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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库生态调度
水库的建设使人类能够对水资源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和充分利用，但水库为人类带来巨大社
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河流生态环境系统造成胁迫。筑坝建闸破坏河流的连续性，水
库调蓄将周而复始的洪枯演替均一化，河流形态多样性降低，由此引发了水温、流速、流量、泥
沙、营养物质等生态因子的较大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河流自然水文情势，导致了一系列河
流生态恶化事件的出现（Whiting P J，2002）。笼统地反对建设水库不仅带有“因噎废食”的片
面性，也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如何在满足人类发展需求和河流生态环境系统健
康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迫在眉睫。
“生态调度”通过改变水库调度方式弥补或缓解水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现阶段减轻
水库对河流健康负面影响的研究热点与重点。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生态调度”给出明确的定义，
国外学者的理解更接近于“生态修复”，国内学者也有各自不同阐述。蔡其华（2006）提出生态
调度应在满足坝下游生态、库区水环境保护要求基础上，充分发挥水库社会经济功能，使水库对
河流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并逐步修复生态环境系统；董哲仁（2007）认为生
态调度是在实现防洪、发电、供水、灌溉、航运等社会经济多目标的前提下兼顾河流生态需水的
水库调度方法；胡和平（2008）认为水库生态调度就是要在实现基本的生态环境目标的前提下，
发挥水库的社会经济效益，但是其大前提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生活；梅亚东
（2009）给出了生态与环境调度的概念，认为在研究调整水库的调度方式减轻筑坝对生态环境的
负面影响的过程中，应该把环境和生态区分开来进行，环境调度以改善水质为主要目标，生态调
度以水库工程建设运行的生态补偿为主要目标，两者相互联系并各有侧重。各方认识虽不一致，
但其核心是在水库运行和管理过程中考虑生态因素，通过调整水库现有的调度与运行方式最大程
度地满足河流生态环境需水。

2 调研背景概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针对水库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就已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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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调度应运而生，并在部分区域投入实际应用。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 1991−1996 年间对所
管辖流域 20 座水库的调度运行方式进行了优化调整以改善下游水域生态环境（John M. Higgins，
1999），哥伦比亚河上的大古力水坝自 1983 年始就将对溯河产卵鱼类的影响作为流域管理的主要
问题（吕新华，2006），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自 1992 年始经过 10 年准备启动了以“国家为生态
系统提供水量”为原则的水库管理机制（王波等，2010），上述实践措施均在尽量减少对防洪、
发电、供水等水库原有目标影响的前提下，通过优化调度方式和配套技术设施等手段降低水库对
生态环境影响，消减对河流健康产生的负面效应，已成为生态调度研究的成功范例。
河流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亦日益受到重视，但目前尚处在理论探讨与初步尝试阶段。高永胜
（2009）分析了生态调度的理论基础并给出了生态调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王远坤（2008）分析
了生态调度的内容，提出了生态调度的六大专项调度；尹正杰（2011）结合长江流域水利工程与
生态环境背景，探讨了水库生态调度实施方法框架。我国水利工作者也做了大量生态调度的有益
尝试，例如黄河调水调沙实验（李国英，2002）
，太湖流域通过“引江济太”工程以改善水生态
和水环境状况（李大勇，2007），长江流域通过三峡工程制造“人造洪峰”满足中下游“四大家
鱼”产卵需水要求（刘世昕，2011）等等。
生态调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通过构建调度模型将生态因素纳入水库日常调度目标中，面临的
主要问题是河流生态需水的时空要求和保障方式。在参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河流生态需
水研究和目前主流的生态调度模型进行阐述，并简要论述研究中的值得关注点，分析未来研究发
展方向，供讨论参考。

3 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3.1 河流生态需水研究发展动向
3.1.1 河流生态需水分类
确定合理的河流生态需水是水库生态调度的前提条件。根据河流生态需水在时间分布上的特
点，可将其归为两类：连续生态需水与非连续生态需水。所谓连续生态需水，即为了防止河道断
流、湖库萎缩，满足河道内主要生物生存要求的基本水量，年内过程连续且具有年周期性，最小
生态流量和适宜生态流量均属于连续生态需水；非连续生态需水则不具有年内连续性，仅是针对
某特定目的的、阶段性的水量需求，如为鱼类创造产卵繁殖条件的“脉冲洪水”，防止河道泥沙
淤积的冲淤流量和维持河道形态的平滩流量等等，以上水量过程持续时间少则几日多则数月，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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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不定，与连续生态需水有明显差异。

3.1.2 河流生态需水评估方法
河流生态需水的提出始于美国为满足河流航运功能而开展的河道枯水流量研究，至今已有
200 多种生态需水评估方法（Tharme R E，2003），并可大致概括为以下 4 类（钟华平等，2006）
：
水文指标法，水力学法，栖息地法和整体分析法。不同生态需水评价方法各有其适用条件，侧重
点不一，在实际应用中需根据河流情况和资料收集情况合理选择，具体可参考有关文献、著作，
本文不再详述。
我国学者根据我国河流的实际情况，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对生态需水评估方法做出了诸
多改进。李嘉（2006）采用水力学法与生物资料结合的方式建立了生态水力学法计算河段最小生
态需水；张新华等（2011）结合水力学法中湿周法和 R2-Cross 法建立了简单综合法计算河流最
小生态流量；张树奎（2011）基于熵权理论结合水文指数法确定了长江干流生态适宜流量；刘晓
燕等（2009）先通过 Tennant 法初步确定黄河下游最小和适宜生态流量，再根据断面流量-水深流速关系调整，最终确定河流生态需水。不难看出，多种方法耦合是近几年来我国生态需水研究
的热点，耦合方法克服了单一方法的缺陷，扬长避短，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以上均为针对连续生态需水的研究，对于非连续生态需水，我国研究较多的是河流输沙需水
和水质型生态需水。河流输沙需水研究一直在我国黄河、渭河等高含沙河流占重要位置，一般从
水力学角度出发，根据河流输沙运动特性计算汛期输沙需水量；以改善河流污染状况为目的的生
态需水则多通过水质模型求得。随着生态理论的不断深入，河流生态系统整体性受到重视，河流
洪水过程成为非连续生态需水研究的热点。王高旭等（2009）将黄河中下游生态需水分为汛前期、
汛期和汛后枯水期三个时段，分别对应以适宜生态流量、洪水期生态流量和最小生态流量，通过
鱼类生境法计算适宜生态流量，输沙量和流量关系计算洪水期生态流量，流量-河流规模模型计
算最小生态流量；赵琴（2010）从水力学理论出发，基于 Euler-Lagrange 方法研究汛期使鱼卵漂
流的流速从而推算鱼类繁殖期生态需水量；赵越（2012）通过生态流组法分析了长江四大家鱼产
卵期的生态水文事件组成并构建了满足其产卵要求的生态洪水过程。
上述计算方法主要是从不同角度计算评估河流生态需水量值，受水文随机性以及供用水等因
素影响，在有水利工程尤其是水库工程控制条件下，实际的生态需水的保障程度受调度影响很大，
需对调度模型进行分析研究。

3.2 水库生态调度模型研究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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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水库调度主要围绕防洪、发电、供水、灌溉等社会经济效益目标进行，防洪调度模型
（王栋等，2001）和兴利调度模型（郭生练等，2010）均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增
加河流生态需水作为生态效益目标或约束条件，即构成生态调度模型。生态调度模型通常具有如
下结构：
目标函数：Max { Social(X)，Economic(X)， Ecological(X)}

（1）

约束条件： amin≤Constraint(X)≤amax

（2）

式中：X 为多维决策变量，一般为水库下泄流量，Social(X)、Economic(X)、Ecological(X)分别对
应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函数，Constraint(X)为系统约束条件集， amax、amin 分别为
约束条件的上下限值。社会效益包括防洪、供水、娱乐以及改善区域景观环境等产生的效益，经
济效益指发电、工业供水、灌溉、航运等经济活动产生的效益，生态效益指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
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环境产生的有利影响；约束条件通常包括水库水量平衡约束、水位（库容）
约束、发电引用流量约束、电站出力约束、变量非负约束等。根据模型中保障生态需水方式的不
同可分为约束型生态调度模型和目标型生态调度模型两类（陈端等，2011）。

3.2.1 约束型生态调度模型
约束型生态调度模型指在约束条件集中加入下泄流量约束作为保证河流生态需水的方式，目
标函数通常为水库（群）发电量最大、供水总量最大（用户缺水量最小）等，以发电为主要功能
的水库通常将水库（群）发电量最大作为函数目标，以供水为主要功能的水库则以供水总量最大
（需水单元缺水量总和最小）为目标，综合型水库一般为多目标函数。函数目标可表示为：
Max Electricity(X) 或 Max Supplywater(X)

（3）

连续生态需水评估方法成熟，获取相对简单，广泛作为模型的生态约束条件。谢瑞等（2010）
以生活、生态、生产供水缺水率最小为目标，并要求水库泄流量不小于最小生态需水流量，建立
了石羊河流域水库群生态调度模型。叶季平等（2010）针对大型水库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兼顾
的运行方式，建立了以发电、供水和弃水为优化目标的多目标生态调度模型，通过约束法将多目
标转化为多个单目标进行求解。张洪波等（2011）基于生态流量恢复法，在防洪、防凌基础上以
缺水量最小和发电量最大为调度目标，构建了黄河干流水库生态调度模型。朱金峰等（2012）以
供水区生活、工业、农业、生态缺水量最小为优化目标，分别以最小生态流量和适宜生态流量为
约束，建立了沙河水系水库群生态调度模型。王霞等（2012）考虑河流生态系统和自然水环境，
以总缺水量最小和发电量最大为调度目标构建了黄南水库四种不同下泄流量约束的生态调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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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将非连续生态需水作为约束条件建立生态调度模型在大江大河应用较多，目前的发展趋势是
将连续生态需水与非连续生态需水综合考虑。赵越等（2012）针对长江四大家鱼产卵问题，将水
库发电量最大作为目标、满足家鱼产卵要求的洪水过程为约束条件，建立了三峡水库生态调度模
型，结果表明经模型求解改进的生态流量过程能较好满足四大家鱼繁殖对洪水脉冲的要求。康玲
等（2010）针对汉江中下游水体污染和渔业资源退化两大生态问题，建立了以发电量最大为调度
目标、生态流量为约束条件的丹江口水库河流生态需水和人造洪水调度模型。邹淑珍等（2011）
通过构建赣江中游三座梯级水库的联合调度模型，在以水库群发电量最大作为调度目标，以最小、
适宜生态流量和人造洪水为生态约束条件，得出考虑生态需水对水库群总经济效益影响不大的结
论。

3.2.2 目标型生态调度模型
目标型生态调度模型是将生态需水作为目标之一，在强调水利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
将生态效益提高到应有的位置，目标函数常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生态缺水量最小，另一种是构
建评价指标使河流生态流量最优。
以生态缺水量最小为目标函数时，设定的生态需水参照值一般为最小生态流量或天然状态下
月平均流量。卢有麟等（2011）以发电量最大和生态缺水量最小为目标建立了三峡梯级枢纽多目
标生态优化调度模型，将目标函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后求解，认为水量不充沛情况下发电效益与生
态效益难以同时优化。
所谓河流生态流量最优即经水库调度后下泄流量尽可能地接近自然水文情势（Nature Flow
Regime）（N. LeRoy Poff 等，1997），Richter 等于 1997 年提出 RVA 法，通过表征流量大小、发
生时间、发生频率、持续时间及变化率等 5 方面的 32 个水文特征值（IHA）来评价河道径流过
程的改变程度，并以各指标发生机率 75%和 25%的值作为相应指标的 RVA 目标范围，以水文改
变度 Dk 评估（Brian D. Richter 等，1998）。目前河流生态流量最优的目标函数应用较多的是两种，
一为 Shiau 等（2007）提出的整体水文改变度 D0 最小的目标，另一为 Suen 等（2006）提出的 IHA
加权隶属度 S 最大的目标。
仅以河流生态流量最优为目标在现阶段生态调度模型中并不常见，绝大多数水库优化模型仍
是将其作为目标函数之一处理。杨娜等（2012）基于 RVA 法建立了考虑下游河道水流情势天然
性要求的调度模型，以隶属函数作为优化目标，并运用到丹江口水库，结果表明考虑河流生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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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优时的流量过程能较好地贴近历史平均水平，但发电量仅为以发电效益最大时的一半。张洪
波（2011）基于黄河天然水流表征体系研究建立了以 IHA 加权隶属度最大、缺水率最小和发电
量最大为目标的刘家峡水库调度模型。杨娜（2013）从河流天然水流情势和水库供水率最大两方
面设立了目标函数，构建了兼顾水库兴利要求和生态环境要求的调度模型，并运用于丹江口水库，
优化结果表明对水库下泄流量进行仿天然模拟能有效降低水库对河流生态环境系统的负面影响。

3.3 生态调度发展值得关注点
构建水库生态调度模型涉及目标函数的确立、约束条件的选择，国内外学者对此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调度模型研究，仍需将以下几个问题作为研究
中的主要关注点。

3.3.1 生态需水选取问题
生态调度目的在于通过改善水库下泄水流条件，减轻水库对河流生境的破坏，要实现这一目
的，生态需水的选取必须满足维持河流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需求。模型中生态流量约束通常为下
泄流量不小于最小生态流量（叶季平等，2010；王霞等，2012）。最小生态流量可通过较为简单
的水文学法、水力学法求得，且数值固定单一，既保证了坝下河道最基本的生态需水又不会对社
会经济效益造成较大影响，应用较广。随着河流生态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最小生
态流量对河流生态环境的保护效果，适宜生态流量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张洪波等，2011；金峰等，
2012）。适宜生态流量是维持水体生物完整性的基本需水，多以目标物种（通常为鱼类）的生存
繁殖所需水量为研究内容，通过栖息地模拟法、生物量法计算求得。相较于最小生态流量，适宜
生态流量动态响应目标物种不同时期的需水要求，具有较好的保护效果，但计算需大量生物信息、
水文数据，且对发电、供水等效益影响较大。国外研究更倾向下泄流量向自然水文情势逼近，不
仅能反映水流宏观上的特征（月均流量），更能刻画极值变化、持续时间、洪水脉冲次数、发生
频率等细节（Joseph D. Kiernan 等，2012），这是前两种连续生态需水所不具有的。我国学者在
非连续生态需水评估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但多数仍停留在“量”上，且应用到模型中经过了简
化处理，忽略了许多重要因素。基于自然水文情势的生态流量约束如何在模型中实现也是一个难
题，涉及模型研究尺度、特征值量化等诸多问题。生态需水选择与河流健康状况密切关系，针对
地区特点、河流特性，结合生态需水研究进展，选择合适的生态流量约束是生态调度模型需要重
点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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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时间尺度问题
现有模型研究多以月为计算时段，以年为计算周期，以月均流量为生态需水的衡量尺度，这
显然是不能完整体现河流生态系统对水需求差异性的。大量研究表明洪水脉冲是河流与洪泛滩区
动态联结的纽带，鱼类与其他水生生物的产卵、孵化等生命活动均需依靠洪水脉冲引起的水位涨
落信号进行，其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具有重要意义（董哲仁等，2009）
。通过水库调
度形成“人造洪水”制造洪水脉冲是目前的普遍做法，但刻画该洪水过程涉及初始水位、初始流
量、水位日上涨率、流量日增长率、最大洪峰流量值、洪峰水位上涨持续时间、两峰间隔时间等
诸多因子，需在日甚至小时尺度上开展调度。综上，模型时间尺度不能简单以月、日为调度时段，
月尺度流量的连续生态需水反映综合水平，日尺度流量如洪水脉冲等非连续生态需水反映特定时
期要求，两者嵌套生成不同时间尺度特征水流是生态调度模型需解决的另一问题。

3.3.3 空间尺度问题
关于模型空间尺度，多数模型的调度对象仍为单个水库或存在水力联系的梯级水库，鲜见工
程和流域整体生态调度研究。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水资源利用程度提高，水库作为水资源
配置的主要控制节点呈现流域化的趋势，恢复流域生态环境势必要在全流域实现水库群生态联合
调度（赵麦换等，2012）
。全流域的水库生态调度较单一水库复杂，干支流、上下游水库下泄流
量与区间汇水不再是简单叠加的问题，需考虑上游水库泄流组合以及水库空间位置的不同造成的
流量到达时间延滞（张洪波等，2011）。同时，流域层面上不同行政区、不同用水户之间水资源
分配矛盾愈加突出，对模型协调多区域、多用水户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行全流域水库生态调度是
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的必然方向，未来模型研究中空间尺度的处理将至关重要。

3.3.4 多目标协调关系
水库生态调度势必影响原有防洪、发电、供水、灌溉等功能，目前关于水库多目标间的定性
关系描述较多，定量关系却缺少深入研究，这不利于管理部门制定调度策略、形成目标协调机制，
加大了生态调度的可操作难度。张洪波等（2011）提出分时段设定优先目标法，春灌、夏灌期灌
溉目标优先，汛期防洪目标优先，汛后期发电目标优先，生物重要生命期生态目标优先等，为多
目标协调机制提供了参考。笔者认为可从经济角度进行更细化的定量关系分析，将水库目标全部
货币化，评价生态水量的生态服务价值、经济水量的经济价值，建立各价值量与水量的响应关系。
目前对生态服务经济价值进行确定或定量评估仍是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和难点，
虽然估算方法较多，但不同方法结果差异较大，且与研究区域的国民经济情况关联较大。水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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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调度涉及部门广泛，因此除却技术层面的制约，管理层面的协调机制也亟待建立。

4 结论与建议
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凸显，生态环境保护迫在眉睫，在传统水库调度基础上考虑河流生态需
水问题成为我国水库调度的研究重点。目前生态调度模型主要通过在传统调度模型的约束条件中
增加生态流量约束或以生态为目标等方式保障水库下游河道生态需水。
针对我国研究现状，未来生态调度模型应在以下几方面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1）关注生态需
水研究进展，针对地区特点、河流特性计算获取可行的生态需水量值；
（2）模型考虑生态需水过
程应兼顾年、月、日时间尺度，同时流域层面的水库群联合生态调度将是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3）进一步衡量水的生态服务功能，量化生态调度的效益，通过评价河流生态服务价值构建多
目标间的定量关系，建立多目标协调机制，更好的为调度管理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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