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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河网地区河流曲度及城市化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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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流曲度是河流平面形态的重要表征指标，以平原河网地区典型区域———上海为例，分析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中心城区高密度河网的河流曲度特征，诊断了近６０年以来快速城市化对区域河网及河流曲度的影响。研究认为：
①近６０年来上海中心城区河网密度下降幅度达６７ ２２％，高强度人类活动导致区域河网水系分枝结构与自然规律
完全相反；②平原河网地区是顺直型河流的典型发育区域，研究初期上海中心城区顺直型河流占８５ ４０％，进一步
分析表明曲度小于１ １的河流比例高达７０ ５７％，河流形态接近于直线型；③上海中心城区消亡河流以顺直型为
主，其消亡速率约为较高曲度河流的１２倍，采用加权平均曲度指标描述区域河网萎缩对河流曲度的影响具有更好
的直观性和科学性；④上海城市河流综合整治实践中，工程水利的倾向性强于生态水利，６０ ９％的河流整治项目
开展了裁弯取直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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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曲度是河流平面形态的重要表征指标，相较于人工取直后的顺直河流，自然弯曲河流对河流生态、
水文、地貌过程等方面的影响明显不同［１２］。近年来河流曲度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河流健康
评价中的河流曲度。国际上许多重要的河流健康评价方法，如美国快速生物监测协议导则（ＲＢＰｓ）和新西兰
城市河流栖息地评价标准（ＵＳＨＡ）都将河流曲度作为重要指标，并提出了具体评价标准［３５］。中国针对一些
城市河流和大流域尺度开展了较多研究［６８］。②河流曲度与河流生态系统关系。董哲仁［９］认为人类活动尤其
是水利工程使得河流形态多样性乃至流域生境发生剧烈变化。蔡玉鹏［１０］较为细致地比较了不同曲度河流形
态下水生生物的差异。③河流曲度与河流水文关系。马宗伟［１１］从长江干道河长分维和区域河网分维两个角
度，分析了河流形态与长江流域各省洪水灾害关系。④人类活动对河流曲度影响。人类活动如水利工程、
河流采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等因素对河流形态影响，在国际上已引起重视［１２１４］。以往研究较多集中于单
条河流曲度的简单定性评价，以及人类活动对单条河流曲度的影响，对整个流域或区域尺度上的河流曲度基
础性研究尚较少见。认识和理解流域或区域尺度上的河流和水系弯曲特征规律及其城市化响应，不论是对以
河流形态为基础的河流分类理论，还是对现代城市河流综合整治和河流健康恢复实践，均有较为积极的参考
作用［１５］。平原河网地区河流地貌特征与一般流域存在显著差异，河流弯曲规律也具有一定特殊性［１６］。

本文以平原河网地区的典型区域上海地区为例，尝试分析１９５０年上海中心城区高密度河网的河流曲度
特征，进一步通过分析近６０年以来的遥感解译数据，诊断快速城市化对区域河网形态结构及河流曲度的影
响，分析当前广泛开展的城市河流综合整治实践对河流曲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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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是以目前上海中心城区为基础，适当外扩而形成的矩形区域，包括黄浦、卢湾、静安、长宁、徐

图１　 上海中心城区河网水系演变研究区域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汇、普陀、闸北、虹口、杨浦等中心城区，以及浦东新
区城市化区域，区域东西方向长度为１６ ５ ｋｍ，南北方向
宽度为１２ ６ ｋｍ，面积为２０７ ９ ｋｍ２。１９５０年该区域除黄
浦、静安、卢湾等３个中心城区外，大多为农业用地主
导区域且河网密布，可作为研究平原河网地区河流形态
研究的典型区域。近６０年以来区域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
的迅速发展，城市建设用地不断扩展，矩形研究区域已
完全城市化（图１），河网水系发生剧烈变化。
１ ２　 数据来源

上海中心城区多时相序列的河网水系遥感数据来源
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地理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均为
航空遥感影像数据，比例尺为１ ∶ １０ ０００，空间分辨率２
ｍ，可满足判读河流的分辨率要求。在已有遥感影像数
据基础上，进行几何纠正、波谱处理、影像拼接、坐标定位、水体增强等工作，获取河流水域图层，在Ａｒｃ
ＧＩＳ ９ ２软件环境中提取河流中心线。与已有历史地图和文献资料对比，识别与河流名相对应的河流。遥感
解译数据时间跨度为５６年，共包括１９５０、１９７９、１９８９、１９９９、２００６等５个时相。上海城市河流整治实践及
其对河流弯曲形态影响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上海市水务局提供的２３条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施
工文本，并结合了作者对河道综合整治后的实地野外调查。
１ ３　 研究方法

Ｌｕｃｈｉｓｈｅｖａ［１７］、Ｌｅｐｏｌｄ［１８］、Ｍｕｅｌｌｅｒ［１９］等国外学者分别提出河流曲度、水力曲度、地形曲度等河流曲度
相关概念，其中以河流曲度较为常用且易于量算。河流曲度即指河流实际长度与河流起迄断面的直线距离的
比值，即　 　 　 　 　 　 　 Ｓ ＝ Ｌ ａｉ

ＬＳｉ
（１）

式中　 Ｓ为单一河流曲度；Ｌ ａ 为河流实际长度；Ｌ ｓ为河流起迄断面直线距离。
为表征区域河网水系的总体弯曲状况，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区域河网水系曲度概念。考虑河流长度随河流

等级变化一般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等级河流曲度对区域河网水系生态水文过程的贡献存在差异。首先求出研
究区域各河流曲度，再以河流长度与河网水系总长度之比例为权重，计算区域河网水系的加权平均曲度。

ＳＲ ＝ 
ｍ

ｉ

Ｌ ａｉ
ＬＴ

Ｌ ａｉ
Ｌ ｓｉ

（２）
式中　 ＳＲ 为区域河网加权平均曲度；ＬＴ 为河网水系总长度。

ＬＴ ＝ 
ｍ

ｉ
Ｌ ｓｉ （３）

表１　 平原河网地区河流曲度分类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ｓｉｎｕ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ｄａｌ ｐｌａｉｎ

曲度区间 １ ～ １ ３ １ ３ ～ １ ５ １ ５ ～ ２ ０ ＞ ２ ０
类　 型 顺直型 低曲度 中曲度 高曲度

Ｌｅｐｏｌｄ［１８］认为河流曲度一般在１ ～ ３范围以内，曲度小于１ ３为低曲度河流，大于１ ３则为高曲度，
Ｒｕｓｔ［２０］则把低曲度河流定义为曲度小于１ ５的河流，大于１ ５则为高曲度河流。在这些分类基础上，考虑平

原河网地区河流地貌较为特殊，许多河流基本为顺直
型，本文将平原河网地区的河流曲度大致分为顺直型、
低曲度、中曲度、高曲度等４个类型（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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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近６０年来城市化对河网影响的总体趋势

１９５０年上海中心城区除黄浦、卢湾、静安等老城区外，大部分地区水系保存良好且河网密布，共有４５２
条河流，河流总长度为４３９ ５２ ｋｍ，区域平均河网密度为２ １１ ｋｍ ／ ｋｍ２，１９５０年以来随着上海中心城区城镇
建设用地不断与河争地，区域河网水系剧烈萎缩，河道数目从初期４５２条消减为２００６年的６３条，河流总长
度下降为１４４ １３ ｋｍ，区域平均河网密度仅为０ ６９ ｋｍ ／ ｋｍ２，近６０年来河网密度下降６７ ２２％。进一步采用
基于ＧＩＳ的格网分析技术，将研究区域１９５０年和２００６年河网数据离散为３００ ｍ × ３００ ｍ格网，运用地图代数
运算方法，对河网密度变化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表明（图２），河网密度变化较剧烈区域主要位于黄浦江以东
（浦东新区）和苏州河西段以北（普陀区和闸北区）两个地区，河网密度变化值大于１ ５ ｋｍ ／ ｋｍ２ 的格网共占
３８ １８％。河网密度变化的这一空间特征显然与浦东开放开发等城市化过程有关。

图２　 基于格网分析的上海中心城区河网密度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３　 河道数量与河道等级的半对数关系及比较
Ｆｉｇ ３ Ｓｅｍｉｌｏｇ ｃｕｒｖ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ｍｏｕｎｔ

为分析河网结构特征的总体变化规律（如分枝比等经典水系结构指标），本文采用上海市水资源管理信息
系统的河流等级划分方法（这一划分方法综合考虑了复杂的网状水系结构特点和城市化地区河流管理属性特
点，将河流等级划分为市级、区级、镇级、村级等４个等级［２１］），对１９５０年和２００６年的区域水系分枝比进行
探讨，结果表明研究初期区域水系的市级、区级、镇级、村级等４个等级河流结构的霍顿定律分枝特征十分
明显，河道等级与河道数量的半对数线性关系十分显著，平均分枝比为２ ５１。经过近６０年城市化进程以
后，大量村镇级河流消亡，导致区域水系结构中４个等级的河道数出现“市级＞区级＞镇级＞村级”的反常
现象（图３），而自然情况下，河道等级越高，则其河道数应当越少，表明高强度人类活动影响下的上海中心
城区河流已与自然规律完全相反。
２ ２　 建国初期高密度河网的河流曲度特征

（１）河流曲度以顺直型为主。１９５０年河流平均长度为０ ９５ ｋｍ，区域河网平均曲度为１ １４６，加权平均
曲度为１ ２３６。考察不同河流的曲度分布区间（表２），按本文定义，可以发现河流主要为曲度小于１ ３的顺直
型河流，占河流总数比例为８５ ４０％（其中曲度小于１ １河流占河流总数比例高达７０ ５７％，其河流形态十分
接近于直线型），而高曲度河流仅有８条，但其中６条河流长度小于５００ ｍ，即较高曲度河流大多为小而弯
曲。应该指出，上海地区河网骨干河流多是在长江三角洲平原上自然形成，而许多低等级河流则是人类活动
（开挖、疏浚）形成，这对河流的自然曲度特征分析可能存在一定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解译分辨率和精度原因，许多小而弯曲河流的存在，将导致在计算区域河网平均曲度
时，导致计算结果偏高，这也是本研究引入区域河网水系加权平均曲度的原因所在。分析１９５０年上海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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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１３条主干河流（市级河流）曲度，表明各主干河流的平均曲度为１ ２６５，其中以苏州河曲度为最大，曲度值为
１ ５９０，属中曲度河流；其次为彭越浦和西虬江，为低曲度河流；包括黄浦江在内的其余１０条均为顺直型河流。
特别应当指出，作为曲度最大的上海中心城区河流，苏州河在其弯曲形态突出的多个河段两岸分布有中远两湾
城、大华清水湾等许多大型居住社区，以及梦清源等大型公共绿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服务功能。

表２　 上海中心城区河网水系曲度分布比例（１９５０年）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ｎｕ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１９５０

曲度区间 分布比例／ ％ 累积比例／ ％ 平均长度／ ｍ
顺直型 ４０ ４９ ８５ ４０ ８３３ ７１
低曲度 ６ ６４ ９２ ０４ １ ６９５ ２８
中曲度 ６ １９ ９８ ２３ ２ １７４ ０７
高曲度 １ ７７ １００ ００ ２ ０３１ ０５

　 图４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上海中心城区不同曲度河流的平均
长度

　 Ｆｉｇ 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ｎｕｏｓｉｔｙ ｉｎ

１９５０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河流曲度与河流长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对
１９５０年研究区域４５２条河流的曲度和长度的相关分析表
明，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显著水平Ｐ ＝ ０ ０００），
即河流长度越大则曲度越大，短小河流则一般较为平直。
图４表明：①河流曲度与河流长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随河流长度增加，河流弯曲形态基本表现为“顺直型→低
曲度→中曲度→高曲度”的变化趋势，顺直型河流平均长
度为８３３ ７４ ｍ，而高曲度河流长度２ ０３１ ０５ ｍ，为顺直型河流的２ ４３倍；②中曲度和高曲度河流的平均长度未有
明显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区域高曲度河流的数量较少，其长度与曲度关系的统计学意义偏弱。
２ ３　 近６０年城市化进程对河网平均曲度的影响

（１）河网曲度的总体变化趋势分析　 分析比较近６０年以来上海中心城区河网水系的平均曲度和加权平
均曲度（表３），结果表明加权平均曲度高于平均曲度约７％，原因在于在加权平均曲度计算中赋予了较长河
流较大权重，而较长河流一般具有较高曲度值。分析比较近６０年以来平均曲度和加权平均曲度的变化趋势，
可以发现，２０００年之前平均曲度的历年演变趋势并不显著，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６年等３个时期的平均曲
度值较高，而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９９年两个时期的平均曲度值偏低，即大量曲度值较低的中小河流的迅速消失并未
引起区域河网水系平均曲度的趋势性变化。考察加权平均曲度，其波动趋势又与平均曲度不同，１９５０ ～ １９８９
年期间有一定下降趋势，而１９８９年之后则表现为明显增加趋势，２００６年上海中心城区河网加权平均曲度跃
变为１ ２７３。可以认为，河网水系的加权平均曲度演变规律相对明显，采用这一指标描述区域河网水系的演
变趋势具有更好直观性和科学性。

（２）不同曲度河流的消亡情况分析　 考察近６０年以来上海中心城区不同曲度河流的消亡情况（表４）。结
果表明，近６０年以来，顺直型河流以５ ９４条／ ａ消亡速率急剧减少，而较高曲度河流变化趋势相对缓慢，低曲
度、中曲度和高曲度河流的消亡速率均小于０ ５条／ ａ，即顺直型河流消亡速率约为较高曲度河流的１２倍。

表３　 上海中心城区河网平均曲度演
变（１９５０ ～ ２００６年）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ｎｕ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０ ｔｏ ２００６

年份 平均曲度 加权平均曲度
１９５０ １ １４６ １ ２３６
１９７９ １ １７４ １ ２３２
１９８９ １ １７１ １ ２２３
１９９９ １ １３４ １ ２３２
２００６ １ １７５ １ ２７３

　 表４　 近６０年来上海中心城区不同曲度河流数量比较 ／条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ｎｕｏ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０ ｔｏ ２００６

年　 份 顺直型 低曲度 中曲度 高曲度
１９５０ ３８６ ３０ ２８ ８
１９７９ ２８７ ２５ １６ １４
１９８９ ２２０ １９ ９ １０
１９９９ ８７ ６ ２ ２
２００６ ５３ ４ ５ １

平均每年消亡 ５ ９４ ０ ４６ ０ ４１ 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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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城市河流整治实践对河流弯曲形态的影响分析
１９９８年起上海地区积极开展以河流整治为重点的水环境治理，河流形态结构是河流综合整治工作中的

重点内容之一。在上海市河道管理处的大力支持下，本文收集整理了近年来上海中心城区河流综合整治报告
共２３份，选取的河段包括嘉定区（４条段）、闵行区（４条段）、普陀区（４条段）、长宁区（３条段）以及宝山区
（５条段）、徐汇区（２条段）、闸北（２条段）等７个区中共２３条段，尝试深入分析上海地区河流综合整治过程
对河流弯曲形态的关注和影响。

借鉴国际上著名的河流健康评价方法体系如美国快速生物监测协议导则（ＲＢＰｓ）和新西兰城市河流栖息
地评价标准（ＵＳＨＡ）［３４］，参考其中对河流曲度的相关评价标准，并从上海城市河流整治特点出发，根据河流
综合整治实践中河流曲度受影响的具体程度，设计河流综合整治对河流弯曲形态影响的评价标准，并进行评
分（表５）。结果表明，当前上海地区在河流综合整治实践中，仅３０ ４％的河流在综合整治过程中保持了弯
曲形态，这些河流多位于闵行、宝山等近郊地区，而其余６０ ９％的河流均开展裁弯取直工程措施，改变了
河流的弯曲形态，以利于区域防洪排涝并扩展土地资源。河流裁弯取直偏离了河流自然发育规律，一方面导
致河流水域面积减少和河道调蓄能力降低，另一方面顺直型河道水流能量更为集中，对河流洪峰具有加速效
应，导致暴雨季节对下游区域的河流水系和排水系统都造成更大压力，国际上德国莱茵河裁弯取直的教训即
为著名案例［５］。特别是对于上海等河网地区大城市而言，河流生态系统可发生退化，并进一步威胁城市的
饮用水安全，而作为唯一连续的城市生态廊道，其景观生态效应亦会明显削弱。上述研究样本虽然较少，但
这一结果初步反映了上海城市河流管理实践在这些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提高的。上海地区河流曲度本已偏低，
如再加以裁弯取直，显然对于河流景观形态多样性和河流生态系统将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应该指出，这一分
析还表明，河流曲度等形态指标在近年来大量开展的河流健康评价研究中虽得到广泛重视，但在具体实践中
还有待跟进。

表５　 上海城市河流综合整治实践对河流弯曲形态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ｍｅ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对河流弯曲形态的整治措施与影响　 　 　 　 评分 河流条段 比例
河流保持自然弯曲形态，未经截弯取直 非常好 ７ ３０ ４％
总体保存自然弯曲形态，小尺度截弯取直 较好 ０ ０
对已截弯取直河流进行一定程度的恢复 一般 ２ ８ ７％
对已截弯取直河未采取恢复措施 较差 ０ ０
对自然弯曲河流进行截弯取直，河流笔直 非常差 １４ ６０ ９％

３　 结　 　 论
（１）高强度人类活动对平原河网地区河网结构影响十分明显。近６０年来上海中心城区河网密度下降幅

度达６７ ２２％，变化较剧烈区域主要位于黄浦江以东和苏州河西段以北两个地区。研究初期区域河网水系的
等级结构特征十分明显，经过近６０年城市化进程后，区域河道数量出现“市级＞区级＞镇级＞村级”的反
常现象，表明高强度人类活动已强行导致区域水系分枝结构与自然规律相反。

（２）平原河网地区是顺直型河流的典型发育区域。根据１９５０年上海中心城区４５２条河流曲度的分布特
征对该区域河流类型进行分类，分为顺直型、低曲度、中曲度、高曲度等４个曲度类型，其中顺直型河流占
８５ ４％，而较高曲度河流仅占４ ６０％。进一步分析表明，曲度小于１ １的河流比例高达７０ ５７％，河流形态
接近于直线型。上海中心城区骨干河流中，苏州河河流曲度最大，为中曲度河流，其余多为顺直型河流。

（３）城市化进程中河网萎缩对河流曲度影响明显。近６０年来上海中心城区４５２条河流锐减为６９条，顺
直型河流急剧减少，消亡速率为５ ９４条／ ａ，而较高曲度河流变化趋势相对缓慢，河流消亡速率均小于０ ５
条／ ａ，顺直型河流消亡速率约为较高曲度河流的１２倍。大量中小河流消亡导致区域河网曲度整体上呈增加
趋势，采用加权平均曲度描述区域河网水系的演变趋势具有更好直观性和科学性。

（４）河流综合整治和生态恢复实践中河流自然弯曲规律未受足够重视。当前上海城市综合整治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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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水利的倾向性仍明显强于生态水利，表现为６０ ９％的河流整治项目均开展裁弯取直工程措施，仅
３０ ４％的河流在综合整治过程中保持了弯曲形态，未有对已裁弯取直河流进行曲度恢复的情形。未来河流综
合整治具体实践中，对河流自然弯曲形态的保护和恢复应当予以更多关注。
致谢：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吴健平教授课题组在河道遥感解译资料方面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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