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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法，

涉及水利科学技术领域，针对现有河流治理技术

易造成生态系统被破坏的问题，提出如下方案，

包括：对河流水生态空间的保护，对自然河态的

保护，对河流生态敏感区的保护，河流生境的恢

复，对硬质防洪堤生态化改造，生态防洪工程建

设，对河流自然风貌的保护，对水文化进行保护，

亲水景观的建设，河道基流的保障，对河道水质

进行改善，对河道水系增进流通，对渠化河道生

态化改造。本发明基于多目标耦合的安全生态水

系建设属国内首创，其生态设计理念新颖独特，

技术方法集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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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S1、对河流水生态空间进行保护：划定河道岸线和河岸生态保护蓝线，河流上游自然

段，对现状自然生态通过划定岸线蓝线对自然河道予以保护，河流流经农田段，对于已经稳

定的护岸予以保护；

S2、对自然河态进行保护：保护自然弯曲的河岸线、深潭浅滩、泛洪漫滩、砂石、水草、江

心洲、护岸林，保护多样水域生态空间与生境的生态廊道，严禁占用河滩地、裁弯取直、填河

改道；

S3、对河流生态敏感区进行保护：保护饮用水源地、鱼类三场一道、水产种质资源、珍稀

保护物种、水利风景区、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

S4、对河流生境进行恢复：采取生态缓冲带、人工湿地、增殖放流或生态草沟，拦截、净

化面源污染，以完善河流生物链，构建空间立体、持续稳定的生态环境，丰富河流生物物种

多样性；

S5、对硬质防洪堤进行生态化改造：对已建硬质堤防、护岸，进行生态化改造：如堤后用

地许可，则将硬质堤防、护岸拆除，改造成生态护岸；如堤后用地紧张，则在硬质护岸临水面

护脚处加设鱼巢，临水面采用增设生态框、生态混凝土柔化挡墙；

S6、生态防洪工程建设：对顶冲段、易损毁段按照防冲不防淹的原则建设生态护岸；河

流流经村庄段，按照防冲不防淹的原则建设生态护岸；河流流经集镇段、城区段，建设生态

堤防；

S7、采用生态施工工艺，对河流自然风貌进行保护：保护现有自然植被、人文景观，避免

大型机械进入施工场地；不得就地取用河道原生石头、砂；要做好施工废弃材料、废弃物的

回收利用，不得随意弃土、弃渣，施工完成后及时绿化，恢复植被；

S8、对水文化进行保护：保护河流及沿岸古陂、古渡口、古码头、古桥、古堤、古树名木，

设立保护标识、完善配套设施，保持原有文脉特征；

S9、对拦河设施进行生态化改造：对造成少水断流、淤积、鱼类洄游受阻问题的部分拦

河设施，采用生态浅滩、过流堰、翻板坝或过鱼设施的生态化改造，营造既有水面又有流动，

既不淤积又能贯通，既能过鱼又有景观的拦河设施，保持河道水体纵向连通性；

S10、亲水景观的建设：在人口集中的村庄、乡镇、城区河段，选用安全、低扰动、低投入

的亲水设施建设人文景观，亲水设施应避开河流顶冲段、树木、农田；乡村河段亲水设施要

结合农艺措施，与农业生产、农艺设施紧密融合；

S11、河道基流的保障：针对存在脱水段的河流，采用电站机组生态改造、老旧小水电站

退出、流域梯级水库电站生态调度或生态电价补偿的措施保障最小下泄流量，让河道有常

流水，保护水生动植物的生存栖息环境；针对缺乏生态基流，存在水生态敏感保护目标且周

边有清洁水源、具备引水条件的，实时生态补水；

S12、对河道水质进行改善：采取截污控源、入河排污口整治、湿地原位净化措施，消减

污染物入河量，使河道水质达到水功能区水质标准；

S13、对河道水系增进流通：采取调水引流、清淤拓宽、打通断头河或新建连通通道方

式，消除死水河段、断头河段，增加河道水体流动性，增强河道水力联系；

S14、对渠化河道生态化改造：对渠化河道进行拆除，退堤还河、还滩改造，恢复河道的

行洪、滞洪空间和自然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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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亲水设施选用

廊架、亭子或巡查道，所述廊架、亭子应布置在五年一遇洪水位以上，非顶冲段；所述巡查道

要尽量布置在二年一遇洪水位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巡查道布置要

顺应原有地貌，选择透水性好的路面，局部采用低架空型步道或架空型栈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亲水景观选用

乡土树草种，应根据当地河流水系特点，结合当地自然条件，选择适地适生、低维护的乡土

树草种，沿海河流宜考虑抗风、耐贫瘠、耐盐碱的植物，植物种植宜选择在有利于植物存活、

生长季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护岸为断

面型式，进一步优选采用复合式、宽浅式或斜坡式的一种，且新建河岸应有利于河流与岸滩

水体交换，满足生物生活习性需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鱼类三场一道

为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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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利科学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福建省自然地理及河流特征：（1）八山一水一分田：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

称，人多地少，平原集中在沿海地区，河流以山区型河流为主，田地以梯田为主；（2）自然灾

害频繁：福建自然灾害频繁，台风、洪涝、干旱、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而且常常

是灾害并发或交替发生，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历时长。3-4月是春雨季节，又是强对流天气

多发季节，5-6月是梅雨季节，是气候上的多雨时期，7-9月（最迟到11月初）是台风季节。全

年一半时间处于防洪抗灾的紧张之中；二是频率高，平均每2年发生一次较大量级洪水，每3

年发生一次较严重干旱，登陆或影响福建省的台风年均4-5个，三是强度大，雨量多，水位

高，洪水暴涨暴落，猝不及防。四是灾情严重。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造成经济损失大；

（3）独流入海：河流密布，多独流入海。福建省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740条，总

长24629公里，河流多发源于本省境内，且多在本省境内独流入海，源短流急，汛期暴涨暴

落，冲刷破坏力大，淹没时间短。由于独流入海的特征，咸淡水交汇的河口区就孕育了丰富

的生物资源，尤其是洄游鱼类品种众多，沿海河流多是鱼类洄游通道；（4）河流分类及特征：

福建省河流大致分为山区型河流、平原型河流、沿海河流。山区型河流特征是源短流急，汛

期暴涨暴落，冲刷破坏力大，淹没时间短；平原型河流主要集中在福建沿海四大平原，河网

密集，沟汊纵横，人口集中，水体流动性差，水质一般较差；沿海河流主要集中在沿海港湾及

海岛，河流生态系统受季风和盐雾影响较大，河口区咸淡水交汇，洄游鱼类众多，多是鱼类

洄游通道。

[0003] 近几十年来，对于河流治理，出现了几种倾向，一是过度强调防  洪安全，忽视生态

的要求和人文景观的需求，容易造成裁弯取直几何  化、过度硬化、河道平整沟渠化、河流湖

库化、千篇一律化等；二是  过度强调景观，忽视河流自然规律和行洪安全，容易造成河流人

工化、  园林化，各类滨水景观设施经受不起洪水的检验；三是过度强调人类  用地需要，侵

占河道，缩窄河道，忽视河流生态系统自身规律，容易  造成河流生态功能萎缩，生物多样性

减少，威胁生态平衡；四是过度  强调原生态，忽视人类需求，容易伤及民生，影响人类生存

与发展。

[0004] 本发明结合上述福建省的自然地理及河流特征，提出适宜福建地理特征的生态水

系修复建设方法，来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安全、生态”的水系，以营造生物生境，让

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法，包括：

S1、对河流水生态空间进行保护：划定河道岸线和河岸生态保护蓝线，河流上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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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对现状自然生态通过划定岸线蓝线对自然河道予以保护，河流流经农田段，对于已经稳

定的护岸予以保护；

S2、对自然河态进行保护：保护自然弯曲的河岸线、深潭浅滩、泛洪漫滩、砂石、水草、江

心洲、护岸林，保护多样水域生态空间与生境的生态廊道，严禁占用河滩地、裁弯取直、填河

改道；

S3、对河流生态敏感区进行保护：保护饮用水源地、鱼类三场一道、水产种质资源、珍稀

保护物种、水利风景区、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

S4、对河流生境进行恢复：采取生态缓冲带、人工湿地、增殖放流或生态草沟，拦截、净

化面源污染，以完善河流生物链，构建空间立体、持续稳定的生态环境，丰富河流生物物种

多样性；

S5、对硬质防洪堤进行生态化改造：对已建硬质堤防、护岸，进行生态化改造：如堤后用

地许可，则将硬质堤防、护岸拆除，改造成生态护岸；如堤后用地紧张，则在硬质护岸临水面

护脚处加设鱼巢，临水面采用增设生态框、生态混凝土柔化挡墙；

S6、生态防洪工程建设：对顶冲段、易损毁段按照防冲不防淹的原则建设生态护岸；河

流流经村庄段，按照防冲不防淹的原则建设生态护岸；河流流经集镇段、城区段，建设生态

堤防；

S7、采用生态施工工艺，对河流自然风貌进行保护：保护现有自然植被、人文景观，避免

大型机械进入施工场地；不得就地取用河道原生石头、砂；要做好施工废弃材料、废弃物的

回收利用，不得随意弃土、弃渣，施工完成后及时绿化，恢复植被；

S8、对水文化进行保护：保护河流及沿岸古陂、古渡口、古码头、古桥、古堤、古树名木，

设立保护标识、完善配套设施，保持原有文脉特征；

S9、对拦河设施进行生态化改造：对造成少水断流、淤积、鱼类洄游受阻问题的部分拦

河设施，采用生态浅滩、过流堰、翻板坝或过鱼设施的生态化改造，营造既有水面又有流动，

既不淤积又能贯通，既能过鱼又有景观的拦河设施，保持河道水体纵向连通性；

S10、亲水景观的建设：在人口集中的村庄、乡镇、城区河段，选用安全、低扰动、低投入

的亲水设施建设人文景观，亲水设施应避开河流顶冲段、树木、农田；乡村河段亲水设施要

结合农艺措施，与农业生产、农艺设施紧密融合；

S11、河道基流的保障：针对存在脱水段的河流，采用电站机组生态改造、老旧小水电站

退出、流域梯级水库电站生态调度或生态电价补偿的措施保障最小下泄流量，让河道有常

流水，保护水生动植物的生存栖息环境；针对缺乏生态基流，存在水生态敏感保护目标且周

边有清洁水源、具备引水条件的，实时生态补水；

S12、对河道水质进行改善：采取截污控源、入河排污口整治、湿地原位净化措施，消减

污染物入河量，使河道水质达到水功能区水质标准；

S13、对河道水系增进流通：采取调水引流、清淤拓宽、打通断头河或新建连通通道方

式，消除死水河段、断头河段，增加河道水体流动性，增强河道水力联系；

S14、对渠化河道生态化改造：对渠化河道进行拆除，退堤还河、还滩改造，恢复河道的

行洪、滞洪空间和自然河态。

[0006] 优选的，所述亲水设施选用廊架、亭子或巡查道，所述廊架、亭子应布置在五年一

遇洪水位以上，非顶冲段；所述巡查道要尽量布置在二年一遇洪水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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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优选的，所述巡查道布置要顺应原有地貌，选择透水性好的路面，局部采用低架空

型步道或架空型栈道。

[0008] 优选的，所述亲水景观选用乡土树草种，应根据当地河流水系特点，结合当地自然

条件，选择适地适生、低维护的乡土树草种；沿海河流宜考虑抗风、耐贫瘠、耐盐碱的植物；

植物种植宜选择在有利于植物存活、生长季节。

[0009] 优选的，所述生态护岸为断面型式，进一步优选采用复合式、宽浅式或斜坡式的一

种，且新建河岸应有利于河流与岸滩水体交换，满足生物生活习性需求。

[0010] 优选的，所述鱼类三场一道为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

[0011]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首次根据福建省山区型河流顶冲与非顶冲的河岸特征，汛期枯水期水位涨落特

征，水生态敏感区分布特征，按照防冲不防淹、整体保护局部建设、首先划定河道岸线和河

岸生态保护蓝线等建设原则，选择护岸类型、滨水景观重要设施布设区位、河流生态空间重

点保护对象等，提出了既安全又生态且易于协同实施的河流治理方法，提高了河流治理的

安全性、生态性、科学性和统一性；本发明提出的基于多目标耦合的安全生态水系建设属国

内首创，其生态设计理念新颖独特，技术方法集成创新，其安全生态水系建设成果和经验对

全国河道生态治理、流域综合治理有推广、借鉴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地描述。

[0013] 本发明生态水系建设的目标是有常年流水、有清澈水体、有护岸林带、有野趣乡

愁、有安全河岸、有自然河态、有丰富生物、有管护机制；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以福建木兰溪

为例，木兰溪流域面积  1732km2，流经莆田市的仙游县、城厢区、荔城区、涵江区等地区，上

游主要为山区、丘陵及河谷等，下游为冲击平原和部分丘陵台地，实施生态水系修复建设方

法：

S1、对河流水生态空间进行保护：划定河道岸线和河岸生态保护蓝线，河流上游自然

段，对现状自然生态通过划定岸线蓝线对自然河道予以保护，河流流经农田段，对于已经稳

定的护岸予以保护；

S2、对自然河态进行保护：保护自然弯曲的河岸线、深潭浅滩、泛洪漫滩、砂石、水草、江

心洲、护岸林，保护多样水域生态空间与生境的生态廊道，严禁占用河滩地、裁弯取直、填河

改道；

S3、对河流生态敏感区进行保护：保护饮用水源地、鱼类三场一道、水产种质资源、珍稀

保护物种、水利风景区、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

S4、对河流生境进行恢复：采取生态缓冲带、人工湿地、增殖放流或生态草沟，拦截、净

化面源污染，以完善河流生物链，构建空间立体、持续稳定的生态环境，丰富河流生物物种

多样性；

S5、对硬质防洪堤进行生态化改造：对已建硬质堤防、护岸，进行生态化改造：如堤后用

地许可，则将硬质堤防、护岸拆除，改造成生态护岸；如堤后用地紧张，则在硬质护岸临水面

护脚处加设鱼巢，临水面采用增设生态框、生态混凝土柔化挡墙；

S6、生态防洪工程建设：对顶冲段、易损毁段按照防冲不防淹的原则建设生态护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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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流经村庄段，按照防冲不防淹的原则建设生态护岸；河流流经集镇段、城区段，建设生态

堤防；

S7、采用生态施工工艺，对河流自然风貌进行保护：保护现有自然植被、人文景观，避免

大型机械进入施工场地；不得就地取用河道原生石头、砂；要做好施工废弃材料、废弃物的

回收利用，不得随意弃土、弃渣，施工完成后及时绿化，恢复植被；

S8、对水文化进行保护：保护河流及沿岸古陂、古渡口、古码头、古桥、古堤、古树名木，

设立保护标识、完善配套设施，保持原有文脉特征；

S9、对拦河设施进行生态化改造：对造成少水断流、淤积、鱼类洄游受阻问题的部分拦

河设施，采用生态浅滩、过流堰、翻板坝或过鱼设施的生态化改造，营造既有水面又有流动，

既不淤积又能贯通，既能过鱼又有景观的拦河设施，保持河道水体纵向连通性；

S10、亲水景观的建设：在人口集中的村庄、乡镇、城区河段，选用安全、低扰动、低投入

的亲水设施建设人文景观，亲水设施应避开河流顶冲段、树木、农田；乡村河段亲水设施要

结合农艺措施，与农业生产、农艺设施紧密融合；

S11、河道基流的保障：针对存在脱水段的河流，采用电站机组生态改造、老旧小水电站

退出、流域梯级水库电站生态调度或生态电价补偿的措施保障最小下泄流量，让河道有常

流水，保护水生动植物的生存栖息环境；针对缺乏生态基流，存在水生态敏感保护目标且周

边有清洁水源、具备引水条件的，实时生态补水；

S12、对河道水质进行改善：采取截污控源、入河排污口整治、湿地原位净化措施，消减

污染物入河量，使河道水质达到水功能区水质标准；

S13、对河道水系增进流通：采取调水引流、清淤拓宽、打通断头河或新建连通通道方

式，消除死水河段、断头河段，增加河道水体流动性，增强河道水力联系；

S14、对渠化河道生态化改造：对渠化河道进行拆除，退堤还河、还滩改造，恢复河道的

行洪、滞洪空间和自然河态。

[0014] 亲水设施选用廊架、亭子或巡查道，廊架、亭子应布置在五年一遇洪水位以上，非

顶冲段；巡查道要尽量布置在二年一遇洪水位以上；巡查道布置要顺应原有地貌，选择透水

性好的路面，局部采用低架空型步道或架空型栈道；亲水景观选用乡土树草种，应根据当地

河流水系特点，结合当地自然条件，选择适地适生、低维护的乡土树草种；沿海河流宜考虑

抗风、耐贫瘠、耐盐碱的植物；植物种植宜选择在有利于植物存活、生长季节；生态护岸为断

面型式，进一步优选采用复合式、宽浅式或斜坡式的一种，且新建河岸应有利于河流与岸滩

水体交换，满足生物生活习性需求；鱼类三场一道为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

[001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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