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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克服了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

不均的缺陷，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

时对环境也带来了影响， 改变了河流自然的水文情

势， 继而影响着与河流水文情势密切相关的生态系

统。
河漫滩湿地是较为特殊的湿地生态类型，其形成

过程以及生态系统健康的维持与河流密不可分。 河流

的流量、水位、频率、发生时间、历时、变化率等水文情

势因子，促进着河漫滩湿地生态系统中生境多样性的

形成，调节并控制着湿地生物群落的结构，是决定河

漫滩湿地生态系统发展与演替的主导因子 [1-2]。 河流通

过对河漫滩的定期补给，控制湿地沉积，促进湿地系

统水循环， 为湿地土壤提供养分并促进土壤发育，促

进湿地景观演替及生物多样性的改善 [3]。 在长期的演

替过程中，河漫滩湿地建立了与河流自然水文情势相

适应的生态策略[4-5]。 水利水电工程开发建设导致水量

减少、洪水消失、流量年内分布变化等水文情势因子

的改变。 河漫滩湿地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来不及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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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 was carried on the safety threshold of eco -environment in Er -Ka Nature Reserve, a typical floodplain wetland
supplied by Hai-La-Er River. The wetland statuses in Er-Ka Nature Reserve were studied in the low flow, middle flow and flood perio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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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新的水文情势，后果就是湿地退化甚至消失。 因此，
评价水利水电工程对河漫滩湿地的影响，对于保护湿

地资源，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具有现实意

义。
目前，我国的湿地的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一些较

重要的湿地保护区，如向海湿地 [6]、扎龙湿地 [7]、白洋淀
[8]等，一般的河漫滩湿地普遍缺乏历史研究成果及基

础观测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此类湿地的研究

及保护。 而我国水文观测自古就有，新中国成立以后

对水文站网的建设尤其重视，1956 年开展了第一次全

国水文站网规划以来， 至 2005 年全国共建成各类水

文站 36012 处，有着丰富的水文基础资料[9]。 由于河漫

滩湿地与河流之间的紧密联系，若将河流的水文资料

合理利用，可极大弥补河漫滩湿地基础资料不足的缺

陷。
本文以典型河漫滩湿地———“二卡自然保护区”

为研究对象，结合水文学与生态学方法，将水文基础

资料应用于河漫滩湿地研究，分析河流水文变化与湿

地生态系统的关系，继而评价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河

漫滩湿地的影响。 同时，分析得出湿地生态阈值，从而

评价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湿地影响的可接受性。 本研

究以期为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的湿地

影响分析提供参考与思路借鉴。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1.1.1 二卡自然保护区
二卡自然保护区位于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东北，

地理坐标：N49°26′~49°32′；E117°45′~117°51′，属黑龙

江流域。 区域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寒冷，夏

季温凉短促，降水集中，春秋两季降水少，多大风。 年

平均气温-0.1℃，极端最低气温-42.7℃，极端最高气温

40.1℃，降水量 319mm，蒸发量 1405.5mm。
保护区的核心区位于北部， 总面积 1927 hm2；缓

冲区位于核心区外围，面积 1611 hm2；其余区域为实

验区，面积为 3143 hm2。 二卡自然保护区的地理位置

及功能区划见图 1。
保护区主要由湖滨平原、冲积平原、河谷漫滩、沙

地沙岗、高平原等地貌组成。 保护区中部 301 高速公

路横穿而过，路基每隔 400m 设置一处涵洞，以维持南

北区域的水力联通。
1.1.2 海拉尔河

保护区主要受东侧的海拉尔河补给。 由于地处高

纬度地区， 海拉尔河径流量年内分布极为不均：11 月

至翌年 3 月为冰封期， 径流量极小；4 月至 10 月为非

冰封期，非冰封期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约 95%。
海拉尔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侧， 呈东至西流向。

海拉尔河在二卡自然保护区附近为河流下游，属于典

型的平原型河流。 河流两岸地势平坦开阔，当径流量

较大时，河水出槽漫滩，为河漫滩湿地提供补给。
海拉尔河上游拟建某水利水电工程（A 工程），工

程建设后将改变二卡自然保护区断面的水文情势，继

而影响保护区的湿地生态系统。

图 1 研究区域地理位置及功能区划
Fig. 1 Location and functional zoning of Er-Ka Nature Reserve

1.2 研究方法

1.2.1 水文基础数据
二卡自然保护区植物的主要生长季节为 5-9 月，

因此以 1961~2010 年共计 50 年内的海拉尔河嵯岗水

文站的 5-9 月水文资料为基础，针对月均径流量进行

分析，总计 250 个数据样本。
嵯岗水文站位于二卡自然保护区上游约 30km 的

海拉尔河干流上，从嵯岗水文站至二卡自然保护区的

海拉尔河段内，无支流汇入，也无取水口。 因此，嵯岗

站的水文资料可较好的表征二卡自然保护区附近的

海拉尔河水文情势。
1.2.2 植被基础数据

采用 TM5 影像作为基础信息源进行遥感解译。遥

感解译结合资料收集、 现场调查进行：2011 年 8 月通

过植被调查以及现有资料为解译提供参照；2012 年 9
月通过现场调查，对解译成果进一步验证。
1.2.3 湿地分类

对于湿地的定义及分类， 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是

1971 年于伊朗拉姆萨尔签署的《湿地公约》。其湿地定

义为：湿地系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性

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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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

超过 6m 的水域。 《湿地公约》同时还对海洋湿地、内陆

湿地、人工湿地的湿地类型进行了细分。
二卡自然保护区内的湿地属于内陆湿地， 参照

《湿地公约》 对湿地类型的分类， 结合保护区植被类

型，本研究区域涉及的湿地类型有：湖泊湿地、季节性

河流湿地、灌丛沼泽、草本沼泽和盐化沼泽。
1.2.4 湿地景观破碎度

湿地景观破碎度表征着湿地被分割的程度，计算

公式如下:
C=N/A

式中，C 为湿地的破碎度；N 为某湿地类型斑块的

总个数；A 为某湿地类型的总面积。

2 结果与讨论

2.1 海拉尔河月均流量分析

基于嵯岗水文站 1961 年至 2010 年 5~9 月份的

水文资料，海拉尔河最小月均 流量为 5.91 m3/s，最 大

月均流量为 558.54 m3/s。以 10 m3/s 为梯度对海拉尔河

月均流量进行频数及频率统计， 统计值区间为 0-560
m3/s， 根据统计结果绘制频率密度图及频率分布图见

图 2。
海拉尔河位于高纬度地区， 冬季存在封冻现象，

不适宜按照枯水期、平水期、丰水期进行水文周期划

分。 为了研究需要，将海拉尔河流域主要植被生长期

（5~9 月份）的月均流量划分为低、中、高三类径 流水

平： 月均流量小于 58 m3/s 为低径流 （出现频率 P≥
75%）；月均流量在 58~186 m3/s 的为中径流（75%>P>
25%）；月均流量大于 186 m3/s 为高径流（P≤25%）。

综合考虑遥感数据的可用性，分别选取三个时段

代表海拉尔河的低、中、高径流期。2009 年 8~9 月为低

径流期，月均流量分别为 61.42 m3/s、56.01 m3/s，时段

平均流量为 58.72 m3/s（P=74.6%）。 2010 年 5~8 月为

中径流期， 月均流量分别为 161.21 m3/s、108.21 m3/s、
98.91 m3/s、108.70 m3/s， 时段平 均流量为 119.26 m3/s
（P=44.4%）。 2009 年 5~7 月为高径流期，月均流量分

别为 149.09 m3/s、157.43 m3/s、264.53 m3/s，时段平均流

量为 190.35 m3/s（P=23.8%）。
2.2 不同径流期内湿地差异分析

图 2 海拉尔河 5-9 月份（1961 年-2010 年）月均流量(a)频率密度及(b)频率分布图
Fig. 2 Frequency density (a) an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b) of monthly flow rate of Hai-la-er River in May, June, July, August and

September between 1961 and 2010

采用三个时段末的 TM5 影像作为基础信息源进

行解译， 以研究水文情势对二卡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2009 年 10 月 1 日、2010 年 9 月 7 日、2009 年 8 月 3
日的影像资料分别代表海拉尔河低、中、高径流期。

解译成果及统计见表 1、图 3 及图 4。 二卡自然保

护区的湿地面积受水文情势的影响较大，在低、中、高

径 流 期 内 湿 地 面 积 比 例 分 别 为 43.03% 、53.66% 、
69.56%。 此外，湿地类型在不同径流期也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 低径流期内，保护区湿地以盐化沼泽为主，占

总湿地面积的 50.31%；中径流期内，保护区内各类型

湿地的面积较接近，季节性河流湿地、草本沼泽及盐

化沼泽的比例分别为 28.40%、25.14%和 28.31%；高径

流期内，保护区以季节性河流湿地为主，占总湿地面

积的 52.3%。对比三个研究时段可见，随着海拉尔河径

流量的增加，时段末的湿地总面积以及季节性河流湿

地面积增加、盐化沼泽面积减少。
水文情势是制约湿地类型与演替的最基本因素

[10]。 海拉尔河径流量的变化，引起保护区的水量、淹水

历时、淹没范围、漫滩频率等水文情势变化，短期改变

区域的淹没状况及湿地类型，如低径流期的盐化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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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拉尔河不同径流期内二卡湿地面积统计

Table 1 Wetland area in Er-Ka during different flow periods

水文期
湿地面积(hm2) 占保护区面积

比例(%)季节性河流湿地 湖泊湿地 灌丛沼泽 草本沼泽 盐化沼泽 小计

低径流 249.9 47.2 409.3 683.6 1407.5 2797.5 43.03

中径流 990.6 259.2 373.9 877.0 987.6 3488.3 53.66

高径流 2365.0 290.4 1044.7 750.2 71.7 4522.0 69.56

图 3 海拉尔河不同径流期内二卡湿地状况
Fig. 3 Wetland status in Er-Ka during different flow periods

在高径流期被淹没成为季节性河流湿地。 同时，水文

情势对湿地的理化环境产生影响（如营养物质的可获

取性、土壤和水体含盐量、pH 值和沉积物特性等），继

而引起保护区湿地植被的组成、 结构和功能的变动，
最终带来湿地的演替 [11、12]。 地势较低的区域可得到较

充足的水源补给，维持长期积水状态，成为湖泊湿地；

地势适中的区域不定期得到水源补给，区域不断处于

“干-湿”交替中，逐渐发育成为灌丛湿地、草本沼泽或

盐化沼泽。 而地势较高的区域不能得到足够的水源的

补给，在当地气候条件下发育形成湿地以外的生态系

统。

图 4 海拉尔河不同径流期内二卡湿地类型相对比例
Fig. 4 Percentage of wetland kinds in Er-Ka during different flow

periods

2.3 湿地生态阈值分析

生态系统发生突变的点或区间，在生态学领域称

为“生态阈值”[13]。生态阈值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但公认

的一点含义是： 当生态因子扰动接近生态阈值时，生

态系统的功能、结构或过程会发生不同状态间的跃变
[14-16]。

湿地生态系统对环境具有适应、调节能力，且该

能力与湿地面积呈正相关 [17]，湿地面积也被诸多研究

者作为生态阈值判别指标 [7-8、18-19]。 以二卡自然保护区

为代表的大部分河漫滩湿地缺乏观测资料或基础研

究，制约了河漫滩湿地的生态阈值研究。 河流的水文

情势是河漫滩湿地形成与演替的最基本因素 [10]，与湿

地面积之间也有着较好的相关性[20]。因此，可以河流水

文情势为基础，从湿地面积角度进行生态阈值分析。
海拉尔河的低、中、高径流期不仅引起二卡自然

保护区湿地总面积的变化，同时还短期改变了保护区

水利水电工程对河漫滩湿地影响评价方法初探 胡春明 李黛青 李 曜

21- -



环境与发展 第 26 卷 第 5 期

内湿地类型的分布状况， 带来湿地景观破碎度的差

异。 景观破碎度反应了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在一定程

度上表征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作为湿地稳定性的

评价指标[21、22]。 从表 2 可见，在海拉尔河的低、中、高径

流 期， 二 卡 自 然 保 护 区 湿 地 的 破 碎 度 分 别 为 1.02、
0.84、0.64，径流量越低，湿地破碎度越大。 更值得关注

的是， 湖泊湿地的破碎度在低径流期达到了 1.37，比

中、高径流期增加了一倍以上。 二卡自然保护区是典

型的河漫滩湿地， 径流补给是湿地水源的主要来源。
湖泊湿地形成于地势较低的区域，是整个湿地的中心

区 [19]。 湖泊湿地的面积萎缩且破碎化程度上升，表明

整个湿地区域的水量已经较为缺乏，亟需得到新的径

流补给，湿地已处于较不稳定的状态。
本研究选取的低径流期末（平均流量 58.72 m3/s，

P=74.6%）， 保护区湿地面积占全区面积的比例仅为

43.03%，湿地景观破碎度达到 1.02，尤其是湖泊湿 地

的破碎度出现一个较明显的跃变，由中径流期的 0.57
增加到 1.37。 结合生态阈值的含义，此时段的湿地状

态可近似的作为区域的生态阈值，即维持二卡自然保

护区湿地面积占全区域面积的 43.03%。
2.4 工程对湿地影响评价

拟建 A 工程引起海拉尔河水文情势的变化突出

表现在平水年及枯水年：平水年内，二卡自然保护区

断面 5~9 月份月均流量由 159.75 m3/s 减少至 134.75
m3/s；枯水年内，二卡自然保护区断面 5~9 月份月均流

量由 66.9 m3/s 减少至 52.6 m3/s。
基于本文 2.2 小节研究内容， 海拉尔河月均流量

与二卡自然保护区的湿地面积比例存在着正相关，月

均流量越大则湿地面积越多。 月均流量对湿地面积的

影响是多元的，其相互关系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为

了半定量评价 A 工程对湿地的影响，假定月均流量与

湿地面积比例为线性相关（如图 5）。 采用内插法易得，

平水年内，二卡自然保护区 5~9 月份月均流量减少导

致湿地面积比例由 58.87%减少至 56.32%；枯水年内，
二卡自然保护区 5~9 月份月均流量减少导致湿地面

积比例由 45.23%减少至 42.34%。
结合本文 2.3 小结研究结果进行 A 工程建设对湿

地的影响评价。 平水年内，A 工程建设导致二卡自然

保护区湿地面积比例减少至 56.32%，湿地生态系统受

影响程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枯水年内，A 工程建设

导致二卡自然保护区湿地面积比例减少至 42.34%，已

低于 43.03%的生态阈值，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及稳定将

受到一定的影响，需要采用人造洪水等措施以减少水

文情势变化对湿地的影响。

图 5 二卡湿地面积比例与海拉尔河月均流量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wetland area in Er-Ka and monthly

flow rate of Hai-la-er River

3 结论与展望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河流水文情势的影响较容

易分析得出定量的评价结果，但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的

影响评价大多只能进行定性分析。 本文结合水文学与

生态学方法，以水文观测资料为基础，同时利用遥感

解译等生态学研究手段，分析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与

其主要补给河流水文情势之间的关系，尝试定量评价

湿地类型
低径流期 中径流期 高径流期

斑块数(个) 破碎度(个/hm2) 斑块度(个) 破碎度(个/hm2) 斑块数(个) 破碎度(个/hm2)

季节性河流湿地 209 0.83 471 0.48 658 0.28

湖泊湿地 65 1.37 149 0.57 180 0.62

灌丛沼泽 883 2.17 766 2.04 976 0.93

草本沼泽 592 0.87 531 0.61 568 0.76

盐化沼泽 1116 0.79 1012 1.02 505 7.14

合计 2865 1.02 2929 0.84 2887 0.64

表 2 海拉尔河不同径流期内二卡湿地破碎度

Table 2 Degree of fragmentation in Er-Ka wetland during different flow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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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湿地的影响程度。 同时，综合分

析湿地生态系统与河流水文情势的变化趋势，得出湿

地生态阈值，从而评价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湿地影响

的可接受性。
本研究以期为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中的湿地影响分析提供参考与思路借鉴。

参考文献

[1] Richter B D, Baumgartner J V, Braun D P,
Braun D P. A method for assessing hydrologic
alteration within ecosystems [J]. Conservation
Biology, 1996, 10(4): 1163-1174.

[2] Naiman R J, Bunn S E, Nilsson C, Petts G
E, Pinay G. Legitimizing fluvial ecosystems as
users of water: An overview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2, 30(4): 455-467.

[3] 卢晓宁, 邓伟. 洪水对湿地系统的作用 [J]. 湿地

科学, 2005, 3(2): 136-142.
[4] Lytle D A, Poff N L. Adaptation to

natural flow regimes [J].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004, 19(2): 94-100.

[5] 罗文泊, 谢永宏, 宋凤斌. 洪水条件下湿地植物的

生存策略 [J]. 生态学杂志, 2007, 26(9): 1478-1485.
[6] 李鸿凯. 向海湿地生态安全评价及恢复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2002.
[7] 周林飞, 许士国, 李青山, 刘大庆. 扎 龙 湿 地 生 态

环境需水量安全阈值的研究[J]. 水利学报, 2007, 38(7):
845-851.

[8] 王强, 刘静玲, 杨志峰. 白洋淀湿地不同时空水生

植物生态需水规律研究[J]. 环境科学学报, 2008, 28(7):
1447-1454.

[9] 王 左, 何 惠, 魏 新 平. 我 国 水 文 站 网 建 设 与 发 展

[J]. 水文, 2006, 26(3): 42-44.
[10]ZedlerJB.Progressinwetlandrestoration

ecology [J]. Trends in Ecology& Evolution, 2000,
15: 402-407.

[11] 章 光 新. 水 文 情 势 与 盐 分 变 化 对 湿 地 植 被 的 影 响

研究综述 [J]. 生态学报，2012，32(13)：4254-4260.
[12] 崔 保 山，杨 志 峰. 湿 地 学 [M]. 北 京：北 京 师 范 大

学出版社，2006.
[13] Andrew J H. The concept and utility of

ecologicalthresholdsin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05, 124: 301 -
310.

[14] Friedel M H. Range condition assessment
and the concept of thresholds: a viewpoint [J].
Journal of Range Management, 1991, 44: 422-426.

[15] Muradian R. Ecological thresholds: a
survey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1, 38: 7-
24.

[16] 赵 慧 霞, 吴 绍 洪, 姜 鲁 光. 生 态 阈 值 研 究 进 展

[J]. 生态学报, 2007, 27(1): 338-345.
[17] Ainslie W B. Rapid wetland functional

assessment: Its role and utility in the regulatory
arena [J]. Water, Air Soil Pollution, 1994, 3-4:
237-248.

[18] 刘振乾, 王建武, 骆世明, 吕宪国, 刘兆礼, 刘红

玉, 李秀军. 基于水生态因子的沼泽安全阈值研究—以三江平

原沼泽为例 [J]. 应用生态学报, 2002, 13 (12): 1610-
1614.

[19] 王立群, 陈敏建, 戴向前, 丰华丽, 王高旭, 黄昌

硕. 松辽流域湿地生态水文结构与需水分析 [J]. 生态学报,
2008, 28(6): 2894-2899.

[20] 王 兴 菊. 寒 区 湿 地 演 变 驱 动 因 子 及 其 水 文 生 态 影

响研究 [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2008.
[21] 郭雷，马克明，张易. 三江平原建三江地区 30 年湿

地景观退化评价 [J]. 生态学报，2009，29(6)：3126-3135.
[22] 任 宪 友. 两 湖 平 原 湿 地 系 统 稳 定 性 评 价 与 生 态 恢

复设计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2004.

收稿日期：2014-15-19
作者简介：胡春明（1982-），男，博士，从事农林水利类环

境影响评价及生态工程技术研究。

水利水电工程对河漫滩湿地影响评价方法初探 胡春明 李黛青 李 曜

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