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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

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本发明技术方案：一种基

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河

道环境调查、在拦水坝下游依次构建多级沉沙槽

和生态塘。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在河道拦水坝下

游的浅水区构建生物保育区，在基流匮乏的环境

下最大限度为河道水生动植物、微生物的生存提

供避难所，从而在丰水期可以快速恢复河流生态

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有效提升河流水质和改善河

道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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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1）、河道环境调查：包括河道洪枯比、水体含沙量、河道动植物、微生物等指标；

步骤2）、多级沉沙槽构建：在拦水坝的下游构建多级沉沙槽，沉降上游来水中的悬浮物

和泥沙，防止生态塘的淤积；

步骤3）、生态塘的构建：构造生态塘，配置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底栖动物和仿生植物，

作为枯水期水生生物的避难所，保存河流生态系统多样性，以便在丰水期快速恢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河道环境调查作为生物保育区构建的本底资料；调查内容包括河

道沿线闸坝运行及水位高程、河道水文监测数据、水体悬浮物、水质基础指标、河道周边区

域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游动植物、底栖动物、水体和底泥微生物。

3.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沉沙槽位于拦水坝下游区域，离拦水坝100  m  -150m，沉沙槽为在河

底开挖的垂直于水流的梯形凹槽。

4.根据权利3所述的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2）中的沉沙槽的设置为3-5级，每个沉沙槽间隔5m。

5.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生态塘位于最后一级沉沙槽的下游区域，距沉沙槽距离20m-25m，生

态塘内构造多样的深潭区、滩地区、砾石群区、回水区、静水区等地形。

6.根据权利5所述的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生态塘的开挖在原河床的基础上向下挖深平均高度为2m的台地区

域，该台地区域约占整个生态塘的40-60%；深潭区在原河床以下的高度为3m，深潭区占整个

生态塘的20-40%；相应的滩地区在原河床以下的高度为1m，该部分占整个生态塘的10-30%；

在台地区域通过放置砾石群形成砾石群区，砾石群区可构造回水区和静水区，砾石群由大

石头和小石头组合堆砌，堆砌高度相对生态塘台地的平均高度为1m。

7.根据权利6所述的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生态塘的整体形状根据河流坝下浅水区形态而定，生态塘的水平投

影为凹凸不一的不规则形态；生态塘的边坡坡降比为1:1，生态塘边坡采用生态袋护砌。

8.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中的生态塘内根据河道环境调查结果选取本地区的优势物种予以配置或

投放；在深潭区域配置底栖动物、在生态塘平缓区域配置沉水植物和仿生植物，在滩地区域

和护坡的生态袋区域配置挺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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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河流水体生态净化与修复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

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

使有限的水资源在获取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维持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必须统筹考虑的问题。因受地形、气候影响，河流在地域上的分布很不均匀，绝大多数

河流分布在东部气候湿润多雨的季风区，西北内陆气候干旱少雨，河流较少，并有大面积的

无流区。河道基流匮乏是指如河流断流、河床干涸、河流闸坝化、池塘化甚至异化为各种工

农业用地等自然或人为因素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使河流水量减少，甚至为零的

一种水文特征。基流匮乏的水文条件导致河流沟渠的基底和滨岸生境受损、水生植物盖度

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最终将导致水质净化功能退化、水环境生物多样性丧失。

[0003] 生物多样性包括各种生命形式，如数以百万种计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以及这些物

种所拥有的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系统，以及它们的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是

生物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持续生存的基础。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价值也是巨大的，它对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水源

涵养和保护土壤、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效果。丰富多样的生物与它们的物理环境共

同构成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物支撑系统，为人类带来不可估价的价值。当不同河段或者

局部区域因基流匮乏会频繁出现基流不足的现象、从而使得河道断流出现沟渠化、河床硬

质化，河道净化能力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而长期荒废。因此有何有效解决基流匮乏河道的生

物多样性保育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

[0004] 经专利和文献检索，国内外针对河流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文、水质和水量等方面，同

时对于河道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少有涉及基流匮乏的条件，多集中与水量充沛的河道。对于

我国北方众多河道而言，由于天然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河道年际径流变化大，闸坝众多、易

出现干涸甚至断流的现象，如何有效对基流匮乏型河流的生物多样性予以有效保护，以便

其在丰水期迅速恢复其生物多样性并发挥生态功能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

的构建方法,  其目的旨在解决如何在基流匮乏型河流多闸坝的基础上进一步驻留水体、构

建水生生物保育区，最大限度为河道水生动植物、微生物的生存提供避难所，从而在丰水期

可以快速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有效提升河流水质和改善河道景观。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河道环境调查：包括河道洪枯比、水体含沙量、河道动植物、微生物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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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多级沉沙槽构建：在拦水坝的下游构建多级沉沙槽，沉降上游来水中的悬浮物

和泥沙，防止生态塘的淤积；

步骤3）、生态塘的构建：构造生态塘，配置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底栖动物和仿生植物，

作为枯水期水生生物的避难所，保存河流生态系统多样性，以便在丰水期快速恢复。

[0007] 所述步骤1）中河道环境调查作为生物保育区构建的本底资料；调查内容包括河道

沿线闸坝运行及水位高程、河道水文监测数据、水体悬浮物、水质基础指标、河道周边区域

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游动植物、底栖动物、水体和底泥微生物。

[0008] 所述步骤2）中的沉沙槽位于拦水坝下游区域，离拦水坝100  m  -150m，沉沙槽为在

河底开挖的垂直于水流的梯形凹槽。

[0009] 所述步骤2）中的沉沙槽的设置为3-5级，每个沉沙槽间隔5m。

[0010] 所述步骤3）中的生态塘位于最后一级沉沙槽的下游区域，距沉沙槽距离20m-25m，

生态塘内构造多样的深潭区、滩地区、砾石群区、回水区、静水区。

[0011] 所述步骤3）中的生态塘的开挖在原河床的基础上向下挖深平均高度为2m的台地

区域，该台地区域约占整个生态塘的40-60%；深潭区在原河床以下的高度为3m，深潭区占整

个生态塘的20-40%；相应的滩地区在原河床以下的高度为1m，该部分占整个生态塘的10-

30%。在台地区域通过放置砾石群形成砾石群区，砾石群区可构造回水区和静水区，砾石群

由大石头和小石头组合堆砌，堆砌高度相对生态塘台地的平均高度为1m。

[0012] 所述步骤3）中的生态塘的整体形状根据河流坝下浅水区形态而定，生态塘的水平

投影为凹凸不一的不规则形态；生态塘的边坡坡降比为1:1，生态塘边坡采用生态袋护砌。

[0013] 所述步骤3）中的生态塘内根据河道环境调查结果选取本地区的优势物种予以配

置或投放；在深潭区域配置底栖动物、在生态塘平缓区域配置沉水植物和仿生植物，在滩地

区域和护坡的生态袋区域配置挺水植物。

[0014] 本发明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具有以下技术效

果：

1）河道环境调查可充分掌握河道本底资料，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提供数据支撑，同时

也可为河道水环境治理、水生态净化及改善河道景观提供借鉴和参考；

2）多级沉沙槽构造简单、操作易行、方便清淤，不仅有效阻滞河道悬浮物和泥沙进入生

态塘，同时对于河道水体悬浮物的沉降、以及降低闸坝前端淤积风险具有一定贡献。

[0015] 3）生态塘的构建遵循近自然修复理论和空间异质性假说，通过构造多种近自然场

景，增加了生态塘的空间异质性，从而提供更多的生态位，为更多的物种提供生活条件，从

而显著提高该区域环境的多样性。

[0016] 4）通过构建生态塘河道断面在丰水期时为雨水提供储留空间，  预留大面积水体

沉降区域，确保河道在枯水期不至于完全干涸；另一方面在生态塘不同区域配置水生动植

物，植物群落在丰水期水中正常生长，而枯水期不至缺水而死。同时近自然驳岸构建、不同

植被群落配置的设计，可以有效的缓解和消除周期性和季节性基流匮乏所带来的不良影

响。

[0017] 5）生态塘通过微地形的塑造、辅以植物配置、底栖投放、鸟类招引等措施，有效提

高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构造了一个小微生境系统，对附近的土壤、水体和气候等多重环境

因子具有一定的修复效果。在丰水期生态塘中的生物可快速在河道扩繁，迅速恢复河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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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提高河道水资源利用效率、恢复河道的水生态系统、稳定河流水生态

系统组成结构，强化河流生态系统功能。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1是生物保育区构建平面图。

[0019] 附图2是沉沙槽构建平面图。

[0020] 图中：沉沙槽1，生态袋2，深潭3，滩地4，砾石群5。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通过在河道

拦水坝下游的浅水区构建生物保育区，在基流匮乏的环境下最大限度为河道水生动植物、

微生物的生存提供避难所，构造小微生境，从而在丰水期可以快速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生

物多样性，提升河流水质、强化河流生态系统功能和改善河道景观。

[0022] 一种基流匮乏型河流坝下浅水区生物保育区的构建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河道环境调查；

（2）多级沉沙槽构建；

（3）生态塘的构建。

[0023] 步骤1）中河道环境调查作为生物保育区构建的本底资料。包括河道沿线闸坝运行

及水位高程、河道水文监测数据（区域年降水量、洪枯比、径流量）、水体悬浮物、水质基础指

标、河道周边区域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游动植物、底栖动物、水体和底泥微生物。

[0024] 步骤2）中多级沉沙槽构建在拦水坝的下游构建多级沉沙槽，沉降上游来水中的泥

沙，防止生态塘的淤积；

所述多级沉沙槽位于拦水坝下游区域，离拦水坝约100-150m，沉沙槽为在河底开挖的

垂直于水流的梯形凹槽，凹槽的长度与河床的宽度一致，沉沙槽向向下挖深的高度为1m，槽

底部宽度为1m，河床面的宽度为3m，两侧坡降比为1:1。

[0025] 所述沉沙槽的设置为多级，每个沉沙槽间隔5m，一般为3-5级。根据河道环境调查

如果河道水体具有较高的悬浮物，水体泥沙含量较高，可适当增加沉沙槽的深度，一般设定

为5-6年清淤一次为宜。

[0026] 步骤3）中通过构造生态塘，配置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底栖动物和仿生植物，作为

枯水期动植物和微生物的避难所，保存河流生态系统多样性，以便在丰水期快速恢复。

[0027] 所述生态塘位于最后一级沉沙槽的下游区域，距沉沙槽距离20m，生态塘的开挖遵

循近自然修复理论和空间异质性假说，在满足河道边坡稳定、行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

贴近自然，因地制宜，构造多样的深潭、滩地、砾石群、回水区、静水区等近自然场景，增加生

态塘的空间异质性，从而提供更多的生态位，为更多的物种提供生活条件。

[0028] 生态塘的开挖在原河床的基础上向下挖深平均高度为2m的台地区域，该台地区域

约占整个生态塘的40-60%；构造深潭的区域高度为3m，该部分约占整个生态塘的20-40%；相

应的滩地区域为1m该部分约占整个生态塘的10-30%。在台地区域通过放置砾石群构造回水

区和静水区，砾石群由大石头和小石头组合堆砌，堆砌高度相对生态塘台地的平均高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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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

[0029] 生态塘的整体形状为凹凸不一的不规则形态，最大限度贴近自然河道形态。生态

塘的边坡坡降比为1:1，生态塘边坡采用生态袋护砌，防止边坡因水流的扰动而坍塌淤积塘

底。

[0030] 在生态塘深潭区域配置底栖动物（优选本地种的螺、蚌和贝类等一种或多种组

合）、在生态塘平缓区域配置沉水植物（优选本地种的马来眼子菜、菹草、狐尾藻、苦草等一

种或者多种）和仿生植物（阿科蔓生态基），在滩地区域和护坡的生态袋区域配置挺水植物

（优选本地种的芦苇、香蒲、菖蒲、水葱、千屈菜等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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