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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生态安全问题
Eco-water security issue

二、水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Eco-water Research & Methodology

三、水生态安全实践：淮河实例
Case studies in Huai river practice 



一、水生态安全问题

人类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将不得不面对
来自水安全问题的挑战(Water Security Issue)

Water shortage Water pollution

Water disaster
Ecosystem 

degradation

水短缺

水灾害

水污染

水生态退化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Nrborderborderentrythreecolorsmay05-1-.JPG


2014年世界水理事会(WWC)智库向UN提交了

水与人类未来：再论水安全
Water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Revisiting Water Security

全球水战略咨询报告

一、水生态安全问题



水与人类未来

水需求的驱动机制

全球变化与水管理

水与人类未来: 全球水安全
关注的重点



水与环境健康

水与城市化

水与粮食安全

水与能源

未来的水变化

水安全战略与对策



水安全
water security

涉及到

–供水安全
Water supply security

–防洪安全
Flood control security

–水质安全
Water quality security

–水生态安全
Eco-water security

–跨界河流及国家安全
Transboundary rive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

一、水生态安全问题



水生态安全
Eco-water security

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由流域/全球水循环
联系的生态系统（林草植被、江河湖库、湿地
及海岸所关联的人居环境）不受到破坏和环境
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夏军，2018）

Ensuring extent for ecosystem(forest-grass cover, river & lake,
wetland & coastal zone and human settlement ), served for
human survival & development demands and linked with water
cycle in basin or global, not allow to be damaged and polluted

一、水生态安全问题

 健康的水生态系统是稳定和可持续的，在时间上能够
维持它的组织结构和自治，以及保持对胁迫的恢复力

 不健康的水生态系统，是功能不完全或不健康的水循
环联系的生态系统，其安全状况则处于受威胁之中



黄
河

长江

长江洪水
灾害/生态
环境问题

华北缺水/
严重生态
环境问题

西北水资源
短缺/生态
环境问题

东北老工业基
地、粮食安全
与水生态矛盾

中国是一个水问题十分严峻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
变化影响和经济发展, 水生态安全问题也愈来愈突出！

China is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a serious water problem. With the impact of global chang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ssue of water ecological secur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一、水生态安全问题



黄河断流（1972-1998）

Drying up days in Yellow River

南四湖干涸 （

80年代以来, 南四湖
已先后发生五次干湖

一、水生态安全问题

河湖干涸（River & Lake Drying up）



湖泊水体富营养化
lake eutrophication

滇池蓝藻

太湖蓝藻

一、水生态安全问题



湿地退化

大江大河水生生物退化快速：例如，长江珍惜物种白鱀豚已经绝迹，江
豚和“四大家鱼” 鱼卵和鱼苗大幅减少。特有鱼类优势度下降35.3%-
99.9%，呈小型化趋势。

一、水生态安全问题



城市湖泊退化及其蓄水变化（武汉市，Wang J.Z.2017）
Urban lake degeneration and its storage change

一、水生态安全问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保护问题

2012年, 习总书记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的新

理念与行动指南

 后来进一步阐述了“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建设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水安全

目的  水生态修复与水综合治理
Purpose  Restoration and treatment of  eco-hydrology environment

其支撑的科技理论、水政策与实践得到了发展！

 我国水利部等十分重视水资源管理与

江河湖库综合治理问题，实施了：

- 严格水资源管理/河(湖）长制…

- 河、湖、库等水生态联合调度 …

- 江河湖库水系连通 …



二、水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Eco-water relationship & water policy



河

流

水库

地下水漏斗

现实的水管理面对的
是典型的水系统问题

降水蒸发

径流

蒸发

散发

环境用水

废水利用

供水系统
生活排水

工业用水

雨水利用
地下水利用

地表水

土壤水

地下水
生活用水

污水排放

牲畜排水

耗水

耗水



2. 21世纪水科学发展前沿水循环是联系流域水系统 (水文过程、水质及
水生态过程和社会经济用水过程）的纽带

大气水

地表水
土壤水

地下水 径流

蒸散发

降雨



(1).Climate change impact

 change water’s time-space distribution

 increase risks on floods & droughts in 

water stress regions

It is quite It is quite 

possible topossible to

IPCC AR4 (2009)

There are m ultiple im pacts &  challenges

IPCC-AR5(2014)

很有可能 • 改变水循环的时空分布(Time-space change

• 导致极端水文事件(水旱灾害)增加水资源压力
（Extremely events such as floods & droughts)

当今有多种影响与挑战(Multiple Challenges)

(1). 气候变化影响（Climate Change Impact）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Surface runoff comparison of Surface runoff comparison of 

19801980--2000 with 19562000 with 1956--19791979

Surface runoff comparison of Surface runoff comparison of 

19801980--2000 with 19562000 with 1956--19791979

Case of China Case of China 

in past 50 yearsin past 50 years

Air temperatureAir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Precipitation

Runoff changesRunoff changes
HeavyHeavy rainrain

气温变化趋势 降水变化趋势

暴雨变化趋势
径流变化趋势

中国过去50年的
气候要素变化趋势



依据IPCC-AR5不同排放情景(RCP2.6，RCP4.5，RCP8.5)下

GCMs未来降水集合预估：中国长江等八大流域未来20-
30年（2020-2040年），洪涝灾害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与
强度有增强的态势（国家973，夏军，2014）

RCP2.6 RCP4.5 RCP8.5

强降雨天数
普遍增加

2006-2090
年的变化趋势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2) 显著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影响
(Land Use & Cover changes)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导致显著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

武汉地面不透水表面面积的改变 (Shao Z F., 2017)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长江开发背景下鄱阳湖江湖
关系变化与调控问题

受控于长江水情 （三峡运行及区域来水)、

五河入流情势和气候变化影响（干旱/洪水），

与人类活动联系密切：
* 汛期长江洪水与鄱阳湖流域洪水遭遇  湖区洪涝灾害

* 汛末三峡蓄水下泄量减少, 又遭遇干旱，导致湖口

江水低于湖水位 形成拉空湖水态势湖区生态系

(湿地、鸟类、水生物)严重退化（2007年/2011年情景)

江

湖

河

举例2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
也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通江湖泊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三峡及控湖工程调控影响下长江-鄱阳湖江湖关系识别

五河流域

DTVGM

V湖,H湖,C湖

鄱阳湖环

湖
生 态 经

济

带

长江

气候变化
△P,△T

社会经济发展
GDP,人口,城市化

C入i Q入i

Q区入Q区入
C区入

C区入

上边界

下边界

D三峡

D五河i

湿地
H湿,C湿

驱动/调控变量
鄱阳湖水系统互动关系

(水量-水质—生态-经济社会) 系统效应

三峡水
库调度

H江-湖

Q江-湖

△Q中下
H江,Q江,C江

△ H湿

△ C湿

△Q入i , △ C入i

△ Q区入

△ C区入

△W耗用水

△W排污

D湖闸

Q江区, C江区 水资源

水环境/生态

水旱灾害

水环境治理

鄱阳湖
控湖工程

水库群
调度工程

政策
调控

鄱阳湖
控湖工程

水库群
调度工程

政策
调控

主线1：变化与作用关系 主线2：科学调控



认识水与生态关系和实施水的科学管理(IWRM)
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对的挑战性问题!

It is an challenges issue for 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e., how to recognize eco-

water relationship and how to implement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IWRM)?

水文学
Hydrology

生态学
Ecology

流域管理
River basin management

河流开发、管理
水工程建设影响

城市农村的水环境
水生态问题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关键与目标
Key & Goal for IWRM

 通过对水(W)、生物多样性(B)、生态服务
(S)、气候变化弹性(R)和文化等多维管理，
增加河湖生态系统的弹性，达到维系生态和
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



核心问题：水与生态的关系
Core Scientific Iss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and ecology

2.1 植被生态系统 Vegetation ecosystem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植被生态需水
(Eco-water Requirement)

 

最最小小生生态态环环境境需需水水  生生态态环环境境需需水水  

生生存存阈阈值值  

良良好好状状态态  

生态需水曲线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地下水的变化直接影响植被生态系统的质量

塔里木胡杨林生态系统：

• 当地下水位埋深低于3米，生长比较好

• 当地下水位埋深大于6米，胡杨林开始凋萎，接近死亡

• 当地下水位埋深大于9米，胡杨林无法存活

（基础数据来自新疆生地所樊自立和季方，1997-2002）

以中国西部塔里木河流域下游为例：
Case study in Tarim River, West China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塔里木河下游地下水位埋深大于9米死亡的胡杨林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附图1  乔木（胡杨林）生境质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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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灌木生态质量与水的影响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shrub ecological quality and water 

地下水位埋深低于3

米生长正常的红柳

地下水位埋深大于7

米已经死亡的红柳

附图3  灌木（红柳）生境质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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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2. 2 河湖生态水文
Eco-hydrology of River and Lake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2）河道生态流量时程分区

时 间

流
量

横向连通性
纵向连通性

通往洪
泛平原

触发物种
的散布

河道形态
生境复杂性 →  生物多样性
斑块干扰

洪水

生活史模式
· 产卵
· 种群补充

可变性

触发

繁殖

季节性
可预测性

稳定基流

干旱

自然体系阻碍物种入侵

汛期汛前期 汛期 非汛期

关键： 与河湖生态保护联系的生态水文过程
Ecological hydrological process and standard ecological flow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标准生态流量



举例： 为满足淮河流域干支流不同河流指示性鱼类和河流
生态目标的生态水文过程的估计(夏军,陈求稳，2017)

Estimation of ecological hydrological processes for meeting the ecological targets of indicative

fish and river in different rivers in Huai River Basin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2.3. 河湖和城市生态重建与调控管理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regulation management of river, lake and urban

北京市永定河

• 维系水生态系统的生态用水估计
Estimation of ecological water use for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 水生态重建的规划设计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water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 水系的水量-水质-水生态联合调控
Joint regulation of water quantity- water quality-water ecological

• …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 尽量保留河道的自然形态
、河岸自然弯曲

• 保护一些局部地貌特征

• 尽量保留坡面多样性特征
和原有植被

• 河床宽窄、深浅多变

• 保持一定的湾汊

河道形态多样化
Diversified river patterns

基于自然的生态治理
Ecological governance for Nature Based Solution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维系河湖物种多样性
Keeping River Species Diversity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3) 水综合管理的水政策与实践
Water Policy & Practices for IWRM

二、水与生态关系与水政策



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水资源管理
实施严格水资源管理对应的脆弱性变化【Vulnerability change after taking 

“ Three Red-line Controls “ policy (J.Xia, 2014) 】

Control of total water use 

Control of lower water use efficiency  Control of total waste water load  

Comparison 

举例 1

水资源开发利
用控制红线

用水效率
控制红线

水功能区限
制纳污红线减缓气候

变化最不
利的影响

+

+



举例2   河长制
Good water governance by
The River Chief System 

二、生态水文学的理论与方法

由各级主要行政

首脑担任河长
(River Chief )
负责组织河湖水
与生态管理保护

Ecological priority        
Green development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            
Departmental linkage 

Problem oriented          
Suit one's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Strict assessment 

Basic principles

通过管理制度创新
增强河湖水生态保
护执行能力与目标



二、生态水文学的理论与方法

举例3 江河湖库水系连通，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出台《河湖水系连通工程技术指南》，打造山青、水净、河畅、湖美、
岸绿的美好家园 Carry out the water system connection of rivers, lakes and

reservoir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reate a green, watery, river, Lake Beauty, Shore Green of the beautiful home.



三、水生态安全的实践
- 淮河应用举例

Case studies for Integrated operation in Huai River 



1)淮河水量-水质水生态联合调度 Case study in Hai River

淮河流域面积27万km2，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

水旱灾害频繁，闸坝多（1.1万座），水资源开发程度高



淮河流域的复杂性与需求
Complexity & Multiple Demands in Huai River

生态需水
Eco-water requirements 

防洪减灾
Flooding control

Dams & sluice
operation

水质控制
Water quality control

水旱灾害
Floods & Droughts 

水质与生态水管理
Water quality and Eco-water management

由于多方用水矛盾，生态用水常
被挤占，生态用水保障急需提高



淮河流域水质-水量-水生态联合调度应用示范
Integrated water quality, water quantity and ecological water operation for 

Huai River Basin

管理与实践
Management & Practice

1. 加强水利工程可持续

管理与低环境影响综合

调控生态水文基础研究
Strengthening the basis of eco-

hydrology for a lot of demands on water

projec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integrated op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河道生态流量时程分区
方法和研究区域 (Methodology and Study Area)

重点之一：通过实地调查与实验，建立河流指示性鱼类物种栖息
地与水文之间的关系，确定了河流生态需水的生态水文过程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sh,

Parabramis pekinensis, and the hydrological regime factors can be built for eco-

hydrological processes



 淮河关键断面生态流量过程，为联合调度和水综合管理提供

了科学基础

方法和研究区域 (Methodology and Study Area)



2. 开发水量-水质-水生态-闸坝群耦合模拟系统
Developing integrated modelling system



验证时间 站点名称 目标效率系数 效率系数

2007

潢川 0.8 0.82

蒋家集 0.8 0.87

息县 0.8 0.84

界首 0.8 0.83

2016

王家坝 0.8 0.84

鲁台子 0.8 0.85

息县 0.8 0.87

小柳巷 0.8 0.84

 

 

有效模拟复杂条件下河湖水文过程，一维（二维）河道水动力-水质耦合过程，嵌入
闸坝群的流域分布式水量-水质-水生态耦合过程及其变化

方法和研究区域 (Methodology and Study Area)



3. 研发淮河水质-水量-水生态联合调度系统
Developing integrated operational system in Huai River



复杂系统优化调度模型
Developing operational models



4、示范工程运行情况与成效

现场调研、会议研讨、野外考察



保障和提高河湖水系统生态用水保证率（  75%)
Increasing eco-water reliability for rivers & lakes

时间 王家坝（%）
蚌埠吴家渡

（%）
小柳巷
(%)

界首(%) 鲁台子(%) 颍上(%)

2018/09 100.00 100.00 100.00 90.00 100.00 93.33

2018/08 100.00 100.00 100.00 90.32 100.00 93.55

2018/07 100.00 87.10 87.10 83.87 100.00 90.32

2018/0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0.00

2018/0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8/04 100.00 96.67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8/03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8/0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8/0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7/12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7/1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17/1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运行期

平均生态
用水保证率

（%）

100.00 98.63 98.90 96.98 100.00 97.23

方法和研究区域 (Methodology and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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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方案运行前后生态用水保障过程的对比分析
The comparison of water quantity and water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ration scheme Ⅰ at  Jieshou.

水闸紧急开启后，对界首断面生态需水调控，同时维系水质在低流量情
况没有突发变化，同时对关键的控制污染源提出要求
After emergent operation of sluice gates, the water demands for ecosystem at Jieshou

was satisfied and keeping water quality in low flow situation, whose key is to control

pollutio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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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Results and Discussion



任务与要求 （Tasks）

课题

目标

“十一五” “十二五”

防止重大水污染团
既防止突发性水污染事故，也要

保障生态用水

重点

任务

类别

防止初汛期重大水污染团

的联合调度技术

改善水质、保障生态用水的汛期-

非汛期全过程“水质-水量-水生

态”联合调控技术

• 改善水质、保护水生态（Improving water quality & 

Maintaining eco-water system）

针对淮河多闸坝特点，通过与控源-修复措施的结合，开展“水质-水量-

水生态”联合调度，改善水环境,  提高生态用水保证率



结论(Conclusions)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绿色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水生态安全
的实践提供了新的需求与机遇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one of 

major issues in China, that provides new demands & also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Ecohydrology and it practice

水生态安全是水安全重要的方面，它涵盖水文、生态以及水资
源综合管理的跨学科问题 Eco-water problem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issue 

for hydrology, ecology and water management

水生态关系与水政策是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关键，需要在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实践中进一步发展 Eco-water relationship & water 

policy is the key for IWRM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practice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十分重要，因为欧洲在水生态保护有先进经验
并十分珍贵！需要学习和结合实际，发展解决中国复杂水生态安全问
题的途径与方法 China-Europe Water Resources Exchange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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