合理性，人类大规模开发活动前的河流生态状况是相对健康的。如果能够重现人类大规模

干扰前的河流生态情景，将会获得较为理想的状态。具体方法是收集包括河流地貌、水文、生物状

况、社会经济情况等历史资料，建立复原模型，重现历史情景。

（2）依据空间位置选择适当的参照系统。可以选择同一条河流的健康良好河段，以此河段的现状

作为参照系统。另外也可以选择自然条件与规划河流相近的其它流域河流作为参照系统，按照上述

原则确定生态修复的理想状态。

考虑到近百年的大规模开发和生产活动，在我国保持未受干扰的大型河流寥寥无几，所以，寻

找完全理想化的参照系统是不切实际的。现实可行的方法是寻找受到较少的人工干扰，尚保持一定

自然属性的河流或河段［6-7］。

（3）综合方法。由于大多数河流的历史资料严重缺乏，重现河流受大规模干扰前的自然状况十分

困难。特别是那些经过多年人工改造被高度控制的河流，已经远远偏离了自然状况，所选择的参照

系统并不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某种状态，而是依据调查资料，依靠专家经验，参照类似流域数据构

造的生态状况。可以把这种参照系统称为“最佳生态势”（best ecological potential）［8］。

2.2 指标矩阵 本文建议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表（表 1），这个系统适合确定河

流生态修复目标的分项指标。在这个分级系统中，生态状况划分为：优、良、中、差、劣 5个等级。

首先，定义未被大规模干扰的自然河流生态状况作为最佳理想状况，也就是上述所选择的参照系

统，定为“优”等级。然后，以河流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状况作为最坏状况，定为“劣”等级，其表征是

栖息地严重退化，生物多样性严重下降，甚至导致水生生物死亡。在“优”与“劣”之间又划分“良”、

“中”和“差”3个等级。确定了“优”等级的主要生态要素各项指标后，依据与“优”等级的偏离程度，就

可以确定“良”、“中”、“差”和“劣”5个等级各项生态指标。

表 1 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

要素层

要素层编号

指标层

指标

等

级

层

优

良

中

差

劣

1
2
3
4
5

生物质量

m

丰度

am

am1

am2

am3

am4

am5

生物量

bm

bm1

bm2

bm3

bm4

bm5

水文

n

生态基流

cn

cn1

cn2

cn3

cn4

cn5

水文过程

dn

dn1

dn2

dn3

dn4

dn5

物理化学

o

一般状况

eo

eo1

eo2

eo3

eo4

eo5

水质

fo

fo1

fo2

fo3

fo4

fo5

水温

go

go1

go2

go3

go4

go5

河流地貌

p

连续性

hp

hp1

hp2

hp3

hp4

hp5

连通性

ip

ip1

ip2

ip3

ip4

ip5

河流形态

jp

ip1

ip2

ip3

ip4

ip5

生态要素包括生物质量、水文、物理化学和河流地貌 4个方面［9］。生态要素层次下设 10项生态

指标。在生物质量方面设丰度和生物量 2项指标；水文要素方面设生态基流和水文过程 2项指标；物

理化学方面设水质、水温和一般状况 3项指标；河流地貌方面设连续性、连通性和河流形态 3项指

标。这样，分级系统表分为要素层、指标层和等级层 3个层次。规划河流需要结合自身情况，给上

述 4种生态要素下设的 10项指标的 5种等级赋值。各项指标的赋值原则主要是计算生态现状与大规

模干扰前对应指标相比较的变化率，同时兼顾现行的环境质量标准。评分标准是：先按照相关准

则、规范和公式计算出有量纲的指标值，然后与理想标准值比较得到无量纲的比值。可按照 10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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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0分代表理想状态，即参照系统状态，0分表示生态功能彻底消失，在 0~10之间划分 5个等级。

采用矩阵下标表示法构造指标矩阵，既能表示出指标所属生态要素类别，又可表示所属等级，

矩阵格式也方便计算机存储运算。下标的标注方法如下：规定第一个下标表示要素层，令生物质

量、水文、物理化学、河流地貌等 4类要素层的下标编号分别为 m、n、o、p。规定第二个下标表示

等级层，令等级层的优、良、中、差、劣的下标编号分别为 1，2，3，4，5。10项指标分别用 a、b、
c、d、e、 f、g、h、 i、 j表示。举例：指标 cn2中的 c 表示生态基流指标，生态基流属于水文要素类，

故第一个下标为 n；在等级层属于“良”，则第二个下标为 2，这样指标标注为 cn2。
对于生物质量类指标，评价物种可能有多种，包括浮游植物、大型水生植物、鱼类和底栖无脊

椎动物等。在这种情况下，要素层下标 m 需要赋值，m=1，2，3，4。其中，规定浮游植物 m=1，大

型水生植物 m=2，鱼类 m=3，底栖无脊椎动物 m=4。例如 b43则表示等级为“中”的底栖无脊椎动物的

生物量指标。多个评价物种的指标需经过数学方法处理得到生物质量的综合指标。除生物质量外其

他 3类生态要素层的下标 n=o=p=1。按照以上规则即构造了一个指标矩阵，然后按照一定准则赋值，

形成指标赋值矩阵。

2.3 指标赋值准则

2.3.1 生物质量 生物质量包括丰度（am）和生物量（bm）2项指标，可选择浮游植物（m=1）、大型水生

植物（m=2）、鱼类（m=3） 和底栖无脊椎动物（m=4） 作为评价物种，其指标赋值准则分述如下。

（1）浮游植物（m=1）。am1—am5 、bm1—bm5表示以植物物种的类别构成、藻类生长状况以及水体透

明度等与受到大规模干扰前比较，以变化率为指标，划分 5个等级。

（2）大型水生植物（m=2）。am1—am5 、bm1—bm5表示大型水生植物类别构成及平均数量与受到大规

模干扰前比较，以变化率为指标，划分 5个等级。

（3）鱼类（m=3）。am1、bm1表示鱼类类别构成与受到干扰前几乎一致。所有特定类别的干扰敏感性

物种都存在。鱼类群体年龄结构受人类活动干扰微小，物种的繁殖发育可顺利进行。

am2、bm2表示由于人类活动对水质和水文过程影响，鱼类的构成和数量与特定的生物群落相比发

生了一定变化。鱼类群体的年龄结构受到干扰，个别物种的繁殖发育失败，某些鱼类的年龄段缺失。

am3、bm3表示由于人类活动对水质和水文过程影响，鱼类的构成和数量与特定的生物群落相比，

发生了中等程度的变化。鱼类年龄结构受到干扰的迹象明显，个别鱼类物种消失或数量降低。

am4、bm4表示由于人类活动对水质和水文过程影响，鱼类的构成和数量与特定的生物群落相比，

发生了重大变化。鱼类年龄结构受到严重干扰。

am5、bm5表示由于人类活动对水质和水文过程影响，大量鱼类死亡，渔业资源严重破坏，一些珍

稀和特有鱼类物种消失或濒危。

（4）底栖无脊椎动物（m=4）。am1—am5 、bm1—bm5表示底栖无脊椎动物丰度、种类组成、耐受性/非
耐受性、食性和栖息地特征与受到大规模干扰前相比较，以变化率为指标，划分 5个等级。

2.3.2 水文

（1）cn1—cn5表示生态基流的满足程度，划分 5个等级。

（2）dn1—dn5表示若按水文过程表示，则与干扰前的自然流量过程相比；若按敏感生态需水表示，

则敏感期内水流条件与具有生物目标的敏感生态需水相比。二者均以偏差率为指标，划分 5个等级。

2.3.3 物理化学

（1）eo1—eo5表示以规划区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指标评估，划分 5个等级。

（2）fo1—fo5表示以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依据，以污染物入河控制量、纳污能

力、湖库富营养化指数为指标，划分 5个等级。

（3）go1—go5表示结合敏感生物物种目标，水工建筑物下泄水流水温与自然水流水温的偏差率，划

分 5个等级。

2.3.4 河流地貌

（1）hp1—hp5表示连续性指标。考虑营养物质、泥沙输移条件和鱼类洄游条件，以纵向连续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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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标，划分 5个等级。

（2）ip1—ip5表示连通性指标。考虑河漫滩洪水脉冲效应、河湖连接、水网连接条件，以河流横向

连通性指数或河湖、水网连通性指数为指标，划分 5个等级。

（3）jp1— jp5表示河流形态指标。与干扰前河流蜿蜒性、宽深比、岸坡结构和河流基质相比较，以

变化率为指标划分 5个等级。

2.4 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的内涵 河流生态系统在自然

力和人类活动双重作用下长期处于演替过程中，河流生态系

统的所有属性都是动态的。如图 1表示一条河流生态综合状

况 C 随时间 t的变化曲线［4，10］。在人类对河流进行大规模开发

改造以前，河流处于自然状况，认为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

能都是健康的，其状况表示为 C0。由于人类活动干扰加上气

候变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生态系统发生明显退化。为遏制

退化趋势，在 t1 时刻开始进行河流生态修复规划并予以实

施。在规划初期，先建立生态状况标尺如图右侧。通过建立

参照系统，明确了理想的自然状态 C0，把 C0 作为标尺的

“优”等级。然后，以生态状况严重恶化，水生生物死亡为最

差状况，划分优、良、中、差、劣 5个等级形成标尺。图中举例的 t1时刻，河流生态状况处于“中”级

下边缘。假设经论证，生态修复规划目标定为“良”，由“中”升级到“良”，生态状况差别为ΔC1。为缩

短这个差距，需要采取一系列工程和非工程措施，这就是规划中的修复任务内容。由于诸多不确定

因素，河流生态修复是一个不确定过程。通过监测可以掌握系统的演替趋势，如图所示，生态状况可

能有 3种演替趋势：（1）向良性方向发展，按照规划设想达到“良”等级如曲线 l1；（2）遏制了退化趋

势，维持现状等级“中”如 l2；（3）继续恶化如 l3。
综上所述，河流生态系统包括维持、退化和恢复等复杂演替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通过

调查、监测和评价大体掌握其趋势。状况分级系统是人为设定的，各个等级是主观划分的。但是，

制订生态状况分级系统的基本依据是设定理想状况，即“优”等状况，这个状况应是自然界客观存在

的或接近客观状况的。各个等级对应的生态指标以与理想状况的偏离程度确定，同样具有客观基

础。可见，依据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确定河流生态修复目标是以客观自然状况为依据的。

3 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的应用

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有三方面的应用：（1）确定河流生态修复的定量目标；（2）辅助识别关键

胁迫因子；（3）对河流进行健康评价。

3.1 确定河流生态修复目标 开展河流现状调查是制订河流生态修复规划的基础工作。如果采用较

为简化的调查科目，现状调查可以集中于表 1所列的主要生态要素指标，然后利用河流生态状况分级

系统确定河流生态修复分项目标。具体方法是把现状调查、监测获得的数据，填入生态状况分级系

统表格中对号入座，从而明确生态现状分项等级位置。继而根据外部制约条件，将规划河流的生态

状况“适度升级”，比如从“中”升级为“良”或“优”。在分析项目制约因素的基础上，论证升级的幅度

和可能性。项目制约因素包括投入资金状况、技术可行性、自然条件约束（降雨、气温、水资源禀赋

等）及社会因素约束（移民搬迁、居民意愿等）。这样，基于已经建立的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就可

以获得生态修复规划目标的具体分项指标数据。

应用举例，如表 2所示，某条河流生态现状水体物理化学一般状况指标、水质和河流地貌形态 3
项指标均为“差”，水温指标为“良”，其余 6项为“中”。在制定修复规划中，通过论证，在现状基础上

升级，把总体目标确定为“良”。其中生物丰度、生物量、生态基流、水文过程、连续性和连通性分

别达到“良”。通过大力治污，水质跃升为“良”。水温保持“良”，河流形态指标达到“中”。据此不难

图 1 河流生态状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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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出修复工作重点应放在治污方面。升级后的生态要素各项指标值，就是河流生态修复目标分项

指标，从而实现了生态修复目标的定量化。

表 2 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表应用举例

要素层

要素层编号

指标层

指标编号

等

级

层

优

良

中

差

劣

1
2
3
4
5

生物质量

m

丰度

am

★
▲

生物量

bm

★
▲

水文

n

生态基流

cn

★
▲

水文过程

dn

★
▲

物理化学

o

一般状况

eo

★

▲

水质

fo

★

▲

水温

go

▲

河流地貌

p

连续性

hp

★
▲

连通性

ip

★
▲

河流形态

jp

★
▲

说明：★表示修复目标；▲表示现状指标。

3.2 关键胁迫因子的识别 生态现状与历史状况的对比分析，是理解河流生态系统演替趋势的重要

方法。利用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可以分析现状单项生态因子与历史状况的偏离程度，进而识别关

键胁迫因子。这类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应按照上述第一种参照系统构造方式，即以人类大规模干

扰前的历史状况作为参照系统。具体步骤是：按照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框架构造分级系统，主要

生态要素包括生物质量、水文、物理化学和河流地貌等 4个方面，根据河流的具体特征以及资料数

据的可达性，下设若干分项指标。在分级系统中，等级层的最高等级是大规模人类活动干扰前的自

然生态状况，比如根据我国国情可以选用 20世纪 60或 70年代的历史数据。再把现状调查和监测数

据填入分级表格中，进而分析现状的各生态因子与历史状况的偏离程度，即单项生态因子的变化

率。从各生态因子中找出变化率较大的生态因子，再考察这些变化率较大的生态因子对河流生态系

统是否产生了重要胁迫效应。如是，则按照表 3所示的压力的响应关系，分析哪些外界因素导致这

些生态因子产生变化，是自然变化因素还是人类活动因素？如是后者，具体的人类生产、建设活动

是什么？如果消除或减轻这些外界因素是否就能够部分地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这种从

多种生态因子中筛选关键胁迫因子问题，是一个多变量决策问题。可以按照设定的流程进行筛选，

也可以借助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来初步识别关键胁迫因子及其形成的外因。

尺度

人类活动

生态因子

流域

城市化，水资源开发，水污染，
水土流失，大型水库，跨流域
调水工程。

水文情势变化，景观格局变化，
河流连续性变化，水质变化，
河流地貌过程变化。

河流廊道

水污染，水电站和水库，治河工程
和堤防，湖泊围垦，过度捕捞。

水文情势变化，河流连续性变化，
河漫滩植被格局变化，生物多样
性变化，水质变化。

河段

水污染，治河工程和堤防，采砂，湖
泊及河漫滩围垦，热电厂温排放。

水质变化，水温变化，河流连通性变
化，生物物种多样性变化，栖息地数
量与质量变化。

表 3 河流生态系统压力-响应关系

3.3 河流健康评估 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的主要原则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建立河流健康评估分级系

统，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应用于河流生态修复工程规划前期阶段，所选指标数量相对较少，而后

者适用于河流生态系统长期监测与评估，所选指标较为完善（表 4）［11-12］。

生态要素层分为 4类，即生物、水文、物理化学和河流地貌，每一类又分为若干指标，其中一类

指标是通用指标，可按照行业要求选取。另一类指标是被评估河流所特有的指标，可根据河流自然

禀赋和开发利用状况由河流管理部门自行确定。以上两类指标构成了“指标层”。各指标下标标注方

法同上文，只是指标层下标标号 m、n、o、p都需要编号赋值。

把河流生态状况分为 5个等级，即很健康、健康、亚健康、不健康、病态 5级，形成“等级层”。

其中“很健康”是理想状况，按照上述参照系统构造方法确定。另有一部分生态要素指标已经有相关

国家和行业技术规范，如水质类别指标、富营养化指数指标等，可以把最高等级标准作为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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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实际指标值与理想标准值比较得到无量纲比值，可按照 10分记分。

4 结语

河流生态修复的目标不应是抽象和定性的，而应是定量的并且可以监测与评估。为实现河流生

态修复目标的定量化，需要建立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将生态状况分为生物质量、水文、物理化

学和河流地貌 4种要素，各个要素下设若干指标。将生态状况划分优、良、中、差、劣 5个等级，定

义人类对河流大规模开发活动前的生态状况为参照系统即“优”等级。依据历史资料和专家经验，为

参照系统各项指标赋值。依据与参照系统各个指标的偏离程度，确定其他各等级的分项指标量值，

从而构造了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在确定河流生态修复目标时，将现状生态状况各项数据填入分

级系统，可确定现状等级。然后综合考虑外部制约条件，将规划河流的生态状况适度升级，获得生

态修复规划目标的具体分项指标数据。河流生态状况分级系统还可以应用于河流生态系统关键胁迫

因子识别和河流健康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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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河流健康分级系统指标表

要素层

要素编号

指标层

指标编号

等

级

层

很健康

健康

亚健康

不健康

病态

生物

m

通用指标

am

am1

am2

am3

am4

am5

特殊指标

水文

n

通用指标

bn

bn1

bn2

bn3

bn4

bn5

特殊指标

物理化学

o

通用指标

co

co1

co2

co3

co4

co5

特殊指标

河流地貌

p

通用指标

dp

dp1

dp2

dp3

dp4

dp5

特殊指标

—— 1238



［ 18］ Bray D I . Regime equations for gravel-bed rivers［C］//In Hey R . D . ，Bathurst J . C . and Thorne C . R .（eds），

Gravel bed rivers . Chichester Wiley，1982：517-542 .
［ 19］ Hey R D，Thorne C R . Stable channels with mobile gravel beds.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J］ . 1986，

112：671-89 .
Simulation of channel response of North Fork Toutle River

to the eruption of Mount St. Helens

ZHENG Shan1，WU Bao-sheng1，LI Ling-yun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science and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 Department of River Dynamics，Changjiang Rive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Wuhan 430010，China）

Abstract：Severely affected by the eruption of Mount St. Helens in 1980， the channel of North Fork Tout⁃
le River was buried with a maximum depth of 140m.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channel has presented alterna⁃
tive aggradation and degradation both with time and in space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after the eruption.
Previous method can only reproduce the asymptotic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of the channel bed elevation
and cannot simulate the dynamic adjustment processes of channel erosion and deposition. In this study，we
collected 30-year series of data on the water and sediment conditions and channel geometry of the river.
The aggradation and degradation processes of the channel bed were simulated by the delayed response mod⁃
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modes of the delayed response model can well simulate the relaxation
paths of the channel bed of the North Fork Toutle River. Because the delayed response model considers
the cumulative effects of the water and sediment condi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iver， it is able to simu⁃
late the adjustment processes of the river from a perturbed state after the eruption to a certain steady-state.
The model provide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quantitatively studying or simulating the relaxation processes of
the fluvial system affected by instantaneous and significant disturbances.
Key words： volcanic eruption； North Fork Toutle River； channel adjustment； delayed response models；
thalweg elevation

（责任编辑：李福田）

Rating system of river ecological condi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s

DONG Zhe-ren，ZHANG Ai-jing，ZHANG Jing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Rating systems of river ecological conditions can act as a technical method to quantify the riv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bjectives. Originated from th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iver reference system with
ecological status of natural rivers， the ecological index matrix and index valuation standard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degree of deviation from the reference system. The ecological index matrix consists of 10 eco⁃
logical indices in 4 aspects， i.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ology，hydrology， and water quality and river geo⁃
morphology. On account of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iver ecosystem succession， the connotations
of rating systems were discussed，and the applications of rating systems of river ecological conditions to de⁃
termine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bjectives， identify critical stress factors and assess river health were re⁃
searched.
Key words： riv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quantitative objection； ecological condition； rating system； rule of
index valuation；stress factor；river health；ecological succession

（责任编辑：韩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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