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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脆弱性评价的松花湖湖滨带功能区划研究

高化雨１,２,韩会玲１,张　晶２,赵进勇２,彭文启２,马　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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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收集松花湖湖滨带水文、水质、地貌等资料,对卫星遥感影像进行遥感解译和空间统计分析,选取丰水

期和平水期两个时期,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附近的湖滨带近岸水体营养物质进行采样调查与实验分析,以压力

状态 响应模型为基础,围绕湖滨带人工干扰程度、湖岸稳定性、湖滨带植被覆盖情况、总氮浓度、总磷浓度、叶绿

素浓度,建立松花湖湖滨带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其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价,结合各地点生

态脆弱性评价结果与行政区划,对松花湖湖滨带进行功能区划,并针对各功能区提出生态修复措施.结果表明,

松花湖湖滨带的土地利用方式以耕地为主,占湖滨带总面积４４．９１％,其次是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与草地,分别占

１９．９６％和１９．２１％,林地、交通运输用地与住宅用地的比例较低,分别占７．９７％、４．６４％、３．３０％;湖滨带水体总氮

浓度为２．０４mg/L,总磷浓度为０．２３mg/L,叶绿素浓度为６．２５μg/L,景区、耕地的总氮、总磷、叶绿素含量高于其

它区域;湖滨带生态脆弱性指数１．４１２~７．９５３,平均值为３．７８,总体处于轻度脆弱,西部地区处于轻度脆弱,东南

部地区处于微度脆弱,东北部地区处于重度脆弱;根据脆弱性级别将湖滨带划分为４个功能区,为非点源污染防

治区、旅游观光开发区、湿地生态保护区、蛟河生态重建区.对松花湖湖滨带进行区划并提出分区生态修复重点,

可为该区域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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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滨带是水陆生态系统间的过渡与缓冲区域,
具有多样的栖息地条件,能够支持丰富的生物群落

(董哲仁,２０１５);可以截留与净化污染物(颜昌宙等,

２００５);控制沉积和侵蚀,是湖泊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湖滨带是典型的生态系统脆弱区,受到外

界干扰时表现出不稳定性特征,自我恢复能力较弱

(董哲仁,２０１３).由于湖滨带地形地貌、生物现状、
水文条件等均有空间差异,对其进行生态修复与重

建时,应进行区划研究(叶春等,２０１２).
松花湖是吉林省的饮用水水源地,供吉林省

５０％以上的人口用水,具有发电、农灌、防洪、渔业、
旅游、航运等多种功能,在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态环境

方面有重要作用.松花湖整体水质较好,有机污染

不严重,但由于近年来不合理的农业种植侵占了湖

滨带部分湿地面积,缓冲带功能退化,过量的氮磷等

营养物质排放进入水体,导致湖滨带既要收纳陆地

外源污染物的排入,又会在蓄水期间受水淹地污染

物浸出的影响,水生态环境受到威胁(孙义利等,

２０１３).本文在调查松花湖湖滨带土地利用情况和

湖滨向水带水质基础上,通过分析松花湖湖滨带生

态脆弱性及存在问题,对湖滨带进行区划研究,旨在

为松花湖湖滨带整治与修复、实现湖滨带生态系统

的自我维持和良性循环提供技术支撑.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区域概况

松花湖位于吉林省中部偏东部,吉林市东部,是

１９４２年修建丰满电厂大坝后形成的山谷型人工湖

泊,位于吉林市松花江上游２５km;其正常蓄水位

２６４m,死水位２４２m,最低平均水位约为２５１m,最
高平均水位约为２５６m,水位变幅为１３m.松花湖

湖滨带包括陆向辐射带、岸坡带、水位变幅带.本研

究范围为１２６°４１′~１２７°２０′E,４３°２２′~４３°４８′N,最
低平均水位２５１m 与正常蓄水位２６４m 之间的湖

滨带,面积约１２５km２,地跨蛟河市、丰满区、桦甸市

(图１).



松花湖水位呈年周期变化,最低水位在每年的

３月,随后水位逐渐升高,１０月达到最高,随后水位

逐渐降低.对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间松花湖水位分析(图

２),高程２３９m 以下湖面为永久性淹没区,高程在

２３９~２５３m 湖面为经常性淹没区,高程在２５３~
２６５m 的湖面划为短期淹没区.

图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

Fig．１　Locationofthestudyarea

图２　松花湖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水位频率分布曲线

Fig．２　Frequencydistributioncurveofthewaterlevel
inSonghuaLake(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松花湖湖滨带的土地利用情况采用２０１６年

５月中国高分一号(GF １)卫星影像数据、利用

ArcGIS进行遥感解译和空间统计分析(杨宗升等,

２０１４).选择丰水期和平水期对松花湖湖滨带向水

带进行水质采样调查,时间分别为２０１６年９月与

２０１７年５月,沿松花湖湖滨带从库首至库尾选择P１
~P３２共计３２个采样点(图３).主要调查项目是总

氮、总磷、叶绿素(施云芬等,２００９).现场走访调研

湖滨带生态状况,包括渔业养殖、畜牧养殖、基质类

别、岸坡冲刷状况等.

图３　松花湖湖滨带调查采样点分布

Fig．３　 Locationofthesamplingsitesinthelakeside

zoneofSonghuaLake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基于压力 状态 响应模型的生态脆弱性评

价　结合松花湖湖滨带生态系统实际情况,以压力

状态 响应模型(周谐等,２０１２)为基础构建松花湖湖

滨带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张晶等,２０１４).压

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对松花湖湖滨带生态系统所造

成的负荷,选取湖滨带人工干扰程度;状态指标指湖

滨带现阶段生态系统特性和功能状态,包括湖岸稳

定性和湖滨带植被覆盖度;响应指标体现湖滨带所

反映出来的生态环境,包括总氮、总磷、叶绿素浓度

以及水体富营养化现象,是湖滨带水质的响应.湖

滨带人工干扰程度、湖岸稳定性和湖滨带植被覆盖

度,依据«湖泊健康评估指标、标准与方法»计算;总
氮浓度采用过硫酸盐氧化分光光度法测定,总磷浓

度采用流动注射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测定,叶绿素浓

度利用 MACRO９００水质探测器采用荧光法测定.
由于评价指标的量纲及其物理意义存在差异,

应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定量指标,判断

正、负向关系,采用标准化计算式计算;对于定性指

标,按照专家知识和实际特征,对指标因子分级赋

值.采用层次分析法(李瑛等,２０１２)确定指标权重,
依据松花湖湖滨带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将下

一层次的各因素相对于上一层次的各因素进行两两

比较判断,构造判断矩阵,对数据权重进行归一化处

理,得到各因素的组合权重,松花湖湖滨带生态脆弱

性评价指标及其权重见表１.
根据各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利用生态脆弱性指

数(EVI)将松花湖湖滨带生态脆弱性分为５个等

级:微度脆弱(０≤EVI≤２．０)、轻度脆弱(２．０＜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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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中度脆弱(４．０＜EVI≤６．０)、重度脆弱(６．０＜
EVI≤８．０)、极度脆弱(８．０＜EVI≤１０．０).生态环境

综合评价采用下式计算.

EVI＝∑
n

j＝１
WjPj (１)

式中:EVI为生态脆弱性指数;Wj 为第j 个因

子的权重;Pj 为第j个因子标准化后的数值.
表１　松花湖湖滨带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Tab．１　Ecologicalvulnerabilityevaluationindexand
correspondingweightsforthelakesidezoneofSonghuaLake

目标层 属性层 归一化权重 指标层 归一化权重

湖滨带

生态

脆弱性

压力 ０．３５１ 人工干扰程度 １．０００

状态 ０．１６９
湖岸稳定性 ０．４００

湖滨带植被覆盖度 ０．６００

响应 ０．４８０

总氮浓度 ０．４３３
总磷浓度 ０．４３３

叶绿素浓度 ０．１３４

１．３．２　湖滨带功能区划　湖滨带是水 陆生态系统

间的环带状景观,垂直剖面的横向结构包括陆向辐

射带、岸坡带和水位变幅带,纵向结构表现为空气、
水体、底泥３个自然体,并表现出以水体为主体的显

著的梯度变化.由于湖周各段的地形、水文、水动力

条件等环境因子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岸段陆向辐

射区内的土地利用和人类活动不同,对湖滨带的空

间结构和生物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便于湖滨

带的保护治理和维护管理,可以根据湖滨带的使用

和规划功能、地形、地貌和生态破坏情况(黄晓霞等,

２０１２),进行湖滨带功能区划,以指导湖滨带生态恢

复功能的实施.
通过实地调查与分析松花湖湖滨带的土地利用

方式、水质状况与其他生态环境要素现状,结合生态

脆弱性评价结果,界定湖滨带水生态功能区划边界,
根据分区标准整合分异,由地理信息系统实现区划

(雷波等,２０１２),并经反馈与适应性调整,提出水生

态功能区划的生态系统管理目标与修复措施,以期

恢复湖泊持续性水生态健康.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地利用类型

根据松花湖湖滨带的自然环境、生物系统和人

文社会特征,考虑到本区域土地利用的现状、人类活

动影响等因素以及各级遥感图像的可判断程度,同
时为减少解译分类的误差,依据国家土地利用现状

分类标准,将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划分为耕地、林地、
草地、住宅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６个一级类(图４).结果显示,松花湖湖滨带的

土地利用方式以耕地为主,占４４．９１％;其次是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与草地,分别占１９．９６％和１９．２１％;
林地、交通运输用地和住宅用地的比例较低,分别占

７．９７％、４．６４％和３．３０％.西部地区主要土地利用

类型为住宅用地与交通运输用地,东南部地区主要

是林地与草地,东北部地区主要是耕地、住宅用地与

交通运输用地.

图４　松花湖湖滨带土地利用类型

Fig．４　LandusetypesinthelakesidezoneofSonghuaLake

２．２　水质现状评价

调查期间,松花湖湖滨带总氮浓度为０．３０~
４６０mg/L,均值为２．０４mg/L;总磷浓度为０．０１~
０．４５mg/L,均值为０．２３mg/L;叶绿素浓度为０．００
~３０．７５μg/L,均值为６．２５μg/L(图５).根据«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对松花湖湖滨

带进行水质评价.结果显示,松花湖湖滨带总体水

质为劣Ⅴ类,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总氮、总磷浓度

严重超标,东南部地区相对较好.对湖滨带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处对应的水体营养物含量进行了分析

(表２).景区、耕地对应的水体总氮、总磷、叶绿素

含量均明显高于其它区域,这是由于景区、耕地人类

活动较多,生活与农业面源污染较严重,影响了相应

地区的水质.

２．３　生态脆弱性评价

依据生态脆弱性评价方法对３２个采样点进行

评价.对３个一级指标对比分析,压力属性处于中

度脆弱及以下的区域为１８．７５％(６个),响应属性处

于中度脆弱及以下的区域为５３．１３％(１７个),而状

态属性的脆弱性状况较差,８４．３７５％(２７个)区域处

于中度脆弱及以下水平(图６).根据分析可得,松
花湖湖滨带生态脆弱主要胁迫因子为植被覆盖度、
总氮与总磷浓度.可见由于人工种植农作物较多,
降低了乔木、灌木以及草本植物等的覆盖率,并且收

纳了生活污水与农业污水,影响了松花湖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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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松花湖湖滨带采样点水质理化指标

Fig．５　WaterqualityparametersforeachsamplingsiteinthelakesidezoneofSonghuaLake
表２　湖滨带各土地利用类型对应水体理化指标

Tab．２　Nutrientconcentrationsforeach

lakesidelanduse

土地类型
总氮/

mgL１

总磷/

mgL１

叶绿素/

μgL１

景区 ３．１６ ０．２９ ９．３９
山地 １．６０ ０．１６ ３．８７
林地 １．５２ ０．１３ ３．６０
草地 １．５８ ０．２２ ５．５３
耕地 ２．６９ ０．３７ １１．２５

　　根据评价模型计算,松花湖湖滨带总体生态脆

弱性指数(EVI)范围为２．０~４．０,平均值为３．７８,评
价结果为轻度脆弱.湖滨带生态脆弱性指数在

１４１２~７．９５３(图７);其中,２５％(８个)处于微度脆

弱,主要分布在松花湖东南部地区,生态系统稳定,
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强;３７５％(１２个)
处于轻度脆弱,主要分布在松花湖西部地区,生态系

统结构和功能较为完整,存在潜在的生态异常;２５％
(８个)处于中度脆弱,生态系统较不稳定,对外界干

扰较为敏感,自我恢复能力较弱;重度脆弱区域４个

(１２．５％),主要分布在松花湖东北部蛟河地区,这些

地点生态脆弱性高,生态系统不稳定,结构和功能出

现缺陷,受损后恢复难度大,对于此类地区应加强治

理,促进生态恢复,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２．４　功能区划

通过对松花湖湖滨带生态脆弱性分析,西北部

地区处于轻度脆弱,附近有分散式居民,存在玉米等

农作物,且有大量渔业养殖,面源污染较严重,水体

总营养水平比较高,划为非点源污染防治区;西南部

地区处于轻度脆弱,该区域属于松花湖风景名胜区

范围,具有较高的旅游观光需求,湖边存在码头、渔
政船、快艇以及休闲地、湖滨公园等旅游设施,湖内

污染物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船只油气排放所产生,
因此划为旅游观光开发区;东南部地区处于微度脆

弱,受人为干扰较小,基本上以自然生态环境和景观

格局为主,水质状况良好,但也正在受到人类活动影

响和区域环境污染的威胁,划为湿地生态保护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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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区属于蛟河市,为重度脆弱,此处存在大量的

水淹地,人类活动频繁,耕地面积较大,自然湿地受

到破坏,生活污水排放与农业面源污染较大,划为蛟

河生态重建区.松花湖湖滨带功能区划见图８.

图６　松花湖湖滨带压力、状态和响应评价

Fig．６　Evaluationofthestress,stateandresponseelementsateachsamplingsiteinthelakesidezoneofSonghuaLake

图７　松花湖湖滨带各点生态脆弱性评价

Fig．７　EcologicalvulnerabilityvalueforeachsamplingsiteinthelakesidezoneofSonghuaLake

图８　松花湖湖滨带功能区划方案

Fig．８　Functionaldivisionschemeinthelakeside

zoneofSonghuaLake

不同分区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非点源污染防治区.位于松花湖西北部,处

于丰满区与蛟河市行政区划的临界处,西起唐家崴

子,东至凉水河子,总面积２３．３５km２;生态脆弱性

指数(EVI)３．８１２,为轻度脆弱等级.此区域生态恢

复目标主要是减少生活和农业面源污染(氮、磷等),

主要恢复措施包括植被缓冲带建设和消落带修复.
(２)旅游观光开发区.位于松花湖西南部,属于

吉林市辖区,西起唐家崴子,东至北兴屯,总面积

２６．８５km２;EVI＝３．４４６,为轻度脆弱等级.此区域

可发展绿色产业,对文化保护与景观进行统一规划,
设计农业景观、湖滨旅游景观与湖滨带生态景观.

(３)湿地生态保护区.位于松花湖南部,西起凉

水河子—北兴屯,东至拉法口子,南临桦甸市,北临

蛟河市,总面积１１．２２km２;EVI＝１．８９６,为微度脆

弱等级.生态恢复目标是保护松花湖湖滨带湿地生

态系统,促进消落带修复,优化湿生、水生植被群落

结构,建设自然型湿地,以改善松花湖湖滨带水质并

提高水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４)蛟河生态重建区.位于松花湖东部,处于吉

林市蛟河市境内,南起拉法口子,北至南小蛟河村,
总面积６３．７７km２;EVI＝６．１６８,为重度脆弱等级.
对于此区域,需要重建生态系统,建立植被缓冲带,
对消落带进行修复,加强自然湿地建设,以恢复相应

的生态功能;同时应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促进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以加快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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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在水生态修复中,依据地形地貌、生物现状、水
文条件等的空间差异性,对其进行功能区划研究,可
为水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持,促进水生态持续健康

发展.水生态功能区划是协调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三方面,考虑自然因素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

的影响,按照一定的指标和标准,对水体进行划分.
欧盟«水框架指令»按照海拔、流域面积、地质类型和

经纬度,对每个生态区域内的水体进行类型划分,以
得到与类型相对应的具体生物参考条件(Mooget
al,２００４).美国环保局依据地形、土壤、土地利用、
潜在的自然植被等指标划分三级水生态功能分区

(Omernik& Griffith,２０１５).英国依据地质、地

形、气候、河道形态、水流形式、河床形态和河岸带植

被等 指 标,对 哥 伦 比 亚 的 水 生 栖 息 地 进 行 分 类

(Hemsleyflintetal,２０００).本文主要选取土地利

用、人工干扰程度、植被、水质等指标进行分析,符合

松花湖湖滨带特点及功能区划的需求.
近年来,根据湖泊水环境特点、湖滨带使用功能

等特点,我国研究者采用调查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

方法进行了湖滨库滨带功能区划(李英杰等,２００８).
叶春等(２０１５)从湖滨带退化与生态恢复的工程角

度,按照特征分类法,从地形、地貌、水位、水文等角

度,将太湖湖滨带划分为大堤型、山坡型、河口型三

类;关卓今等(２００７)依据库滨带自然环境特点和水

质营养水平特点,将密云水库划分为６个大区、６个

亚区、２７个分区和多个小区.由于松花湖具有有机

污染不严重、但蓄水期间受水淹地污染物浸出影响

大的特点,本研究依据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与行政

区划,将松花湖湖滨带划分为非点源污染防治区、旅
游观光开发区、湿地生态保护区、蛟河生态重建区４
个功能区,可为松花湖湖泊环境保护相关管理决策

提供有益参考.

志谢:感谢吉林松花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为本文资料收集提供的帮助;感谢赵凌栋、车丁、丁

洋等对本研究野外调查所做的贡献.

参考文献

董哲仁,２０１３．河流生态修复[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３５６．
董哲仁,２０１５．论水生态系统五大生态要素特征[J]．水利水

电技术,４６(６):４２ ４７．
关卓今,金桂琴,侯旭峰,等,２００７．密云水库库滨带区域类型

划分[J]．北京水务,(５):９ １２．
黄晓霞,江源,熊兴,等,２０１２．水生态功能分区研究[J]．水资

源保护,２８(３):２２ ２７．
雷波,杨春华,杨三明,等,２０１２．基于 GIS的长江三峡水库

消落带生态类型划分及其特征[J]．生态学杂志,３１(８):

２０８２ ２０９０．
李英杰,金相灿,胡社荣,２００８．湖滨带类型划分研究[J]．环

境科学与技术,３１(７):２１ ２４．
李瑛,曾磊,赵贵章,２０１２．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苏贝淖流域植

被生态脆弱性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２４):１２１５８
１２１６０．

施云芬,刘月华,李英赞,２００９．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松花湖水质评

价[J]．水生态学杂志,３０(１):１１ １５．
孙义利,孙瑶,２０１３．有关松花湖富营养化问题的探讨[J]．三

峡环境与生态,３５(４):４４ ４７．
颜昌宙,金相灿,赵景柱,等,２００５．湖滨带的功能及其管理

[J]．生态环境,(２):２９４ ２９８．
杨宗升,陈龙乾,周天建,等,２０１４．基于 ArcGIS１０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图斑自动化综合[J]．中国土地科学,２８(４):

１０ １７．
叶春,李春华,陈小刚,等,２０１２．太湖湖滨带类型划分及生态

修复模式研究[J]．湖泊科学,(６):８２２ ８２８．
叶春,李春华,邓婷婷,２０１５．论湖滨带的结构与生态功能

[J]．环境科学研究,２８(２):１７１ １８１．
张晶,董哲仁,孙东亚,等,２０１０．基于主导生态功能分区的河

流健康评价全指标体系[J]．水利学报,４１(８):８８３
８９２．

周谐,杨敏,雷波,等,２０１２．基于 PSR模型的三峡水库消落

带生态环境综合评价[J]．水生态学杂志,３３(５):１３
１９．

HemsleyflintB,２０００．Classificationofthebiologicalquality
ofriversinEnglandandWales[C]．//WrightJF,SutＧ
cliffeD W,FurseM T．Assessingthebiologicalquality
offreshwaters:RIVPACSandothertechniques．AmＧ
bleside:Freshwaterbiologicalassociation:５５－６９．

MoogO,SchmidtＧKloiber A,Ofenböck T,etal,２００４．
DoestheecoregionapproachsupportthetypologicaldeＧ
mandsoftheEU ‘WaterFrameworkDirective’? [J]．
Hydrobiologia,５１６(１/３):２１ ３３．

OmernikJM,GriffithGE,２０１５．EcoregionsoftheConterＧ
minousUnitedStates:EvolutionofaHierarchicalSpaＧ
tialFramework[J]．Environmental Management,５４
(６):１２４９ １２６６．

(责任编辑　万月华)

６ 第４０卷第６期　 　　　　　　　　　水 生 态 学 杂 志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LakesideFunctionDivisionofSonghuaLakeBasedonEcologicalVulnerabilityEvaluation

GAO HuaＧyu１,２,HAN HuiＧling１,ZHANGJing２,ZHAOJinＧyong２,PENG WenＧqi２,MADong２

(１．HebeiAgriculturalUniversity,Baoding　０７１００１,P．R．China;

２．ChinaInstituteofWaterResourcesandHydropowerResearch,Beijing　１０００３８,P．R．China)

Abstract:SonghuaLakeisoneofthedrinkingwatersourcesforJilinProvince．Inrecentyears,excessive
agriculturalplantinghasencroachedonthelakesidewetland,leadingtoexcessivenutrientloadingofthe
riverandthreateningtheecologyofSonghuaLake．Thelakesideareaactsasatransitionandbufferzone
fortheaquaticecosystem,butisecologicallyvulnerable．Inthisstudy,weassessedtheecologicalvulneraＧ
bilityoftheSonghualakesideareausinganecologicalvulnerabilityevaluationsystemandtheresultswere
usedtodividetheshorelineareaintozonesaccordingtoecologicalfunction．TheecologicalvulnerabilityeＧ
valuationsystemforSonghuaLakewasbasedonastressＧstateＧresponsemodelandfieldsurveysofland
usetype,waterquality,hydrology,landformandotherlakesidedata．Thesystemincludedsixevaluation
indices:degreeofdisturbance,stability,lakesidevegetationcover,andtotalnitrogen,totalphosphorus
andchlorophyllinlakesidewater．TheweightingofeachindexwascalculatedusingtheAnalyticHierarchy
Process(AHP)method．InSeptember２０１６andMay２０１７,awaterqualityinvestigationwascarriedoutat
３２samplingsitesandhydrology,landform,fishaquacultureandotherlakesidedatawasalsoinvestigated．
Landusewasanalyzedbyinterpretingimagescollectedbyremotesensing．LanduseintheSonghualakeＧ
sidewasdominatedbyarableland(４４．９１％),followedbywaterconservancyfacilitiesland(１９．９６％)and
grassland(１９．２１％)．Woodland,transportationandresidentialareaswererelativelylow,respectivelyacＧ
countingfor７．９７％,４．６４％,and３．３０％ oftotallanduse．Totalnitrogen,totalphosphorusandchloroＧ
phyllconcentrationsinlakesidewaterwere,respectively,２．０４mg/L,０．２３mg/Land６．２５μg/L．ThelevＧ
elsoftotalnitrogen,totalphosphorus,andchlorophyllaroundscenicspotsandarablelandwereclearly
higherthanthoseinotherareas．TheecologicalvulnerabilityindexofSonghualakesiderangedfrom１．４１２
to７．９５３andtheaverageindexvalueof３．７８indicatedmildlyfragileconditions．Thewesternpartofthe
lakesidezonewasalsomildlyvulnerable,thesoutheasternpartwasslightlyvulnerableandthenortheastＧ
ernpartwasseverelyvulnerable．Accordingtothelevelofvulnerability,thelakesidewasdividedintofour
functionalzones:(１)nonＧpointsourcepollutionpreventionandcontrolzone,(２)tourismandsightseeing
developmentzone,(３)wetlandecologicalprotectionzoneand(４)Jiaoheecologicalrehabilitationzone．FiＧ
nally,ecologicalrestorationmeasureswereproposedforeachzone．Thisstudyprovidestechnicalsupport
fortreatingandrestoringlakesidezones,andforprotectingtheselfＧregulatingvirtuouscyclesofecosysＧ
temsthreatenedbyhumanactivities．
Keywords:lakesidewetlands;ecologicalvulnerability;functionalregionalization;landuse;waterquality
evaluation;Songhua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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