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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流理论进展述评

董哲仁，张 晶，赵进勇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要：本文回顾了环境流评价方法从简单的水文公式到水文变化生态限度方法（ELOHA）的发展历程。讨论了环

境流的理论要点，如自然水流与径流调节水流的区别；水文情势改变-生态响应关系以及水生态系统阈值等问

题。文章还评论了环境流方法应用的若干问题，包括生态需水概念；技术文件中引用国外文献的完整性和准确

性；加强数值模型研究和软件开发；推行适应性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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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生物群落对水文情势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水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水库径流调节极大地改变

了河流自然水文情势。水文情势的变化，引起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变化，甚至导致淡水生态

系统严重退化。为保护水生态系统，有必要在人类开发水资源的前提下，确定维持河流生态健康的

基本水文条件。从 20世纪 70年代起，西方国家为加强河流生态保护，提出了环境流概念和评价方

法，在其后 40多年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所谓“环境流”（Environmental flow）是指维持水域生物和河岸带处于健康状态的河道内流量及水文

过程，再加上在不损害河流健康的前提下，为人类社会服务所需要的流量和水文过程。制定环境流

标准的目的，在于实现淡水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间的平衡［1］。环境流的核心科学问题是构

建水文情势变化与生态响应的定量关系模型。其中如何定义水文情势组成和因子；不同类型生态响

应与不同水文组分之间的特定相关关系； 水文情势变化与生态响应关系模型分类、特征和构建方法

以及生态阈值等问题，都是研究的重点。

本文回顾了环境流的发展沿革，总结了发展过程中若干趋势性的理论要点，讨论了我国在环境

流理论应用方面的若干问题。

1 发展沿革

环境流的研究发轫于 20世纪 70年代初的美国。当时为执行环境保护新法规，也为满足大坝建设

高潮中环境流评估的需求，美国一些州政府管理部门开始生态基流的研究和实践，其目标是定义河

道中最小流量，以维持一些特定鱼类如鲑鱼生存和渔业生产。在其后的 30多年，先后提出了一系列

以水文条件为基础的环境流简易算法，这些方法因易于操作而得到广泛应用。

流量历时曲线分析法（Flow duration curve analysis， FDC）是通过河流低流量频率分析，确定环境

流的方法［2］。所谓 dQT法指重现期为 T 年可能发生一次，连续 d 日最小流量均值。如 7Q10称为 10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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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期 7日低流量。美国有超过半数的环保机构用 7Q10作为水质管理的重要指标。QP法是以天然月平

均流量为基础，选择不同频率 P 的最枯月平均流量作为基本环境流的最小值。常采用的频率为 90 %
或 95 %，分别表示为 Q95和 Q90。英国环境部采用 FDC法进行水资源配置。基于 4项敏感的河流要素

（自然特征、大型水生植物、渔业和大型无脊椎动物）设置了水资源限度，定义低流量为频率 95 %的

流量 Q95。
Tennant方法是目前世界上广泛应用的方法［3］。它是由美国学者 Tennant和美国渔业野生动物协会

于 1976年共同开发的。这种方法考虑了水文学、水力学和生物学因素，采用河流年平均流量百分比

作为河流推荐环境流量。Tennant法计算基准是自然水流。所谓自然水流是指大规模开发水资源以前

的水流。在计算时，不但需要有足够长的水文序列，而且需要在长序列中选择大规模开发前的水文

序列，以反映自然水流状况。这些以水文条件为基础的环境流简易算法，容易理解，操作简便，可

以得到环境流的大致数值范围。但是，这些方法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没有涉及水文变化-生态

响应机理，所以其科学性受到质疑。

20世纪 80年代，继美国之后，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南非陆续开始了环境流的研究和实

践。在此期间，栖息地分级评价方法（habitat rating methodology）得到发展。其中，湿周法产生于 20世

纪 80年代初期，一般适用于宽浅型河道。湿周法已经把流量变化与栖息地有效性结合起来，可以认

为它是栖息地评价方法的先驱。

栖息地分级评价方法的思路是根据鱼类生活史对水力条件需求（流速、水深等），制作适宜性曲

线。通过水力学计算获得流场分布图，进而推求有效栖息地面积，同时确定有效栖息地对应的流量

范围。评价结果通常以有效栖息地面积与河流流量关系曲线的形式表示。通过这条曲线，能够获得

不同物种对应的适宜流量，作为确定环境流时的参考依据。应用最为广泛的栖息地分级评价方法是

河流内流量增量法（Instream Flow Incremental Methodology，IFIM）［4］。河流内流量增量法是由美国鱼类

和野生动物服务中心（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首先提出的，目的在于确定某一关键鱼种如鲑鱼

的最适宜栖息地条件。IFIM方法还包含了很多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研发了商用软件包。IFIM的核

心部分是“自然栖息地模拟”软件-PHABSIM（Physical Habitat Simulation）。PHABSIM 软件和说明书可

以从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网站（http：//www.fort.usgs.gov/products/software/phabsim/
phabsim.asp）自由下载。 IFIM 开始应用于融雪溪流的鲑鱼保护，以后推广到其他地区和其他类型溪

流，至今仍在全球被广泛应用。此外，生物栖息地模型 RIVER2D 和河流泥沙和栖息地二维模型

SRH-2D（Sedimentation and River Hydraulics-Two Dimensions）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后者是由美国

垦务局（USBR）开发的软件，可以在 USBR网站免费下载。尽管栖息地评价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但

是对这种方法的质疑始终没有间断。批评者认为，栖息地评价方法的环境参数仅采用水力学指标

（流速、水位等）过于单一，实际上河流地貌（蜿蜒性、河湖关系）、溶解氧、水温、食物供给、生物

关系（竞争、捕食）、营养等因素都对生物产生影响。另外，仅满足指示物种的环境需求，不一定满

足整个淡水生态系统的需求。总之，栖息地评价方法在体现生态系统完整性方面有所欠缺。

20世纪 90年代，在政策层面上，欧盟水框架指令（WFD）以法律形式实施环境管理，规划全部欧

盟国家淡水生态系统按照时间表达到良好状况。在技术层面上，河道维护方法（Channel- Mainte⁃
nance Approach）得到了发展和应用［5］。河道维护方法需要建立两个模型：（1）生态模型，即地貌过程

（如河道侧移、自然裁弯取直）与河漫滩的植物斑块类型变化（植物物种）的关系模型。具体方法是通

过长序列遥感影像解译，分析河道演变过程与植物物种斑块演替关系。（2）洪水与地貌演变关系模

型。通过长序列遥感影像解译，用回归分析建立河流地貌演替速度与对应的水文要素（如洪峰流量、

频率、时机、持续时间）关系，计算斑块丰度随时间的变化（斑块占河漫滩面积比重）。河道维护法在

美国扬帕河的应用成为典型案例。该案例用 50年序列 5组航空遥感影像计算河道演变速度，模拟了

500年的河漫滩植物斑块演替过程，计算了 1938—1989年的日平均流量，结论是如要保持河漫滩三

叶杨成株斑块处于稳定状态，就需要保持洪峰流量必要的持续天数。

自然水流范式（nature flow paradigm，NFP）是 Poff等［6］于 1997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未被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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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水流对于河流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支持土著物种多样性具有关键意义。自然水流用 5种水文组分

表示：水量、频率、时机、延续时间和过程变化率。一些学者还进一步归纳总结了由于 5种水文组

分、32个水文指标变化分别引起的生态响应的定性关系［6］。

由于一些学者质疑利用指示物种作为确定环境流的方法，认为能够满足个别指示物种的水文条

件，不一定能够满足河流生态系统的需求。因此，一些研究者建议采用自然水流范式确定环境流，

其理由是基于生态完整性理论，自然水流能够支持河流大部分水生生物和河滨带植物，有理由假定

自然水流模式是支持淡水生态系统的理想指标。由此推理，如果部分恢复自然径流模式，将会有利

于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

基于自然水流范式的变化幅度法（Range of Variability Approach RVA），采用 5类组分 32个水文指

标统计该水文系列特征。通过比较自然水流和径流调节后的水流，计算出水文变化指数 IHA（Indica⁃
tors of Hydrologic Alteration IHA），据此综合评价自然水流被干扰前后水文情势的改变程度［7］。RVA也

是构造环境流的重要方法。具体方法是以自然水流为基线，给出允许水文情势改变的幅度，拟定的

环境流过程线应落在允许改变范围内。自然水流范式理论诞生以后，以生物为保护目标的环境流评

价转向以河流生态系统为保护目标。在澳大利亚和南非，这一概念很快被转化为环境流政策目标［8］。

我国丹江口水库计算了水库运行前后的 5类水文组分指标，包括月均流量、年极值流量、年极值流量

出现时间、高低流量的频率和持续时间、水流条件的变化率与频率，进而计算改变因子，评估改变

等级。在此基础上分析水库调度对下游河流可能产生的生态效应。依据水库运行前后水文指标偏离

程度和预测的生态响应，为制定环境流方案奠定了基础。但是一些学者指出，水文变化-生态响应是

一种非线性关系。举例来说，恢复 50 %的洪峰流量，并不能实现 50%的输沙；恢复 50%的漫滩流

量，并不能淹没 50%的河漫滩。因此，单纯利用自然水流范式尚不能有效预测环境流的生态效果。

进入 21世纪，在应对全球变化和淡水危机的大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可持续边界与发展空间概

念。针对大规模取水、径流调节和土地使用变化等压力，Postel等［9］于 2003年提出了可持续边界（sus⁃
tainability boundary）概念。可持续边界为水量和水质设置了限度，成为制定环境流标准的基础，借以

协同各个利益相关方，通过协商寻找共同利益，在水资源开发和淡水生态系统二者间取得平衡。

King等［10］于 2010年提出发展空间概念（development space）。通过建立水文改变引起生态退化的相关关

系，确认流域现状与长远水资源开发状况的区别。认为超过了发展空间界限，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

成本会高于水资源开发获利。在超负荷开发的流域，河流自然资源退化已经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

则发展空间被视为负值，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水文情势需要修复。

自 2010年以后，环境流研究的重点放在建立水文变化-生态响应关系方面。Poff［11］认为，水文变

化-生态响应关系有 3种类型，即线性、有阈值和非线性，其中有阈值的曲线具有突变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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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k［8］提出了湿地“临界阈值”概念。临界阈值是基于生活史轨迹，耐受性、竞争优势以及植物

特征分类，评估在没有发生洪水条件下，湿地植物能够坚持生存且具有恢复到基准状态能力的最大

期限。Peak还把包含河漫滩植物和动物种群的地貌-生态数据库与水文模型相联接，建立濒危或退化

生物群落（鱼类、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等）与河流洪水的相关关系，进一步评估在

不能满足生态需水的情况下，单个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风险。

水文变化-生态响应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当属 ELOHA框架报告［12］。ELOHA框架是美国大

自然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 TNC）于 2010年组织 19位河流科学家完成的一份框架报告，称之为

“水文变化的生态限度”（Ecological Limits of Hydrological Alteration，ELOHA）。ELOHA 框架总结了十

多年基于水文变化-生态响应建立环境流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种基于水文情势变化-生态响应定量

关系构建环境流标准的方法［11］。所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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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OHA框架步骤包括两大部分：第 1部分是科研过程，建立水文情势变化-生态响

应定量关系；第 2部分是决策过程，由各利益相关者评估论证，对环境流标准进行决策。在科研过程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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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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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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为水文情势变化是生态响应的主要驱动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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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为建立水文-生态定量关系，需要建立大型水文和

生物数据库，运用统计学方法（如回归分析）拟合水文-生态函数关系，绘制水文-生态关系曲线。在

决策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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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密歇根州采用了 ELOHA 方法确定环境流标准。首先，技术咨询委员会专家构建了水文变

化-生态响应关系曲线，该曲线反映了密歇根州河流夏季取水对鱼群结构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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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为自然水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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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水文变化-生态响应关系的 ELOHA方法较以往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不少国家得到了实

际应用［14-15］。ELOHA方法标志着环境流理论的发展方向。鉴于科学界对于水文驱动与生态响应机理

的认知至今还相当有限，ELOHA方法还有待发展和完善。

我国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探索环境流研究，截至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环境流的探索源

于西北地区水资源开发中的最小生态流量研究，随着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流域

管理机构开始关注水资源配置中的生态环境用水需求。21世纪以来，我国引入国外环境流计算方

法，并加以改进，开展了各类水体环境流的研究。

在概念和内涵上，我国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包括“生态需水”、“环境需水”、“环境流量”、“生态流

量”和“生态基流”等，对应的内涵和组成也相应有所差别。刘晓燕［16］提出，河流的环境流指在维持河流

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均衡发挥的前提下，能够将河流的河床、水质和生态维持在良好状态所需要的河

川径流条件；陈敏建［17］提出生态需水是在流域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条件下，为了维护河流为核心的流域

生态系统动态平衡，避免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的退化所需要的临界水分条件；2013年，笔者［18］提出，

环境流指维持水域生物和河岸带处于健康状态的河道内流量及水文过程，再加上人类在不危及河流健

康价值的前提下所需流量及其水文过程之和。环境流应包含流量、水文过程和水质等要素。

在评估方法上，主要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方法，也涌现了一些新方法。刘晓燕［16］

从维护黄河健康出发，提出维护良好水沙通道、良好水质和良好生态的环境流量指标；王西琴等［19］

提出段首控制法确定河道最小环境需水量。蒋晓辉等［20］采用流量恢复法计算了黄河下游鱼类的生态

需水。郭文献［21］采用通过改进湿周法，计算了长江中游宜昌、武汉断面的最小生态流量。班璇等［22］

用 Tennant法和河道流量增量法模拟中华鲟的栖息地，计算出了中华鲟产卵时生态需水量范围。王俊

娜［23］提出了水文-生态响应关系法，以水文-生态响应的概念模型及其量化关系为基础，综合考虑大

坝上、下游河段的生态保护需求，属于环境流评估整体法。

总的来说，国内虽然环境流研究方法从最初改进国外方法，发展至今针对我国河流实际情况已

进行了多种计算方法的创新使用，但是国内环境流评估方法研究尚未形成体系，方法仍是以水文学

法为主，新的计算方法区域性和局限性较强而难以推广，相关导则和规范中提出的方法仍存在争

议，缺乏实践检验和验证，难以反映水文变化与生态响应的关系。

2 环境流理论要点

据统计，世界范围现有环境流方法有 200余种，综合分析几十年环境流理论发展历程，以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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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是学术界的共识。

2.1 环境流评价是水资源管理工具 环境流理论认为，在进行水资源综合配置时，对于人类社会需

水与维持生态健康需水要通盘考虑。与其说环境流是一个科学概念，毋宁说它是一个管理工具。特

定河流环境流的配置，是在诸如生活、工业、农业、生态等多种用水目标中，由决策者、管理者、

用水户等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论证取得共识的结果，是一种社会选择。因此，不宜把环境流标准绝

对化，对于任何一条特定河流，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的”环境流方案，否则会使环境流变成僵化概

念而陷入认知误区。

2.2 区分自然水流和径流调节水流 所谓自然水流是指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水资源或者径流调节之

前的水流和水文情势。径流调节水流是指人类社会大规模取水和依靠水库径流调节的水流。径流调

节不仅造成水量的减少，也改变了水文过程，比如在径流调节过程中，汛期削峰以及汛后水库蓄水

造成下泄流量减少。此外，径流调节水流的水温和溶解氧也发生了变化。制定环境流标准时必须区

分自然水流和径流调节水流。一些环境流计算方法是基于自然水流概念。如前述，Tennant法计算基

流的基准是自然水流。

2.3 建立参照系统 为制定环境流标准，需要建立水文条件参照系统，一般把大规模开发水资源、

实施径流调节前的水文情势作为参照系统。这种参照系统接近自然水流状态。从理论上讲，建立参

照系统的目的，是使环境流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们主观意愿的基础上。需要

把现状水文情势与参照系统相比较，以判断现状水文情势偏离程度。二者不仅比较流量和流量过

程，而是比较整体水文情势，具体可按照自然水流理论，比较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流量、频率、延

时、时机和变化率 5种组分。例如，低流量的延时、洪水发生时机、日内或月内流量变化幅度等，都

对鱼类产卵与洄游、河滨带和河漫滩植被生长等生物过程产生影响。这种方法比过去仅用流量和流

量过程表示环境流更突显生态学意义。

2.4 建立水文情势改变-生态响应关系是环境流理论发展方向 回顾几十年环境流理论研究进展，

最关注的问题是：为达到预期的生态目标，需要恢复什么样的水文情势？近十年的研究表明，建立

水文情势改变-生态响应的定量关系，是环境流理论发展的方向。通过调查、监测和统计学方法建立

水文-生态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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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设计环境流标准。基于水文-生态关系的环境流理论，具有较为坚

实的科学基础。

2.5 生态阈值 生态阈值（ecological thresholds）问题一直是研究焦点［1］。所谓生态阈值是指生态系统

或重要的生态要素已经超越弹性范围，反映系统崩溃或者变成一种不期望的状态。与水生态系统崩

溃对应的水文条件对制定极端状态下的环境流标准具有重要作用。现在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针

对特定河流确定生态系统崩溃判据，还有，某些指示物种濒危或死亡能否可以成为整个系统崩溃的

判据。另外，除了水文过程是生态系统的主要驱动力以外，水质、水温、地形地貌等要素变化对水

生态系统崩溃的作用如何综合考虑，同样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3 讨论

我国在环境流理论研究方面起步较晚，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引进环境流概念和方法，取得了一

些应用成果。也注意到在引进和应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有

待商榷，对引进计算方法的准确性尚需厘清。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环境流理论也有了新进展。我国环境流计算方

法，不应仅停留在简单公式计算水平，而应该向现场调查监测、遥感技术应用和数学模型模拟相结

合的定量化、精细化方向发展［24］。

3.1 生态需水概念商榷 频繁出现在我国相关论文和技术标准中的术语“生态需水”或“生态环境需

水”，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对应术语，其内涵与“环境流”并不一致。环境流理论认为，水文过程是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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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过程的主要驱动力，水文情势变化引起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变化。基于水文情势改变-生态

响应关系的环境流理论，建立在调查、监测和分析基础上，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生态需水”的内

涵则不同，它认为生物过程与水文过程的关系是供需关系。确定环境流的方法是先确定生态需要多

少水（主要是生物需水），再确定环境流标准。不难看出，两个概念的区别在于，环境流理论认为水

文过程与生态过程是因果关系，而不是供需关系。环境流理论认为，有什么样的水文情势，就有什

么样的生态响应，出现什么样的河流生态特征。极而言之，即使河流干涸也会出现一种对应的河流

生态状态。众所周知，河流生态系统始终处于变化和演进中，生态需水概念没有界定何种生态状态

的需水，这就使人质疑生态需水概念的科学性。再者，若研究者指定某种生态状态，又难免带有一

定的主观性。

3.2 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量概念商榷 在我国水利行业标准《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SL/Z
712-2014）以及一些相关论文中，采用术语“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量”。定义为：“流域、区域内，实

现给定的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目标需要人工供给的水量。”包括城镇绿地需水量、城镇环境卫生需

水量、生态林草需水量和河湖沼泽补水量。实际上，所谓“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量”是指在水资源配

置过程中，为解决城镇环境用水从河道引出的水量，它与生产用水、生活用水都是同一范畴的问

题。这部分水量用于河湖以外的城镇地区，与河湖生态用水完全是两个系统的问题。把这部分用水

与河湖生态用水相提并论，显然概念含混不清，在国际文献中也未见这种术语表述。

3.3 要完整准确地引进环境流计算方法 我国当前环境流计算方法，基本是从国外引进，这就需要

保持引进方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还要注意这些方法的使用条件。

Tennant法不但需要有足够长的水文序列，而且要求在长序列中选择大规模开发前的水文序列，

据此计算多年平均流量。我国水利行业标准《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SL/Z 712-2014）引用

Tennant 法时，只要求具备“长系列水文资料”，但是没有要求选择大规模开发前的水文序列，显

然，这会导致计算结果偏低。再者，无论是枯水季还是丰水季，Tennant法计算基准都是天然流量

的全年平均流量。《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引用 Tennant法，把全年划分为枯水季和丰水季，

环境流表述为“占同时段多年平均天然流量百分比”，显然，这会导致具有控制性的枯水季环境流

计算值偏小［1，3，24］。

Tennant法是针对北美温带小型河流，根据区域水文气象地貌条件确定环境流标准。如果用于我

国，就需要通过现场调查、分析，对其进行校验、修正。

3.4 加强数值模拟和软件开发 目前我国环境流计算方法，还停留在流量历时曲线分析法、Tennant
法和湿周法这些简单公式水平上。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发达国家环境流计算方

法有了重大进展。以建立水文改变-生态响应定量关系为核心，开发环境流模拟软件，结合快速、高

精度野外测量调查技术，使用先进的高分辨率遥感技术，获取海量数据，建立水文和生物大型数据

库，运用统计学方法拟合水文-生态函数关系，绘制水文-生态关系曲线。根据关系曲线，确定环境

流标准。这套方法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不同尺度的流域环境流计算问题，达到了实用化的水平。我国

应加强数值模拟和软件引进及开发工作，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3.5 推行适应性管理策略 水文-生态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自然现象，科学界对其规律的掌握远远不

足，所以不能认为制定的环境流标准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执行

环境流方案的过程应该是一个适应性管理过程，即在执行过程中，持续进行水文、生态监测，详细

分析水文、生态监测数据，评估改善水文条件后的生态效果，不断修正环境流标准。

4 结语

水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水库径流调节，极大地改变了河流自然水文情势。水文情势的变化，引

起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变化，甚至导致淡水生态系统严重退化。为保护水生态系统，有必要

在人类开发水资源的背景下，确定维持生态健康的基本水文条件。制定环境流标准的目的，在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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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淡水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间的平衡。从 20世纪 70年代起，西方国家提出了环境流概念

和评价方法，在其后 40多年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先后提出了流量历时曲线分析法（FDC）、栖息地

分级评价方法（HRM）、Tennant法、湿周法、河流内流量增量法（IFIM）、自然水流范式（NFP）、河道

维护方法（CMA）和水文变化生态限度方法（ELOHA）等典型方法，其中不少方法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当前环境流研究发展趋势是如何构建水文情势变化与生态响应的定量关系模型。其中如何定义

水文情势组成和因子；不同类型生态响应与不同水文组分因子之间的特定相关关系； 水文情势变化

与生态响应关系模型分类、特征和构建方法以及生态阈值等问题，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特别是随

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环境流计算方法已经有了重大进展。以建立水文改变-生态响

应定量关系为核心，开发环境流模拟软件，结合快速、高精度野外测量调查技术，使用先进的高分

辨率遥感技术，获取海量数据，建立水文和生物大型数据库，运用统计学方法建立水文-生态函数关

系，这些都会成为环境流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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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upon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flows assessments

DONG Zheren，ZHANG Jing，ZHAO Jinyong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flow assessments methods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from
simple hydrological formulas to ecological limits of hydrological alteration（ELOHA）. The major points of En⁃
vironmental Flows were discussed， such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ature flow and regulated flow，hydrologi⁃
cal alteration-ecological response relationships， thresholds of aquatic ecosystem and so on. The comments
upon issue about environmental flows application were made， including concept of ecological water require⁃
ment， integrality and veracity of bibliographic citation in technique criterion， enhancement of models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and adaptable management strategy.
Keywords：environmental flow；flow duration curve analysis； instream flow incremental methodology；ecologi⁃
cal limits of hydrological alteration；nature flow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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