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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清洁小流域三道防线小尺度划分方法研究

于子铖1，2，王 琦2，赵进勇2，彭文启2，刘昌军2，韩会玲1

( 1．河北农业大学，河北 保定 071001; 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8)

摘 要: 为解决山区生态清洁小流域三道防线划分过程中参考指标模糊和划分方法不明确的问题，对三道防线的内涵、措施体系布

设和现有划分方法等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结合北京市典型清洁小流域建设情况调研，提出并实例验证了小流域三道防线小尺度划

分方法: 坡度是确定生态自然修复区范围的关键性指标，25°是划分标准; 由河道管理范围及河湖滨岸缓冲带宽度、截污工程宽度确

定河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 生态自然修复区和河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之间的范围即为综合治理区。
关键词: 生态清洁小流域; 三道防线划分; 生态自然修复区; 河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 综合治理区; 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 S157．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 / j．issn．1000－1379．2019．07．022

Study on Small-Scale Division Method of Three Lines of Defense in Ecological Clean Small Watershed
YU Zicheng1，2，WANG Qi2，ZHAO Jinyong2，PENG Wenqi2，LIU Changjun2，HAN Huiling1

( 1．Hebe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aoding 071001，China;

2．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Ｒesources and Hydropower Ｒesearch，Beijing 100038，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reference indicatorswere blurred and the method of division was not clear in the process of di-
viding the three lines of defense in the small watersheds in mountainous areas，the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layout measures and existing
division methods of the three lines of defense was combined with the typical clean small watersheds in Beijing． Combining with the survey of
construction situation，it proposed and verified the small-scale division method of the three-way defense line in the small watershed: the slope
is the key indicator for determining the scope of the ecological natural restoration area，25° is the slope division boundary; the river manage-
ment scope，the river and lake shore buffer zone width and the width of the interception project determines the remediation area around the
river and lake reservoir; the area between the ecological natural restoration area and the remediation area around the river and lake reservoir
is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rea．
Key words: ecological clean small watershed; three lines of defense; ecological natural restoration area; remediation area around river and
lake and reservoir;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rea; Beijing City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是水利部首先在北京等地开展

试点并推广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三道防线( 或称三

区，即生态自然修复区、综合治理区、河湖库周边生态保

护区) 划分是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基础。
北京市山区总面积 10 072 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62%［1］，是北京市的重要资源支撑。北京市水土保持

相关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在大、小 2 个尺度上曾开展三

道防线划分研究［2］: 大尺度是将全市山区作为一个整

体单元，建立北京市山区三道防线划分指标体系; 小尺

度是将每一个小流域作为一个单元，进行三道防线的

划分研究。目前，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小尺度划分方法

和依据还较为模糊，尚无确切划分方法，需进一步深入

研究。

1 三道防线划分指标体系分析及建立

1．1 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主要是对三区防治措施分别

进行合理布设。根据北京市近年来开展的水资源保

护、小流域综合治理实践，分区布局、分区治理的措施

主要有三类 21 项［3］。吴敬东等［4］认为，影响山区小

流域生态状况的人类活动主要有束窄沟道、建筑横向

拦截坝、沟底衬砌等，因此沟道水工建筑物的分布情况

是三道防线划分应考虑的因素。根据《生态清洁小流

域建设技术导则》( SL 534—2013) 的相关规定和有关

专家的研究，将三区特征指标进行汇总，见表 1。
1．2 指标体系的简化

三道防 线 的 划 分 既 是 理 论 问 题，也 是 实 践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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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5］，实质是两条界线的确定，即确认各区之间关键

指标的差异，因此现有的指标体系可适当简化。指标

体系的简化应遵循科学性原则、代表性原则、可操作性

原则、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原则。
表 1 三区特征指标汇总

区域名称 特征指标

生态自然修复区 人类活动影响、植被盖度、土地利用、坡度、坡位

综合治理区
人类活动影响、坡度、坡位、土地利用现状、土层厚
度、化肥农药施用情况、污水收集及垃圾处理方
式、绿化美化情况

河湖库周边
生态保护区

水域分布、地形地貌 ( 坡位) 、植被 覆 盖 情 况、沟
( 河) 道护岸建设情况、沟道外植被缓冲带宽度、截
污工程布设宽度

( 1) 生态自然修复区与综合治理区划分的关键指

标。生态自然修复区与综合治理区之间的差异性指标

主要有人类活动影响、植被盖度、土地利用、坡度、坡位

等，其中人类活动影响决定了污水收集及垃圾处理方

式、化肥农药施用情况等，而土地利用现状、地形地貌

决定了人类活动影响。祁生林等［6］认为地貌部位、土
地利用状况、坡度及植被盖度在流域内的分布存在一

定的规律性。根据《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技术导则》
对生态自然修复区措施配置“按植被疏密分别进行布

局”的规定，植被盖度不是划分生态自然修复区的确

定性依据。因此，分析认为地形地貌可作为这两区划

分的关键性指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生态清洁

小流域技术规范》( DB11 /T 548—2008) 对坡度及生态

修复区的定义，按照现有大尺度三道防线划分方法划

定生态修复区的指标之一是坡度≥25°。因此，可以将

坡度≥25°作为生态自然修复区和综合治理区边界划

分的依据。
( 2) 综合治理区与河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划分的

关键指标。由于综合治理区是措施布局的主要区域，

人类活动影响最大，各类指标较为复杂，因此可把地形

地貌相对明显的沟( 河) 道及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边

界作为两区边界，把水域分布、植被覆盖情况( 包括植

被缓冲带) 、截污工程布设宽度、护岸工程及现有水工

建筑物的分布情况、沟( 河) 道护岸建设情况作为主要

参考指标。

2 小尺度三道防线划分方法研究

2．1 现有划分方法

齐实［7］曾提出小尺度三道防线划分方法和步骤，

建议采用缓冲区法或土地利用类型法进行判定。缓冲

区法一般按河道( 水系) 的缓冲区宽度 ( 一般为2～8
m) 确定河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土地利用类型法把河

道( 岸) 两侧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对水环境的影响作为

第三道防线的划分依据。实际工作中小流域三道防线

划分往往根据沟( 河) 道具体部位和情况，综合考虑以

上两种方法，对第三道防线进行划分。无论哪种方法，

都是以水域范围为基础。
2．2 水域范围与河道管理范围划定

山区河道的水域和护岸范围确定是一项相对复杂

的工作，不同小流域的沟( 河) 道状况存在较大差异。
北京市各区( 县) 均对水系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各水系

均有其明确的管理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对河道管理有明确的规定。
北京市对于山区沟( 河) 道的防洪标准和相关规

划都比较完备，如《北京市市属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保
护范围、清障范围》划定了主要河道、水库、橡胶坝等

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对于无堤防河道，

其设计洪水淹没线是规定的管理范围界线，如《怀柔

区防洪规划》规定“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的河段，河

道管理范围由河道设计洪水位确定，为河道 20 年一遇

洪水位边线”［8］。因此，小流域治理工作应与沟( 河)

道所在流域的防洪规划、水系治理规划等相协调，治理

标准及管理范围应一致。
综上所述，可根据各沟( 河) 道的相关规划、护岸

工程确定河道管理范围，以水域或护岸外缘控制线作

为水域范围边线。
2．3 已建生态清洁小流域三道防线划分方法调研

2017 年 7—10 月笔者对北京市各区( 县) 已建清

洁小流域的特征、类型等进行调研后，选取大甸子、四
窝铺、大沟、杨树下、庄户沟等十余条典型小流域进行

深入分析。现对典型小流域的设计资料及地形数据等

统计、汇总、归纳如下。
( 1) 生态自然修复区的划分均以地面坡度 25°为

标准，该区其他指标如植被覆盖度、人类活动影响、土
地利用等具有明显一致的相关关系，区域内均为植被

覆盖度高、人类活动影响少、位于坡顶的次生林或水土

保持林。
( 2) 河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治理措施较为单一，

一般以现状自然沟道形态为主，在满足行洪要求的前

提下进行局部整治，但现有的划分依据较为模糊。
( 3) 现有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往往包括对主沟或

一级支沟沟道的治理，各沟道治理的防洪标准基本为
10～20 a 一遇，以 10 a 一遇居多，并由此确定沟( 河)

道管理范围。
( 4) 村落段沟( 河) 道多有护岸，非乡村段沟( 河)

道两侧植被缓冲带特征明显。
综上所述，认为: 坡度是确定生态自然修复区的确

定性指标，可作为划分该区的唯一依据; 水域范围应以

防洪治理标准为确定依据，在划分河湖库周边生态保

护区时充分考虑沟( 河) 道两侧现有林草地缓冲带分

·401·

人 民 黄 河 2019 年第 7 期



布，以满足水源保护要求，应根据沟( 河) 道防护特征

分段确定，并与防洪工程布设、河道管理范围相协调。
2．4 划分指标的确定

2．4．1 坡 度

坡度≥25°作为确定封育范围的依据，在水土保持

有关法律法规、条例及规范中都有明确规定，且在实际

应用中也较为合理，因此可作为划定生态自然修复区

的唯一指标。
2．4．2 水域及护岸范围

水域及护岸范围是确定河湖库周边整治区的基

础，应在划分时与沟( 河) 道管理范围相一致。
北京市把高程 100 m 等高线以上、地面坡度≥5°

的区域内河流归属于山区河流［9］。划定水域及护岸

范围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分段进行。已建有堤防工

程的河段，应根据其管理范围确定; 对于无堤防的沟
( 河) 道，其管理范围控制线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设

计洪水位来确定。值得指出的是，河道管理范围还包

括各类防洪工程、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工程、生态环境保

护工程，因此在划定时应根据工程建设规划要求，预留

工程建设用地，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管理范围边界线。
2．4．3 河湖滨岸缓冲带及截污工程范围

河湖滨岸缓冲带指建立在河湖、溪流和沟谷沿岸

的各类植被带，又称为滨岸植被缓冲带［10］，具有保持

水土、减少农业废水对流域水体的污染、保护生物多样

性等多种功能［11］。
美国农业部林务局 ( USDA－FS ) 1991 年制定的

《河岸植被缓冲带区划标准》规定在三区缓冲带中，第
1 个缓冲带的宽度为 4．5 m，第 2 个区域宽度为 18．0
m，第 3 个区域宽度为 6．0 m［11］。目前，关于有效控制

污染物的缓冲带最小宽度认识差别较大，有些学者建

议为 10 m［12］，而有的学者通过试验认为 3 ～ 5 m 宽的

缓冲带能够拦截 50% ～ 80%的污染物［13］; 诸葛亦斯

等［14］认为，缓冲带宽度应达到 20 m; Mander 在研究了

爱沙尼亚和美国的河岸缓冲带功能后指出，河岸缓冲

带是指河岸的林地、灌丛( 5 ～ 50 m 宽) 或草地( 50 ～
200 m 宽) 。笔者认为，沟( 河) 道缓冲带的宽度应为
5～20 m，最小极限宽度为 3 m; 湖库的缓冲带最小宽度

应为 20 m，并与其防护林保护范围一致; 对于地下截

污工程而言，其宽度可与缓冲带宽度重合。
2．5 三道防线划分方法

综上，对小流域三道防线划分方法总结如下。
( 1) 由坡度确定生态自然修复区的范围，25°是划

分标准。
( 2) 由河道管理范围及河湖滨岸缓冲带宽度、截

污工程 宽 度 确 定 河 湖 库 周 边 生 态 保 护 区。依 据 沟
( 河) 道堤防建设及两岸缓冲带分布情况、土地利用情

况、水利工程建设情况，对沟( 河) 道分段确定其管理

范围和最小缓冲带宽度，并以截污工程占地宽度修正

该区划分结果。
( 3) 划分生态自然修复区和河湖库周边生态保护

区后，这两区之间的范围即为综合治理区。

3 划分方法的验证

选取北京市平谷区某典型小流域进行验证。该小

流域属于燕山山脉岗台阶地，总体地势北高南低，地貌

以低山丘陵为主，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部为平原，流

域面积为 18．37 km2，流域内林草平均覆盖度为 84%，

地表坡度在 35°以内。
原小流域治理对三道防线的划分结果( 见图 1)

为: 生态修复区位于流域内的山顶或坡地上部，坡度一

般大于 25°，面积约为 3．16 km2 ; 综合治理区位于坡地

中下部和坡脚，坡度小于 25°，面积约为 14．25 km2 ; 生

态保护区主要位于河流周边，面积约为 0．96 km2，是水

环境敏感区，地表水容易受污染。

图 1 原三道防线划分结果

本次三道防线划分验证，首先，由 GIS 生成地面坡

度图，确定地面坡度≥25°的区域; 然后，在确定小流域

主沟道的基础上，识别小流域内各类水系工程，根据沟

道类型、形态、防护状况、两侧占地及土地利用类型对

沟道进行分段，分段确定沟( 河) 道岸线外缘控制线和

管理范围、缓冲绿化带范围，从而确定小流域沟( 河)

道周边生态保护区范围; 最后，根据原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规划设计进行修正，原设计中局部排洪细沟也列

入沟( 河) 道周边生态保护区范围，由于无截污工程布

设，因此其占地无需考虑，最终的划分结果见图 2。
由图 1、图 2 可以看出: 以坡度≥25°为划分依据

的生态自然修复区划分范围与原小流域治理中划分范

围基本一致，表明以坡度为生态自然修复区的划分指

标可操作性较强，且结果精确合理; 现有水利工程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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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本次研究三道防线划分结果

流域三区划分结果影响较大，小流域北部西域水库的

存在造成原规划中对小流域主沟道识别及划分出现中

断现象，把一级支沟误认为是河道主沟道，同时该水库

管理范围未纳入河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 本次研究，合

理设置缓冲带以后的滩地区沟( 河) 道生态保护区范

围随地势从上游至下游逐渐加宽，并与两岸滩地农田

进行了有效的分割，可实现对河道的有效管理和保护。

4 结 语

三道防线划分即确定生态自然修复区与综合治理

区之间、综合治理区与河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之间的

界线。本研究以现有三道防线划分方法为基础，对划

分指标体系和典型小流域进行调研分析，提出并实例

验证了小流域三道防线小尺度划分方法: 坡度是确定

生态自然修复区范围的关键性指标，25°是划分标准;

由河道管理范围及河湖滨岸缓冲带宽度、截污工程宽

度确定河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 生态自然修复区和河

湖库周边生态保护区之间的范围即为综合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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