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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在建设中充分注重了对原有河流

生态系统结构的保护和恢复，既满足了防洪要求，又兼顾

了河道防洪、生态、景观、亲水等多方面功能上的要求，但

对于这些措施和技术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方面研究较少。很

多生态修复工程的稳定性并没有明确的设计标准，对于以

何种标准兼顾河道行洪和生态修复也尚无明确依据，本文

通过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设计手册及常规做法，在生态修

复工程理念、目的、布设原则等方面对生态修复工程安全

性标准及设计频率进行探讨，提出安全性评价指标体系，

并结合永定河“五湖一线”生态修复工程植物措施布设进

行了定性分析，为后续或同类工程提供借鉴。

2 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安全性关键问题

2.1 防洪安全评价

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进行防洪评价，《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等也都对

行洪河道内林木、高杆作物、园林小品等设置进行了明确

规定，但河流生态修复措施往往作为治河工程的一部分一

般不进行防洪安全评价。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并不是所有的河流都可以进行生

态修复工程。河流安全性仍然是河流生态修复的前提。与

国内开发建设项目防洪安全影响评价及批复相关工作类

似，美国联邦紧急控制管理局（FEMA）提出了其管理控制

范围内的洪水保障程序法规[1]，该法规规定，“任何新建或

改造工程应在100年一遇洪水发生时，其涉及区域的洪水

水位应不增加，否则将不被允许建设”。同时要求一个项目

立项时，需要向FEMA提出书面申请，在获得许可后，才被

允许建设。如美国沃托加县的小湾河生态修复工程，由于

其洪峰流量下防洪高水位未提高，才得以允许建设（图1）。
项目建设对河道泄洪的安全性评价应分析工程对河

道行洪安全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评价重点包括对河道泄

洪、河势稳定、堤防护岸及其他水利工程设施的影响等内

容，主要关注点包括工程建设后引起的水面线变化及其影

响范围、行洪通道是否安全畅通等，如生态护岸的建设引

起的河岸坡糙率加大，园林景观小品等亲水设施的建设可

能造成的局部过水断面束窄等。因此对于其评价影响因子

主要为水位、糙率、壅水高度、断面过流能力等指标。同时，

建设项目自身的抗洪水冲击能力，即抵御洪涝的设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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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固定措施是否适当也是安全性评价中值得关注的内容。

工程的可淹没性、抗水流冲刷能力、整体性、结构刚度是可

以衡量的，可参考作为安全性评价指标。

2.2 治河标准与安全性标准理念

现有的治河标准与生态修复措施安全标准并不一致，

很多河流的生态修复措施安全标准要低于河道治理标准。

行洪安全是河道治理的前提，生态修复措施在其功能上一

般都被设计为以增加生态和景观效益为前提，适当增加坡

面侵蚀防护性能，可承受短暂淹没。但当大洪水来临时，认

为这些植物措施被冲毁是不可避免的[2]，这种理念与日本

的一些河流生态修复理念较为接近[3]，并提出各河段允许

安全度可以不一致。

当生态修复措施大量采用时，这种“低安全性覆土层”

的理念并不一定适用。即使是采取了生态修复措施，其抗

冲刷性、耐久性和耐淹没性仍然应该是需要被考虑的重点

内容。一个健康的河流，其长期稳定的滨水生态系统是非

常关键的，一旦发生损毁，河流生态系统被破坏，生态修复

工程也就失去了其意义[4]。英、美、德等国家在生态修复工

程中尤其注意那些已经健康存活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

河流廊道，研究其岸坡稳定的关键因素[5]。同时，那些在历

史上遭遇了大洪水仍能保持岸坡完好、滨水生态系统未被

破坏的河道生态修复措施被大量推广和应用。因此，有必

要确定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标准，并使之与其防洪标准相

协调。

2.3 河流分类及特征指标判别

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应根据河流类型确定生态修复目

的。河道的类型多种多样，在治河过程中，对河道的各类特

征进行定性判别用以确定防治对策是首要任务。河流的形

态一般可分为顺直微弯型、蜿蜒型、分汊型3种类型，其中

分汊型又可分为辫状型、网状型和游荡型河道[6-7]。不同的

河道类型，其治河方式和侧重点也不同。顺直型河道，其中

水治导线应与现状河槽一致，而外堤防应保持顺直。蜿蜒

型河道应采取控导工程控制凹岸发展，保持弯道稳定，同

时深潭、浅滩及上游的护岸区都根据其地质条件、植被分

布、地貌形态需采取不同的生态修复措施。分汊型河道中

江心洲的分布及形态特点，决定着护岸加固及河床生态修

复工程的布置。游荡型河道整治侧重逐步缩小主流的游荡

摆动范围、稳定河势流路，并主要以中水治导线修建控导

工程，滩地串沟则采取生态修复工程淤高滩地。因此，河流

的类型、规模、地貌形态特征、水沙关系及河床地质条件是

治河过程中的首要参考因素。

生态修复工程在设计时，除了防洪标准及洪峰流量等

特征指标，还应参考河道内各类治导线及其特征流量合理

布设。很多在洪水期被允许短暂出槽的天然河流，为出现频

率更高、对稳定河道起决定作用的造床流量（满槽流量）是

确定河道横断面尺寸的依据[4，8]（图2）。河流满槽流量和水位

应该是每1.5年发生一次的洪水流量及其水位[4]。事实上，水

文周期性的洪水脉冲及对周边阶地的短期淹没，是维持河

流廊道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重要条件[6]，将所有的河水都束

缚在河槽中也是与生态修复工程的目的想违背的。

2.4 措施布置分区及频率标准

河流生态修复的目标，是“使河流恢复到较为自然的

状态”[7]。造床流量和常水位，是河流体现河流自然常态的

最基础性指标，发生频率最多的常水位冲刷是抗冲刷防护

的关键防护部位，而河道原自然状态下的地貌植被特征，

被认为是长期自然力作用下最为稳定的河道形态。

由于不同的治导线依据不同的洪水频率，因此治导线

图1 美国沃托加县的小湾河生态修复工程

（a）工程建设前 （b）工程建设后

图2 满槽流量和水位的确定（图中英文译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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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确认的生态修复工程可与不同的洪水频率相对应。

自然河道常水位应该是平均最低水位[9]，其外侧浅滩、岸坡

等部位的植被群落与一定洪水频率相对应（表 1），这就为

不同规模河道生态修复工程中的各类措施分布提供了一

定的依据。

美国岸坡侵蚀控制措施在布置时[4]，也把河道岸坡分为

4个部位（图 4），从下到上分别为堤脚（toe）、水位变动区

（splash）、岸坡（bank）及阶地（terrace）4个区域。4个区的部位

基本与前述滨河植被群落分布相一致。可以认为堤脚区和水

位变动区通常分布滨河灌木，该区与造床流量频率（1.5 a）接
近；护岸区指3年一遇以下洪水淹没的区域，主要分布小乔

木、灌木；而3年一遇水位以上基本属于阶地区，该区分布有

木本植物、灌木和一些草本植物构成的阶地植物群落。

各类生态修复措施根据河岸分区布设，以维护其安全

性。水位变动区和堤脚区作为岸坡的下部，是硬质护岸（圆

木、石块）的主要防护区域。尤其是水位变动区，承受着常

水位不断冲刷，其抗冲刷性能和耐久性能是代表整个护坡

稳定性的关键部位 [10-11]。在堤脚区，很少单独使用植被措

施，都是植物措施与块石石笼、圆木、树根等硬质材料的结

合使用。这些硬质防护型式常常与挑流丁坝等联合发挥作

用，目的是保持子槽断面的稳定。而水位变动区的常用防

护措施主要包括木桩、土工袋、椰壳覆盖、柴排顺坡覆盖等

柔性防冲刷措施，同时配合空隙填充土壤及柳条扦插等植

物措施；护岸区作为洪水偶尔淹没的区域，一般只采用植

物措施，即使采取了一定的坡面覆盖，也是出于防止顺坡

侵蚀的目的，采用与河道水流方向相一致的横向柴排、椰

壳卷配合木桩等坡面固定类措施；对于最高的阶地区，认

为只是偶尔有洪水溢出，洪水溢出后的回流导致的侵蚀才

是护岸防治的对象，因此这个区域采取的措施多为增加就

地下渗的深根系植物措施。

2.5 植物措施配置

在河流生态修复工程中，植物作为一种建筑材料被广

泛应用，但并不是能生长出植物即可认为是进行了生态修

复。“树荫”由于其遮挡阳光、并为鱼类、昆虫等提供庇护场

所的特点，成为营造一个良好的滨水生物栖息地的必备条

件。芦苇和荻被认为是河流的代表性水边植物，其生长高

度可达3 m。大片的芦苇滩地、江心岛成为动物及鸟类繁殖

的避难场所，同时也是各种昆虫、浮游生物的栖息地。有数

据显示[11]，岸坡植被的生长年限与其抗冲刷性能呈正相关

关系，稳定的河流生境需要植被具有一定规模及必要的根

系深度。尤其是对于一些大规模河道来说，其堤脚部位上

如果能使用灌木丛而非草皮护坡，对于河道断面上的综合

糙率影响并不大，但将大大提高其工程耐久性和安全性。

生态修复工程的安全性要求堤脚区和水位变动区植

物应设置以永久性和耐冲刷性、耐水淹性为目的，尽量延

长植被的存在年限，不建议采用拌和草种的土壤或草皮进

行覆盖，而是采用成活率高、耐水淹、耐冲刷的柳条灌木丛

或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对于只有洪水才能到达的护岸

区，坡面上的植物措施一般为灌草结合，以草本为主，也有

单独种植乔木的例子，在这里乔木的作用是利用深入的根

系实现坡面坡体固土，同时减少坡面含水率提高坡体稳

定。在阶地区一般不采取系统的植物措施，主要设深入渗

河边带地形

浅滩

岸坡

河漫滩

阶地

植被种类

无大型植被

滨河灌木

河漫滩树林

阶地群落

过流时间

约40%
5%~25%

洪水频率

1~3年
3年以上

表1典型滨河植被群落分布与河边带地形的关系

图3 典型滨河植被群落分布与河岸地形的关系

图4 美国河流岸坡防护分区示意图（图中英文译中文）

平均最低水位

河道深潭 浅滩 岸坡 河漫滩 阶地

1～3年 3年以上

堤脚水位
变动区

岸坡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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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的植物根系，选用更大的耐涝树木，可以适当配合灌草。

图 5为美国护岸工程常用建议坡面植被配置，图 6为大量

采用灌木护岸的日本新泻县三面川生态护岸工程。

3 安全性指标体系构建

安全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河流生态修复工程来

说主要指工程是否满足其设计标准和使用年限[12]。河流生

态修复工程安全性指工程要确保生态修复工程设施的安

全、稳定和耐久性[13]，其评价应包括工程防洪安全性评价、

工程结构安全性评价、水体安全性评价及生态安全性评

价。其中工程防洪安全性是前提，结构安全性是基础。本次

指标体系仅对工程防洪安全性和结构安全性提出指标体

系构建。

根据前述内容对影响河流生态修复工程的各类因素

进行汇总，可汇总出各类影响工程安全性指标，见表2。
上述各类参数在生态修复工程设计中直接影响工程

的安全性，其安全性判定可对部分参数进行适当简化合

并。如壅水高度及淹没面积前后对比、流速变化的前后对

比都可以反映工程建设前后的水流条件变化，其设计流

量、水位等特征值均可省略，而洪峰流速与结构抗冲流速

的比值可直接反映工程的抗冲刷性，据此可汇总出具有实

际操作性的12个评价指标，见表3。
项目综合安全评价指数参考工程安全系数计算公式，

采用连续相乘的形式进行叠加计算。根据指标分级确定其

指标类型

防洪安全

结构安全

指标准则

河流类型

河流规模及设计标准

主要功能

周边地区可淹没性

地貌特征

水沙关系及地质条件

洪峰流量及洪水水位

壅水高度及淹没面积

断面过流能力

结构刚度

整体性

工程耐久性

耐淹没性

抗冲刷性

造床流量及满槽水位

设计常水位

流速

糙率

护岸材料的抗冲性

影响指标

山区或平原、平面形态类型

防洪标准、工程等级、生态修复工程设计标准

防洪、排涝、生态、景观、旅游等

周边区域土地利用类型、是否允许短期淹没、可淹没深度

河道纵坡、河槽横断面类型、宽深比、河流弯曲系数

河床基质类型、特征粒径、抗冲流速、来沙系数

洪峰流量、防洪高水位

壅水高度、工程建设前后淹没面积对比

断面过流流量、校核洪水位

结构对堤防冲击程度

是否为整体结构、结构抗冲击强度

工程干湿交替耐久性、结构材料设计年限

植被耐水淹性、设施是否可淹没

工程抗冲流速

造床流量（满槽流量）、满槽水位

常水位水深

中水治导线或造床流量时流速

岸坡糙率、河床糙率、断面综合糙率

护岸材料、指标抗冲流速

图6 日本新泻县三面川生态护岸工程

阶地区 护岸 水位变动区 堤脚区

平均常水位

区域3

区域2

区域1

高于常水位

低于常水位

冠毛犬小麦草
中间麦草

小糠草
布罗姆

草芦
狐尾草

西方的小麦草
须芒草、大须芒草

巫草
肯塔基蓝草
白草木犀属

草芦
中狐尾草

草原草
野豌豆

白草木犀属
黄色草木樨

桃叶柳树
黄柳

红柳枝

香蒲
芦苇
菖蒲

图5 美国岸坡侵蚀控制常用植物配置

（a）1990年施工前 （b）1995年施工后

表2 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各类影响指标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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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程度，各指标分级及其采用安全系数建议值见表4。经
计算的工程安全性指数根据结果可划分为4级，1.3以上为

安全性良好、1.1~1.3为安全性较好，1.0~1.1为一般，1.0以
下为不安全。

4 永定河“五湖一线”生态修复工程措施布局

初步分析

根据已建永定河“五湖一线”生态修复工程，对其建设

标准及措施布局进行初步定性分析。该工程提出了“3、5、
10”标准作为生态修复标准[14]，减渗工程覆盖区域按3年一

遇洪水标准，结构抗冲刷按 10年一遇标准设计[15]，景观及

服务设施的设计标准为3 年一遇洪水。植物工程搭配原则

为“三草五灌十乔”（表5）。结合张敏秋[2]对于永定河不同流

量下的水深叙述，可以认为永定河常水位为3年一遇标准，

水深0.3～0.8 m。

由减渗工程确定河道内常水位为3年标准，这个标准

相对于满槽流量或常水位定义，频率相对偏高，但考虑到

永定河的河道规模、0.3~0.8 m常水位水深及景观功能要

求，这个频率被认为是合理的。“3 a、5 a、10 a”标准从工程

的耐久性和抗冲刷性来说导致工程安全性相对偏低。3年
频率水位以下基本为堤脚区及水位变动区，该区分布水生

植物的措施是合理的，但就地被草本植物来说，其抗冲刷

强度不满足抗冲刷及耐久性要求，应在该区设置灌木类植

被配合堤防护脚结构更为合理。3~5 a为水位变动区，设置

指标类型

防洪安全

结构安全

指标框架

河流规模及设计标准

壅水高度及淹没面积

结构刚度

耐久性

耐淹没性

抗冲刷性

评价指标

工程等级、生态修复工程设计标准与防洪标准比值

壅水高度及建设前后淹没面积对比

局部结构完整性及破坏时对堤防的冲击程度

干湿交替耐久性、结构材料设计年限与防洪标准年限比值

植被耐水淹性、设施是否可淹没、常水位变化幅度与常水位水深比值

抗冲流速与设计断面最大流速比值

表3 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安全性评价指标体系

表4 评价指标分级及相应安全系数取值

评价指标

工程等级

生态修复工程设计标准/防洪标准

雍水高度

建设前后淹没面积对比

局部结构完整性

破坏时对堤防的冲击程度

干湿交替耐久性

结构设计年限与防洪标准年限比值

植被耐水淹性

设施是否可淹没性

常水位变化幅度/常水位水深

抗冲流速/设计断面最大流速

指标分级

共分5级
共分4级，分别为1~0.6,0.6~0.4,0.4~0.2,0.2以下

0.5 m以上为严重、0.3~0.5 m为较高、0.1~0.3 m为一般、0.1 m以下为

不高

共分4级，1以上，1~0.95,0.95~0.9,0.9以下

分为完整、较完整、一般、破碎4级
分为严重、较重、一般、不严重4级
分为较好、好、一般、易破坏4级

共分4级，分别为1~0.6,0.6~0.4,0.4~0.2,0.2以下

分为耐淹、耐短期淹没、一般、不耐淹

可淹没指数1.2、不可淹没0.8
共分4级，范围为0.6 m以上、0.6~0.4 m、0.4~0.2 m、0.2 m以下

共分4级，范围为2.0以上、2~1.5、1.5~1、1以下

评价安全系数取值

1.2,1.1,1.0,0.9,0.8
1.4,1.2.1.0,0.8
0.6,0.8,1.0,1.2
1.4,1.2.1.0,0.8
1.4,1.2.1.0,0.8
0.6,0.8,1.0,1.2
1.4,1.2.1.0,0.8
1.4,1.2.1.0,0.8
1.4,1.2.1.0,0.8

1.2，0.8
0.6,0.8,1.0,1.2
1.4,1.2.1.0,0.8

表5 永定河生态修复工程植被配置表

重现期/a
3

5
10

洪量/（m3·s-1）

400

800
1 680

水深/m
0.3～0.8

0.8～1.25，高于设计常水位
0.15～0.7

高于设计常水位1.5以上

植被配置

花卉、草地、水生植物

花灌木

乔木

物种选择

地被植物：狗尾草、曼陀罗、艾蒿、茼麻、灰灰菜、野生苋菜
水生植物：芦苇、香蒲、菖蒲、千屈菜、红蓼、菰

连翘、红瑞木、棣棠、丛生粉枝柳、迎春、黄刺玫

柳树、杨树、白蜡、国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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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淹型花灌木是安全合理的。5~10 a范围内，设置小乔木

对于防止顺坡水流侵蚀作用不大，该区以草地为主更为有

利；10 a洪水线以上与阶地特征接近，坡面种植深根系乔

木从结构上合理，但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相

关规定，造成堤防安全性隐患。

根据表4对现有生态修复工程进行综合性安全评价初

步核算，永定河设计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现有生态修复

工程的建设标准偏低导致工程安全性部分评价指标取值

低于1.0，如园路结构的完整性较差、草皮植被抗冲流速低

于设计流速、设计年限与防洪标准年限比值等指标安全系

数均为0.8，工程最终安全性评价指数为1.11，安全性结论

为较好。

5 结 语

本文提出生态修复工程应建立其安全性标准及设计

频率，并应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价和论述。根据生态修复工

程建设的目的和理念等，初步确定了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安

全性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结论如下：

（1）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应对其安全性进行论证。

（2）河道生态修复工程的建设标准应满足河流生境长

期稳定的需要，并与其行洪标准相协调。

（3）各项措施应分区合理布设，分区原则可与一定的

洪水频率相对应。堤脚区和水位变动区是防护的重点部

位，应采取硬质工程及抗冲刷、耐水淹的灌木或水生植物，

以增加工程耐久性，维持生境稳定。

（4）永定河“五湖一线”生态修复工程常水位设计频率

合理，植物措施基本满足安全性要求，但可增加灌木类植

物提高工程安全性标准。工程最终安全性评价指数为

1.11，安全性结论为较好。

另外，由于河流生态修复工程不同于以往的治河工

程，其建设目的、建设方式涵盖水利、景观、生物等多门学

科，本文仅从水利工程防洪、结构安全性的角度上进行了

初步分析，但从河流生境的角度上，健康良性发展的河流

还应符合水体安全性及生态安全性，本次确定的指标体系

还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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