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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前言
河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起源地

[1]。 河流系统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以前，人类对河流的开发治理过程中，常以防洪为主要目的，除修建大

量堰坝和堤防外，还有河道裁弯取直、硬质化边坡等，这些工程措施都

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自然河流的连续化，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不同程度

的损伤。堰坝的修建破坏了自然河流纵向（顺水流方向）的连续性[2]，使

得河流被节点化、台阶化，其自然径流模式被改变，流速、水深、水温及

水流边界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物理、化学和生态特征都呈现出

不同程度的病态，流域生态系统受到扰动和破坏 [3]。 堤防破坏了横向

（垂直于水流方向）的连续性，即水-陆连续性，使沿河湿地大量消失，
从而导致水-陆生态连续性的破坏。 另外，与防洪相关的工程措施，如

河道裁弯取直及修建硬质化边坡，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河流的生态系

统 [2]。 美 国 佛 罗 里 达 州 Kissimmee 河 在 20 世 纪 60 年 代 为 防 洪 将

160km 的弯曲河流改为 78km 长、60m 宽和 9m 深的混凝土水渠，由此

导致原河内的鱼类和水禽数量分别下降了 75%和 90%。
近年来，对河流生态修复的研究不断深化，河流水生态修复有多

种方法[4,5]，这些方法通过强化自然界自身的净化能力和物质循环规律

去治理受损河流，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途径。
１．河流系统的四维结构特征 [2、7、8]

河流系统具有纵向（上游—下游）、横向（河床—泛滥平原）、垂直

方向（地表径流—地下水）和时间变化（如河流形态变化及生物群落演

替）4 个方向四维结构特征。 河流的水文循环在其横向、纵向、垂向以

及时间尺度都与其所在的流域生态发生联系。一旦河流在 4 个维度上
的水文循环被人为改变，就可能导致与流域生态的联系被干扰，甚至

遭到严重的破坏。
１.1 纵向特征

纵向即为沿水流方向。 河流是一个线性系统，从河源到河口均发

生物理、化学、生物的变化，各种变化随上、下游物理条件连续变化而

不断调整和适应相适应。河流流动是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保持上、下

游河流纵向连续性，是维持河流生态均衡的核心。 在河流上人为的筑

坝、堰等破坏了河流的纵向连续性，对水中生物洄游与迁移形成障碍，
如富春江水库建成后，虽然有鱼道，但鱼道几乎不起作用，富春江非常

有名的鲥鱼已灭绝；水库形成后也改变了原来河流营养盐输移转化的

规律，由于堰坝的阻隔，营养物质不能够向下游扩散而在库区里富集，
导致库区水体富营养化，条件适宜时，藻类在水体表面大量繁殖，产生

藻华现象，进一步恶化水质，影响水生生物生存。
１.2 横向特征

横向即为垂直水流方向。河流横向的水文循环和生态联系河流与

其所在流域的横向联系体现在水域与陆地的连续性上。水域和陆域的

连续性使得河流生态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之间能够进行物质、 能量、
信息的交换，保证了水、陆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生物通道，即水生物—
两栖生物—陆地动物的连续通道。堤防的建设使洪水灾害在一定程度

上被杜绝，但也把干流与滩地隔离，致使滩地植被面积明显减少，生物

多样性遭到破坏，滩区的生态功能退化。
１.3 竖向特征

竖向即为沿水深方向。河流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地下土壤的有机质又与河床表面的营养质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由于

人类活动的影响，对天然河流采用砼、浆砌石等不透水材料衬砌的负

面作用，将割断地表水与地下水的通道，导致河流动态变化的停止，致

使生态功能衰减。
１.4 时间特征

在时间尺度上， 河流系统的变化反映在河流在流域内的不断演

变，而河流演变也使得生态系统不断调整、适应和均衡。河道形态可能

在长时间内自然地改变，也可能由于人类的介入发生突变，但这些变

化所带来的后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被人察觉。在水生生物的生态环

境中，有机物的发育和成长从几周到数年不等，而水生生物群落的演

变需要数千年。 考虑时间尺度，其重要性在于生态修复工程要从长远

观点做好规划。
２．河流生态修复[2、4、5、9、10]

生态修复是利用生态系统原理,采取各种方法修复受损伤的水体

生态系统的生物群体及结构,重建健康的水生生态系统,修复和强化水

体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并能使生态系统实现整体协调、自我维持、自

我演替的良性循环。
河流生态修复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缓冲区恢复、植被恢复、河道

补水、生物-生态修复、生境修复等技术。 其中，生物-生态修复技术是

目前河流生态修复的重要方法。
２.1 缓冲区修复

缓冲区是河流与陆地的交界区域，如河边湿地、河谷或洪泛平原，
具有水域与陆地双重属性。缓冲区是河流生态系统与陆地生态系统进

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一个重要过渡带，成为两者相互作用的重要

纽带和桥梁。它受到地表水以及地下水的影响，是一种生态交错带，具

有明显的边缘效应[11]。 在河流两岸各设置一定宽度的缓冲区是重要的

河流生态修复方法。缓冲区修复可起到分蓄和削减洪水的功能。其次，
河流与缓冲区河漫滩之间的水文连通性是影响河流物种多样性的关

键因素。此外，河岸缓冲区还具有其他修复作用，包括将洪水中污染物

沉淀、过滤、净化，改善水质；截留、过滤暴雨径流，净化水体，提供野生

动植物的生息环境，保持景观的自然特征；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活、休

闲空间等。因此，修复缓冲区生态对增加动植物物种种源、提高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生产力、治理水土流失、稳定河岸、调节微气候和美化

环境等均有重要的现实和潜在价值。
２.2 植被恢复

植被恢复是最普遍的河流修复的重要技术方法。植被可以通过影

响河流的流动、河岸抗冲刷强度、泥沙沉积、河床稳定性和河道形态而

对河流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合理分布的植被还有助于减轻洪水灾害、
净化水体、截留来来自农田的氮和磷以达到保护水质的目的，并可提

供景观休闲场所和多种生态服务功能。
２.3 生物强化人工河道、生态沟渠及生态护岸

生物强化人工河道是指结合水系疏通工程和结构现状，构建的以

生物处理为主体的人工河道，水质净化设施主体设于河道内或河流一

侧，形成多级串联式的生物净化系统，从而改善水环境条件。
自然河道生态塘则是以太阳能为初始能源， 在塘中种植水生植

物，进行水产和水禽养殖，形成人工生态系统。通过多条食物链的物质

迁移、转化和能量的逐级传递、转化，可净化河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生态沟渠是指根据水生植物的耐污能力及生理特征，充分利用现

有沟渠条件，在不同渠段选择利用砾间接触氧化、强化生物接触氧化

等措施，逐级净化水质，在达到分级净化水质功能的同时，将净化设施

与地表景观融为一体，美化河流景观。
生态护岸是利用石头、木材、多孔环保混凝土和自然材质制成的

柔性结构等构建，对河岸进行加固，防止河道淤积、侵蚀和下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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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护岸材料，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

地，保障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的和谐统一。 透水的护岸也保证了地表

径流与地下水之间的物质、能量的交换。
２.4 生态修复耦合系统

生态修复耦合系统是综合人工湿地、微生物及水生动物协同净化

等原理设计的生态修复系统， 可去除河流水体中的营养盐和有机物，
从而达到修复河流水环境的目的。 其在利用湿地植物的同时，构建新

的水生植物系统；在美化景观的同时，合理配置生态系统营养级结构；
利用多种微生物净化水体的同时，构建具有完整营养级结构的水生动

植物生态系统；并利用动植物、微生物的协同作用改善河流水质。
1）生境修复是河流生态修复的重要途径。 生境修复就是要遵循河

流自然演变的规律，使河道恢复自然的蛇形弯曲形态，重新塑造自然

河川的主流、深潭、浅滩和急流相间的格局。 浅滩-深塘结构是河流经

自然发育后形成的常见河道形态，有利于稳定河床和岸坡，有助于植

被的良好发育和构建多样性的生物栖息地。 通过修复河道系统和营造

浅滩-深塘结构， 可由浅滩段增加的紊动增加水中溶解氧量和促进河

流自净功能的恢复，干净的石质底层是很多水生脊椎动物的主要栖息

地，也是鱼类觅食的场所和保护区，此外，还可营造天然的河流景观；
恢复裁弯河流，利用弯曲河流消耗河流能量、减少下游侵蚀、增加水流

在河道内滞留时间，强化河流的自净功能，同时恢复了河流的天然景

观，并使河流拥有更复杂的动植物群落。
2）鱼道恢复是近年来河流系统生态修复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鱼类必须通过栖息地间的通道，进行每天的觅食活动以及不同生命阶

段中更大范围的活动。 这些活动在遇到大坝、水库等结构时会被阻断，
从而导致鱼类的局部灭绝。 西方国家在进行河流修复时普遍注意了鱼

类通道的重建。 可以通过限制河流中建筑物的自由落差、限制下游坡

度、降低流速、保持足够水深，以及修建石坡鱼道、鱼类分水槽、鱼梯等

方法修复鱼类活动通道 [12]。
3） 水生生物群落修复是指利用生态学基本原理以及水生生物的

基础生物学特性，以人工和生物调控相结合的方式改善水体生态环境

条件，通过引种移植、保护和生物操纵等技术措施，系统重建水生生物

多样性。

３．结论
本文简要介绍河流的四维结构特征（纵向、横向、垂直向、时间尺

度），简单分析了基于防洪目的堤坝、硬质化护坡等工程措施对河流生

态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河流的生态修复主要在于遵循河流自然演

变规律，恢复河流在四维尺度上的连续性，保证各向的生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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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74 页）区居民对森林资源的需求。保护区的建立为许多珍贵

稀有动植物的保护与繁衍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场所，但由于保护

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区内的各类资源是当地居民生产生

活的重要依托和主要来源。 保护区建立后，减少了周边社区居民的生

活来源，缩小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

来许多不便之处。 为了缓解社区居民对保护区森林资源的依赖和需

求，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多途径解决社区居民生产生活、习俗文化、
社区发展等方面对森林资源的需求。

2.社区共管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和制定适合的管理方案

原则。 在保护区，由于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习俗文化等方面存在的

差异，保护区在管理上就要区别对待，要因地制宜地根据本地特点制

定统一的规定和适合的管理方案，否则，社区共管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与此同时，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也在发展变化，要适应变化及时修改

管理方案。
3.必须拓宽保护区合作伙伴关系。 实践证明，单靠保护区本身的

力量，要搞好保护区的资源保护工作是不够的，应该广结伙伴，开展合

作管理，公平分享所得利益，才能真正实现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和

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4.社区共管的持久性与艰难性。 实施社区共管，由于社区自然条

件、资源状况、农户的文化素质与习俗、社会经济及技术能力等诸因素

的制约，致使各项活动不可能一帆风顺。 许多工作都是在与村民反复

讨论，基本达成一致性意见后才能实施，从而导致社区共管的艰难性。
此外，由于社区不同农户之间，村社之间以及社区与资源管理与利用

部门之间其利益需求各不一样，实施一个有效的冲突管理方案，并不

意味着对所有村社和农户都产生良好的作用；同时，缓解社区冲突或

纠纷不可能仅靠一个项目就能解决，基于此，确定了社区共管的持久

性。
5.社区共管不是扶贫。 帮助和促进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仅

是给他们钱这样简单的事，社区共管不是扶贫，更要帮助其建立自我

认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发展的问题和有利

条件。
（二）今后的思路 1.进一步优化社区产业结构，提高社区居民经

济收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符合保护区基本情况的经济体系，增强保

护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 关键要选择和培育支柱主导产业，调

整产业结构。 要进一步以发展生态旅游为龙头，大力发展好高山云雾

茶、方竹笋、高山反季节蔬菜、特种中药材种植、养殖业，组织社区居民

外出务工，调整社区居民经济收入结构，提高其经济收入，从而减少资

源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2.维护和加强保护区生存系统的稳定性。 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发展

应遵循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在安排社区产

业结构调整时应遵循生态平衡原则，维护和加强保护区生存系统的稳

定性。
3.改进保护区管理方法。 一方面，要从保护自身管理机制入手，转

变管理思维，对保护区管理机构性质重新定位；另一方面，要引进社区

开展资源利用替代，建立合适的能源需求保障措施，确保林区居民对

资源合理利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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