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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国家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提出的对重点流域实施分流域、 分区域、 分阶段科学治理的要求， 便于

“十三五” 期间基于控制单元的流域水环境管理体系实施。 提出一种能有效衔接流域水自然特征和水资源三级分

区、 以乡镇级行政区划与流域管理相结合、 综合考虑污染源分布、 社会经济、 土地利用等诸因素的控制单元划分

方法。 基于该方法将全国重点流域划分为 １ ７８４ 个控制单元， 并促成环境保护部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发布了 “十三五”
期间全国 ３４３ 个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信息清单。 为 “十三五” 期间流域水环境管理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责任， 实

现基于控制单元的水环境精细化、 差异化管理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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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多年流域水资源管理经验及基本国情， 以行政区管理与流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是实施流域

水环境管理必要且有效的方式［１］。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国务院印发的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 “水十

条”）明确提出对全国重点流域实施分流域、 分区域、 分阶段科学治理的要求。 “十三五” 期间， 中国流域水

污染防治形式依然严峻， 如何有效地结合行政区划与流域分区划分水污染治理单元， 进而针对不同单元的水

污染问题， 精细化、 差异化地制定水污染防治策略， 是当前中国流域水环境管理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流域水环境管理领域， 划分控制单元的主要目的是使复杂的流域水环境问题分解到各控制单元内［２］，

使得具体的流域水环境管理措施和政策能够有效实施和落实， 从而实现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３］。 根据不同

的管理模式和划分依据， 控制单元的划分主要有基于水文单元、 水生态区和行政区的 ３ 种划分方法［２］。 基于

水文单元的控制单元划分最早应用于美国的最大日负荷总量（Ｔｏｔａ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ａｉｌｙ Ｌｏａｄｓ， ＴＭＤＬｓ）计划［４］， 是

在美国地质勘测局（ＵＳＧＳ）绘制的水文单元地图的基础上［５］， 根据流域汇水特征划分， 目的是利用划分的控

制单元来解决复杂的水环境污染问题［６］。 基于水生态区的控制单元划分由孟伟等［７⁃８］ 提出， 主要思想是以流

域水生态区为基础， 根据环境要素、 水生态系统特征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在不同地域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将流

域及其水体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单元， 以实现流域水生态保护的目标［９⁃１１］。 基于行政区的控制单元划分是指以

流域管理理论和行政区管理理论为基础， 充分考虑水体流域特征、 水系特征、 水环境等要素， 并结合行政区

划进行划定， 通过解决各单元内水环境问题和处理好单元间关系， 达到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目的［１２⁃１４］。
基于控制单元的流域水环境管理是当前国内外流域水环境保护领域的发展趋势［１５⁃１７］。 然而， 由于受国

家体制、 空间尺度、 管理方式等诸多要素的影响， 致使对控制单元的内涵、 划分目的、 指标体系、 结果验证

等方面的认识不同， 行业内还没有统一的控制单元划分方法［４，１７⁃１８］。 鉴于此， 面向 “十三五” 重点流域水环

境治理需求， 本文提出一种控制单元划分方法， 将对划分方法具体技术流程、 划分原则、 划分步骤进行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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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并以浙江省为例， 验证方法的可实施性及有效性。

１　 控制单元划分方法技术流程

本文控制单元划分方法的技术流程主要包括 ４ 个步骤： 首先， 基于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据， 采用水

文分析工具， 结合水文资料和水资源分区数据生成水文单元； 其次， 基于水文单元， 通过叠加控制断面、 水

系地图、 排污数据、 社会经济、 土地利用等数据， 通过汇水分析识别汇水单元； 然后， 将汇水单元与行政区

划和行政驻地数据通过叠加分析生成控制单元； 最后， 对生成的控制单元进行校核调整， 不满足需求则重新

识别汇水单元， 满足需求则即为控制单元划分结果。
方法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其中识别汇水单元和控制单元校核调整采用定性分析， 生成水文

单元和划分控制单元采用定量分析。 整个划分过程以趋善化模型为指导思想， 是一个长期、 连续、 协调、 反

馈和完善的过程［１９］， 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断面位置、 排污数据、 社会经济、 土地利用等会发生变化，
而且这些变化相互产生的影响非常复杂。 因此， 一次划分不可能完善， 只能是不断地基于实际情况校核调

整， 向着既定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目标不断推进和完善。

２　 方法实现关键技术

２ １　 控制单元划分的基本原则

控制单元划分的基本规则是控制单元划分技术流程实现的基础， 为充分体现流域管理与水资源自然汇水

规律、 水体污染汇水特征、 行政区管理的有效衔接， 除遵循流域全覆盖原则、 行政区完整性原则、 水系完整

性原则和以水定陆原则等［２⁃４，２０］， 本方法还需要遵循如下 ３ 个原则：
（１） 与水资源三级分区衔接原则。 水利部目前已经将中国水资源划分为三级分区， 一级区 １０ 个大流域，

进而划分 ８０ 个二级区， ２１０ 个三级区， 其分区面积最小为 ３ １７９ ７ ｋｍ２， 最大为 ７０４ ８５６ ５ ｋｍ２， 平均为

４５ ２３６ １ ｋｍ２， 而中国乡镇的平均面积为 ２２５ ９ ｋｍ２。 为满足 “水十条” 明确提出的流域水环境精细化管理

需求， 使控制单元尽可能与水资源三级分区相衔接， 有效整合汇水范围与行政区边界， 在水资源三级分区的

基础上， 遵循水系汇水的自然属性和水流特征， 进一步划分第 ４ 级、 第 ５ 级、 第 ６ 级水文单元， 使下一步控

制单元的划分能够精细化至以乡镇为最小行政单位。
（２） 以趋善化模型识别汇水单元原则。 识别汇水单元是控制单元划分的关键步骤， 存在一个分级负责过

程， 国家层面主要根据汇水规律、 水污染特征等界定汇水范围， 并且以省界为划分边界， 乡镇为最小单元初

步划分控制单元， 交给地方校核调整。 根据实地验证、 管理经验、 专家论证、 实际污染等因素将划分不合理

的控制单元进行校核调整， 并反馈给国家， 实现国家与地方的充分对接。 这个过程在遵循趋善化模型核心思

想的基础上可以反复进行， 直至得到 “最好” 的结果。
（３） 以省为界， 乡镇为最小行政单位原则。 为实现 “十三五”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的需求，

保障相关政策的落实和执行， 实现行政区管理与流域管理的协调统一， 控制单元划分以省边界为划分边界，
乡镇行政区为最小单元。 即控制单元是由多个具有相似 ／相近汇水特征的乡镇区划组成， 控制单元的地理范

围由这些乡镇区划边界合并而来。
２ ２　 基于 ＤＥＭ 和水资源分区划分水文单元

合理准确的地形表达是划分水文单元的关键， ＤＥＭ 含有地形地貌及水文信息， 可以从中提取研究区域

的地形特征及水系分布， 是进一步准确划分水文单元的保证。 基于 ＤＥＭ 进行流域水文分析包括提取流域地

表特征和流域水系特征两大步骤， 在提取流域水系特征时， 为了更精细地控制集水区（水文单元）的形状，
使用已有水系作为汇流线的方法使提取的集水区的形状更符合实际水系特征。 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水文分

析工具， 并借鉴美国地质勘测局（ＵＳＧＳ）制作水文单元地图系统经验， 本文在进行水文单元划分时， 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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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已有水资源分区， 在水利部水资源三级分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 ３ 个等级的水文单元， 即将流域共划分

为 ６ 个等级的水文单元。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ａ）为所选取的一个第 ３ 级水资源分区单元， 图 １（ｂ）—图 １（ｄ）为
采用 “自下而上” 的方式以图 １（ａ）为边界划分的第 ４、 第 ５ 和第 ６ 级水文单元。 该方法划分的 ６ 级水文单元

可以在不同尺度上界定流域的地理范围， 并且上下级水文单元具有保持边界一致的隶属关系。 这是基于水文

单元界定汇水单元地理范围的重要依据。

图 １　 水文单元划分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 ３　 通过汇水分析识别汇水单元

识别汇水单元是控制单元划分的关键环节， 其综合考虑的因素不仅包括流域的控制断面位置、 地形特

征、 汇水特征、 水系特征等， 同时也包括流域内区域污染排污特征、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需求、 土地利用特

征等诸多因素。 因此， 本文识别汇水单元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定量分析主要指采用 ＧＩＳ
技术， 基于选取的控制断面位置、 水体分布、 水文特征、 污染源分布、 土地利用等多种空间要素进行空间叠

加分析， 将满足控制单元划分基本原则的水文单元初步划分到一个汇水单元； 定性分析主要指采用专家判断

的方法， 在通过定量分析生成汇水单元的基础上， 结合管理经验、 实地验证等， 经相关专家进行论证， 并与

流域水环境管理部门进行对接， 根据专家和相关管理部门意见， 对汇水单元做出调整、 完善， 在优先考虑汇

水范围内水系完整性的前提下， 建立能够体现现阶段污染源排放与水体水质的输入响应关系的汇水单元。
从执行程序上讲， 识别汇水单元是 “自上而下” 逐级划分、 “自下而上” 层层对接的过程， 由国家和地

方共同完成。 国家根据控制单元划分的基本原则， 初步识别汇水单元， 并交叉省界与流域边界， 将每个汇水

单元属于各省部分裁剪下来， 交予各省进行调整、 完善。 各省根据管理经验、 实地验证、 专家论证等， 对国

家初步识别的汇水单元进行相互修正， 并予以上报。 这个过程可以反复进行， 直至得到 “最好” 的结果。
２ ４　 行政区与汇水单元相结合的控制单元划分

为有效明确流域水环境管理的责任主体， 方便把目标和任务分配落实， 控制单元划分需要将行政区与流

域进行有效衔接， 即采用行政区与流域相结合的方式划分控制单元。 流域管理体现在汇水单元识别过程中，
其已能充分反映流域的自然汇流特征、 水体污染特征、 土地利用特征等； 而行政管理则主要体现在控制单元

边界要以行政边界为界。 为实现流域水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 本文以乡镇为最小行政单元， 即乡镇为控制单

元的最小落地责任主体。
基于行政区和汇水单元划分控制单元采用空间叠加分析构建， 主要思想是首先将乡镇行政区划中心位置

落入汇水单元的乡镇区划进行标记， 如果乡镇区划的中心点不在乡镇区划多边形内， 则以乡镇驻地点为准。
进而将标记为同一个汇水单元内的所有乡镇区划多边形进行合并， 即得到控制单元。 如图 ２ 所示， 左侧为汇

水单元， 右侧为汇水单元与乡镇区划叠加分析后生成的控制单元， 可以看出， 控制单元边界完全与其所包含

的乡镇边界重叠。
至此得到的控制单元划分结果需要与地方对接、 专家论证， 如果满足流域水生态环境管理目标， 则作为

最终划分结果， 否则还需要进一步校核调整。 调整的主要依据为各乡镇的排污去向以及汇水情况， 需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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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乡镇的污染源分布、 主城区位置、 土地利用状况， 甚至民族风俗等综合因素确定汇水情况， 并将其反馈

至识别汇水单元过程中， 使得最终划分的控制单元更趋合理。

图 ２　 基于行政区和汇水单元划分控制单元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ｕｎｉｔ

３　 浙江省流域控制单元划分应用示例

３ １　 浙江省流域水系概况

浙江省地形地貌复杂， 整体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 包括山地丘陵、 平原盆地、 沿海岛屿等 ７ 种地形。
整体水系分布如图 ３（ａ）所示， 其中河流湖泊约占 ６ ５％， 素有 “七山一水两分田” 之说， 境内有京杭运河、
钱塘江、 苕溪等 ８ 条主要河流。 如图 ３（ｂ）所示， 全省在水资源一级流域分区中大部分属于东南诸河流域，
浙北很小部分属于长江流域。 二级水资源区包括钱塘江、 浙南诸河、 浙东诸河和太湖水系 ４ 个分区。 三级水

资源包括嘉杭湖区、 富春江水库以下等 ８ 个分区。
３ ２　 浙江省多级水文单元地图

从 ＤＥＭ 数据通过水文分析提取水文单元， 国内外已有诸多学者展开研究， 相关技术和算法非常成

熟［２１⁃２４］。 对浙江省 ３０ ｍ 分辨率 ＤＥＭ 数据进行水文单元提取， 结果如图 ４ 所示。 由于第 ５、 第 ４ 级水文单元

均基于第 ６ 级水文单元合并获得， 并以第 ３ 级水资源分区为边界。 因此， 提取第 ６ 级水文单元， 首先根据浙

江历年水文资料和已有水系数据提取 ６００ 多个小流域水文单元， 然后用第 ３ 级水资源分区进行裁剪， 最后对

这些小流域水文单元进一步 “融合”， 最终得到相对合理的第 ６ 级 ４２３ 个水文单元， 图 ４（ｃ）所示。 在第 ６ 级

水文单元的基础上， 采用 “自下而上” 合并方式， 依次得到第 ５ 级（图 ４（ｂ））和第 ４ 级（图 ４（ａ））水文单元，
并同时建立了上下级水文单元之间的隶属关系， 同级水文单元之间也建立了拓扑邻接关系， 即隐含建立了水

文单元之间的汇流关系， 是下一步识别汇水单元的重要依据。
３ ３　 识别浙江省汇水单元

识别汇水单元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控制断面的选取， 控制断面一般能真实、 全面地反映流域水污染分布特

征及变化规律， 其选取需要综合考虑流域水文特征、 污染源分布、 社会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 通常从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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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浙江省水系与第 ３ 级水资源分区

Ｆｉｇ ３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３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４　 浙江省基于水文分析提取的第 ４ 级、 第 ５ 级和第 ６ 级水文单元地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４ｔｈ、 ５ｔｈ ａｎｄ ６ｔｈ ｌｅｖｅ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水质监测断面中选取， 文献［４，１３，１７］对控制断面的选取技术进行了探讨， 本文不再赘述。 本文识别汇水单

元过程主要包括以下 ３ 个步骤：
（１） 将控制断面与多级水文单元进行叠加分析初步确定各控制断面流域考核范围， 主要思想是 “自上

而下” 叠加 “拆分” 水文单元， 即将控制断面先与第 ４ 级水文单元进行叠加分析， 如果一个水文单元内包

含两个及以上控制断面， 再对其进行 “拆分” 到第 ５ 级水文单元， 类似地直至第 ６ 级水文单元， 至此可初步

确定每个控制断面的考核流域范围。
（２） 基于专家知识合并剩余水文单元至控制断面考核流域范围， 在上一步 “拆分” 水文单元过程中，

可能有水文单元没有被纳入任何控制断面， 为遵循控制单元划分的流域全覆盖原则， 需要将这些水文单元合

并至其 “最理想” 的控制断面考核流域范围。
（３） 遵循趋善化模型思想， 国家与地方进行对接， 调整不合理的水文单元， 直至得到 “最好” 的汇水

单元识别结果。
图 ５ 为基于以上识别过的浙江省汇水单元， 其中图 ５（ａ）为控制断面与水系叠加图， 图 ５（ｂ）为其局部放

大示意图； 图 ５（ｃ）为识别的汇水单元与水系叠加图， 图 ５（ｄ）为其局部放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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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控制断面和汇水单元分别与水系叠加示意

Ｆｉｇ 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ｒｅ ｏｖｅｒｌａ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ｕｎｉｔｓ

在此需要说明， 当前控制断面是识别汇水单元的核心要素， 当控制断面选取改变时， 需要遵循以上过程

再次识别汇水单元， 因此， 要求选取的控制断面具有相对稳定性， 不能频繁变动， 否则会给实际工作及后续

控制单元考核带来无所适从的困惑。
３ ４　 浙江省控制单元划分

如图 ６ 所示， 为浙江省乡镇行政区划与汇水单元叠加示意图， 图 ６（ａ）为全图概览， 图 ６（ｂ）为选取的某

个汇水单元局部放大示意图。

图 ６　 浙江省乡镇区划与汇水单元叠加示意

Ｆｉｇ 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ｏｖｅｒｌａ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ｕｎｉｔｓ

采用叠加分析方法， 遵循上文行政区与汇水单元相结合生成控制单元的原则， 将汇水单元与浙江省乡镇

区划进行叠加分析， 得到每个汇水单元所包含的乡镇。 进一步将这些乡镇的行政区划进行合并， 得到以乡镇

行政区划为边界的控制单元范围。 如图 ７（ａ）所示， 为全省划分的 １０３ 个控制单元， 图 ７（ｂ）为所选取的 “永
康江金华 １ 控制单元” 示例， 可以看出， 控制单元的责任主体最小可落实到其所包含的具体乡镇。

表 １ 为所选取的 “永康江金华 １ 控制单元” 的统计信息， 其中， 控制单元名称命名规范采取 “水体名

称” ＋ “地市 ／区县名称” ＋ “序号” ＋ “控制单元” 方式； 单元编号编码规范为 “地市 ／区县编码” ＋ “水
体编码”； 所包含的乡镇也以区县为行政单位逐个列出， 方便获得每个控制单元所涉及的区县行政区； 其他

还包含控制单元考核省份、 水质情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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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浙江省控制单元与乡镇区划叠加示意

Ｆｉｇ 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ｏｖｅｒｌａ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ｓ

表 １　 控制单元统计项示意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ｔ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

　 项目 内容 项目
内容

名称 行政编码 包含乡镇

控制单元 永康江金华 １ 控制单元

单元编号 ３３０７８３Ｇ０１０

考核省份 浙江省

所在水体 永康江

水体编号 Ｇ０１０１００

考核断面 章店

２０１４ 年水质现状 Ⅴ

２０１５ 年水质目标 Ⅳ

区县
（乡镇）

东阳市 ３３０７８３ 千祥镇

永康市 ３３０７８４
方岩镇，芝英街道，西溪镇，古山镇，龙山
镇，唐先镇，东城街道，石柱镇，前仓镇，舟
山镇，象珠镇，江南街道

缙云县 ３３１１２２ 新川乡，双川乡，新碧镇，新建镇，七里乡

４　 结　 　 论

基于控制单元的流域水环境管理思想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且被环境管理相关部门认可， 而控制单元划

分方法的不完善成为当前精细化、 差异化流域治污的瓶颈。 针对重点流域 “十三五” 水环境保护思路及需求，
本文提出了一种能有效衔接流域水自然特征和水资源三级分区， 以乡镇级行政区划与流域管理相结合， 并综合

考虑污染源分布、 社会经济、 土地利用等诸因素的控制单元划分方法。 基于该方法， 将全国重点流域划分为

１ ７８４个控制单元， 划分结果得到国家和地方相关环境保护部门的认可， 促成环境保护部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发

布了 “十三五” 期间全国 ３４３ 个水质需改善控制单元信息清单， 为中国 “十三五” 期间流域水环境管理进一步

明确地方政府责任， 实现基于控制单元的水环境精细化、 差异化管理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
本文研究存在如下两方面的不足：
（１） 识别汇水单元方法是本文方法的关键步骤， 由于水污染防治因素多且相互影响、 关系复杂， 本文方法人

为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需要进一步研究水污染防治诸多因素相互关系及相关模型， 定量化识别汇水单元方法。
（２） 本文采用行政驻地点或行政区中心点与汇水单元叠加分析方式确定控制单元的边界， 方法相对简

单， 结果存在控制单元边界分离的现象。 因此， 可综合考虑行政区内的污染源、 水流方向等因素， 科学合理

地确定行政区与汇水单元的关系， 使控制单元划分结果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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