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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流计算新方法: 水文变化的生态限度法

董哲仁，赵进勇，张 晶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 要: 水文变化的生态限度框架( ELOHA) 是环境流理论最新成果。ELOHA 要求对河流按照水文

情势特征进行分类，相同类型河流的水文—生态关系具有相似性。ELOHA 还要求对开发前后水文

情势变化进行分析，计算现状水文条件与基准水文条件的偏离程度。ELOHA 提出了水文情势变化

预期生态响应的若干假定，总结了一套为建立水文—生态关系采用的生态指标。在建立大型水文

和生物数据库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方法拟合水文—生态函数关系。最后，各利益相关者对水文

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估，认定可以接受的生态风险水平，再依据水文—生态曲线，确定环

境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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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ethod for environmental flow assessment: ecological limits of hydrological alteration( EL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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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limits of hydrological alteration( ELOHA)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environmental flows
theory. According to ELOHA framework，rivers are classified by the hydrological regimes and the hydro-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are similar for the same type rivers. Furthermore，not only the alterations of the hydrological regime before and after development
is required to be analyzed，but the devi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present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e reference hydrological
conditions are also required to be calculated in ELOHA. Moreover，some assumptions about expected ecological responses of
hydrological regime alterations are put forward，and then a set of ecological indices for the hydro-ecological relationship is sum-
marized as well.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ing large-scale hydrological and biological database，the hydro-ecological functional re-
lationship is fitted by the statistical method. Finally，the ecological risks caused from the hydrological alterations are evaluated by
all the stakeholders for identifying the acceptable ecological risk level，and then the environment flow standard is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ydro-ecological curve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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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变化的生态限度法，即 ELOHA 框架 ( eco-
logical limits of hydrologic alteration) 是美国大自然保护

协会 TNC( The Nature Conservancy) 于 2010 年组织 19

位河流科学家完成的一份框架报告。ELOHA 框架提

供了一种通过建立水文情势变化与生态响应定量关系

构建环境流标准的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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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OHA 主要针对河流大规模取水以及水库径流

调节改变了自然水文情势的河流。通过应用 ELOHA
方法，建立特定河流水文情势变化与生态响应定量关

系( 简称水文—生态关系) 。这种关系用于河流生态

管理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于已经开发的河流，确

定环境流标准，进而制定取水标准和改善水库调度方

案，达到保护水生态系统的目的; 另一方面，对规划

中的大坝项目或其他水资源开发项目，预测大坝建设

和河流开发后的生态响应，评估大坝及河流开发的生

态影响，进而优化大坝、水库的规模以及梯级开发总

体布置方案［2］。

1 文献分析［3］

ELOHA 框架总结归纳了以往环境流研究成果并

加以发展。ELOHA 框架科学家小组收集了全球范围

有关水文—生态关系 165 份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得

到了以下认识:

( 1) 驱动因素: 水文情势变化是生态响应的主要

驱动因素，因此建立河流水文情势变化与生态响应定

量关系，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不少文献认为，探求水

流情势变化与生态响应的较清晰的相关性是可能的。
据统计分析，有 70% 的文献聚焦于人工径流调节影

响，也有一些报告考虑了其他环境驱动因素，包括泥

沙、温度以及泥沙与温度的综合作用。另外，文献分

析指出，引起水文情势变化的原因多数是运行大坝、
水库的径流调节，也有娱乐用水、抽取地下水等原

因。
( 2) 生态指标: 统计 165 份论文所采用的生态

指标，有 145 篇采用河滨带植物群落变化; 水域初

级生产力; 大型无脊椎动物; 鱼类; 鸟类; 两栖动

物这些生物变量作为生态指标。其中，鱼类是所有

研究报告中采用最多的指示物种。一般来说，在流

量减少的条件下，鱼类的响应是负面的。80% 论文

报告称，当流量变化幅度超过 50% ，则鱼类的生物

多样性减少 50% ，说明鱼类是对水文变化敏感的指

示物种。
( 3) 两类水流: 未被干扰河流的水文情势可以认

为是自然水流状态，可选用作为参照系统。未被干扰

河流的水文情势和已被干扰河流的水文情势( 包括径

流调节、上游超量取水等) 是两种不同的水文类型，

二者所引起的生态响应差别较大。
( 4) 水文情势组分理论: ELOHA 框架的基本方

法之一，是应用水文情势组分理论，即把水文情势

划分为 5 种具有生态学意义的组分 ( component) ( 流

量、频率、时机、延时和变化率) ，每种组分再划

分若干水文变量，建立每种组分与生态响应的对应

关系。
( 5) 小结: 回顾现存文献普遍认为，通过监测、

调查、文献分析和专家知识，发展河流的水文变化—
生态响应定量关系是可能的。

2 按河流类型分类

这里讨论的河流类型分类是特指构建水文—生态

关系时的分类。文献分析显示，相同类型河流水文情

势变化引起的生态响应具有相似性［3］。按河流类型

分类的目的，首先是通过汇集相同类型河流数据建立

数据库，强化水文—生态关系的统计学意义，其次，

可以把水文—生态关系推广到相同类型的河流 ( 河

段) 中去，用于确定环境流标准。一些案例显示，直

接采用相同类型河流 ( 河段) 的水文—生态关系，可

以减少许多工作量。如美国康涅狄格州制定水库调度

方案时，就直接引用了其他州的水文—生态定量关

系。
河流类型主要按水文情势特征和水流补给来源划

分，如雨洪补给河流、融雪补给河流、地下水补给河

流等。同类河流的生态响应就有许多相似之处。用于

区分河流类型的参数包括: ① 水文。采用多年日径

流序列进行水文统计计算，主要计算水文变化指数

IHA( indicators of hydrologic alteration) 。②生态区。按

照生态功能区进行河流分类，增加水生生物多样性指

标。③水温。水库调度和大规模取水都改变了自然水

流的水温情势，影响到生物群落结构和功能。④流域

特征。流域特征包括流域面积、河流长度、地质、地

貌、高程、气象、水质、土地覆盖度等。引入流域特

征参数，可进一步强化水文—生态关系的统计学特

征。

3 基本假定

为构建水文—生态定量关系，要基于文献分析

和专业判断，针对特定河流提出水文—生态关系基

本假设［4］。所谓基本假设就是提出一个水文—生态

定性关系，提出基本假定命题以后，需要利用大量

历史数 据 和 监 测 数 据，通 过 回 归 分 析 等 统 计 学 手

段，拟合出水文—生态函数和曲线，形成水文—生

态定量关系。
基本假设内容是水文改变如何影响包括生物、地

貌、物理、化学等在内的生态过程。假设应回答以下

问题: ①生物要素，物种还是种群? ②水文，水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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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水文变化预期生态响应假定

水文特征 预期生态响应

极端低流量
仅有部分河漫滩植物生存。极端低流量水流的消耗，引起湿润的浅滩栖息地退化，在浅滩干涸后，深潭面积减小、深度
降低，有效栖息地斑块之间的连通性破坏，水质恶化，导致无脊椎动物和鱼类多样性和生物量的迅速损失

低流量
低流量的消耗，引起栖息地面积减小，质量下降，导致次级生产力持续下降。持续的低流量导致出现浅水栖息地，引起
物种丰度和生物量降低

小洪水和高流量脉冲 提供鱼类迁徙和产卵的信号，为鱼类和水禽提供觅食机会。由于细沙充填河底空隙，引起底部无脊椎动物物种丰度减少

大洪水
维持河道的基本地貌形态，塑造河漫滩自然栖息地，输送岸边植物种子和果实，营养物质在河漫滩沉积，补给河漫滩地
下水，从水域和河漫滩群落中清除入侵物种

表 2 建立水文变化—生态响应关系所用的生态指标［2］

响应类型 生态指标

响应方式 对水流的直接响应( 产卵、洄游) ; 对水流的间接响应( 栖息地调整)

栖息地响应
栖息地变化( 宽深比、湿周、水塘容积、河床基质) ; 径流调节后水质变化( 泥沙输移、溶解氧、温度) ; 溪流内覆被变化( 河
岸下切、树根和木质残骸、倾倒树木、悬挂型植物)

响应速率 快速响应: 适合小型生物，能快速繁殖。慢速响应: 适合生命跨度较长的生物。短暂响应: 树木种子传播; 成鱼返回产卵场

生物和生物多样性
藻类与水生植物; 岸边植物; 大型无脊椎动物; 两栖动物; 鱼类; 陆生物种( 节肢动物、鸟类、水边哺乳动物) 等。综合度量
准则: 如物种多样性及生物完整性指标

功能特性 生产力: 营养共位群( trophic guilds) ; 地貌形态; 生物行为; 生活史; 栖息地需求; 功能多样性和补充

响应过程的生物水
平和过程

遗传; 个体( 能量、生长率、行为轨迹) ; 种群( 生物量、死亡率、多度、年龄分布) ; 群落( 构成、优势物种、指示物种、物
种丰度、组合结构) ; 生态系统功能( 生产力、呼吸、营养结构复杂性)

社会价值 渔业生产; 洁净水供水和其他经济价值; 濒危动物保护; 娱乐( 水上运动、游泳、旅游) ; 独特文化及精神价值

级还是水文事件? ③时段，是月还是季? ④位置，河

流还是河段? ⑤生态响应为何发生? 如何发生?

举例来说，以下一条假设包含了上述 5 个问题:

夏季( 时段) 低流量 ( 水文量级) 减少了受控河段 ( 位

置) 的基流，导致水温上升( 为何发生) ，鲑鱼( 生物

物种) 产卵下降( 生态响应现象) 。在总结相关文献的

基础上，ELOHA 提出了对水文情势变化预期生态响

应的部分假定( 见表 1) 。在这些假设中，列出了对极

端低流量、低流量、小洪水和高流量脉冲以及大洪水

的预期生态响应，这些响应包括河道地貌维持、栖息

地条件变化、连通性变化、生物群落和物种变化( 包

括无脊椎动物和鱼类等) 、初级生产力变化、外来物

种的入侵和清除等。ELOHA 假设仅是原则框架，对

于特定的河流还要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水文特征和

监测资料具体确定。

4 生态指标的选取

水文情势变化的生态响应是多方面的。在建立水

文—生态关系时，选择关键的生态响应作为生态指

标。选取生态指标时应考虑生态响应的时间尺度，使

发生生态响应的时间尺度在人们可以掌握的范围内。
比如一些物种如藻类和无脊椎动物，它们对环境变化

的响应是迅速的，相反，河滨带树木的响应就要慢得

多。对于水文情势变化的生态影响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直接影响，另一类是间接影响。像对生物区的影

响( 如洪水发生时机和过程对鱼类产卵的影响) 大多

是直接影响。而水文情势变化对栖息地的影响则是一

种间接影响，它是通过水沙运动引起河流地貌演变等

一系列过程导致栖息地变化的结果。POFF 等［2］总结

了一套为建立水文—生态关系采用的生态指标( 见表

2) 。表中，响应类型包括响应方式、栖息地响应、
响应速率、生物多样性、功能特征、生物水平和过程

以及社会价值。对应以上响应类型，给出了具体的生

态指标。

5 水文情势改变—生态响应关系

如上述，水文情势改变—生态响应关系是指不断

增加的人类活动压力引起水文情势改变导致生态状况

下降的相关关系。水文—生态关系是建立环境流的基

础。
5. 1 表述形式

描述水文—生态关系，可以建立下列 3 种函数关

系

E = f( ΔQ) ( 1)

式中，E 为生态特征; ΔQ 为与自然水流相比水文状

况改变。
ΔE = f( ΔQ) ( 2)

式中，ΔE 为相对于参考状态的生态特征变化; ΔQ 为

与自然水流相比水文状况改变。
E = f( Q)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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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 为期望生态特征; Q 为水文参数。
5. 2 水文—生态关系类型

水文—生态关系有 3 种类型，即线性、有阈值和

非线性。如图 1 所示，横坐标为水文改变，纵坐标为

生态状况。生态状况分别为优、良、中、差。其中

“优”表示生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有轻微变化; “良”
表示有中等变化; “中”表示有较大变化; “差”表示

有严重退化。A 线表示线性关系; B 表示有阈值; C
表示非线性关系。一般认为，水文—生态响应关系多

为非线性。具有阈值的水文—生态关系，表示了一种

突变形式。阈值标志着生态系统或有价值的生态要素

已经超越弹性界限，反映系统崩溃或者出现一种不期

望的生态状态。

图 1 水文改变—生态响应关系示意

5. 3 定量分析

需要建立水文和生物数据的大型数据库，通过选

择参数、加工分析最终建立水文—生态关系。选择水

文数据时，不需要使用自然水流范式理论提出的 5 种

组分、33 个指标的全部数据，只需要选择其中部分

数据构建水文—生态关系。选择水文数据的原则是:

能够表现水文情势变化特征; 对于水文情势变化具有

敏感性; 易于计算; 与生态响应具有明显的关联性;

无冗余。比如极端低流量、小洪水、高流量脉冲、大

洪水，洪水发生时机、低流量持续时间等都是常用的

参数。
建立水文—生态关系曲线常用的方法是回归分

析。通过回归分析，可以拟合水文—生态函数曲线。
回归分析的方法很多，包括一元线性回归，抛物线回

归，可化成线性回归的曲线回归等。目前在 ELOHA
中常用分位数回归( quantile regression) 和广义线性模

型 GLM(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ing) 。
需要指出，河流生态状况是许多因素影响的结

果，水文情势因素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其他因素的作

用。当前研究工作的一个焦点是采用统计技术，把水

文改变的影响与其他环境压力区分开来，然后识别能

够最佳表述生态对水文改变响应的水文和生态数据。

6 环境流标准

所谓环境流标准( environmental flow criteria) 是指

基于生态保护目标，允许水文情势改变的程度或范

围。实际上，制定环境流标准过程是生态风险评估过

程。借助已经建立的特定河流水文—生态定量关系，

可以说明水文情势改变所带来的生态系统衰退风险。
水文情势改变程度越高，带来的生态风险越大。这就

需要由决策者、科学家和各利益相关者共同进行风险

评估并且做出判断，判定何种程度的生态风险是可以

接受的。根据维持水资源开发与水生态保护相平衡的

原则，确定可接受的生态风险程度，明确生态目标。
利用生态—水文关系曲线，由生态目标求出相应的水

文情势改变的程度或范围，制定环境流标准。这样，

确定的生态目标通过水文—生态关系曲线转化成环境

流标准。
以美国密歇根州为例，其环境流标准如下:

美国密歇根州环境流标准项目的目标是，在保证

土著鱼类种群数量减少控制在可接受程度的前提下，

确定夏季从河道中取水限度［5］。图 2 表示已经构建的

水文—生态曲线，曲线反映密歇根州河流夏季取水对

鱼群结构的影响。横坐标表示从河道向外取水的百分

数( 0 ～ 1. 0 ) ，反映水文状况变化; 纵坐标表示土著

鱼类种群数量保存百分数( 0 ～ 1. 0 ) ，反映生态响应。
从图 2 可以发现，当横坐标为零即不取水时，纵坐标

为“1”，说明土著鱼种群保存完好，系统处于自然水

流状态。随着取水比例加大，土著鱼种群保存数量明

显减少，当取水比例达到 90% 时，鱼类种群几乎灭

绝。技术咨询委员会提出了这条水文—生态关系曲

线，阐明了取水流量加大引起的鱼类种群减少的风

险，同时提出了生态目标建议。决策者、科学家和各

利益相关者经过生态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达成共识，

确定生态目标是保证土著鱼类种群维持在自然状态的

90%。基于水文—生态曲线，对应生态目标的环境流

标准是夏季自然水流的 40%。也就是说，河道起码

要保持同期自然水流 60% 的流量，这就意味着如果

取水超过环境流标准，就会导致 10% 以上的土著鱼

种群消失。确定的环境流标准，由决策部门转化为政

策和管理办法，由河流管理部门负责执行，相应制定

水资源配置规划，制定全年取水计划。同时开展河流

水文、生物监测，验证环境流标准，评估是否实现了

预定的生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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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水流—生态曲线设定环境流标准

7 ELOHA 框架步骤

ELOHA 框架步骤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科

研过程，建立水文情势变化—生态响应定量关系; 第

二部分是决策过程，依据水资源综合管理理念，由各

利益相关者协商与论证，对环境流标准进行决策，实

现水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与生态环境价值间的平衡

( 见图 3) 。

图 3 水文变化的生态限制( ELOHA) 框架［2］

7. 1 科研过程

科研过程的目的是建立水文情势变化—生态响应

定量关系，共有以下 4 个步骤:

步骤 1，水文建模。定义未被干扰的水文状况为参

照系统，或称水文基线。应用自然水文情势 5 组分理

论，分别计算参照系统水文系列和开发后水文序列的水

文参数频率曲线［6］。

步骤 2，河流分类。按照水文情势 5 组分数据，

结合河流地貌特征，识别河流类型 ( 如雨洪补给河

流、融雪补给河流、地下水补给河流等) 。对于大中

型河流，河流应以河段为单位进行分类，区分河流类

型并沿着水流流向设立河段节点。对于梯级开发河

流，每座大坝下泄方式各不相同，所以应以大坝为节

点，分析河段的水文情势变化。
步骤 3，水文情势变化分析。对 于 同 一 类 型 河

流，选择能够基本反映水文特征的一、两种水文组

分参数( 如流量、水位、时机、延时等) ，将河流开

发前后的水文组分频率曲线进行对照，分析每个节

点开发前后水文情势变化，计算每个节点现状水文

条件与基准水文条件的偏离程度。
步骤 4，建立水文情势变化—生态响应关系。根

据每种河流类型水文—生态假设( 见表 1) ，选择对应

的有代表性的若干生态指标 ( 如鱼类、无脊椎动物、
河滨带植被等) ，这些生态指标能够大体反映河流的

健康状况( 见表 2) 。通过水文、水质、生物、地貌等

相关资料收集，生物调查和监测以及专家知识，汇总

成水文、生态数据库。分析每个节点的生态数据，解

释水文情势变化引发的生态响应关系，通过统计学回

归分析等手段，拟合水文—生物函数关系和曲线。
7. 2 决策过程

继科研过程之后是决策过程( 见图 3) 。决策过程

的目标是实现生态保护与水资源利用达到某种平衡。
具体方法是通过科学家、决策者和管理者、水资源用

户、社会公众团体等各利益相

关者共同协商，确定环境流标

准。
各利益相关者的首要任务是

进行生态风险评估，采用的方法

是风险基准( risk benchmark) 方法

或称临界风险 水 平 ( critical risk
level) 。所谓风险基准，即现状

水文情势与参照水文情势的允许

偏差程度。允许偏差程度越高，

则生态风险越大。各利益相关者

需要评估针对有价值的生态资产

或生态服务( 如自然风景、生物

多样性、渔场等) ，认定何种程

度的生态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即

何种程度的生态退化是可以接受

的。根据水文—生态关系曲线，

就可 以 确 定 环 境 流 标 准 ( 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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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流标准可以是具体数值，也可以是一个数

值范围。
环境流标准的执行方式，包括制定取水限制政

策、改善水库调度方案、制定水资源配置规划等。在

执行过程中，应持续进行生态调查和监测，除了一般

性监测以外，监测重点是生态指标相关对象。需要认

真分析各个节点的水文和生态监测数据，用于验证或

调整水文—生态关系，特别需要验证执行了环境流标

准以后，生态状况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如果水文—生

态关系进行了调整，就需要进一步修正环境流标准。
如此多次反复进行的过程，使环境流标准逐步完善，

这个过程就是所谓适应性管理过程( 见图 3) 。

图 4 8 月份中值流量改变与鱼类多度的相关关系( 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

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为例，对其环境流标准的决策

过程如下述:

早在 1987 年为应对水量和水质问题，美国马萨

诸塞州政府颁布了水管理法案( WMA) ，建立了取水

许可制度系统。20 年后，经评估发现法案未能实现

其预期目标，特别是没有注重保护河流生态系统。为

此，环保团体呼吁开展环境流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辩

论，2009 年州政府推出《马萨诸塞州可持续水管理倡

议书》，建立了咨询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组织了政

府部门、供水商、水用户、农业、环保团体以及其他

利益相关者的评估协调机制，由此展开了以 ELOHA
为指南的研发和管理工作［7］。
7. 2. 1 水文基础计算

采用美 国 地 调 局 ( USGS ) 开 发 的 Sustainable －
Yield Estimator( SYE) 系统，首先评价了未径流调节

的 1960 ～ 2000 年日径流水文序列，作为水文基线。
对于没有水文测验记录的溪流，采取延时曲线回归

法。又计算了 2000 ～ 2004 年现状流量过程线，模拟

了因取水导致流量减少过程; 模拟了部分河段地下水

补给河流过程和水库蓄水过程。
技术委员会识别了四个季节

性生物敏感期，重点关注鱼类群

落和两栖动物生活史重要阶段对

水流的需求。这四个敏感期是:

①越冬和鲑鱼卵成熟期; ②春季

洪水; ③育肥成熟期; ④秋季鲑

鱼产卵期。技术委员会认定，1
月、4 月、8 月和 10 月，足以反

映 4 个生物敏感期，从而简化了

工作。
利用国家水文数据库( NHD) ，

绘制了 1 395 个嵌套的次流域单

元及河段。每一个次流域单元，用上述方法计算流量

状况。另外评估井水抽取和地下水渗透流量。按照水

文统计计算范围，计算了水文基线和 1 月、4 月、8
月和 10 月的现状水文中值。通过现状水文状况与基

线水文状况相比较，计算了水文条件改变。
7. 2. 2 建立水文改变—生态响应定量关系

应用了渔业和野生鱼类协会( Fisheries and Wild-
life Fish Community) 数据库的 669 个鱼类采样点数据，

计算了所有采样点的水文变量。文献分析表明，对水

文变化敏感的鱼类度量指数包括物种丰度、个体物种

多度、按生活史物种分组多度。计算的环境变量包括

采样点集水面积，湿地缓冲带盖度，不透水铺设百分

数，梯级开发大坝密度 ( 景观破碎化变量) 。应用主

成因分析法和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法 (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可以减少环境变量数目。

采用分位数回归分析( quantile regression) ，拟合

水文情势改变与生态响应关系曲线。图 4 表示采用分

位数回归分析，拟合的鱼类群落多度与 8 月流量减少

之间的关系曲线。横坐标表示抽取地下水导致 8 月中

值流量减少百分数，纵坐标表示鱼类多度( 每小时捕

获数) 。曲线显示，流量衰减与河鳟和黑鼻鲑的多度

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流量衰减加大，则河鳟和黑鼻鲑

的多度以及鱼类物种多度均减少。
另外，还应用广义线性模型 GLM 进行分析，采

用与流量变化敏感的 8 个化学和物理协变量，预测鱼

类和野生动物群落的生态响应。其结果与分位数回归

分析结果基本符合。图 5 表示拟合后的流量—生态关

系，关系曲线显示由于抽取地下水引起 8 月份流量中

值改变，在其他变量( 如下垫面条件) 保持不变的前提

下，如果流量减少 1%，会引起鱼类多度减少 0. 9%。
7. 2. 3 水文情势改变限度

根据上述科研成果，马萨诸塞州政府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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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8 月份中值流量改变与鱼类多度的相关关系

( 广义线性模型计算结果)

部门于 2012 年提出了《水文情势改变限度报告》( 草

案) 。基于流量变化—生态响应关系曲线，确定了流

量改变导致鱼类多度变化的定量关系，至于允许水文

情势有多大程度的改变，则需要由决策者和利益相关

者共同判断，判断何种程度生态退化的风险是可以接

受的。为此，建立了“水文情势改变限度”，把因取

水造成流量减少的程度分为 5 级，称为“流量水平”
( 见表 3 ) ，可以理解为对应的生态状况级别分别为

优、良、中、差、劣五级。根据流量—生态曲线，各

方认定 8 月份减少 25% 流量作为水文情势改变的底

线，对应生态状况级别为“中”。换言之，如果流量

减少超过 25%，那么生态系统退化状况( 表现为鱼类

多度和物种多样性) 是不可接受的。除 8 月份以外，

根据计算分析结果，也给出了 10 月、1 月和 4 月的

水文改变限度。

表 3 水文改变限度( 美国马萨诸塞州)

流量
水平

8 月份流量水平
流量改变范围 /%
( 因抽取地下水)

按季节河流准则许可流量改变百分数 /%
( 相对抽水前流量中值)

8 月 10 月 1 月 4 月

1 0 ～ 3 3 3 3 3
2 3 ～ 10 10 5 3 3
3 10 ～ 25 25 15 10 10

4 25 ～ 55
5 55

注: 源自马萨诸塞州能源与环境事务行政办公室，2012。

为执行《水文情势改变限度报告》，水资源管理

部门制定了新的取水许可制度，并设置监测系统，验

证水生态系统保护的效果。

8 小 结

ELOHA 框架总结了十多年环境流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构建环境流标准的新方法。“水文变化的生态

限度”的含义，是指以生态退化的底线限制水文情势

改变程度。通过调查、监测和统计学方法建立水文情

势变化—生态响应定量关系，依靠这种关系，识别水

文情势改变程度以及相应的生态退化程度。通过论

证，判断何种生态状况是可以接受的，进而确定环境

流标准。基于水文情势变化—生态响应定量关系的环

境流理论，具有较为坚实的科学基础，它标志着环境

流理论的发展方向。ELOHA 框架在不少国家得到了

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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