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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讨论了河流—湖泊系统和河流—河漫滩系统连通性的生态学意义，阐述了河湖水系连通
性生态调查与分析方法，提出了恢复河湖水系连通性的规划原则，介绍了恢复河湖水系连通性的工程

与非工程措施，并提出了恢复连通性效果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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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河湖水系连通性是流域内河流与湖泊、河道与河

漫滩之间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物种流保持畅通

的基本条件。

在河流—湖泊系统连通性方面，河湖间的自然

连通保证了河湖间注水、泄水的畅通，维持着湖泊

最低蓄水量和河湖间营养物质交换。年内水文周期

变化和脉冲模式，为湖泊湿地提供动态的水位条

件，使水生植物与湿生植物交替生长；水位变化还

为鱼类等动物传递其生活史中产卵等所需信息。河

湖连通还为江河洄游型鱼类提供迁徙通道，为生物

群落提供丰富多样的栖息地。由于自然力和人类活

动双重作用，不少湖泊失去了与河流的水力联系，

出现河湖阻隔现象。就自然力而言，湖泊因地质构

造运动和长期淤积致使湖水变浅，加之湖泊中矿物

营养过剩，使水生生物生长茂盛，逐步形成沼泽

化。人类活动方面，为了围湖造田、防洪等目的，

通过建闸和筑堤等工程措施，将湖泊与河流的水力

联系控制或切断。另外，在入湖尾闾处河道因人为

原因淤积或下切，都会打破河湖间注水—泄水格

局。河湖阻隔后，物质流、信息流中断，江湖洄游

型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迁徙受阻，鱼类产卵场、育

肥场和索饵场减少。湖泊上游工业、生活污水排放

是湖泊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加之湖区大规模

围网养殖污染，水体置换缓慢，水体流动性减弱，

湖泊水质恶化，使不少湖泊从草型湖泊向藻型湖泊

退化，引起湖泊富营养化，导致河湖生态系统退

化。

在河道与河漫滩连通性方面，河道与滩区间的连

通使汛期水流能够溢出主槽向滩区漫溢，为滩地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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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河流—湖泊连通性调查

湖泊名称 面积 容积

连通特征（历史／现状） 阻隔原因

湖泊面积 湖泊容积 进水通道 出水通道
连通方向 连通延时

单 双 网 常年 间歇
换水周期 自然 人为

营养物质，促进滩地植被生长。同时，鱼类可游到滩

地产卵或寻找避难所。退水时，水流归槽带走腐殖

质，鱼类回归主流，完成河湖洄游和洲滩湿地洄游的

生活史过程，另外，归槽水流又为一些植物传播种

子，这就是所谓洪水脉冲作用［１］。不合理的堤防建

设，使堤距缩短导致河漫滩变窄；农田、道路、住宅

区、休闲娱乐设施和其他设施侵占河道，既阻碍行洪

又破坏了栖息地。另外，不透水的堤防和护岸阻碍了

垂向的渗透性，削弱了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连通性。以

上种种作用导致栖息地条件恶化，水生生物多样性下

降。

恢复河湖水系连通性是河湖生态修复的重要措施

之一。本文讨论了以生态修复为主要目标的恢复流域

内河流—湖泊系统和河流—河漫滩系统连通性的调查

分析与规划方法。

２　河湖水系连通性生态调查与分析方法

河湖水系连通性生态调查分析分为地貌—水文、

水质和生物三大类，其中水质调查可采取常用方法，

本文不另赘述。

２１　连通性调查方法
２１１　地貌—水文调查

地貌调查包括地貌单元统计和河流—湖泊系统以

及河流—河漫滩系统地貌动态格局调查。通过历史资

料、现场查勘、卫星遥感图对比分析以及ＤＥＭ技术，
调查水系的连通情况，包括河流纵向连续性，河流—

河漫滩系统的横向连通性，河流—湖泊连通性，并对

连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２］。

在流域尺度上，地貌单元调查包括干流和支流河

道、湖泊、大型湿地、故道、河漫滩、河湖间自然或

人工通道、堤防、闸坝、农田、村庄、城镇等。

在河流廊道尺度上，需要调查的河漫滩地貌单元

有（见图１）：（１）牛轭湖或牛轭弯道也称河流故道。
（２）河漫滩水流通道。指在河漫滩上所形成的次级河
道。（３）鬃岗地貌。指在凸岸形成一组滨河床弧形沙
坝。（４）局部封闭小水域包括局部沼泽地。（５）自然
堤。在滩地临河较高位置沿河沉积物也称滩唇。（６）
湿地。（７）堤防。（８）道路。（９）水产养殖场。（１０）

农田等。

图１　河流—河漫滩系统地貌单元

河湖水系连通状况调查的重点是历史与现状连通

性特征。连通性可分为常年连通和间歇性连通两类。

间歇性连通或是由于年内水文周期性变化所致，或是

出于防洪和引水需要调控闸坝造成。因此，调查中应

分丰水期和枯水期两种情况并且在间歇性连通中区分

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从河湖水系连通方式划分，

又可分为单向、双向和网状连通三类。河湖连通性调

查表见表１。
湖泊、河流、故道、滩地和湿地的水面面积和水

位都随水文周期发生变化，形成河流—湖泊系统和河

流—河漫滩系统的动态空间格局。这种动态空间格局

形成了多样化的栖息地，满足多种生物生活史的生境

需求。动态空间格局可用丰水期和枯水期的空间格局

代表。空间格局调查项目重点是在丰水期和枯水期湖

泊、湿地以及河漫滩的水位和面积及其变化率，变化

率可以反映栖息地多样性程度以及洪水脉冲作用强度

（见表２）。
２１２　生物及栖息地调查

与河湖水系连通性密切相关的生物及栖息地调

查，包括洄游鱼类及栖息地、湿地动植物调查（见

表３）。洄游鱼类调查包括洄游鱼类种类，连接鱼类
不同生活史阶段适宜水域的洄游通道类型。鱼类栖

息地包括其完成全部生活史过程所必需的水域范

围，如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需要调查其位置

和面积。

河漫滩及湿地大多属水陆交错地带，生境条件多

样，植被类型丰富。调查重点是：（１）湿地景观格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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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河湖水系动态格局调查

时期 干流流量
湖泊 湿地 河滩

水位 面积 连通状况 水位 地下水位 面积 连通状况 水位 水域面积 连通状况

丰水期

枯水期

变化率

表３　生物及栖息地调查

洄游鱼类 植物群落 水鸟

丰度／物
种多

样性

洄游类型／通道
位置／长度

栖息地位置／面积 湿地 滩地 生物 栖息地

河—湖 河—滩 干—支 产卵场 索饵场 越冬场
类型／组
成／密度

面积
类型／组
成／密度

面积／覆
盖比例

种类／
总量

位置 面积

变化；（２）湿地植被群落结构变化，包括当地物种和
外来物种增减状况以及植被生物量变化；（３）水鸟及
其栖息地状况，包括水鸟数量特别是国家一、二类保

护水鸟数量动态变化以及物种组成变化。

２２　连通性分析方法
（１）历史对比。可以把我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河

湖水系连通状况作为参照系统即理想状况，将现状与

之对比，识别河湖水系连通性的变化趋势，对比内容

可参照表１。对比的目的是掌握历史河湖水系连接通
道状况以及湖泊、湿地面积变化。

（２）河湖水系阻隔成因分析。在历史对比的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河湖水系阻隔的原因，识别是自然因

素还是人为因素所致。自然原因包括泥沙淤积阻塞连

接通道；河势演变形成牛轭湖（故道脱离干流）；受

气候变化，受降雨量减少影响径流量减少，改变了河

湖连通关系。人为因素有多种，包括：①围垦建圩阻
隔河湖，引起湖泊面积缩小及湖泊群的人工分割；②
闸坝运行切断湖泊与干流的水力联系；③水库清水下
泄下切河道，改变河湖高程关系；④农田、道路、建
筑物侵占滩地；⑤堤距缩短，隔断主流与滩区的水力
联系。

（３）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在历史对比及成因分析
的基础上，建立生态服务功能评价体系，评价由于河

湖水系阻隔造成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重点评价河湖

水系阻隔造成的洄游鱼类和底栖动物的生物群落类

型、丰度和物种多样性退化；鱼类栖息地个数变化以

及洲滩湿地和河漫滩植被类型、组成和密度变化；珍

稀、濒危和特有生物潜在风险。机理分析方面，不仅

要评价水面面积缩小的生态影响，还应分析水动力学

条件改变导致激流生物群落向静水生物群落演替的影

响，以及削弱洪水脉冲作用对于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影

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包括供给、支持、调节

和文化功能在内的河湖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的降低

程度。

（４）综合影响评价。河湖水系阻隔不仅影响生态
系统健康，还会对防洪、供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河湖阻隔或堤距缩窄，不仅降低了湖泊或河漫滩所具

备的蓄滞洪能力，还导致洪水流路不畅，增加了洪水

风险。河湖水系阻隔也会对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优化

配置产生不利影响。由于湖泊失去与河流的天然水力

联系，湖泊换水周期延长，湖泊湿地对污染物的净化

功能下降，加重湖泊水质恶化。所以应对河湖水系阻

隔对生态、防洪、供水和环境影响做出综合定量评

价。

３　恢复河湖水系生态连通性规划准则

３１　规划准则
３１１　以流域为恢复河湖水系连通性规划空间单元

流域不仅是水文学最重要的空间单元，也是陆

地生态学最重要的空间单元之一。一般来说，恢复

河湖水系连通性应在流域范围内进行规划。至于跨

流域水系连通，则属于跨流域调水工程范畴，其生

态环境影响和社会经济复杂性远远超过流域内的河

湖连通问题，需要深入论证和慎重决策，不在本文

讨论范围。

在流域尺度下，需要综合开展河湖水系连通性空

间景观格局配置，包括河湖连接通道布置，干流、支

流、湖泊、河滩、湿地、沼泽、牛轭湖（故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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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群落以及城镇、农田的空间格局合理配置。合理规

划国土功能，恢复湖泊、湿地水面面积，实施退田还

湖和退渔还湖，清理河道行洪障碍物，保持河漫滩的

有效宽度。以缀块—廊道—基底模式的空间景观理论

为基础，合理规划各类缀块的数量、几何特征和性

质。发挥河流廊道的功能，处理好河流—湖泊间

“源”与“汇”的关系，以实现生态服务功能的最大

化［３］。

３１２　恢复河湖水系连通性规划应与流域综合规划
相协调，发挥河湖水系连通的综合功能

　　流域综合规划是流域水资源战略规划。恢复河
湖水系连通性规划应在综合规划的原则框架下，成

为水资源配置和保护方面的专业规划。恢复河湖水

系连通性规划除了论证恢复连通性的生态功能以

外，还需论证恢复连通性在水资源配置、水资源保

护和防洪抗旱方面的作用。通过河湖水系连通和有

效调控手段，实现流域内河流—湖泊间的水量调

剂，优化水资源配置。还需论证恢复连通性对于提

高水体的自净功能，改善湖泊水动力学条件，防止

富营养化方面的作用。另外与河流自然连通的湖

泊、湿地、河漫滩在汛期能够发挥蓄滞洪作用，降

低洪水风险。河湖水系连通性恢复，也会改善规划

区内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湿地的水文条件，提高规划

区内城市河段的休闲文化功能。

３１３　以历史上的连通状况和水文—地貌特征为理
想状况，确定改善连通性目标

　　自然河湖水系连通格局有其天然合理性。这是因
为在人类生产活动尚停留在较低水平的条件下，河流

与湖泊洲滩湿地维系着自然水力联系，形成了动态平

衡的水文—地貌系统。湖泊湿地与河流保持自然水力

联系，不仅保证了河湖湿地需要的充足水量，而且周

期变化的水文过程也成为构建丰富多样栖息地的主要

驱动力。

考虑到经过几十年的开发改造，加之气候条件的

变化，河湖水系的水文、地貌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

化，完全恢复到大规模河湖改造和水资源开发前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连接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以
历史上较为自然状况下的河湖水系连通状况作为参照

系统，再根据现状水文、地貌条件和社会、经济需

求，确定改善连通性目标。

为此，需要建立河湖水系连通状况分级系统。在

连通性分级系统的要素层包括水文（湖泊年蓄水量，

水文过程）、地貌（连通格局、连接通道布置）和生物

（洄游鱼类、鸟类和湿地植物群落）。以历史自然连

通状况为优级，以与理想状况的不同偏差率，再划分

良、中、差、劣等级。一般情况下，修复目标取为良

等级。由连通性分级表，就可以获得恢复河湖水系连

通工程的定量目标（见表４）［４］。

表４　河湖水系连通性分级

等级

水文 地貌 生物

湖泊水

面面积

湿地面积

／地下水位
水文

过程

景观

格局

连接

通道

洄游

鱼类
鸟类

湿地植

物群落

水质

优

良

中

差

劣

３１４　优化河湖水系连通格局，实现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最大化

　　恢复连接方式有多种。一种是恢复历史连接通
道，一种是根据水文、地貌变化条件开辟新通道。对

于已建控制闸坝的湖泊可改进调度方式，实施生态调

度，增加枯水季入湖水量，满足湖泊湿地生态需水。

经过论证也可拆除部分控制闸坝，实现河湖自然连

接。

针对几种连通格局初步方案，进行水文学和水力

学计算、河势稳定性分析、河流泥沙动力学计算以及

成本效益分析。通过方案优选，达到生态服务功能最

大化的目的［５］。

３１５　实施湖泊滩地环境综合治理，实现水功能区
达标，严格控制沿湖沿河的房地产开发、旅

游开发和水产养殖业开发

　　恢复连通性工程应与湖泊滩地环境综合治理相结
合，首先是水污染防治和入河入湖污染物总量控制，

实现水功能区达标。其次，要清除侵占湖区和滩地各

类设施和建筑物，包括休闲娱乐设施、房地产开发等

建筑物以及农田、道路等，严格控制水产养殖，实施

退田还湖，退渔还湖。此外，应划定湖泊和河流岸

线，明确管理责任主体和权限。

３１６　恢复河湖水系连通性应与河流湖泊生态修复
相结合，实施一体化生态修复

　　作为河流生态修复重要措施之一，恢复河湖水系
连通性应与河湖生态修复综合措施相结合，实施一体

化修复。修复的重点是水文条件、地貌条件、水体物

理化学特征和生物状况四个方面。其中地貌修复方

面，实施３维连通性修复，即顺水流纵向的连续性，
河流侧向的连通性和垂向的渗透性。在河流形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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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恢复河流—湖泊系统连通性评估

要素
地貌单

元／科目
编号

评估内容

／指标

特征

历史自然状况 开发改造后果 生态修复措施

地貌

形态

湖泊

湿地

１ 水面面积 历史水面面积 湖泊萎缩
连通、疏浚、退田还湖、退渔还湖、清理违章建筑、

改进调度方式

２ 换水周期 历史换水周期 较长 连通、疏浚

３ 连接延时 历史延时 缩短 连通、疏浚、改进调度方式

４ 面积 历史面积 湿地萎缩 恢复植被、改善水文条件

５ 地表／地下水位 自然状况 下降 改善水文条件

６ 连通状况 自然连通 阻隔／间歇连通 连通、疏浚

水文

径流

洪水

脉冲

７ 湖泊湿地需水 自然连通 径流量减少 连通工程、疏浚、改善现存闸坝调度

８
年流量过程变化

率
洪水脉冲过程

径流调节导致流量过

程线趋平缓
改进现存闸坝调度方式

水环境
水功

能区
９ 水功能区达标 历史湖泊水质 污染／湖泊富营养化

污染治理、水产养殖管理、采砂生产管理、生物治

污工程

生物

洄游

鱼类
１０

类型、丰度、物

种多样性、“三

场”数量

历史洄游鱼类

产卵场、索饵场、育

肥场减少，物种多样

性下降

珍稀、濒危、特有鱼类保护，栖息地加强措施

水鸟 １１
总量、栖息地数

量
历史鸟类状况

水鸟总量和栖息地数

量下降
栖息地加强、水鸟保护措施

植被

群落
１２

类型、组成、密

度
以水生植被为主

草型湖泊退化为藻型

湖泊

采取生物调控措施，恢复以水生植物为主的群落结

构

方面，重视河流蜿蜒性，形成深潭—浅滩序列。促进

湖泊河流的自然化，防止湖泊河流的渠道化和商业

化［６－７］。

３１７　风险分析
河湖水系连通性恢复工程在带来多种效益的同

时，也存在着诸多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源于连通工

程规划本身，也可能因工程管理调度不当或因气候

变化、超标洪水等外界因素。这些风险包括洪水风

险、污染转移、外来生物入侵、底泥污染物释放、

有害细菌扩散以及血吸虫病传播等。特别是在全球

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极端气候频发，造成流域暴

雨、超标洪水以及次生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不可避免地对恢复连通性工程构成威胁。因

此，在规划阶段必须进行风险分析，充分论证各种

不利因素和工程负面影响，趋利避害，制定适应性

管理预案。

３２恢复连通性措施
恢复连通性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两

类。

工程措施包括：（１）连接通道的开挖和疏浚。
（２）拆除控制闸坝。退渔还湖，退田还湖，恢复湖泊

湿地河滩。（３）拆除岸线内非法建筑物、道路改线。
（４）清除河道行洪障碍；扩大堤防间距，扩展滩区。
（５）建设洄游鱼类过鱼设施以及栖息地加强措施。
（６）点源与面源污染控制。（７）生物工程措施，包括
通过人工适度干预，恢复湖泊天然水生植被，提高湖

泊水生植物覆盖率，恢复滩区植被。（８）采用生态型
护岸结构。（９）恢复河流蜿蜒性。

非工程措施包括：（１）改进已建闸坝的调度运行
方式，制定运行标准，保障枯水季湖泊、湿地的生态

需水；（２）依据湖泊生态承载能力，划定环湖岸带生
态保护区和缓冲区范围，明确生态功能定位；（３）实
施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对河流、湖泊、湿地、河漫

滩实施一体化管理，建立跨行业、跨部门协商合作机

制，推动社会公众参与；（４）建设生态监测网，开展
河湖水系连通性和河流健康评价。

３３　恢复河湖水系连通性效果评估方法
恢复河湖水系连通性工程项目效果评估方法，可

分为河流—湖泊系统和河流—滩区系统两类，分别见

表５和表６。评估内容均包括地貌形态、水文、水环
境和生物四种要素。两类评估方法分别采用１２项和
１８项指标。对历史自然状况、恢复连通性前、恢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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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恢复中小型河流—滩区系统连通性评估

要素
单元

／科目
编号 评估项目

特征

历史自然状态 开发改造后果 生态修复措施

地貌

形态

河道

滩区

１ 河流平面形态 蜿蜒、辫状、网状 裁弯取直 恢复蜿蜒性

２ 横向连通性 洪水侧向漫溢 缩窄堤防间距、倾倒渣土 扩大堤距清理河道

３ 纵向连续性 纵向水力连续 闸、坝、堰数量／密度 控制闸坝数量

４ 垂向渗透性
河床底质砂砾石、粗

细砂等
混凝土、浆砌石 生态型护坡

５ 河势稳定性 河势自然摆动 治河工程，稳定河势 控导工程

６ 岸坡防护 天然材料 混凝土、浆砌石 生态型护坡结构

７ 宽度、面积维持 自然状态滩区
农田、道路、房地产开发、

旅游休闲设施侵占滩区
清除建筑设施和农田，恢复自然宽度

８ 景观多样性
洲滩、湿地、沼泽、

水塘
渠道化、人工园林化景观 恢复自然景观

９ 自然保护区
重要自然保护区和湿

地

重要自然保护区和湿地达

标率
落实保护区规划

１０ 采砂生产
自然河势、深潭—浅

滩序列
影响河势和栖息地质量 严格控制、取缔采砂生产

水文

径流 １１ 年内径流状况 自然径流过程
因过度取水和径流调节引

起断流和间歇式径流
尽量维持自然水流过程

生态

需水
１２ 生态基流／敏感期生态需水 自然水流过程

生态基流和敏感期生态需

水满足程度
保证生态基流

洪水

脉冲
１３ 洪水脉冲过程及功能

洪水淹没滩区水文过

程及生物过程

因引水和径流调节，降低

年水文过程变幅降低
通过调控维持一定程度的脉冲过程

水环境

水功

能区
１４ 水功能区达标率 历史状况 修复前状况 达标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

面源

污染
１５ 水产养殖业管理 历史状况 修复前状况 退渔还湖、养殖业管理

农村

环境
１６

农村污水厕所垃圾管理达

标率
历史状况

农村污水、厕所、垃圾管

理缺位
改厕、垃圾处理设施

生物

滩区

植被
１７

植被覆盖比例，物种组成

和密度
生物群落多样性维持 滩区植被退化 以土著物种为主的自然恢复

生物

群落
１８ 珍稀、濒危、特有物种 物种多样性维持 物种数量、栖息地减少 落实保护规划

三种状况，需分别列出指标量值。根据各项指标数值

变化趋势，可以分析对比恢复连通性前后的变化；对

比历史自然状况分析连通性恢复程度，从而对恢复连

通性的效果做出定量评价。

４　结　语

河湖水系连通性是维护河湖健康的重要保障条

件。由于自然力作用和人类经济活动影响，河湖水系

连通性受到破坏或削弱，恢复河湖水系连通性是河湖

生态修复的重要内容之一。河湖水系连通性修复应以

流域为空间单元，以历史上较为自然状况的连通性作

为空间参照系统确定连通目标和制定规划。同时，恢

复河湖水系生态连通性应与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防洪减

（下转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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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根据重要湿地在流域尤其

是河流生态系统的功能定位、湿地水资源条件和生态

干扰性、湿地与黄河的水力和生态学联系等因素，探

讨了流域重要湿地资源在流域综合管理和系统保护层

面上的优先序，分析了流域层面重要湿地保护的适宜

空间布局，提出了重要湿地在实践中进行分级分类管

理和保护的原则，对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与

修复工作有重要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１］　湿地国际—中国项目办湿地经济评价［Ｍ］北京：中国林业

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　张峥，张建文湿地生态评价指标体系［Ｊ］农业环境保护，

１９９９，１８（６）：２８３２８５

［３］　郑允文，薛达元，张更生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指标和评

价标准［Ｊ］农村生态环境（学报），１９９４，１０（３）：２２２５

［４］　崔保山，杨志峰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Ⅰ：理论

［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１，２２（７）：１００５１０１１

［５］　崔丽娟湿地价值评价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　许建民黄河三角洲（东营市）湿地评价与可持续利用研究［Ｄ］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２

［７］　李静陕西三河湿地生态评价与保护研究［Ｄ］西安：陕西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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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相结合，与河湖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实现生态效

益和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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