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期 总第 213 期
2017 年 9 月

浙 江 水 利 科 技
Zhejiang Hydrotechnics

No . 5 Total No . 213
Sept 2017

浅谈平原河网地区生态友好型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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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湖流域主要为典型的平原河网地区，流域内众多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运行，已初步形成流域防洪与

水资源调控工程体系，保障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但是流域现行综合调度难以充分考虑水生态环境改善的需求，
统筹兼顾流域防洪、供水、水生态 3 个安全协调难度较大。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被提上国家战略高度，倒逼太
湖流域要实现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水生态文明，因此，流域生态友好型的调
度研究迫在眉睫。阐述了水利工程的生态效应以及生态友好型调度的基本概念，结合平原河网地区主要特征以及
流域调度理念的转变，初步界定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地区生态友好型调度的内涵，梳理总结流域生态友好型调度亟
需研究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太湖流域面向“三个安全”
（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综合调度深入研究
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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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ihu Basin is a typical plain river network region. After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many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the flood control and water resources regulationsystems in the Taihu Basin have been preliminary constructed，
which guarante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the existing integrated river basin regulation is difficult
to fully consider the demand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Three security”including flood control，water supply and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put on the national strategy，which forcesTaihuBasin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suppor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constructing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It is urgent to study the eco - friendly regulation in TaihuBasin.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related
research literature，the paper outlines the basic content of ecological effe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eco - friendly
regulation. Combining with main features of plain river network region and adjustment of river basin regulation ideas，the
paper preliminary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co-friendly regul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plain river network
region of Taihu Basin. The research focus of river basin eco - friendly regulation is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on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integrated regulation oriented to“Three security”in Taihu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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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水利工程调度是指运用在河流上修建的水库、大坝等，

在时间、空间上对天然径流按需要进行重新分配或调节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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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泊水位，满足人们对于防洪、发电、灌溉、供水和航
运等方面的要求，按工程类型可分为水库调度、水闸调度、
泵站调度等。

2

生态友好型调度的概念
水利工程的建设与运行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控制或改变了河流的自然水文情势、水生生态系统和河
流自然景观，产生了各种次生生态环境问题，对流域生态
系统造成了深远影响 [1]。
水利工程的生态效应，既包括工程建成之后对自然界的
生态破坏，也包括对自然界的生态修复两种生态后果 [2]。
当水利工程对流域生态要素产生负效应时，需要思考如何
通过合理的水利工程调度与运行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减
轻或弥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这就引出了“生态调度”
概念，其核心是在调度中更多地考虑生态因素，建立人与
自然、人与水的和谐关系 [3]，这也是生态水利发展、水生
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所以说，生态调度是伴随水利工
程对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如何补偿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表现在 [6]：
（1）水动力是平原河网的主要成因，但人类活动改变
了平原河网形态。平原河网在自然状态下的变化主要是淤
积过程，而不是迁移过程。人类活动是平原河网改造的最
大动力，受城市化深刻影响 [7]，逐渐暴露出水系结构破坏、
河流连通受阻、河网水系自然调蓄及河道排水功能明显下
降等问题。
（2）平原河网地区洪涝灾害易发，水资源的治理以防
洪为主导。平原河网一般地势低下，地区洪水排泄困难，
如在河口三角洲，还易受风暴潮和台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
为确保防洪安全，常通过建设防洪堤、分洪道、裁弯取直
并辅以护岸、疏浚等措施，对洪水、涝水和高潮位进行排、
蓄、堵。
（3）区域社会经济发达，容易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由
于经济发展较早，积聚了大量人口，工业高度集中，农业
十分发达，区域水环境难以承受巨大的环境压力。加之区
域河网流速滞缓，水体自净能力差，易形成污水积集，引
发水生态环境恶化等河流健康问题。

生态调度的理念最早源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水
库调度，主要是通过调整水库的调度方式，考虑生态因素，
满足所设定的河流生态保护或修复目标，进行了众多生态
调度的研究与实践，除考虑防洪、发电、灌溉、航运、供水、
渔业、控制水质和改善水景观以外，还包含生物栖息环境、
维持或增强溯河产卵的鱼类种群的寻址需求、下游堤岸保
护、湿地保护与改良等因素，将生态调度列入流域管理的
日常工作中，并有明确的管理和补偿制度 [3]。
我国对生态调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水库调度领域。
21 世纪初，我国水利学领域明确提出了“生态调度”或“生
态友好型水库调度”的概念 [4]。生态调度是指充分考虑水
库的调节性能和河道的输送特性，通过调整与优化调度方
式，改善流域水环境，减轻筑坝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负面影
响，促进河流健康；而生态友好型水库调度则是适应生态
要求的水库调度方式，将传统的以综合效益最佳为目标的
水库调度和以生态保护为目标的调度结合起来，实现双赢。
相对于生态调度，生态友好型调度一定是多目标的，既不
同于传统的以综合效益最佳为目标的水库调度，也与专注
改善生态环境的水库生态调度涵义有所差别，是经济目标
与生态目标的协调与均衡，使水库调度理论和实践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 [5]。

3

平原河网地区的主要特征
平原河网是十分特殊的地貌形态，往往出现于大河的

4 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地区生态友好型调度
内涵界定
4.1 研究区域概况
太湖流域是我国典型的平原河网地区，流域以太湖为
中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区域，是长江下游的支流区，
流域北、东、南三边受长江和杭州湾水位影响。除局部山
丘区外，主要为典型的平原河网地区（占 78%），呈“分
散开放”型，流域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地势低平，
河道坡降小，且受潮汐顶托，水流流向往复、流速缓慢。
为解决洪水排泄问题，流域开展了大量水利工程建设，
已初步形成北向长江引排、东出黄浦江供排、南排杭州湾
且利用太湖调蓄的流域防洪与水资源调控工程体系，为统
筹考虑流域和区域、防洪和水量调度奠定了基础。流域内
水利工程众多、类型多样，流域范围内长江、太湖、天然
河道、人工河道、流域治理骨干工程、闸、坝及其他配套
工程形成了多尺度、多层次、多目标的复杂的江河湖水系
连通巨系统 [8]。因此，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地区的生态友好
型调度是这个江河湖水系连通复杂巨系统的调度问题，也
是流域尺度的水利工程联合综合调度问题，需要进行科学
管理和调度，进而合理运筹好这个复杂的水资源系统。

4.2 调度理念转变与实践
近年来，随着太湖流域治理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快速

三角洲地区。区内一般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河道比降平缓、

发展，水利工程调控理念逐步升华，流域水利工程调控在

水流方向往复不定，又往往濒临海洋使得外泄洪水受潮汐

保障流域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水生态安全中的作用愈加

影响。平原河网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社会经济发达，水孕

明显，人们对“流域水利工程调度不仅要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育了区域的文明，也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较大影响，主要

同时还要保障流域供水安全和水生态安全”已形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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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阶段，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防洪、供水和水生态安

结合太湖流域综合治理与管理实际需求以及流域综合调度

全有不同的需求和侧重，流域调度管理也紧紧围绕流域经

探索与实践，对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地区生态友好型调度给

济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调整与优化

[9]

。

出了如下内涵：通过流域现有骨干水利工程的优化调度来

目前，流域内水利工程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防洪供

统筹流域与区域、防洪与除涝、防洪与供水的关系，协调

水为主，兼顾水环境。流域先后批复实施了《太湖流域洪

上下游、省份间的利益，在保障流域防洪安全与供水安全

水调度方案》
（1999 年）
《太湖流域引江济太调度方案》
（2009

的前提下，兼顾河流生态系统对水资源的需求，通过调整

年）和《太湖流域洪水与水量调度方案》（2011 年），初

和改变水利工程调度方式，减轻、缓解水利工程建设运行

步实现了流域调度的“四大转变”，即从洪水调度向资源

及水流受到调控后对河流、湖泊生态系统所带来的不利影

调度转变，从汛期调度向全年调度转变，从水量调度向水

响，在控源截污的基础上，通过水利工程调度促进河湖水

量水质统一调度转变和从区域调度向流域与区域相结合的

体有序流动，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

调度转变。与此同时，流域并没有完全忽视生态问题的存在，

效益的双赢，发挥水利工程综合效益，最终保障流域防洪、

已经开展了一些综合调度的探索，积极地改善水生态环境。

供水、水生态安全。其核心是积极考虑将水生态环境因子

太湖流域管理局自 2002 年以来开展的以改善太湖水质为目

纳入到现行的水利工程调度中来，尽可能地恢复河流的天

标的“引江济太”调水试验工作，利用已建水利工程体系

然连续性、生态环境的空间变异性以及满足河流生物及其

将长江水引入太湖及河网，通过太浦闸等环湖口门向太湖

栖息地对生态环境用水的需求，促进河湖水体有序流动，

周边及下游地区供水，加快了流域水体流动，提高了水体

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

承载能力，增加了水体自净能力，保障流域水资源供给，
改善流域水环境。

4.3 内涵界定
太湖流域情况特殊，流域内大部分地区多属于平原河
网地区，地势低洼、平坦，地面坡降在 1/10 万 ~ 1/20 万，
河道水面比降小，排水速度慢，汛期流速仅 0.3 ~ 0.5 m/s，
且受降雨中心及河口潮汐等影响，流向往复不定，平原地
区容易形成范围广、历时长的洪涝灾害。同时，平原河网
地区受城市化影响深刻、受人工干预较多，水利工程繁多、
调度管理影响因素复杂，平原河网地区水利工程联合调度
与其他流域的梯级水库群联合调度、闸坝群联合调度等存
在差异。但是，由于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地区处于经济发达
的长三角核心地区，其河湖有序流动对于合理调控洪涝水，
特别是改善水资源条件、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意义重大。
2000 年之前，太湖流域突出问题是防洪，调度工作主
要围绕防洪安全开展，主要指导思想是蓄泄兼筹、以泄为

5

平原河网地区生态友好型调度研究展望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水利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

分割的保障系统，要协调好生活、生产、生态环境用水，
在保护生态前提下，尽快建设一批骨干水源工程和河湖水
系连通工程，提高水资源调控水平和供水保障能力”[10]。
特别是，当前河湖水系连通战略的提出，河湖水系连通工
程将会得到更加广泛实践 [3]，生态友好型调度的重要性也
将会日益明显。对于太湖流域来说，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
设被提上国家战略高度，倒逼太湖流域要实现以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水生态文明，
流域也在探索和思考面向流域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水生
态安全“三个安全”的综合调度模式，因此，本文提出的
生态友好型调度作为一项最新的水利工程调度形式，亟需
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5.1 找准社会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的恰当结合点

主，以洪水入江入海为安。进入 21 世纪，随着流域经济社

在当前太湖流域污染源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会持续高速发展，流域水资源、水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

生态调度并不能真正与防洪调度、供水调度并列，要解决

矛盾日益突出，供水、水环境、水生态用水需求不断增加。

流域水生态环境问题，仍然需要加大对污染源的治理，而

从 2005 年开始，随着引江济太长效运行，流域水利工程调

不能仅仅依靠水利工程调度来改善水质。水利工程生态友

度不仅要统筹流域防洪、供水安全，还需兼顾改善水环境。

好型调度要统筹协调流域防洪、供水与水生态环境改善之

特别是 2007 年无锡供水危机后，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间的不同目标，要权衡满足社会经济要求与满足生态健康

将引江济太工程作为遏制太湖蓝藻暴发、确保太湖水源地

要求的关系，找准社会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之间的结合点，

供水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流域调度开始围绕防洪、供水

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

及水生态“三个安全”开展，调度目标也逐步调整为流域

5.2 合理确定水利工程调度的生态目标

防洪、供水、水环境和水生态的多目标。
太湖流域水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在未来一个时

面对高度改变的河流生态系统，恢复到天然状态已不可
能，需要清晰辨识、合理确定流域水利工程调度的生态目标。

期将继续存在，流域多目标的综合调度是缓解矛盾，实现

在生态友好型调度的框架下，如何选择能够体现河流、湖泊

防洪、供水、水生态“三个安全”的必然选择和要求。因此，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整体性要求的目标，（下转第 12 页）

·3·

牛金林，等：云南澜沧江流域上游水电工程移民安置方式研究

[8] Garten J E，Rothkopf D J，Archer D，et al. Dams and development：
a new framework for decision - making[J].Books,2000(4)：9 - 22.
[9] 施国庆，陈阿江 . 工程移民中的社会学问题探讨 [J]. 河海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3 - 28.
[10] 张宇敏 . 水电工程征地移民安置补偿模式研究 [D]. 南宁：广
西大学，2010.
[11] 王应政 . 贵州省大中型水电工程征地移民长效补偿机制研究 [J].
贵州社会科学，2009(5)：62 - 66.
[12] 周静 . 当前我国水库移民安置问题研究 [D]. 南京：南京师范
大学，2012.
[13] 胡宝柱 , 赵静 , 周金存 . 水库移民长期补偿方式探讨 [J]. 中国
水利 ,2011(2)：15 - 17.
[14] 田灿明，张林洪，杨保健，等 . 云南段金沙江水电移民安置
问 题 探 讨 [J]. 昆 明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
12(2)：81 - 85.
[15] 蔡依平 , 张梦芳 .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模式多样化实证研

[17] 王诗景 . 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长效补偿机制的探讨 [J]. 水科学
与工程技术，2014(6)：72 - 74.
[18] 马巍，禹雪中，轩玮，等 . 西南地区水电开发移民安置方式
探讨 [J]. 中国水能及电气化，2011(3)：12 - 17.
[19] 邱正光，伍黎芝，杜金平 .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模式探讨 [J].
人民长江，2000(3)：1 - 3.
[20] 李明，何生兵 . 逐年货币补偿移民安置方式资金来源分析研
究 [J]. 四川水力发电，2014，33(6)：108 - 111.
[21] 李庆友，张蔚 .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长效补偿机制及实施途
径的探讨 [J]. 中国水能及电气化，2012(10)：11 - 16.
[22] 王斌，龚和平，张一军 . 创新农村移民安置方式研究 [J]. 水
力发电，2008，34(11)：15 - 19.
[23] 张娜，孙中艮 . 水库移民新型组合安置方式研究 [J]. 人民长
江，2011，42(S2)：185 - 187.
[24] 曾建生，陈水森 . 可持续发展的水库移民安置模式研究 [J].
广西水利水电，2001(4)：6 - 9.

究 [J]. 安徽农业科学，2006，34(5)：996 - 997.

（责任编辑

黄 超）

[16] 苏爱华，付保红 . 中国水库农村移民安置方式比较分析 [J]. 云
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20(5)：73 - 78.

（上接第 3 页）并选择合适的方法将其量化，这是生态友
好型调度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5.3 探索研究流域性指示性生物物种
近几十年来，太湖沿江沿湖大量兴建闸坝，太湖作为
洄游性鱼类繁殖和洄游通道的功能丧失，洄游性鱼类几近
消失，江湖阻隔使入湖鱼类种类减少；水利工程调度引起
太湖水位的变化也使得太湖水生植物的群落结构和分布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沿岸带水生植被破坏，沿岸带产卵的定
居性鱼类减少。此外，太湖蓝藻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太湖
蓝藻与太湖水位高低之间的关系仍未明晰，缓解太湖蓝藻
水华发生仍是流域调度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因此，需要探
索受强烈人工干预影响的平原河网地区进行生态调度时选
择指示性生物的必要性，并选择典型的生物物种。

5.4 开展流域尺度的水利工程生态友好型调度研究
在研究河湖生态需水、生态调度模型、生态调度与受
损生态系统恢复之间的关系等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的基础
上，从流域河湖生态系统整体出发，综合考虑水利工程群
与自然湖泊群的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河网、湖
泊的调蓄能力，把水利工程调度方式调整置于流域系统之
中进行分析，使水利工程调度的综合效益得到最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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