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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总结中国工程水利、 环境水利、 资源水利、 生态水利发展沿革ꎬ 分析国内外生态水利研究进展、 发展趋势及

其特点ꎬ 指出生态水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生态文明时代水资源利用的一种新途径和方式ꎬ 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

为主旨ꎬ 开发水利、 发展经济ꎬ 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ꎮ 阐述了广义生态水利的内涵、 定义和发展模式及其

过程和维度ꎬ 并提出以下结论和观点: ① 生态水利将水资源和水循环调控作为重要生态要素ꎬ 从流域生态系统能

量交换、 生物链接、 结构平衡、 循环转化全视角开展研究ꎬ 探索既能满足人类社会需求ꎬ 又能兼顾水生态系统健

康和良性发展的生态水利措施和方法ꎮ ② 建立了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行调度”全过程、 全生命周期

的工程安全和生态安全保障体系ꎬ 特别是将生态调度纳入水利工程全“服役期”ꎬ 其中“后坝工时代”实施全流域大

尺度生态调度ꎬ 是生态保护和恢复最有效的措施ꎮ ③ 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水循环调控”三个维度ꎬ 在生态文明

视野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体系中ꎬ 科学把控生态水利的空间定位ꎬ 促进“三生空间”优化布局ꎬ 保障“三生用水”
合理配置ꎬ 优化“三生关系”耦合协调ꎬ 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ꎬ 推动生态水利事业创新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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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ꎬ 也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ꎮ 随着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ꎬ 水利发展的理念也随之发生变迁ꎬ 中国的水利发

展主要经历了工程水利、 环境水利、 资源水利和生态水利 ４ 个阶段ꎮ 生态水利内涵丰富ꎬ 不同领域、 不同专

业对其理解和研究侧重不同ꎬ 广义生态水利是生态文明时代孕育出的水资源利用的一种新理念、 新途径ꎮ 面

向新时期水利工作的新形势、 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ꎬ 深入剖析广义生态水利的

内涵ꎬ 明确其包含的“三生空间”优化布局、 “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水循环调控”多维度以及水利工程生命周

期的“全过程”管理十分必要和紧迫ꎮ

１　 研究背景及意义

水利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支撑ꎮ 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水利”ꎬ 在中国已经有 ４ ０００
多年的发展历史ꎬ 从大约 ４ ０００ 年前的大禹治水ꎬ 到 ２ ２００ 年前秦国修建的都江堰、 郑国渠、 灵渠三大水利

工程ꎬ １ ４００ 年前隋朝凿通的京杭大运河等ꎬ 无不凝聚着古代先贤为顺应自然、 改变环境所付出的努力和智

慧ꎬ 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水利的兴废与国家的盛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ꎬ 自古即

有“善为国者必先治水”之说ꎮ 兴水利、 除水害ꎬ 事关人类生存、 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ꎬ 历来是治国安邦的



７７６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３１ 卷　

大事ꎮ
近现代以来ꎬ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水利发展提出了更多需求ꎬ 加之科学与工程技术的进步ꎬ 人们开发利

用水资源的能力大幅提升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４ 年全世界已修建 ３０ ｍ 以上的水坝有 １５ １１７ 座ꎬ 总库容约 １４ 万亿

ｍ３ꎬ 相当于世界河流年径流的 ２５％ ꎬ 其中ꎬ 中国 ６ ５４３ 座ꎬ 占 ４３％ 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三峡、 小湾、 锦屏一

级、 乌东德和白鹤滩等一批 ３００ ｍ 级大坝相继建成ꎻ 长江、 黄河、 塔里木河等江河流域的水电梯级开发ꎬ 如

雨后春笋拔地而起ꎮ 南水北调工程、 山西的引黄入晋、 山东的引黄济青、 青海的引大济湟和引黄济宁、 陕西

的引汉济渭、 辽宁的大伙房引水工程和辽西北引水工程、 云南的滇中引水工程、 新疆的北疆供水工程和艾比

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等一大批引(调)水工程开工建设并相继建成ꎬ 全国进入了规模空前的水利工程建

设时期ꎮ
水利工程极大地防御和减轻了洪旱自然灾害ꎬ 提高了水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水平ꎬ 促进了社会经济发

展ꎬ 实现了防洪、 灌溉、 发电、 供水、 航运等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ꎮ 但同时也永久改变或影响了河流的连通

性、 水体的自净能力、 河道的水生态环境、 生物的多样性、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水资源的分配格局ꎬ 使河流

生态环境长期处于胁迫状态ꎬ 甚至会造成流域性的生态灾难ꎬ 进而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ꎬ 苏联造成

的中亚“咸海危机”就是典型的例证ꎮ 虽然中国出台许多政策性、 法规性、 规范性、 技术性文件ꎬ 并采取各

种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ꎬ 但由于人口迅速增加、 农业用水规模巨大、 城市化和工业化规模不断扩大、 对水

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ꎬ 导致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ꎮ
生态环境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ꎬ 也是水利水电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ꎮ 无论是水资源过度

开发利用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ꎬ 还是人们对美好生活、 美丽环境、 健康生态要求的不断提升ꎬ 都对新时期现

代水利发展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ꎮ 迫使人们更深刻地反思传统工程水利在规划、 设计、 运行和管理等各

个环节存在的弊端ꎬ 进一步扩展对生态水利的认知ꎬ 着眼于生态系统循环￣链接￣转化￣平衡全视角ꎬ 从流域

复杂水系统演变过程中ꎬ 寻找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ꎬ 建立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建

设管理—运行调度”全过程生态安全保障体系ꎬ 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水利新格局ꎮ 同时ꎬ 还迫

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自身对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 运作机理、 服务功能等的依赖性和胁迫性ꎬ 从“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水循环调控”多维度ꎬ 研究生态环境对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反馈机制ꎬ 为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
生活空间绿色宜居、 生态空间青山绿水”的国土空间均衡发展、 优化布局提供科学支撑ꎮ

广义生态水利是“生态文明”时代孕育出的一种生态环境保护、 水资源开发利用全过程分析视角、 多维

度空间均衡的新理念、 新途径ꎮ 广义生态水利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ꎬ 开发水利、 发展经济ꎬ 为国土

空间优化布局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服务ꎮ 其主要研究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在这种

影响下生态系统的演变趋势ꎻ 探索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既能满足人类社会需求、 又能兼顾水生态系统健

康和良性发展的各种措施和方法ꎮ 随着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加剧、 人口增长、 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和人

居环境质量的提高ꎬ 水资源所担负的角色越来越重要ꎮ 因此ꎬ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 “节水优先ꎬ 空间均衡ꎬ 系统治理ꎬ 两手发力”的科学发展观ꎬ 把握水利发展规律ꎬ 增强生

态保护意识ꎬ 完善生态水利发展思路ꎬ 把控水利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定位ꎬ
进一步完善生态水利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ꎬ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ꎮ

２　 中国水利发展沿革及生态水利的提出

２. １　 水利的内涵

“水利”一词出现在中国已有 ２ 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ꎬ 最早见于战国末期«吕氏春秋慎人»篇: “掘地财ꎬ 取

水利”ꎮ 这里所讲“取水利”系指捕鱼之利ꎮ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堪称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ꎬ 该

书记述了从大禹治水到汉武帝黄河瓠子堵口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系列治河防洪、 开渠通航和引水灌溉的史实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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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ꎬ 并指出“自是之后ꎬ 用事者争言水利”ꎮ 从此ꎬ 水利一词就具有防洪、 灌溉、 航

运等除害兴利的涵义ꎮ
大禹“堵”与“疏”辩证的治水思想ꎬ 都江堰“以水治水ꎬ 乘势利导ꎬ 因时制宜”的成功范例ꎬ 时至今日依

然闪烁着夺目的文化精神和深邃的哲学思想ꎮ 西汉末年的治黄战略家贾让ꎬ 以“不与水争地”、 “宽河行洪”
为治河决策的基本点ꎬ 提出著名的“贾让三策”ꎬ 即: 上策滞洪改河ꎬ 中策筑渠分流ꎬ 下策缮完故堤ꎮ 将贾

让治河思想转化为治河实践的是治黄史上享有盛名的“王景治河” [１]ꎮ 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ꎬ 四任总理河道

的潘季驯(１５２１—１５９５ 年)提出的“束水攻沙”理论ꎬ 是治河防洪思想的一大转变ꎬ 在中国和世界治河史上有

着崇高的地位ꎮ 其核心治河思想是利用堤防“束水归槽”ꎬ 以期河槽刷深与稳定ꎬ 借水攻沙ꎬ 达到以河治河

之目的ꎮ 近代水利专家李仪祉评价说: “千古治河ꎬ 唯禹景二人ꎬ 潘靳氏称半治” [２]ꎮ 这些卓见成效的治河

思想ꎬ 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ꎬ 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治水患、 兴水利的历史文化宝库ꎮ
１９３１ 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ꎬ １９３３ 年第三次年会明确指出: “水利范围应包括防洪、 排水、 灌溉、 水

力、 水道、 给水、 污渠、 港工八种工程在内”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以“久患灾重”的海河、 淮河、 黄河治理为开

端ꎬ 开启了现代工程水利的新篇章[３]ꎮ ２０ 世纪后半叶ꎬ 水利中又增加了水土保持、 水资源保护、 环境水利

和水利渔业等新内容ꎬ 水利的涵义更加广泛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高坝大库、 跨流域调水、 水电开发、 高效节水、
生态恢复等成为水利建设的主旋律ꎻ 同时“七大江河”流域以及干旱内陆河流域形成了各自的治理体系ꎬ 治

水理念、 理论研究、 工程技术等取得了巨大进步ꎮ
水利是人们认识水、 亲近水、 利用水、 改造水、 呵护水的过程ꎬ 因之而开展的各项活动ꎬ 称水利工作ꎻ

因之进行的各类工程建设ꎬ 称水利工程ꎻ 研究这类活动及其对象的技术、 理论和方法的知识体系ꎬ 称水利科

学[４]ꎮ 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水利卷»对“水利”的定义是: 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ꎬ 采取各

种措施ꎬ 对于自然界的水和水域进行控制和调配ꎬ 以防止水旱灾害ꎬ 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ꎮ ２００４ 年修订

再版后的定义为: 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ꎬ 采取各种措施ꎬ 适应、 保护、 调配和改变自然界

的水和水域ꎬ 以求在与自然和谐共处、 维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ꎬ 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ꎬ 并防治洪涝、 干旱、
污染等各种灾害ꎮ 这一新的解释与原定义有四点显著的不同: 一是在“发展”前增加了“可持续”ꎻ 二是将原

来“进行控制和调配”的提法修改为“适应、 保护、 调配和改变”ꎬ 刻意地弱化人对自然强力控制的

指导思想ꎻ 三是增加了“以求在与自然和谐共处、 维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ꎬ ”等限制词ꎻ 四是将“污染”
列入重要的防治灾害ꎮ

２. ２　 水利发展沿革与生态水利的提出

近代以来ꎬ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多种需求ꎬ 水利发展的内涵和理念也随之发生

结构性变迁ꎮ 根据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治水思路的差异以及主要水患灾害和需求矛盾的演化ꎬ 中国水利

发展相继经历了工程水利、 环境水利、 资源水利、 生态水利等 ４ 个认识与发展阶段(表 １)ꎮ 其中ꎬ 工程水利

是资源水利的基础ꎬ 资源水利是工程水利的发展和提高ꎬ 二者相互依存ꎬ 共同发展ꎻ 环境水利主要是应对社

会经济发展与工程水利带来的环境问题ꎬ 是建设生态水利的手段ꎬ 环境水利、 资源水利的提出ꎬ 为发展生态

水利奠定了基础ꎬ 并提供了重要保证ꎮ 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ꎬ 是水利工作观念意识、 管

理体制、 技术手段等方面的不断提升、 完善ꎬ 是与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观念模式相适应的产物[５￣７]ꎮ
中国水利发展历程符合事物螺旋式上升的哲学原理ꎬ 同时也反映了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ꎬ 人类统筹考

虑生态、 资源、 环境等方面的决心ꎮ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ꎬ 人类顺水之性的因任自然观ꎬ 产生了自然水利思想ꎻ 近代工业社会征服自然的观

点ꎬ 产生了工程水利思想ꎻ 现代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ꎬ 产生了环境水利、 资源水利、 生态水利思

想ꎮ 然而ꎬ 伴随这一历史进程ꎬ 人与水关系经历了依存、 开发、 掠夺、 和谐 ４ 个阶段ꎮ 但是ꎬ 科学的治水思

想总是落后于具体的治水实践ꎬ 也就是说科学的治水思想是在历史进程的反思和觉悟中不断形成与完善的ꎬ
即先有水事活动ꎬ 后有理论思想ꎮ 盲目是必然的ꎬ 而过失和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则是无可奈何的ꎬ 有经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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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称的水利科学不应被动地接受ꎬ 而应科学系统地思考人水关系ꎬ 形成健康和谐的治水思想ꎮ

表 １　 水利发展沿革与相关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发展阶段 需求 治水理念 水体功能 措施

工程水利(１９３１—) 发展需求 征服改造自然ꎬ 人本理念
以开发利用水资源功能
为主

工程化、 单一化、 规范化

环境水利(１９８０—) 环保需求
防污、 治理、 环保ꎬ 污染
控制

以保护水资源、 水环境
(水质)功能为主

人性化、 多样化、 法制化(水法颁布)

资源水利(２０００—) 可持续发展
需求

开发、 利用、 治理、 配置、
节约和保护ꎬ 人水和谐

以水资源综合利用、 水
环境、 基流功能为主

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结合、 流域化、 数
字化、 标准化(“三条红线”)

生态水利(２０１３—) 生态文明建
设需求

生态保护ꎬ 生态伦理观念
资源、 环境、 生态功能
辩证统一

自然化、 智慧化、 体系化(河长制)

２. ２. １　 工程水利

工程水利是指以水资源或水体作为开发、 利用、 保护对象ꎬ 采用工程技术手段ꎬ 对水资源或水体进行重

新配置ꎬ 以解决除水患、 兴水利等问题[８]ꎮ 其内涵是研究水利与工程的关系ꎬ 特别是水资源规划、 开发、
利用的措施和理论以及工程的规划、 设计、 施工、 运行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９￣１０]ꎮ 工程水利阶段ꎬ 针对保障

和提高人民生存所需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等ꎬ 人们面对水问题从消极躲避的思想转变为依靠工程手段解

决ꎬ 包括修堤、 筑坝、 建库、 凿井、 开渠、 隧洞等工程形式ꎬ 并以强化人对自然的控制为指导思想ꎬ 侧重点

在于改造自然、 征服自然ꎮ 该阶段不仅在工程上以水利工程建设为主ꎬ 而且科研上主要的研究方向和成果也

以服务水利工程建设为主要目标ꎮ
水利建设的目标是“除水患ꎬ 兴水利”ꎬ 得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重视ꎮ 世界上著名的伊泰普水电站、 胡

佛大坝、 罗贡坝、 阿斯旺大坝乃至中国享誉世界的都江堰和三峡工程ꎬ 都是人类社会为满足自身需求ꎬ 改造

自然而修建的水利工程ꎮ 中国自建国以来ꎬ 围绕防洪、 排涝、 供水、 灌溉、 水力发电等ꎬ 开展了大规模的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ꎬ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ꎮ 例如ꎬ １９６０ 年开始修建的红旗渠工程ꎬ 彻底改善了当地人民靠天

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ꎬ 实现了林州由山区贫困县向现代化新兴城市、 生态旅游城市的跨越ꎮ 三峡工程不仅提

高了下游荆江地区的防洪标准ꎬ 同时也为华中电网提供了丰富的清洁能源ꎬ 并改善了川江通航条件ꎬ 发挥了

防洪、 发电、 航运等社会和经济效益ꎮ ２ ２００ 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ꎬ 如今仍在从容有度地浇灌着

“天府之国”的“沃野千里”ꎬ 发挥着巨大的综合效益ꎮ
随着人类活动加剧ꎬ 诸如水利、 农业、 城市发展、 矿产开发、 畜牧、 旅游、 林业生产等ꎬ 都会对河流生

态系统从结构到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水利工程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同时ꎬ 也打破了

原有自然生态模式ꎬ 并引起其他的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ꎮ 大坝阻断河流廊道的连续性ꎬ 对河流的水力学特

征、 泥沙的输移以及水生生物的栖息和迁移都将造成影响ꎻ 水库的径流调节作用ꎬ 在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同

时ꎬ 也对河道内水量、 水质、 水温、 水生植物等产生一定影响ꎻ 跨流域调水和水库移民带来调出与调入、 迁

出与迁入地区的利益分配、 环境改变等问题ꎻ 工程水利多关注于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利工程建设ꎬ 而对于节

水、 治污、 配套、 环保、 管理等方面ꎬ 由于关注度不够ꎬ 落实力不强ꎬ 从而导致水资源过度开发、 粗放管理

和生态环境破坏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水利工程的规模化、 大型化发展ꎬ 对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更应引

起我们的高度关注ꎮ

２. ２. ２　 环境水利

人类社会在进步的同时逐渐意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ꎬ 忽视水体和河流自身的需求而存在的水利

工程必将受到生态环境的反噬ꎮ 水利部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推动环境水利工作ꎬ 这一时期ꎬ 中国刚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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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改革开放ꎬ 人口增速快、 工农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ꎬ 水利工程及水资源过度开发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ꎮ 在这种背景情况下ꎬ 中国专家学者在传统水利工程领域ꎬ 汲取更多环境科学的新成

果ꎬ 率先提出的全面系统研究水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新学科———环境水利学应运而生ꎬ 并开始将环境影响评

价纳入水利工程立项建设的必要程序[１１￣１２]ꎮ
环境水利是传统工程水利的结合扩展与深化发展ꎬ 是实现生态水利的手段ꎮ １９８２ 年在阿根廷召开的世

界水资源大会上ꎬ 中国专家宣读了«中国的环境水利工作»论文ꎬ 国际同行给予高度评价ꎮ １９８３ 年方子云[１３]

提出了环境水利学的定义、 内容及三大主要任务ꎬ 即: 研究因水利工程而引发的环境问题并事先提出对策、
充分发挥水利工程保护环境改善水质的作用、 研究保护和利用水环境ꎮ １９９０ 年出版的«中国水利百科全书»
将“环境水利”列为分支学科之一ꎬ ２００３ 年再版为«环境水利»分册ꎮ １９９９ 年沈坩卿[１４] 将生态经济相关内容

纳入环境水利ꎬ 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ꎬ 建立了生态经济型的环境水利新模式ꎮ 乔凯华[１５] 提出通过大环境综

合治理ꎬ 以期从根本上治理水害、 防止干旱、 制止水污染ꎬ 最终实现“营造一个安全的水环境”、 “营造一个

布局合理、 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水环境”、 “营造一个清洁和美化的水环境”的环境水利目标ꎮ
广义的环境水利是研究水与环境的关系ꎬ 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ꎬ 解决的问题既包括与环境有关的水利问

题ꎬ 如排放污水引起的河流污染、 水土流失引起的河道和水库淤积ꎻ 同时ꎬ 也包括与水利有关的环境问题ꎬ
如建库后水库上下游河道的变形、 库周区土地盐碱化、 水生生态系统改变等ꎬ 为环境水利相关措施的落实提

供理论与技术支撑ꎻ 狭义的环境水利是研究人类用水过程及其对水环境的影响以及水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体系ꎬ 使地表、 地下水资源更好地为生产、 生活服务ꎮ 环境水利的内容兼容了社会科学、 自然学科、 工程技

术、 文化历史等相关内容ꎬ 具有跨学科、 综合性强的特点ꎬ 在不同时代对人类社会提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ꎮ
３０ 多年来ꎬ 环境水利坚持防污、 治理、 环保的理念ꎬ 研究水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水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

法体系ꎬ 促进了环境水利学科的发展ꎬ 在河流水环境、 非点源污染防治、 水污染处理、 多自然河流建设、 水

景观工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１６￣１８]ꎮ 但因现阶段处理环境水利问题的技术和手段的局限性ꎬ 其仍是当前

及今后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难点和热点ꎮ

２. ２. ３　 资源水利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中国洪涝灾害、 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等问题尤为突出ꎮ 如 １９９７ 年黄河下游断流达到

２２６ ｄꎬ 断流河段约 ７００ ｋｍꎬ 并且第一次出现汛期断流ꎻ １９９８ 年长江流域发生自 １９５４ 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大

洪水ꎬ 嫩江、 松花江流域发生 １５０ 年来最严重的全流域大洪水ꎻ ９０ 年代中期中国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全部

环境损失的 ７６. ２％ ꎬ 水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ꎮ 针对这些问题ꎬ 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认真分析面

临的水利形势和应对措施ꎬ 改变了一些传统的认识ꎬ 强调水资源的基础属性和自然资源属性ꎬ 重视水资源的

保护ꎬ 提出走人水和谐发展之路ꎬ 强调在建设的同时必须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ꎮ
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１９]提出了资源水利的新理念ꎬ 其内涵包括水资源开发、 利用、 治理、 配置、 节

约和保护等 ６ 个方面ꎬ 理论基础是水权和水市场理论ꎬ 体制保障是流域统一管理与准市场的统一结合ꎬ 实现

目标是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 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 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ꎮ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ꎬ 人

水和谐思想逐步被接受ꎬ 成为中国治水的主导思想ꎬ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例如ꎬ 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启动黄

河水量统一调度ꎬ 实现了连续 ２０ 年不断流ꎬ 保障了流域供水安全ꎬ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２０]ꎻ 王浩等[２１] 首次

提出的“模拟—配置—评价—调度”水资源调控模型ꎬ 为黑河流域水量调度和张掖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了

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ꎻ 塔里木河开始向断流近 ３０ ａ 的下游河道实施生态输水ꎬ 抢救濒于毁灭的绿色

走廊[２２]ꎮ
广义的资源水利是研究水与土地、 能源、 矿产等资源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的方式和手段ꎻ 狭义的资源水

利是研究水资源本身ꎬ 包括大气水、 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 水的多功能与综合利用、 水资

源的区域性配置等理论、 方法和手段[２３]ꎮ 其基本要求体现在 ４ 个方面: 人与自然和谐ꎬ 实现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ꎻ 在重视水资源的治理、 开发和利用的同时ꎬ 更加重视水资源的配置、 节约和保护ꎻ 建立合理的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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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机制ꎬ 积极探索建立水权制度和水市场ꎬ 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ꎻ 改革水的管理体制ꎬ 加强水资源的统

一管理和科学管理ꎮ 通过综合开发ꎬ 优化配置ꎬ 科学管理ꎬ 使水资源在整体上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ꎬ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１９]ꎮ
资源水利是面对中国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 洪涝灾害频发、 生态环境恶化形势下的必然选择ꎬ 是水利

科学发展必由之路ꎮ 资源水利治水思路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具体应用ꎬ 体现了水利科学与时

俱进的科学理论品质ꎬ 是中国水利事业逐步转入健康发展轨道的关键标志ꎮ 中国的水利从最初的“除水患ꎬ
兴水利”、 “人定胜天ꎬ 人本理念”ꎬ 不断朝着“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向发展ꎮ 要实现这一

最终目标ꎬ 达到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稳步推进ꎬ 更需要各方面的协调配

合、 统筹发展ꎮ 由此ꎬ 催生了更为全面的生态水利ꎮ

２. ２. ４　 生态水利

广义生态水利的发展理念ꎬ 是在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ꎬ 是对工程水利、 环境水利、
资源水利的传承和发展ꎮ 要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ꎬ 应当跳出水利看水利ꎬ 将水作

为关键生态要素之一ꎬ 从生态系统全视角、 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统筹协调发展多维度、 水利工程规划

设计—建设管理—运行调度全过程ꎬ 建立广义生态水利的学科及理论技术体系ꎬ 科学把控水利在生态环境保

护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定位ꎮ 当我们局限在工程水利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社会经济发展这个平面

二维圈子里ꎬ 感到困惑无策、 徘徊不前时ꎬ 必然要用环境水利、 资源水利、 生态水利的思想升维ꎮ 在这个过

程中ꎬ 就会觉得水利科学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终会走到一起ꎬ 且越往山顶爬它们就越接近ꎮ 在向自然科学

顶峰攀登时ꎬ 一定要有人文思想浇灌ꎬ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积淀历久的水文化ꎮ

３　 生态水利的发展历程

关于生态水利的研究ꎬ 最早主要聚焦在研究水利工程建设、 河道治理、 水污染、 水生动植物、 河岸带植

物景观等方面[２３￣２５]ꎬ 始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ꎮ 狭义的生态水利是研究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系统演变关系等[２６]ꎮ 国外并没有创建生态水利这一学科分支ꎬ 只停留在一些概念、 名

词、 方法等层面ꎬ 而中国由于对生态保护高度重视和迫切需求ꎬ 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已提升到国家战略ꎬ
因此亟待发展生态水利的内涵、 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ꎮ 广义的生态水利是以人口、 资源、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

展为前提ꎬ 应用生态经济学原理、 可持续理论、 系统科学等ꎬ 提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 利用、 科学管理和保

护生态环境的方式和措施ꎬ 满足代内人和代际人用水需要ꎬ 走良性发展的道路[２７]ꎮ 生态水利主要研究内容

包括水循环和生态系统平衡、 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ꎬ 以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ꎬ 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２８]ꎮ 其发展大体经历了“生态工程—生态水利工程—生态水利”３ 个阶段(图 １)ꎮ 其中ꎬ 生态工程

与生态水利工程侧重于从工程学与水利工程学角度出发ꎬ 重点解决生态保护、 修复或改善目标下的工程建设

问题ꎻ 生态水利则要求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ꎬ 解决水利工程规划、 设计、 建设与运行全过程问题ꎬ 为生态系

统健康发展与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服务ꎮ

３. １　 生态工程

工业革命以后ꎬ 伴随着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ꎬ 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ꎬ 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

化ꎬ 如英国相继发生伦敦烟雾事件与泰晤士河污染事件ꎬ 使得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日益上升ꎬ 并相继

进行了诸多生态改善与修复的尝试ꎬ 为生态学理论与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ꎮ １９５３ 年ꎬ 美国学者

Ｏｄｕｍ[３０]出版«生态学基础»标志着现代生态学的形成ꎮ １９６２ 年 Ｏｄｕｍ[３１]提出生态工程概念ꎬ 旨在促进生态学

与工程学相结合ꎬ 其含义是: 为了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两方面的利益而对工程进行设计ꎬ 采用工程措施进行

生态修复ꎬ 使生态系统得以更新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生态工程快速发展[１２ꎬ３２￣３３]ꎬ 并相应提出了生态工程技

术ꎬ 即“在环境管理方面ꎬ 根据对生态学的深入了解ꎬ 花最小的代价、 对环境的损害也最小的一些技术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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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生态水利发展历程

Ｆｉｇ.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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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３４￣３５]ꎮ １９８９ 年 Ｍｉｔｓｃｈ 等对于“生态工程学”给出定义ꎬ １９９３ 年美国科学院所主办的生态工程研讨会中根

据 Ｍｉｔｓｃｈ 的建议ꎬ 对“生态工程学”定义为“将人类社会与其自然环境相结合ꎬ 以达到双方受益的可持续生态

系统的设计方法”ꎮ
生态工程的范围很广ꎬ 包括河流、 湖泊、 湿地、 矿山、 森林、 土地及海岸等的生态建设问题ꎮ 整体来

看ꎬ 生态工程涵盖了林业生态工程、 农业生态工程、 牧业生态工程、 环境生态工程、 水利生态工程等多类生

态工程ꎮ 如美国佛罗里达的世界人工淡水湿地—大沼泽生态恢复区[３６]、 北非五国绿色坝工程[３７]、 中国的基

塘农业生态工程、 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等ꎮ 中国生态工程概念最早由马世骏先生于 １９８４ 年提出[１２]ꎬ 即生态

工程是应用生态系统中物种共生与物质循环再生原理、 结构与功能协调原则ꎬ 结合系统分析最优化方法ꎬ 设

计促进分层多级利用物质的生产工艺系统ꎮ 生态工程研究与处理的对象ꎬ 不仅是自然或人为构造的生态系

统ꎬ 更多的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ꎬ 生态工程建设目标是使人工控制的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自然再

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能力ꎮ

３. ２　 生态水利工程

生态水利工程是生态工程的一种ꎬ 是传统水利工程和生态工程的融合ꎬ 其设计、 建设需遵循水利工程原

理与生态工程原理ꎬ 且相较传统水利工程更加倾向于对生态系统的改善与修复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德国正式创

立了“近自然河道治理工程学”ꎬ 提出要在河道工程设计中吸收生态学的原理和知识ꎬ 河道的整治应符合植

物化和生命化的原理[２９]ꎻ 在此基础上ꎬ １９６５ 年德国率先开创近自然河道修复技术ꎬ 随后ꎬ 美国、 荷兰、 英

国、 日本等国家相继开展了河道生态治理ꎮ
二次大战以后莱茵河沿岸国家工业急剧发展ꎬ 污染不断蔓延、 生物物种减少ꎬ 标志生物———鲑鱼开始死

亡ꎮ 莱茵河保护国际委员于 １９８７ 年提出了莱茵河行动计划ꎬ 以生态系统恢复作为莱茵河重建的主要指标ꎮ
该计划详细提出了要使生物群落重返莱茵河及其支流所需要提供的条件ꎬ 治理总目标是莱茵河要成为“一个

完整的生态系统的骨干”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莱茵河的治理为生态水利工程技术提供了新的经验ꎬ 促进了生态

水利工程的发展[３８￣４１]ꎮ 以德国生态治理理念为基础ꎬ １９９０ 年ꎬ 日本结合国家自身资源条件以及河道生态问

题ꎬ 推出生态水利工程的“多自然型建设工法”(又称近自然工法)ꎬ 并应用于全国 ６００ 余条河流治理试验工

程中[４２￣４３]ꎻ １９８０ 年ꎬ 美国提出“多自然河道修复技术”概念[４４]ꎬ 并对 Ｏｉｃｈｔｅｎｂａｃｈ 河流域和 Ｍｅｌｋ 河流域进行

“近自然治理”ꎬ 取得明显成效ꎮ 前者的动物种类由 ４４ 种增加到 １３３ 种ꎬ 后者每 １００ ｍ 河段的鱼类数量由

１５０ 条增加到 ４１０ 条ꎮ 在此之后ꎬ 生态水利工程不再局限于某些河段或者河道本身的恢复ꎬ 开始着眼于全流

域尺度生态系统ꎬ 如 １９９０ 年美国的密西西比河、 伊利诺伊河等流域生态系统整体恢复以及 ２００５ 年德国的

Ｅｍｓｃｈｅｒ 流域生态修复等ꎮ
在中国ꎬ “生态水利工程”一词最早出现于 １９９２ 年张利等[４５] 撰写的«海河平原区生态水利工程体系研

究»一文ꎮ ２００３ 年董哲仁[４６]针对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胁迫问题ꎬ 首次定义了生态水利工程的内涵ꎬ 即:
对于新建工程ꎬ 是指进行传统水利建设的同时ꎬ 兼顾河流生态修复ꎻ 对已建工程ꎬ 则是对被严重干扰的河流

进行生态修复ꎮ ２０１９ 年董哲仁出版«生态水利工程学»专著[４７]ꎬ 改进和完善了传统水利工程学的规划设计方

法ꎬ 为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ꎮ ２０１０ 年蔡守华[４８] 初步构建了水生态工程理论的框架ꎬ
并具体阐述了生态学及生态工程学原理在水利工程各领域中的应用ꎮ 于修建[４９] 认为生态水利工程是把人和

水体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ꎬ 研究人和自然对水利的共同需求ꎬ 从生态的角度出发进行水利工程建设ꎬ 建立良

性循环和可持续利用的水利体系ꎬ 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目的ꎮ 李雅萍和徐瑞兰[５０] 认为

生态水利工程是按照生态学原理ꎬ 遵循生态平衡的法则和要求ꎬ 从生态的角度出发进行水利工程建设ꎬ 建立

满足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利用的水利体系ꎬ 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相处所采取的工程或非工程措施ꎮ
２０１９ 年段红东[５１]在梳理生态水利工程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提出生态水利工程是指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理念而规划设计建设的ꎬ 以保护、 修复或改善流域或区域自然生态与环境为主要目标ꎬ 在保障人类对水

资源开发利用必要需求的前提下ꎬ 体现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间的平衡关系ꎬ 注重生态健康和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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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文化传承ꎬ 使河湖的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自然和社会再生产能力ꎬ 实现经济、 社会、 生态效益相统一的

防洪、 发电、 灌溉、 供水等为人类服务功能的水利工程ꎮ

３. ３　 生态水利

生态水利思想内涵丰富ꎬ 不同时期、 不同领域、 不同专业对生态水利内涵的理解和研究侧重有所不同ꎮ
国外对于生态水利的研究开始较早ꎬ １９８７ 年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可以认为是该阶段的开始ꎬ 通过近 ２０ 年

的不断探索与实践ꎬ 生态水利逐步被人们关注ꎮ
国内关于生态水利的研究起步略晚ꎮ １９９９ 年刘昌明[５２]提出了水转化是水资源评价的基础ꎬ 从理论角度

论述了生态水利的四大平衡ꎬ 即水热平衡、 水盐平衡、 水沙平衡、 区域水量与供需平衡ꎬ 并建议在水资源供

需平衡的研究中ꎬ 将生态水利和环境水利相结合ꎬ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ꎮ ２０００ 年傅春和冯尚友[２７] 提出生

态水利的本质为可持续水利ꎬ 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生态文明”时代的水资源利用的一种途径和方式ꎮ ２００２ 年

穆宏强和蔡长治[８]认为生态水利是研究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系统演

变的关系ꎬ 以及研究在进行水资源开发、 利用、 保护和配置方面ꎬ 提高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水平、 节约用水的

条件下ꎬ 保证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和良性发展的途径和措施ꎮ 孙宗凤[２８] 认为生态水利涵盖了水利事业和水

利产业目标ꎬ 又突出了环境目标ꎬ 生态水利是包括规划、 设计、 建设管理的系统工程ꎮ ２００８ 年代锋刚等[２６]

初步探讨了生态水利的理论内涵及影响因素ꎮ ２０１５ 年姜翠玲和王俊[５３] 定义生态水利内涵为“研究水利工程

建设和运行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影响下生态系统的演变趋势ꎬ 探索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ꎬ
采取的既能满足人类社会需求、 又能兼顾水生态系统健康和良性发展的各种措施和方法”ꎮ ２０１９ 年程冬兵和

周蕊[５４]结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水资源管理等领域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举措ꎬ 如“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水利工程补短板ꎬ 水利行业强监管”等ꎬ 扩展了生态水利的内涵ꎮ

生态水利是新时代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ꎮ ２０１３ 年水利部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

见»明确了中国水利工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撑形式ꎬ 标志着中国水利发展正式步入生态水利阶段ꎮ 进入新

时代ꎬ 中国现代水利事业将汇集工程水利、 环境水利、 资源水利的发展成果ꎬ 融合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以及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ꎬ 站在生态文明及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ꎬ 科学系统地研究建立生态水利学

科ꎬ 全面深入地发展生态水利事业ꎮ

４　 广义生态水利的内涵及过程与维度

４. １　 广义生态水利的定义与内涵

结合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及生态水利的涵义ꎬ 广义生态水利可定义为: 从流域(区域)生态系统全视

角、 水循环￣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统筹协调发展多维度、 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行调度全过程ꎬ 探

索“三生空间”优化布局与“三生用水”合理配置ꎬ 研究水资源合理开发、 高效利用、 生态调度、 生态修复、
生态安全等原理与技术方法的交叉学科ꎮ 该定义具有以下 ５ 层含义:

(１) 认知的系统性ꎮ 流域生态系统从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的微观用水需求ꎬ 从微型生态系统平衡的维

持ꎬ 到中观流域生态结构、 景观格局的塑造ꎬ 甚至到宏观更大区域范围乃至地球生物圈中的水汽环流ꎬ 是一

个循环作用的大系统ꎮ 水与种群庞大的动、 植物ꎬ 通过食物链、 养分循环、 能量交换、 水文循环以及气候系

统ꎬ 相互交织在一起ꎬ 处于复杂的平衡之中ꎮ 在这 ５ 种循环和作用中ꎬ 水资源专家多关注水文循环及运移转

化规律研究ꎬ 生态、 环境专家多关注水在生态系统中与生物群落之间进行的能量交换、 食物链、 养分循环ꎮ
生态水利是将二者结合起来ꎬ 竭尽努力防止对生态系统造成结构性、 功能性破坏ꎬ 并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

然修复功能ꎬ 努力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ꎮ
(２) 要素的多维性ꎮ 从传统的工程水利ꎬ 演变为环境水利、 资源水利、 生态水利ꎬ 从行业利益、 工程思

维ꎬ 升华到整体的、 系统的、 和谐的综合科学思维ꎬ 从单元的、 单维度的水利过程ꎬ 升维到全过程的、 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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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 可持续的综合调控过程ꎬ 满足更多方位、 更大区域、 更广空间协调平衡发展的要求ꎬ 是广义生态水利

的核心思想ꎬ 而“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水循环调控”复合系统主控要素的交互耦合调控理论与技术则是其核心

理论技术ꎮ 因此ꎬ 筛选复合系统中总量、 质量、 结构、 效率等主控多维要素ꎬ 分析交互耦合的胁迫影响及临

界阈值ꎬ 基于水资源、 生态约束下的经济发展模式ꎬ 进行相关生态安全设计、 生态调度、 生态修复等ꎬ 可为

工程建设、 流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ꎬ 以利提高“水事行为”的主动性、 前瞻性、 科学性和有效性ꎮ
(３) 过程的完整性ꎮ 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行调度是一个完整的过程ꎬ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全

面贯穿生态水利的思想ꎬ 特别是工程建成之后ꎬ 全生命周期的工程安全和生态安全ꎬ 是两项最为重要的使命

和责任ꎮ 河流上每一座重要的水利工程ꎬ 都应当纳入全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行动ꎬ 从将“生
态目标”嵌入兴利调度的简单调控过程ꎬ 转变为“后坝工时代”大尺度生态调度的综合调控过程ꎬ 即: 全流

域￣大空间尺度、 长系列￣大时间尺度、 水循环￣大系统尺度ꎬ 充分发挥生态调度对生态恢复和保护的重要作

用ꎮ 将水利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生态调度和生态安全纳入生态水利ꎬ 是该定义的一个重要内涵ꎮ
(４) 结构的空间性ꎮ 针对人口膨胀、 土地紧缺、 资源低效、 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以及空心化、 老弱化、

污损化、 非农化等“乡村病”ꎬ 面对未来发展资源约束趋紧、 环境污染加重、 生态系统退化的危机和挑战ꎬ
十八大提出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 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三生空间”优化目标和原则ꎮ
因此ꎬ 为“三生空间”优化布局提供决策支撑ꎬ 为“三生用水”合理配置提供保障服务ꎬ 成为了新时期生态水

利的重要任务ꎮ 如: 干旱内陆河“山区—人工绿洲—荒漠”是完整的水循环过程ꎬ 对应的“径流形成—水资源

利用—径流耗散”和“草原生态退化—绿洲次生盐碱化—河流下游荒漠化”的演变过程ꎬ 就完整地体现了生态

水利的空间结构ꎮ
(５) 学科的交叉性ꎮ 生态水利需融合水文学、 水力学、 地貌学、 地理学、 生态学、 环境学、 资源学、 水

利工程学等传统学科与现代信息技术ꎬ 在吸收传统学科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的基础上ꎬ 力图构建以生态健康

为目标的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方法技术体系ꎮ 将水利工程与生态建设相结合ꎬ 探索将“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创新路径ꎬ 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ꎮ 要按照生态学和水文学原理、 水资源高效利用原

则、 遵循自然平衡法则和发展规律要求ꎬ 建立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利用的生态水利体系ꎮ 通过生态规划、 生态

设计、 生态监控ꎬ 建设与自然和谐相处、 与周边景观协调的以人为本的水利工程ꎬ 以实现生态修复和生态安

全ꎬ 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１１]ꎮ

４. ２　 广义生态水利的过程与维度

４. ２. １　 生态水利发展的空间格局

空间格局是资源空间、 城市空间、 工业空间、 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等在国土空间开发中的反映ꎬ 是经济

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空间载体ꎬ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及资源配置效率ꎮ 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 法

国、 美国、 英国等在工业化、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ꎬ 曾同样遭遇过“城市病”“乡村病”的困境ꎮ 这些国家采取

了优化国土空间、 重视环境保护的发展策略[５５]ꎬ 对于指导中国解决当前城乡发展困境ꎬ 按照生产发展、 生

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要求调整空间布局ꎬ 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ꎮ
(１) 集约生产空间ꎬ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ꎮ 一、 二、 三产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功能ꎬ 要与天然生态系统和资

源环境保持很好的协调性ꎬ 促进人口、 经济、 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ꎻ 人口和经济规模以及产业结构ꎬ 要充分

考虑水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ꎬ 引导人口相对集中分布、 产业相对集中布局ꎬ 走生产空间集约利用、 产城融

合布局、 宜居易业的发展道路(图 ２)ꎮ 节能减排ꎬ 中水回用ꎬ 工业结构体系要按照发展循环经济和有利于污

染集中治理的原则集中布局ꎮ 发展有机绿色农业ꎬ 满足居民对农产品和生态产品的需求ꎮ
(２) 拓展生活空间ꎬ 美化绿色宜居环境ꎮ 城市空间在向城市群、 一体化发展的同时ꎬ 还应因地制宜建设

好各具特色的中小城镇ꎬ 为农村人口进入城镇预留生活空间ꎬ 扩大居住、 公共设施和绿地等建设空间ꎬ 优化

与之相适应的人口经济规模以及产业结构ꎮ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ꎬ 根据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和

速度ꎬ 逐步将闲置的农村居民点等复垦整理成农业生产空间或绿色生态空间ꎮ 统筹城乡发展ꎬ 不断提高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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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ꎬ 完善城镇乡村路网交通体系ꎬ 美化、 拓展城乡生活空间和宜居

环境ꎮ

图 ２　 “三生空间”与生态水利空间格局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ｒｅ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３) 保护生态空间ꎬ 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ꎮ 生态空间包括绿色生态空间和其他生态空间ꎮ 绿色

生态空间包括天然草地、 林地、 湿地、 水库、 河流、 湖泊和冰川及永久积雪等ꎻ 其他生态空间包括荒草地、
盐碱地、 高原荒漠和裸地沙地等ꎮ 要按照宜农则农、 宜草则草、 宜林则林、 宜荒则荒的原则ꎬ 合理开发利用

和保护生态空间ꎮ 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创新路径ꎬ 留够河道内自然生态用水ꎬ 修复“河湖廊

道”生态景观和生物群落ꎬ 建设城镇、 乡村、 农田供水渠(管)网和绿色林网ꎬ 构建各生态单元互动连通的山

水林田湖草 “大生态”系统ꎮ
４. ２. ２　 生态水利的维度及复合结构体系

生态水利是一个“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水循环调控”的多维度复合系统ꎬ 应用生态水利理念指导水资源开

发利用ꎬ 其目标不是片面追求生态系统的改善、 忽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ꎬ 而是围绕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

高质量耦合发展理念ꎬ 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水循环调控”多维度ꎬ 建设生态协调、 环境优美、 水资源持续

利用并获得最佳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流域生态经济系统ꎬ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ꎬ 为实现“生产空间

集约高效、 生活空间绿色宜居、 生态空间青山绿水”的国土空间均衡发展、 优化布局提供科学支撑ꎮ
(１) 生态环境保护维度ꎮ 生态环境是指整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总和ꎬ 它包括除人以外的一

切活生物体和非生物体ꎬ 前者指植物、 动物和微生物ꎬ 后者包括大气层、 光、 热、 水、 矿物质、 土壤等ꎮ 在

生态水利研究中ꎬ 重点关注水生生态系统、 陆生生态系统及其水陆交错生态系统ꎮ 旱区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

中的脆弱区域ꎬ 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ꎬ 如河道断流、 湖泊干涸、 水质污染、 天然植被覆盖率低、 生物

多样性下降、 土地沙漠化、 土壤盐碱化等ꎬ 旱区生态水利必须运用生态学原理ꎬ 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ꎬ 促进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ꎮ
(２) 社会经济发展维度ꎮ 社会经济活动是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ꎬ 各种地区、 部门、 单位和

环节等所构成的统一体ꎬ 包括人类社会、 经济活动、 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 ４ 个要素ꎮ 社会经济是生态水利

的主要研究对象ꎬ 一方面ꎬ 社会经济发展时刻离不开生态环境提供的物质、 能量和信息ꎬ 可以说ꎬ 生态环境

是社会经济系统存在的必要条件ꎮ 另一方面ꎬ 社会经济系统也会强烈地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ꎬ 干扰和影响生

态秩序ꎬ 甚至恶化生态环境ꎮ 同时ꎬ 生态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的质量之间也有密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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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 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提供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ꎬ 提升人们生活质量ꎬ 反之则会对社会经济系统带来

负面影响ꎮ
(３) 水循环调控维度ꎮ 水循环包括自然水循环和社会水循环ꎬ 其中自然水循环系指大气水、 地表水、 土

壤水和地下水 ４ 个子系统之间的转化ꎻ 社会水循环主要包括供水、 用(耗)水、 排水和回用 ４ 个子系统ꎮ 耗水

系统是社会水循环的核心ꎬ 也是社会经济活动使水资源价值流不断耗散的主要环节ꎬ 而排水系统是社会水循

环与自然水循环的联结节点ꎮ 因此ꎬ 以社会经济系统为中介ꎬ 水循环过程与生态环境系统也存在着联系ꎮ 对

于天然水循环ꎬ 生态水利关注的是不同尺度、 不同区域水循环的过程和规律ꎻ 社会水循环是生态水利调控的

主要范畴ꎬ 过去工程水利都是针对自然水循环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控ꎬ 而生态水利主要针对社会水循环进行

调控ꎬ 使人类少从自然水循环取水ꎬ 少向自然水循环排污水ꎬ 使治水遵循流域水循环系统演变规律ꎬ 维护水

循环过程中的更新水资源、 净化环境与维持生态系统完整的三大基本功能ꎬ 以维持自然与社会水循环的

平衡ꎮ
(４) 生态水利复合系统交互耦合与优化调控ꎮ 打破旱区弱水资源承载力、 高生态胁迫压力、 低经济发展

能力的桎梏ꎬ 对“三生空间”用水结构和“三生用水”供需平衡进行双向优化(图 ３)ꎮ 基于长序列水资源数据、
生态调查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ꎬ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 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５６]ꎬ 从生态环境￣社
会经济￣水循环调控复合系统中ꎬ 筛选出总量、 质量、 结构、 效率等关键要素及其临界指标[５７]ꎬ 揭示关键主

控要素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交互耦合的生态环境效应ꎬ 应用耦合度模型[５８]、 结构方程模型[５９￣６０]、 动态仿真

模拟[６１]、 协调度模型[６２]、 多目标优化模型等综合测度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ꎬ 提出良性耦合协调的发展

模式及对策建议ꎮ

图 ３　 生态水利复合系统交互耦合关系

Ｆｉｇ. 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５) 生态水利与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ꎮ 不同学者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不同ꎬ 对高质量发展水平

的测度角度与方式也不尽相同ꎮ 有学者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ꎬ 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表征[６３]ꎬ 大部分学者

从高质量发展的广义角度建立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ꎬ 多层次综合测度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６４￣６５]ꎮ 流

域高质量发展可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水循环调控 ３ 个维度ꎬ 围绕总量、 质量、 结构、 效率等关键要素ꎬ 从

经济发展、 创新效率、 民生改善、 环境状况和生态状况等 ５ 个方面ꎬ 建立三级评价指标体系ꎬ 运用评价方法

如熵权法对流域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ꎬ 从时间和空间 ２ 个维度分析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演变

规律[６６￣６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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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３　 基于“全过程”的生态水利发展模式

生态水利注重在水利工程的全生命周期ꎬ 即“规划设计—建设管理—运行调度”全过程ꎬ 都应遵循自然

规律ꎬ 将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要求贯穿到各个环节ꎬ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ꎮ
(１) 规划设计空间定位模式ꎮ 在宏观战略层面ꎬ 按照“以水定地ꎬ 以水定城ꎬ 以水定产ꎬ 适水发展”的

原则ꎬ 合理确定“生态保护红线ꎬ 基本农田边界、 城乡开发边界”ꎬ 为“三生空间”优化布局提供决策支撑ꎻ
同时ꎬ 也为优化后的“三生空间”合理配置“三生用水”提供明确目标ꎮ 在流域规划设计层面ꎬ 以“三条红

线———用水总量、 用水效率、 限制纳污”为前置条件ꎬ 制订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方

案ꎬ 统筹考虑供水、 发电、 防洪等工程布局ꎬ 重点关注维持生物群落多样性和栖息地空间的异质性ꎬ 注重干

支流、 上下游、 左右岸以及河道、 岸线、 陆地生态功能协调性ꎬ 充分发挥工程体系的整体效益ꎬ 尽量降低对

生态环境的干扰ꎮ
(２) 建设管理自然生态模式ꎮ 在工程设计方面ꎬ 加强生态水工建筑物的设计和应用ꎬ 如结合河流地貌特

点做好河势规划ꎬ 保持河道的自然蜿蜒性、 水流纵向上的连续性、 横向上的连通性以及岸边和底质材料的透

水性等ꎮ 在建设过程中ꎬ 减小对河流侵蚀影响ꎬ 多采取带鱼道的水坝、 缓坡或多段式跌水等ꎬ 对河流自然形

态和天然水流形态改变相对较小的工程结构ꎻ 通过建设洄游通道、 增殖放流、 异地建立保护区等措施保护关

键水生生物ꎻ 通过在河床上设置深潭￣浅滩、 岸边设置沼泽湿地、 修建半空砌石护岸、 种植林草带等ꎬ 为生

物营造适宜的栖息环境ꎮ 在运行管理阶段ꎬ 依照生态学原理进行河流的治理ꎬ 如采用木材、 竹笼、 石块等生

态友好型工程材料ꎬ 尽可能避免全部采用混凝土等硬质不透水材料ꎬ 恢复水域形态及地貌特征ꎬ 重构生物及

鱼类生境条件ꎮ
(３) 运行调度全域拓展模式ꎮ “后坝工时代”已开始深刻影响未来水资源开发、 利用、 保护与管理ꎮ 水

利工程从建成到长期服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ꎬ 各自为阵的水库兴利调度已不能适应流域水安全的综合要求ꎮ
必须从全流域￣大空间尺度、 长系列￣大时间尺度、 水循环￣大系统尺度ꎬ 重新审视我们的水事行为ꎬ 兼顾上

下游、 干支流、 左右岸ꎬ 建立水利工程全生命周期生态安全、 联合调度体系和运行管理制度ꎬ 将河流生态保

护纳入其全服役期ꎬ 根据河道的生态需水量和需水过程确定水量调度规则ꎬ 尽可能恢复流量、 水温、 洪水脉

冲等自然水文情势ꎬ 保护与修复库区及大坝下游河流生态系统ꎬ 实现防洪兴利和生态保护的双赢ꎮ 必要时ꎬ
牺牲部分经济效益也在所不惜ꎮ

５　 结论与展望

(１) 从时间来看ꎬ 生态水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时代产物ꎮ 生态水利汇集和传承了工程水利、 环境水利、
资源水利的发展成果ꎬ 从多维度、 全过程的视角拓展广义生态水利的内涵和理念ꎬ 融合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

文明思想ꎬ 站在生态文明及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ꎬ 探索未来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之路ꎬ 推动生态水利

事业创新发展ꎮ
(２) 从空间来看ꎬ 生态水利是“三生关系”耦合的系统升维ꎮ 应当跳出水利看水利ꎬ 从“生态环境￣社会

经济￣水循环调控”３ 个维度统筹协调ꎬ 站在国土资源高效利用、 空间均衡、 优化布局、 高质量发展的顶层ꎬ
科学把控水利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定位ꎬ 为优化后的“三生空间”合理配置“三生用水”ꎮ

(３) 从过程来看ꎬ 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前)—建设管理(中)—运行调度(后)是一个完成水事行为的全过

程ꎬ 生态水利既要管前ꎬ 也要管中ꎬ 更要管后ꎮ 管前ꎬ 应将规划前移至“三区三线ꎬ 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ꎻ 管中ꎬ 应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期ꎬ 采取尽可能的措施避免对生态环境产生过大的扰动ꎻ 管后ꎬ 应

将生态恢复和生态调度后沿至水利工程全“服役期”ꎬ 针对“后坝工时代”河流生态系统胁迫问题ꎬ 开展全流

域大尺度生态调度ꎮ
(４) 本文给出了广义生态水利的定义和内涵ꎬ 提出生态水利发展的空间格局、 结构维度、 过程控制、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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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等ꎬ 还是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ꎮ 若作为水利发展的一种新动态、 新理念ꎬ 仍需广大学者开展广泛深入

的研究ꎮ 当前ꎬ 长江大保护和黄河协同推进大治理已提上国家议程ꎬ 塔里木河、 黑河等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弱

水资源承载力、 高生态胁迫压力、 低经济发展能力的问题十分突出ꎬ 为生态水利的研究、 示范和实践提供了

平台ꎮ 因此ꎬ 选择典型流域或区域ꎬ 开展纵深化的研究与实践正逢其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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