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３１ 卷 第 ５ 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３１ꎬＮｏ. ５
Ｓｅｐ. ꎬ２０２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２０ ０５ ０１５

水电工程水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方法与调控措施
陈求稳１ꎬ２ ꎬ 张建云１ꎬ２ ꎬ 莫康乐３ ꎬ 陈宇琛３ ꎬ 关铁生１ ꎬ 王国庆１ ꎬ 林育青２ꎬ３
(１.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ꎻ
２. 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８ꎻ

３.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 围绕水电工程的水生态环境问题ꎬ 重点梳理了水库运行下关键生源要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变化及其水生
态效应、 底栖动物生境和鱼类生境以及鱼类洄游通道的影响、 水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进
展ꎬ 剖析了当前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中存在的难题ꎬ 从理论、 方法与技术角度阐明了出现这些难题的原因ꎮ 提出
了水电开发水生态环境保护未来需要重点开展的研究: 长期系统性观测ꎬ 揭示库内生源要素的滞留￣ 转化￣ 输送过程
与机制及水生态环境累积效应ꎻ 水库调控导致的鱼类性腺发育有效积温和产卵临界水温节律变化以及两者对鱼类
种群繁衍的联合作用ꎮ 最后特别指出当前针对鱼类保护的部分强制性措施存在的问题ꎬ 并提出了高坝多环境因子
调控的生态调度和支流生境替代等鱼类保护技术以及保护效果量化评价新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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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开发是保障能源安全、 优化能源结构甚至支持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ꎮ 但是ꎬ 水库运
行改变了河流的水文过程ꎬ 从而影响河流中生源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行为及相应的物质场、 能量场、 化学场
和生物场ꎬ 最终改变河流生态系统的物种构成、 栖息地分布以及相应的生态功能ꎮ 因此ꎬ 水电工程生态环境
效应已成为水电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瓶颈ꎬ 也是国际水科学长期的研究热点ꎮ

Ｈａｒｍａｎ 和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ｏｎ [１] 、 Ｃｈｅｎ 和 Ｏｌｄｅｎ [２] 研究了水电站运行对河流自然水文过程的改变ꎬ 发展了生态水

文学ꎻ Ｓｃｈｍｉｔｔ 等 [３] 研究了建坝对河流泥沙与河貌形态的影响ꎬ 发展了生态河貌学ꎮ 针对水体的理化特性ꎬ
研究了水库运行对关键生源要素生物地球化学行为的作用ꎬ 揭示了碳、 氮、 磷、 硅的滞留 [４￣５] 和库内营养盐

结构变化、 藻类水华及温室气体释放的机制 [６￣８] ꎮ Ｏｒｒ 等 [９] 和 Ｍｏｒａｎ 等 [１０] 研究了水电运行对河流生物群落的
影响ꎬ 发现浮游生物显著性增加ꎬ 无脊椎动物的分布和密度显著减少 [１１] ꎮ 在水电开发对鱼类影响方面ꎬ 重
点研究了洄游性鱼类、 珍稀鱼类和重要经济鱼类的保护 [１２￣１５] ꎬ 研制了鱼类电子传感器与跟踪装备、 基于个
体的鱼类行为模型、 气体过饱和控制、 生态鱼道设计等ꎬ 建立了生态水力学ꎮ Ｇｒｕｍｂｉｎｅ 和 Ｘｕ [１６] 揭示了水库
蓄水对消落区的影响及库区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过程ꎬ Ｎｇｏｒ [１７] 研究了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ꎬ 指
出水电开发可能导致下游洪泛区湿地减少、 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态服务功能退化、 鱼类生物量显著下降ꎮ 在

水电开发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ꎬ 重点研究了鱼类洄游通道 [１２] ꎬ 建立了生态鱼道、 升鱼机、 集鱼放流等技术ꎻ
研究了一序列的生态流量确定方法 [１４ꎬ１８￣１９] ꎬ 提出了最小生态流量、 适宜生态流量、 生态流量过程等 [２ꎬ２０￣２１] ꎬ
建立了面向水温需求的分层取水技术 [２２] 、 面向下游生态流量保障 [２３￣２４] 的生态调度技术ꎻ 针对部分鱼类ꎬ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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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增殖放流、 替代生境构造等生态补偿措施 [１０ꎬ１３] ꎮ 国内结合三峡、 小浪底、 二滩、 小湾、 糯扎渡等特大
型水利水电工程ꎬ 研究了径流情势变化及其水生态效应 [２５] ꎬ 中华鲟、 裂腹鱼、 圆口铜鱼等珍稀鱼类的增殖
放流技术 [２６] ꎻ 针对长江“ 四大家鱼” 和中华鲟保护ꎬ 开展了生态调度研究并进行了工程应用 [２６￣２７] ꎬ 研究了库
区消落带生源要素转化以及生态修复与开发利用技术 [２８] ꎬ 库湾富营养化与水动力的关系等 [２９] ꎮ 在重大水电
工程建设的推动下ꎬ 中国提出并发展了生态水工学 [３０] ꎬ 深化了生态水力学 [３１￣３２] ꎮ 虽然围绕水电开发生态环

境效应与保护问题已经开展了大量且深入的研究ꎬ 但是随着水电开发进一步向河流上游尤其是生态脆弱区发
展ꎬ 新的挑战不断出现ꎻ 已建水电工程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ꎬ 生态环境累积效应和前期未知生态环境问题逐
步凸显ꎻ 众多生态环境调控措施经过工程实践的检验ꎬ 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急需重新研究评价ꎮ 同时ꎬ 由于
观测技术的提升和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发展与交叉ꎬ 一些新的现象被逐步发现ꎬ 新的机制被逐步揭示ꎮ
本文针对水电工程的水生态环境问题ꎬ 重点阐述水库运行对碳、 氮、 磷形态转化与输送通量、 鱼类物理
生境关键因子、 鱼类洄游通道等影响的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ꎬ 分析生态环境保护的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存
在的难题及其内在原因ꎬ 从而提出未来需要重点突破的研究难点ꎮ

１

水电工程对关键生源要素循环影响
水电开发对关键生源要素碳、 氮、 磷、 硅的影响最为直接显著ꎮ 其中对碳、 氮的关注重点是水库温室气

体的排放ꎬ 对磷、 硅的关注重点是水库的拦截ꎬ 重点对象包括库内水体、 沉积物和消落带ꎬ 如图 １ꎮ

图１

水库运行影响下消落带和库内关键生源要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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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建设改变了河流自然水文情势ꎬ 水力停留时间增大ꎬ 库内初级生产力上升ꎬ 有机质在库内沉积ꎬ 造

成 ＣＨ４ 和 Ｎ２ Ｏ 的释放ꎬ 主要包括扩散和气泡两种排放方式ꎬ 由于 ＣＨ４ 和 Ｎ２ Ｏ 具有更强的温室效应ꎬ 因此一
种观点认为水库显著增加了温室效应潜力ꎬ 从而引发对于水电清洁性的争议 [３３] ꎮ 水库温室气体的监测方法
主要包括薄边界层法、 静态箱法等ꎬ 赵炎等 [３４] 系统阐述了静态箱法、 梯度法、 倒置漏斗法、 涡度相关法等
监测方法ꎬ 比较了各自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ꎮ 由于中国水库在蓄水之前普遍采取严格的清库措施ꎬ 水库温室
群体的排放通量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７] ꎮ Ｓｈｉ 等 [８ꎬ３５] 在澜沧江梯级水库的研究发现ꎬ 澜沧江梯级水库温室
气体排放通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ꎬ 并随着库龄的增长呈现快速降低的趋势ꎮ 水库建设形成大量新的洲滩
和水库消落带ꎬ 受发电影响ꎬ 库水位频繁波动ꎬ 导致洲滩和消落带周期性淹没￣ 落干ꎬ 增强了水体与洲滩和
消落带之间的水热及物质交换 [３６] ꎮ Ｙｕ 等 [２８] 研究发现在水位反季节调控的三峡水库ꎬ 消落带在落干向淹没
转变过程中ꎬ 发生 Ｎ２ Ｏ 从汇向源的转换ꎬ 而且存在较高的初期释放峰值ꎮ Ｓｈｉ 等 [８] 在澜沧江洲滩的研究发

现ꎬ 发电导致库水位频繁波动强化了水库反硝化脱氮ꎮ 目前ꎬ 针对水库温室气体及水电清洁性的综合评价可
采取水库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的方法 [３７] ꎬ 但是ꎬ 该方法的评价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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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对溶解性硅酸盐的拦截主要是由于水力停留时间延长ꎬ 促进库内藻类繁殖ꎬ 硅藻由于密度相对较
大ꎬ 容易下沉而滞留在库内ꎬ 从而阻止硅酸盐向下游的输送ꎮ 崔彦萍等 [３８] 分析发现三峡水库蓄水后对长江
河口 ＳｉＯ３２ ￣ Ｓｉ 浓度产生影响ꎬ 导致 ＳｉＯ３ ￣ Ｓｉ / ＤＩＮ、 ＳｉＯ３ ￣ Ｓｉ / ＰＯ４ ￣ Ｐ 比值降低ꎮ Ｗａｎｇ 等 [３９] 进一步分析了
－

２－

２－

３－

ＳｉＯ３ ￣ Ｓｉ 浓度以及营养盐结构变化对长江口浮游植物群落的影响ꎬ 发现虽然硅藻依然是河口的优势种类ꎬ 但
２－

是其占比显著下降ꎮ Ｃｈｅｎ 等 [６] 在澜沧江梯级水库的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的现象ꎬ 上游梯级ꎬ 尤其高坝大库ꎬ
导致下游硅酸盐显著降低ꎬ 受温度梯度和营养盐结构的共同影响ꎬ 上游水库以硅藻为优势种ꎬ 逐步过渡到下
游水库以绿藻和蓝绿藻为优势种ꎮ 但是ꎬ 该研究指出由于沿程的补给ꎬ 硅酸盐浓度呈现逐步回升的趋势ꎮ
水电大坝对磷的影响一直是水电工程生态环境效应关注的焦点ꎬ 通常的方法主要包括: 基于磷的物料平

衡模型进行估算 [４ꎬ７] ꎬ 基于水库对泥沙及其携带的颗粒态磷的拦截进行估算ꎮ Ｍａａｖａｒａ 等 [４] 认为ꎬ 水库大量
拦截了总磷和溶解态磷ꎬ 且拦截比例随着水库水力停留时间呈指数增长ꎬ 最高达到 ８０％ 以上ꎬ 从而对全球
磷的循环产生影响ꎮ Ｓｔｏｎｅ [４０] 和 Ｓｃｈｍｉｔｔ 等 [３] 针对湄公河水电开发的研究认为ꎬ 由于水库对泥沙的拦截ꎬ 可能
导致 ４０％ 的磷被拦截在库内 [４０] ꎮ 但是ꎬ Ｃｈｅｎ 等 [６] 认为这些研究首先缺乏足够的长序列观测数据的支撑ꎬ 其

次聚焦于水库对泥沙中结合态磷的拦截ꎬ 忽略了水库内发生的磷生物地球化学转化过程以及与之相应的生物
有效磷的释放与输送ꎻ 他们通过对澜沧江梯级水库的研究结果发现ꎬ 澜沧江梯级水电可能并不会导致下游河
道生物可利用磷降低ꎬ 提出了高坝深库对磷生物地球化学转化及输送的影响机制概念模型ꎮ 研究结果冲击了
长期以来有关建坝对河流生源要素影响的传统认知ꎬ 并指明水电开发生态环境影响长期系统性监测的重
要性ꎮ
水库建设后ꎬ 由于水文水动力条件的变化以及水力停留时间的显著增加ꎬ 在库湾水域容易发生水华现

象ꎬ 尤其是在出现水温分层的高坝大库局部水域ꎮ Ｌｉｕ 等 [２９] 探索了三峡水库分层异重流形成机制ꎬ 分析了不
同分层异重流情势下库湾微流场特征ꎬ 构建了入库支流河口区域临界层、 光补偿层和混合层 ３ 层结构与藻类

水华的关系模型ꎬ 发现库湾底层倒灌异重流和中层倒灌异重流导致的水温特殊分层及营养盐输移补给是香溪
河库湾浮游植物群落演替和水华暴发的关键诱因ꎮ 该研究表明库内微流场精细观测和分析对于揭示水库物质
循环及其水生态环境效应的重要性ꎮ

２

水电工程对河流水温情势影响
伴随着水电工程建设带来的水文情势改变ꎬ 河流水体温度在空间分布和时间节律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ꎮ 水温是水体重要的物理特征指标之一ꎬ 其变化直接影响河水物理、 化学、 生物等一系列过程ꎬ 包括物质
溶解、 初级生产力、 鱼类栖息地等 [４１￣４２] ꎮ 水库建设改变了河流水面宽度、 水深、 水力停留时间等ꎬ 对水温

最直观的影响表现在库区水温分层和坝下沿程河道水温节律变化 [４３] ꎮ 高频次的水温原位观测研究可以揭示
水库水温分层变化的全过程ꎬ Ｌｉｕ 等 [４４] 发现水库水温分层循环可以分为 ３ 个阶段: 形成期、 稳定期、 减弱
期ꎮ 研究发现水温分层现象呈现出水深越大ꎬ 分层现象越显著 [４３] ꎮ 由于水库水温的分层ꎬ 水库表层和底层

水体的下泄直接影响下游河道的水温节律ꎮ 一般情况下ꎬ 河流表层水体和与之接触的空气层的热交换决定了
水体温度ꎬ 其受到气温、 辐射、 风速等环境因子影响较大ꎬ 然而大坝泄水改变了这一情况ꎬ 水库底层水的下
泄显著影响了下游河流水温 [４５] ꎬ 下泄水温成为了控制下游河道水温的主要因素 [４６] ꎬ 通常表现为下游河道水
温夏季比自然情况偏低ꎬ 冬季比自然情况偏高ꎬ 如图 ２( ａ) ꎮ

河流水温自然节律的改变ꎬ 直接影响了整个河流水生态系统ꎬ 大部分生物对环境温度具有感知适应性ꎬ

水温节律的变化对群落结构和组成造成影响 [４７￣４８] ꎮ Ｌｕｇｇ 和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４９] 综述了水温在整个鱼类生活史中的影
响ꎬ 表明温度改变会引发鱼类的心率、 呼吸率、 代谢率、 产卵率、 孵化率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响应ꎮ 鱼类在长
期适应气候条件后ꎬ 其繁殖遵循季节交替规律ꎬ 当水温变化节律被扰乱时ꎬ 鱼类产卵将受到外在环境压力的
影响 [５０] ꎮ 例如ꎬ 卵母发育过程的延迟 [５１] 、 卵子产量的降低 [４７] 、 有效繁殖率和生存率降低 [２２ꎬ５２] 等各种不利

于鱼类繁衍的情景ꎬ 在水温节律改变的情况下均会发生ꎮ 物种繁殖有具体的热量需求 [５３] ꎬ 描述鱼类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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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卵和生长受温度变化的影响 [５２ꎬ５４￣５５] 主要通过触发产卵的临界温度和性腺发育过程的积温阈值作为主要指
标ꎮ 开始产卵的临界水温与产卵季节、 鱼类种类、 栖息地、 地理因素有关 [５６] ꎮ 例如ꎬ 长江中华鲟开始产卵
的临界水温值在 １８ ℃ 以下 [２２] ꎬ Ｃｌ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大坝下游黄鱼产卵的临界水温值在 １９ ℃ 以上 [５７] ꎬ 比斯开湾的凤
尾鱼产卵临界水温值在 １４ ℃ 以上 [５８￣５９] ꎮ 然而ꎬ 仅依赖触发产卵的临界水温不足以完整描述水温对鱼类繁殖
的影响ꎬ 因为产卵前期性腺发育成熟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ꎬ 而以性腺发育积温阈值表征的是长期度量指
标 [６０] ꎬ 可以更好地描述水温对鱼类繁殖的影响ꎮ 例如在发育起点温度为 １５ ℃ 和 １８ ℃ 时ꎬ 欧洲鳗鱼发育至

性成熟的积温阈值为 ９００ ℃ ｄ 和 １ ３００ ℃ ｄ [６１] ꎮ 此外ꎬ 由于鱼类对外界环境压力的适应性和可塑性 [６２￣６３] ꎬ
鱼类繁殖积温和产卵临界水温具有一定的耐受范围 [５５] ꎮ 性腺发育积温阈值和产卵临界水温阈值到达的时间
共同决定了鱼类的繁殖效率ꎬ 如图 ２( ｂ) 、 图 ２( ｃ) ꎮ

图２

金沙江溪洛渡水库运行影响下坝下水温节律和圆口铜鱼性腺发育积温节律以及产卵期临界水温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ｆｏｒ Ｃｏｒｅｉｕｓ 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 ｇｏｎａｄ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ｒｅｉｕｓ 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从水库不同热分层下泄水体是调节下游河道水温的有效方式 [４５￣４６] ꎬ 通过有效的调度方案可以实现基于

水温的河道生态保护 [６４] ꎮ 但是ꎬ 对于存在梯级水库的 河 流ꎬ 水 库 对 河 流 水 温 的 影 响 还 存 在 沿 程 累 积 效
应 [６５￣６６] ꎬ 在确定梯级水库调度规则时ꎬ 需要对其进行系统性模拟分析ꎮ

３

水电工程泄水溶解性气体过饱和及其生态影响
高坝泄水导致水体总溶解气体(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ꎬ ＴＤＧ) 过饱和ꎬ 在下游河道中由于气体不能快速释

放ꎬ 可能对水生生物尤其是鱼类造成损伤ꎬ 导致鱼类患“ 气泡病” ꎬ 甚至死亡 [６７] ꎮ 关于大坝泄水 ＴＤＧ 过饱和

问题的研究可以概括为 ３ 个方面: 泄水近区 ＴＤＧ 过饱和的发生过程、 过饱和 ＴＤＧ 在下游河道的释放过程、
过饱和气体对鱼类的生态危害ꎮ

ＴＤＧ 过饱和的发生主要受气泡承压的影响ꎬ 同时水流紊动强度、 气泡滞留时间、 水温、 掺气浓度及含

沙量等也对过饱和 ＴＤＧ 的生成产生影响ꎬ 但是含沙量 [６８] 影响极小ꎮ 关于过饱和 ＴＤＧ 生成过程的研究手段包
括原型观测、 机理实验、 模型实验和数学模型等ꎮ Ｈｅｄｄａｍ [６９] 基于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河 Ｄａｌｌｅｓ 坝和 Ｊｏｈｎ Ｄａｙ 坝上、 下

游 ＴＤＧ 饱和度原型监测的数据ꎬ 采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方法ꎬ 建立了大坝泄水上下游饱和度差值预测模型ꎮ
Ｌｉ 等 [７０] 通过在雅砻江、 岷江、 澜沧江和长江上的 ４ 座水电站开展过饱和 ＴＤＧ 原型观测ꎬ 分析了其生成影响

因素ꎬ 并基于一阶传质动力学建立了过饱和 ＴＤＧ 生成预测机理模型ꎮ 由于原型观测大多局限于特定坝型或

者水动力条件ꎬ 建立的预测模型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局限性ꎮ 在过饱和 ＴＤＧ 生成规律机理实验研究方面ꎬ
ＤＥＭｏｙｅｒ等 [７１] 通过建立 ９. ６ ｍ 高水池ꎬ 分别探讨了气泡和水面在传质过程中的重要性ꎻ Ｌｕ 等 [６７] 利用高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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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研究了气泡滞留时间与 ＴＤＧ 饱和度的关系ꎬ 建立了基于滞留时间的 ＴＤＧ 饱和度预测模型ꎮ 物理模型实验
方面ꎬ Ｂａｇａｔｕｒ 和 Ｏｎｅｎ [７２] 开展了射流传质过程实验ꎬ 由于缩尺物理模型未考虑雷诺数和韦伯数ꎬ 质量传递过
程和气泡尺寸、 气泡分布等无法实现模型与原型相似 [７３] ꎬ 较难模拟出原型中的 ＴＤＧ 浓度分布场ꎬ 所以采用
物理模型研究过饱和 ＴＤＧ 生成过程具有局限性ꎮ 多维、 多相流的紊流数学模型已成为研究 ＴＤＧ 生成过程的

重要方法之一ꎮ Ｗａｎｇ 等 [７４] 建立了基于流体体积法(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Ｆｌｕｉｄꎬ ＶＯＦ) 的两相流过饱和 ＴＤＧ 生成模型ꎬ
气泡尺寸由气泡数密度函数计算ꎬ 并采用考虑了气泡传质过程的输运方程ꎬ 模型预测了不同调度方式下

ＭｃＮａｒｙ坝消力池内的 ＴＤＧ 饱和度分布ꎮ 目前ꎬ 水气两相流模型由于气泡传质机理和气泡尺寸分布等方面的
系统性研究较少、 消力池流场模拟精度不高等问题限制了模型的应用ꎮ

坝下河道 ＴＤＧ 的释放主要受水深、 水温、 风速、 紊动强度、 含沙量和河流形态等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水

深的增大减缓了过饱和 ＴＤＧ 的释放速率 [７５] ꎬ 在梯级高坝体系中ꎬ 上游高坝泄水产生的 ＴＤＧ 过饱和水体进入
到下游深水库区ꎬ 可能扩大其生态影响ꎬ 如 ２０１４ 年发生的溪洛渡泄水造成下游向家坝库区死鱼案例ꎮ 实验
表明ꎬ 过饱和 ＴＤＧ 耗散系数与水温成正比 [７６] ꎮ 过饱和 ＴＤＧ 在坝下河道中的传质过程主要发生在气液交界
面ꎬ 风对传质过程具有促进作用ꎬ 使过饱和 ＴＤＧ 加速释放 [７７] ꎮ 研究表明ꎬ 水体紊动强度的增加ꎬ 加速了过
饱和 ＴＤＧ 的释放 [７８] ꎮ 过饱和 ＴＤＧ 释放的另一个途径是游离气体分子聚集成核ꎬ 形成气泡析出ꎮ 含沙量的增
加ꎬ 为游离气体分子聚集成核提供了大量的介质ꎬ 使过饱和状态更快降低至平衡态 [７９] ꎮ 复杂的河流形态可
造成复杂的流态ꎬ 提高了局部的紊动强度ꎬ 促进过饱和 ＴＤＧ 的释放 [８０] ꎮ 为预测过饱和 ＴＤＧ 在坝下河道中的
释放过程ꎬ 目前主要采用的手段有原型观测、 模型实验和数学模型等ꎮ Ｆｅｎｇ 等 [８１] 根据金沙江、 雅砻江、 岷

江等河道 ＴＤＧ 饱和度原型观测结果和明渠水槽实验结果ꎬ 建立了基于摩阻流速和弗劳德数等水动力因子与
ＴＤＧ 释放过程的定量关系ꎻ Ｋａｍａｌ 等 [７５] 对比了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河和 Ｋｏｏｔｅｎａｙ 河的释放过程ꎬ 结果表明河道水深与

流速的比值越大ꎬ ＴＤＧ 释放越慢ꎮ 在模型实验方面ꎬ Ｏｕ 等 [７６] 研究了水温对过饱和 ＴＤＧ 释放过程的影响ꎬ
提出了温度修正系数ꎻ Ｈｕａｎｇ 等 [７７] 开展了风速对过饱和 ＴＤＧ 释放的影响ꎬ 建立了过饱和 ＴＤＧ 释放过程与风

速的定量关系ꎮ 但是对于天然河道ꎬ ＴＤＧ 释放影响因素较多ꎬ 模型试验结果的应用效果有待进一步验证ꎮ
在数学模型方面ꎬ 国内外重点研究了溶解氧或二氧化碳在水气界面的传质理论及其系数确定ꎬ 研究成果多属
于由欠饱和态向饱和平衡态转变过程ꎬ 并不适合 ＴＤＧ 由过饱和态向饱和平衡态转变过程ꎮ 过饱和 ＴＤＧ 释放
过程计算流体动力学模型主要分为单相流模型和多相流模型ꎮ 在单相流模型方面ꎬ ＴＤＧ 输运方程中源项的
计算主要采用传质系数经验方程ꎮ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 [８２] 采用二维水动力水质模型 ＭＡＳＳ２ 模拟了 Ｂｏｎｎｅｖｉｌｌｅ 和 Ｉｃｅ

Ｈａｒｂｏｒ 坝下河道内 ＴＤＧ 分布规律ꎬ 其中输运方程中 ＴＤＧ 源项的传质系数采用 Ｏ′Ｃｏｎｎｏｒ [８３] 提出的与风速相关
的方程ꎮ Ｓｈｅｎ 等 [８４] 采用三维紊流模型模拟研究了支流与干流交汇处 ＴＤＧ 的分布ꎬ 其中自由界面传质系数采

用与涡黏系数和平均水深相关的方程ꎮ 多相流模型能对 ＴＤＧ 模型进行改进ꎬ 可以很好模拟自由液面的变化、
气泡运动过程、 水气界面传质过程等ꎮ Ｆｕ 等 [８５] 采用非恒定流条件下三维两相流过饱和 ＴＤＧ 预测模型ꎬ 模拟

葛洲坝下游 ３. １ ｋｍ 范围内的过饱和 ＴＤＧ 输运释放过程ꎬ 其中水气交界面传质系数的计算采用溶解氧复氧系
数方程ꎮ Ｐｏｌｉｔａｎｏ 等 [８６] 采用两相流模型模拟了 Ｗｅｌｌｓ 坝下游 ５ ｋｍ 范围内的 ＴＤＧ 输运过程ꎬ 其中传质方程为
气泡大小和气体体积分数的函数ꎮ 三维水气两相流模型具有很多优点ꎬ 但是比较适用于局部精细化模拟ꎬ 当
计算区域范围较大时ꎬ 模型计算速度及收敛性有待解决ꎮ

针对 ＴＤＧ 过饱和对鱼类的危害ꎬ 重点研究了鱼类气泡病及其症状 [８７￣８８] 、 气泡病的致病因素 [８９￣９０] 、 鱼类

对过饱和 ＴＤＧ 的耐受性 [９１] ꎬ 从而评价高坝泄水过饱和 ＴＤＧ 的生态风险 [９２] ꎬ 如图 ３( ａ) ꎮ 这方面更多的涉及

鱼类生理等相关内容ꎬ 本文不做详细陈述ꎮ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水深的增加可减弱 ＴＤＧ 过饱和对鱼类的影响ꎬ
这对采取补偿水深降低甚至规避大坝泄水产生的过饱和 ＴＤＧ 对鱼类的危害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ꎮ 梯级开发
后形成水库之间首尾相连的格局ꎬ 上一梯级泄水产生的过饱和 ＴＤＧ 在下一梯级释放缓慢( 如图 ３( ｂ) ) ꎬ 导致
影响持续至大坝下游数十甚至数百公里 [９２] ꎬ 因此需要特别关注过饱和 ＴＤＧ 在下游水体中的释放过程及规律
研究ꎬ 尤其是初始饱和度的精确确定和沿程饱和度变化的准确预测ꎮ 不过ꎬ 由于梯级水库之间的水域水深较

大ꎬ 为鱼类进行深度补偿提供了有利条件ꎬ 如图 ３( ｃ) ꎮ 但是ꎬ 最后一级水库的下游主河槽泄水期流速较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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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静水的鱼类往往栖息于流速较小的滩地或近岸浅水区ꎬ 不利于鱼类进行深度补偿ꎬ 需要对最后一级电站
坝下近区的 ＴＤＧ 过饱和度提出比中间梯级电站更严格的限制标准ꎮ 因此ꎬ 需要精确测定近区 ＴＤＧ 初始含
量ꎬ 深入研究 ＴＤＧ 过饱和的发生过程及其机制ꎬ 从而为防控近区 ＴＤＧ 过饱和提供依据ꎮ

图３

过饱和气体对鱼类的胁迫效应和在下游水库的动态变化以及补偿水深确定

Ｆｉｇ. ３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ＤＧ ｏｎ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ＴＤ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４

水电工程对河流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分布的影响
梯级水库建设阻隔了河流的连通性ꎬ 且库与库之间受下级水库的顶托作用改变了河流的自然形态ꎬ 形成

了坝前湖相、 库尾河相相互交替的格局 [９３￣９４] ꎮ 河湖分相使得天然河道的水流形态发生了变化ꎬ 天然的河相
长度缩减ꎬ 坝前形成了水深流缓的湖库ꎬ 河湖相生境差异导致底栖动物群落组成、 结构及空间分布在水库干
支流河段形成显著差异 [９５￣９６] ꎬ 如金沙江梯级蓄水后干支流底栖动物群落出现显著分异( 图 ４) ꎮ

大型底栖动物的生长繁殖主要受水文水动力、 水环境和自然地理等因子的影响ꎮ 水文水动力因子包括水

深、 流速、 水温等ꎻ 水环境因子主要包括营养盐、 溶解氧、 ｐＨ 值、 重金属、 悬浮物等ꎻ 自然地理因子包括
河床底质、 河岸地貌、 纬度、 海拔等 [９７] ꎮ 水深变化往往伴随着水温、 溶解氧等在垂向上发生分层现象ꎬ 直
接或间接对底栖动物群落结构、 密度、 生物量产生影响ꎬ 研究表明水深与生物多样性、 生物量等均呈现负相
关关系 [９８￣９９] ꎮ Ｎｅｌｓｏｎ 和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１００] 发现流速是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变量ꎬ 由于流速快慢会影
响水体中溶解氧的含量ꎬ 因此静水或缓流区适宜对氧气需求较低的底栖动物生存ꎬ 而急流区较适宜好氧型底
栖动物的生存 [１０１￣１０２] ꎮ 温度对生物的新陈代谢起着重要作用ꎬ 底栖动物的生长和发育均会随着温度的升降变
化 [１０３] ꎮ 研究发现ꎬ 当水体温度过高或过低时都会对底栖动物的生长发育产生抑制作用ꎬ 温度通过影响喜温
和喜冷生物的生存进而对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产生作用 [１０４] ꎮ

不同的底栖动物物种对水体溶解氧含量要求不同ꎬ 其中清洁型种类( 如毛翅目等) 对溶解氧的要求较高ꎬ

而耐污型种类( 如颤蚓类、 摇蚊幼虫等) 能够适应极低的溶解氧环境 [１０５￣１０６] ꎮ 水体中的氮、 磷等营养盐的含量
也会直接影响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ꎬ 研究表明水体中营养盐浓度的过低或过高ꎬ 都会使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简
单化ꎬ 前者会使生产者的生产力下降ꎬ 而后者可能导致水体溶解氧降低从而引起物种多样性降低 [１０７￣１０９] ꎮ 在
水库中ꎬ 重金属离子多沉积于底泥ꎬ 由于不同底栖动物对重金属的耐受性不同ꎬ 底泥中重金属的富集也会改
变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组成 [１１０￣１１１] ꎮ

此外ꎬ 河流底 质 的 结 构、 粒 径 大 小、 稳 定 性 和 有 机 质 含 量 等 差 异 均 会 导 致 底 栖 动 物 群 落 结 构 的 不

同

[１１２￣１１３]

ꎮ 研究表明ꎬ 不同类群的底栖动物会选择不同的河流底质类型进行栖息ꎬ 如寡毛纲和摇蚊幼虫比较

喜欢生活在黏土和淤泥底质中ꎬ 软体动物门喜欢生活在卵砾石底质中 [１１４] ꎮ 海拔属于宏观尺度自然地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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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７９９

金沙江溪洛渡和向家坝梯级间干支流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ｏ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ａｎｄ
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ｂａ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子ꎬ 海拔的差异可能引起水文水动力、 水质条件等其他因素的改变ꎮ 例如ꎬ 河流的流向均是由高向低ꎬ 因此
在海拔跨度较大的山区型河流中ꎬ 海拔对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较为显著 [１１５￣１１７] ꎮ

水库建设ꎬ 尤其是梯级水库建设ꎬ 对河流水文水动力和水环境均产生较大的影响ꎬ 使得水系大型底栖动

物生物多样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ꎮ 水库建设使得底质环境差异减小ꎬ 例如金沙江下游原本是长江干流

宜昌站泥沙的主要来源ꎬ 梯级水库的建设具有为三峡水库拦沙的作用 [１１８] ꎬ 导致三峡库内底质均质化严重ꎬ
以淤泥为主ꎬ 致使库内底栖动物物种多样性显著下降ꎬ 且均匀性显著增加ꎮ 金沙江支流为典型山区河流ꎬ 河
道底质类型丰富ꎬ 包括卵石、 粗沙、 细沙、 淤泥等ꎬ 且水流流态相较于干流更为丰富ꎬ 从而致使物种多样性
大ꎬ 均匀性小 [１１９] ꎮ 与建坝前相比ꎬ 库区干流的底栖动物在建坝后群落结构变化最为显著ꎬ 一般表现为物种
种类减少ꎬ 主要以耐低氧、 对环境变化适应能力强的摇蚊类为主ꎬ 而在建坝前主要以喜急流、 富氧的石蛾类
为主ꎮ 主要原因是水库蓄水所引起的生境条件急剧改变 [１２０] ꎬ 水深增加ꎬ 流速减缓ꎬ 库区干流形成缓流静水
河段ꎬ 改变了建坝前山区型河流的流场多样性( 激流、 缓流、 河湾、 深潭) ꎬ 生境多样性的丧失使底栖动物
的生物多样性也相应减小ꎬ 并使适应静水生存的底栖动物物种逐渐替代适应急流生存的物种 [１２１] ꎮ

５

水电工程建设运行对鱼类的影响及保护措施
河流建坝对鱼类的影响是水电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最为关注和最为深入的方面ꎬ 主要包括鱼类洄游通

道阻隔及过鱼技术、 鱼类繁殖与增殖放流、 鱼类栖息地( 产卵场、 越冬场、 索饵场) 保护与替代生境、 生态
流量过程与生态调度等ꎮ
虽然欧美和日本的一些过鱼设施ꎬ 尤其是低水头过鱼设施ꎬ 表现出很好的效果ꎬ 但是中国目前的报道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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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绝大部分大坝的过鱼设施效果不佳ꎮ Ｓｈｉ 等 [１２２] 系统分析了中国大坝过鱼设施的现状ꎬ 指出了存在的 ３ 个
主要问题: ① 缺乏督促业主接受并执行过鱼设施规划、 设计和效果评价的流程ꎻ ② 缺乏对洄游性鱼类生命

史中运动、 行为和游泳能力的充分认知ꎻ ③ 鱼类生物学家未能和水利工程专家深度融合以形成一个有效的
过鱼设施工作组ꎮ 该研究最后提出了包括教育、 管理、 标准规范等在内的一序列建议以及集运鱼、 鱼梯、 船
闸过鱼等针对高坝的新型过鱼方式ꎮ
大型河流的开发通常以梯级的方式展开ꎬ 形成特殊的河湖分相格局ꎮ 李婷等 [１２３] 调查研究了金沙江溪洛
渡至向家坝河段水电梯级开发下鱼类种群分布及生态类型变化ꎬ 发现梯级水库建设后溪洛渡至向家坝鱼类的
种类数ꎬ 尤其是土著鱼类减少ꎬ 而产漂流性卵的四大家鱼等大型鱼的种类数占比呈增长趋势ꎻ 梯级之间河相
段和湖相段鱼类的生态类型差异较大ꎬ 土著鱼类如铜鱼和裂腹鱼集中在河相段ꎬ 放流的四大家鱼集中在湖相
段和过渡段ꎬ 如图 ５ꎮ 王沛芳等 [１２４] 提出了基于河流自然生境和原生生态及物种保护的生态水头的概念ꎬ 建
议河流梯级水电开发水头与生态水头协同的原则ꎮ 梯级水库建设形成河相湖相分区ꎬ 鱼类生境破碎化ꎬ 若梯
级之间留出足够的河相段ꎬ 即一定的生态水头ꎬ 可形成河相段产卵、 过渡区与库中育肥的生境格局ꎬ 可为土
著鱼类等提供虽然狭小但能赖以生存繁衍的空间ꎮ

图５

金沙江溪洛渡和向家坝梯级间鱼类生境河湖分相及鱼类增殖放流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Ｒｉｖｅｒｉｎ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ｆｉｓ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ａｎｄ 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ｂａ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ｉｓｈ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针对鱼类栖息地保护和生态流量需求及生态调度ꎬ 陈求稳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 [３１] ꎬ 包括鱼类生态水力

学物理模型实验理论与方法以确定鱼类对关键水动力指标的喜好 [１２５] ꎬ 鱼类栖息地评价模型以及景观生态学

理论方法的引入 [１２６] ꎬ 基于个体模式的鱼类行为与栖息地趋好模拟 [１２５] ꎬ 生态流量推求方法ꎬ 如水文学法、
水力学法、 栖息地法和综合法ꎬ 尤其是生态流量过程概念和方法的提出 [１２７￣１２８] ꎬ 梯级水库 / 水库群“ 水文情势
最小干扰度约束” [１２９] 和“ 坝下生态流量过程约束” [１３０] 两种生态调度模式以保障目标鱼类繁殖的生态流量需
求ꎮ 生态调度在执行过程中一个难点是可能影响发电效益ꎬ 春夏之交的枯水期ꎬ 既是生态流量关键需求时
期ꎬ 也是电价高值期ꎻ 而在丰水期ꎬ 生态流量一般均能够满足ꎬ 此时水库因防洪调度需要以及上网电价偏
低ꎬ 产生大量弃水ꎮ 因此ꎬ 提高中长期水文预报能力ꎬ 有效分析来水的不确定性ꎬ 实现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日
尺度生态调度ꎬ 对于同时保障生态流量和发电效益至关重要ꎬ 成为需要重点研究的难题ꎬ 这一问题在梯级水
库系统中更为复杂 [１３１] ꎮ 更多的研究表明生态调度不仅是水量问题ꎬ 还需要考虑水温的问题ꎬ 也就是同时满
足下游鱼类繁殖的水文和水温过程的生态调度ꎮ 水库叠梁门和控制幕等分层取水是实现水温调度的重要方
式 [１３２￣１３３] ꎬ 但是工程实践显示ꎬ 叠梁门分层取水工程投入很大ꎬ 操作复杂ꎬ 使用频率和效果有限ꎮ 一些产漂
流性卵的鱼类在产卵期需要一定的流速刺激和持续涨水过程ꎬ 如长江四大家鱼产卵 [１２７] ꎬ 为此ꎬ 在常规的生

态流量调度基础上针对特殊时期的需求提出了脉冲流量的生态调度ꎮ Ｃｈｅｎ 等 [１３４] 针对宜都四大家鱼产卵场ꎬ
通过室内物理模型实验ꎬ 结合多年现场试验性调度数据ꎬ 确定了宜都产卵场四大家鱼产卵的触发流速、 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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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率、 喜好流速ꎬ 根据 断 面 特 征ꎬ 提 出 了 促 进 四 大 家 鱼 产 卵 的 起 始 流 量 １２ ５００ ｍ３ / ｓ、 流 量 日 涨 率 平 均

１ ２００ ｍ３ / ｓ( 可能因断面不规则形状而有所变化) 、 持续涨水时间 ４. ５ ｄꎬ 试验调度效果显著ꎬ 如图 ６ꎮ

图６

四大家鱼繁殖的水动力需求和三峡水库试验性生态调度及其促进下游四大家鱼产卵的效果

Ｆｉｇ. ６ Ｆｌｏｗ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ｒｐ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ｒｐｓ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ｉｎ Ｙｉｄ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近年来在“ 干流开发、 支流保护” 的新思路指导下ꎬ 同时由于一批小水电先后接近服役期限ꎬ 支流拆坝

和生境替代日益成为鱼类栖息地保护的重要方式ꎮ Ｌｏｖｅｔｔ [１３５] 总结分析了美国大量小型旧坝拆除后的生态效
应ꎬ 指出拆坝后使得河川径流自由流动ꎬ 河流生态系统重新变得年轻活力ꎬ 水生植被迅速恢复ꎬ 鱼类短期内
已经成功洄游上溯ꎮ 但是同时指出: 需要密切关注短期内下泄洪水和泥沙对下游生态系统的冲击ꎻ 不仅需要
关注对鱼类的影响ꎬ 也要关注对底栖动物和水生昆虫的影响ꎬ 从而为洄游鱼类提供足够食物ꎻ 指出个案无法

形成普适性原则ꎬ 建议开展系统性研究和观测ꎮ Ｋｉｍ 等 [１３６] 研究了低水头小坝拆除后河貌及岸边带植被的变
化ꎬ 重点是建立并率定了数值预测模型ꎬ 从而为今后拆坝提供生态影响分析工具和工程指导ꎮ Ｍａｇｉｌｌｉｇａｎ

等 [１３７] 研究了美国某支流上游小坝拆除后短期内河道地形、 水生生物生境、 鱼类群落的变化ꎬ 指出在拆坝前
后开展短期和长时期河貌演变及其生态影响监测与评价的重要性ꎮ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ꎬ 通过支流拆坝进
行河流生态修复的核心是河貌演变及相应的植被和鱼类生境的变化ꎬ 如图 ７ꎮ

中国近年来依托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退役等需求ꎬ 开展了支流拆坝方面的研究ꎮ 高婷等 [１３８] 针

对实施支流生境替代提出了“ 生态功能持续化、 经济代价合理化、 保护活动规范化” 的基本原则ꎬ 杨青瑞
等 [１３９] 建立了包含水文情势、 河流水质、 生物群落和物理结构 ４ 个一级指标和 １０ 个二级指标的支流生境替代

效果评价指标体系ꎬ 采用了层次分析和专家赋分的评价方法ꎬ 并通过澜沧江支流罗梭江生境替代工程进行了
应用检验ꎮ 唐磊等 [１４０] 以贵州西河水坝为例ꎬ 采用数学模型模拟并预测了小型水坝拆除后库内和下游河道河
貌的短期及长期演变特征ꎬ 为拆坝河流的河道治理及水生生物栖息地修复提供了重要方法ꎮ 林育青等 [１４１] 梳
理了国内外有关拆坝对河流泥沙地貌、 岸边带植物、 鱼类和底栖动物群落等影响的评估方法ꎬ 可为今后支流
拆坝和生境替代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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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溪洛渡和向家坝梯级间支流拆坝后河貌变化及鱼类生境替代效果评价

Ｆｉｇ. 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ｆｔｅｒ ｄａｍ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ｆｉｓ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ａｎｄ 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ｂａ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以上的分析表明应当理性建设高坝过鱼设施和叠梁门等水温调控设施ꎬ 避免因为一刀切的盲目要求造成
低效浪费ꎻ 河湖分相可能给增殖放流的外来物种如四大家鱼创造适宜的生存与繁殖条件ꎬ 从而进一步影响土
著鱼类的生存空间ꎬ 因此必须严格规范增殖放流的种类ꎬ 避免外来物种入侵而进一步损害土著鱼类多样性ꎻ
支流生境修复可为干流土著鱼类提供有效的替代生境ꎬ 但替代效果具有局部性ꎬ 并受支流修复程度和干流梯
级进一步开发的影响ꎻ 加强鱼类各种保护措施效果的定量化跟踪评价ꎬ 从而使得鱼类保护具有可持续性和经
济合理性ꎬ 如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环境 ＤＮＡ( ｅＤＮＡ) 定量评价技术ꎮ

６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水电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的整理分析ꎬ 认为尚存在以下几个关键的知识

缺口需要深入探究ꎮ

(１) 关于大坝对河流生源要素的拦截及生态系统的影响ꎬ 目前的主要方法是概念模型ꎬ 或者基于对泥沙

的拦截估算对其携带的营养盐的截留ꎬ 或者是基于下游鱼获量的变化ꎬ 缺乏长序列观测数据的支撑和内在机
制的揭示ꎮ

(２) 水库水温调节及其生态效应亟需突破ꎬ 当前关于水库水温变异对鱼类的影响几乎都集中在繁殖期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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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水温对鱼类产卵的效应ꎬ 但鱼类繁殖不仅受产卵时水温的影响ꎬ 更受性腺发育整个时期积温的影响ꎬ 如何
确定生物零度、 阐明积温与临界水温节律的变化对目标鱼类繁殖的影响是水库水温效应与调控的核心挑战ꎮ

(３) 生态流量的重要性日益突出ꎬ 但生态流量及其变化过程的生态学基础尚不健全ꎬ 目前基于水文水力

学方法或者物理生境评价方法的流量过程在生物学和生态学意义上的阐释依然不足ꎻ 而且当前的水库生态调
度一般只考虑了坝下生态流量的需求ꎬ 尚未综合考虑气体过饱和控制和水温节律调节的需求ꎮ

(４) 虽然目前全球有 ６ 万多座大坝( 坝高 １５ ｍ 以上) ꎬ 但是高坝大库仅占 ４. ５％ ꎬ 广泛分布在支流的小

水坝量大面广ꎬ 这些水坝建设技术相对落后ꎬ 而且比较缺乏对生态保护的考虑ꎻ 溪流是生物生境多样性和物
种多样性较高的区域ꎬ 贯彻“ 干流开发、 支流保护” 的整体理念ꎬ 实现溪流生态恢复ꎬ 科学支撑支流生境替
代是当前河流生态保护的迫切需求ꎮ

(５) 生态保护措施效果缺乏定量化评价方法ꎬ 急需建立目标物种在生境、 种群、 个体、 组织、 分子、 基

因组学( ｅＤＮＡ) 等层次的量化评价方法ꎬ 系统分析工程开发前、 工程运行后、 生态保护措施后目标生物资源
及生境状况的变化ꎬ 合理评价生态保护投入( 过鱼设施、 增殖放流、 栖息地修复、 生态调度、 替代生境) 的
绩效ꎬ 指导重大水电工程影响下水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投资和技术筛选与组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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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ＫＥＤＲＡ Ｍꎬ ＷＩＥＪＡＣＺＫＡ Ｌ.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ａｍ￣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２６: １４７４￣１４８３.

[４６] ＤＡＮＩＥＬＳ Ｍ Ｅꎬ ＤＡＮＮＥＲ Ｅ Ｍ.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ｂｅｌｏｗ ａ ｌａｒｇｅ ｄａｍ[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６
(５) : ｅ２０１９ＷＲ０２６７５１.

[４７] ＦＡＲＭＥＲ Ｔ Ｍꎬ ＭＡＲＳＣＨＡＬＬ Ｅ Ａꎬ ＤＡＢＲＯＷＳＫ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Ｓｈｏｒｔ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ｉｓ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６: ７７２４.

[４８] ＭＣＢＲＩＤＥ Ｒ Ｓꎬ ＳＯＭＡＲＡＫＩＳ Ｓꎬ ＦＩＴＺＨＵＧＨ Ｇ Ｒꎬ ｅｔ 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ｇ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ｓｈ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Ｊ] .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６: ２３￣５７.

[４９] ＬＵＧＧ Ａꎬ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ｒｒａｙ￣ｄａｒｌ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Ｊ] . Ｅｃ￣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５(１) : ７１￣７９.

[５０] ＤＡＤＲＡＳ Ｈꎬ ＤＺＹＵＢＡ Ｂꎬ ＣＯＳＳＯ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ｚｏ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８(３) : ７２９￣７４０.

[５１] ＫＩＮＧ Ｈ Ｒꎬ ＰＡＮＫＨＵＲＳＴ Ｎ Ｗꎬ ＷＡＴＴＳ 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ｓｕｍｍ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ｇｏｎａｄａｌ ｓｔｅｒｏｉ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ｖｉｔｅｌ￣
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ｇ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ａｌｍ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３ꎬ ６３(１) : １５３￣１６７.

[５２] ＨＯＮＳＥＹ Ａ Ｅꎬ ＶＥＮＴＵＲＥＬＬＩ Ｐ . Ａꎬ ＬＥＳＴＥＲ Ｎ Ｐ.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ｄａｙ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ｆｉｓ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Ｊ]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７６(４) : ６５７￣６６９.

[５３] ＢＥＬＤＡＤＥ Ｒꎬ ＢＬＡＮＤＩＮ Ａꎬ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 Ｒ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ｓｃａ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ｎｅｍｏｎｅ 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ｎｅｍｏｎｅｆｉｓｈ ｈｏｒｍ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８: ７１６￣７２５.

[５４] ＧＩＬＬＯＯＬＹ Ｊ Ｆꎬ ＣＨＡＲＮＯＶ Ｅ Ｌꎬ ＷＥＳＴ Ｇ Ｂ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ｉｍｅ[ Ｊ] .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０２ꎬ
４１７(６８８４) : ７０￣７３.

[５５] ＫＯＣＯＶＳＫＹ Ｐ Ｍꎬ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Ｄ Ｃꎬ ＭＣＫＥＮＮＡ Ｊ 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ｋｅ Ｅｒｉ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ｃａｒｐ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８: １５９￣１６６.

[５６] ＤＵＲＡＮＴ Ｊ Ｍꎬ ＨＪＥＲＭＡＮＮ Ｄꎬ ＯＴＴＥＲＳＥＮ Ｇ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 ｏｒ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２ꎬ ３３(３) : ２７１￣２８３.

[５７] ＫＩＮＧ Ｊꎬ ＣＡＭＢＲＡＹ Ｊ Ａꎬ ＤＥＡＮ Ｉ 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ａｍ￣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Ｊ] .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
ｇｉａꎬ １９９８ꎬ ３８４(１) : ２４５￣２６５.

[５８] ＭＡＲＴＩＮ Ｈꎬ ＰＡＵＬ Ｂꎬ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Ｄ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ｉｍｉｎｇ ｖ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ｄａｙ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ｎ￣
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６６: ３０￣４０.

[５９] ＭＯＴＯＳ Ｌꎬ ＵＲＩＡＲＴＥ Ａꎬ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Ｖ. Ｔｈｅ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ｙ ｏｆ Ｂｉｓｃａｙ ａｎｃｈｏｖｙ (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 ｅｎｃｒａｓｉｃｏｌｕｓ Ｌ. )
[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ꎬ １９９６ꎬ ６０: １１７￣１４０.

[６０] ＰＡＷＩＲＯＲＥＤＪＯ Ｐꎬ ＬＡＭＯＵＲＥＵＸ Ｊꎬ ＨＡＬＬ Ｓ Ｇ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 ｄａｙｓ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ｔｆｉｓｈ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ｒｔｈｅｎ ｐｏｎｄｓ[ Ｊ] .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２００８ꎬ ７０: ３２８￣３３７.

[６１] ＭＡＺＺＥＯ Ｉꎬ ＰＥÑＡＲＡＮＤＡ Ｄ Ｓꎬ ＧＡＬＬＥＧＯ Ｖ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ｔｅ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ｅｌ
[ Ｊ] .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３４: ３８￣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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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ＲＥＧＮＩＥＲ Ｔꎬ ＧＩＢＢ Ｆ Ｍꎬ ＷＲＩＧＨＴ Ｐ Ｊ.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９: １５１７９.

[６３] ＲＯＧＥＲＳ Ｌ Ａꎬ ＤＯＵＧＨＥＲＴＹ Ａ Ｂ.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 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Ｊ] .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５: ７０８￣７２０.

[６４] ＫＩＮＧ Ａ Ｊꎬ ＧＷＩＮＮ Ｄ Ｃꎬ ＴＯＮＫＩＮ Ｚꎬ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ａｂｉｏｔｉｃ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３: ３４￣４３.

[６５] 梁瑞峰ꎬ 邓云ꎬ 脱友才ꎬ 等. 流域水电梯级开发水温累积影响特征分析[ Ｊ] . 四川大学学报( 工程科学版) ꎬ ２０１２( 增刊

２) ꎬ ２２１￣２２７. ( ＬＩＡＮＧ Ｒ Ｆꎬ ＤＥＮＧ Ｙꎬ ＴＵＯ Ｙ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ꎬ ２０１２( Ｓｕｐｐｌ２) : ２２１￣ ２２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６６] 纪道斌ꎬ 龙良红ꎬ 徐慧ꎬ 等. 梯级水库建设对水环境的累积影响研究进展[ Ｊ] .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３) : ７￣１４.

( ＪＩ Ｄ Ｂꎬ ＬＯＮＧ Ｌ Ｈꎬ ＸＵ Ｈꎬ 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３) : ７￣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６７] ＬＵ Ｊꎬ ＬＩ Ｒꎬ ＭＡ Ｑ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ｌｕｎｇｉｎｇ ｊｅｔ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ｄａ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４５(１) : ０４０１８０８２.

[６８] 曲璐. 高坝工程总溶解气体过饱和与水体含沙量关系[ Ｊ] .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２(６) : ８３９￣８４３. ( ＱＵ 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ｄａｍｓ [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２
(６) : ８３９￣８４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６９] ＨＥＤＤＡＭ 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ｓ ａ ｎｅｗ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 ＴＤＧ) ｄｏｗ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ｓｐｉｌｌｗａｙｓ ｏｆ ｄａｍ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ａｍｓꎬ ＵＳＡ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４ ( １ ) :

２３５￣２５３.

[７０] ＬＩ Ｒꎬ ＬＩ Ｊꎬ Ｌ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ｄａｍ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９ꎬ ５２(１２) : ３６６１￣３６６７.

[７１] ＤＥＭＯＹＥＲ Ｃꎬ ＳＣＨＩＥＲＨＯＬＺ Ｅꎬ ＧＵＬＬＩＶＥＲ 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ｕｂｂｌ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ｎ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ａ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３ꎬ ３７(８) : １８９０￣１９０４.

[７２] ＢＡＧＡＴＵＲ Ｔꎬ ＯＮＥＮ 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ｂｙ ａ ｐｌｕｎｇ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ｊ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 ＧＥＰ) ｍｏｄｅｌｓ[ Ｊ] .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９(６) : ４４２１￣４４３２.

[７３] ＣＨＡＮＳＯＮ Ｈꎬ ＡＯＫＩ Ｓꎬ ＨＯＱＵＥ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ａｉｒ ｂｕｂｂｌｅ 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ｐｌｕｎｇｉｎｇ ｊｅｔｓ
[ Ｊ]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４ꎬ ５９(４) : ７４７￣７５８.

[７４] ＷＡＮＧ Ｙꎬ ＰＯＬＩＴＡＮＯ Ｍꎬ ＷＥＢＥＲ Ｌ. Ｓｐｉｌｌｗａｙ ｊｅｔ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７(１) : ２６￣３８.

[７５] ＫＡＭＡＬ Ｒꎬ ＺＨＵ Ｄꎬ ＡＳＣＥ Ｍ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ｍｉｘ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ｏｆ ａ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４５(２) : ０４０１８１３５.

[７６] ＯＵ Ｙꎬ ＬＩ Ｒꎬ ＨＯＤＧＥＳ Ｂ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ｉｎ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Ｊ] . 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５(６) : １９２７￣１９３４.

[７７] ＨＵＡＮＧ Ｊꎬ ＬＩ Ｒꎬ ＦＥ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６ꎬ ９５: ４３０￣４３７.

[７８] 冯镜洁ꎬ 李然ꎬ 李克锋ꎬ 等. 高坝下游过饱和 ＴＤＧ 释放过程研究[ Ｊ] . 水力发电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９(１) : ７￣１２. ( ＦＥＮＧ Ｊ Ｊꎬ
ＬＩ Ｒꎬ ＬＩ Ｋ Ｆ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ｈｉｇｈ ｄａ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９(１) : ７￣１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７９] 冯镜洁ꎬ 李然ꎬ 唐春燕ꎬ 等. 含沙量对过饱和总溶解气体释放过程影响分析[ Ｊ] .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３(５) : ７０２￣ ７０８.

( ＦＥＮＧ Ｊ Ｊꎬ ＬＩ Ｒꎬ ＴＡＮＧ Ｃ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
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３(５) : ７０２￣７０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８０] 王琳ꎬ 冯镜洁ꎬ 李然. 鱼道内过饱和总溶解气体释放规律的试验研究 [ Ｊ] . 工程科学与技术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９ (６) : ３０￣ ３７.

( ＷＡＮＧ Ｌꎬ ＦＥＮＧ Ｊ Ｊꎬ ＬＩ 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ｉｎ ａ ｆｉｓｈｗａｙ[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９(６) : ３０￣３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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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ＦＥＮＧ Ｊꎬ ＬＩ Ｒꎬ ＭＡ Ｑ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１(５) : １９９５￣２００３.

[８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ꎬ ＣＬＡＢＯＵＧＨ Ｔꎬ ＰＥＥＲＹ Ｃꎬ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ｎｏｏｋ ｓａｌｍ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ｗ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ｄａ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ｌｅ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 Ｊ] .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３ ( ９ ) :

９６３￣９７８.

[８３] Ｏ′ＣＯＮＮＯＲ Ｄ. Ｗｉ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ａｓ￣ ｌｉｑｕｉ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１９８３ꎬ １０９(３) : ７３１￣
７５２.

[８４] ＳＨＥＮ Ｘꎬ ＬＩ Ｒꎬ ＨＯＤＧＥＳ Ｂ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５５: ３２０￣３３２.

[８５] ＦＵ Ｘꎬ ＬＩ Ｄꎬ ＺＨＡＮＧ 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ｓｐｉｌｌｗａｙｓ ｕｎｄｅｒ ｕｎ￣
ｓｔｅａｄ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２(４) : ５９８￣６０４.

[８６] ＰＯＬＩＴＡＮＯ Ｍꎬ ＡＭＡＤＯ Ａꎬ ＢＩＣＫＦＯＲＤ Ｓ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ｗｅｌｌｓ ｄａｍ ｕｓｉｎｇ ａ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３７(１０) : １２５７￣１２６８.

[８７] ＳＭＩＬＥＹ Ｊꎬ ＯＫＩＨＩＲＯ Ｍꎬ ＤＲＡＷＢＲＩＤＧＥ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ｃｕｌａｒ ｌｅｓｉｏ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ｔｅ ｓｅａ￣
ｂａｓ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４(１) : １￣１０.

[８８] ＤＥＮＧ Ｙꎬ ＣＡＯ Ｃꎬ ＬＩ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ｂｉｇｈｅａｄ ｃａｒｐ (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 [ Ｊ] . Ａｎｉｍａｌ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０(１) : １６６.

[８９] ＳＭＩＬＥＹ Ｊꎬ ＤＲＡＷＢＲＩＤＧＥ Ｍꎬ ＯＫＩＨＩＲ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ｗｈｉｔｅ ｓｅａｂａｓｓ[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４０: １２６９￣１２７６.

[９０] 彭天辉ꎬ 潘连德ꎬ 唐绍林. 大口黑鲈慢性气泡病的组织病理观察以及水体分层对发病的影响[ Ｊ] . 大连海洋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８(６) : ５７８￣５８４. ( ＰＥＮＧ Ｔ Ｈꎬ ＰＡＮ Ｌ Ｄꎬ ＴＡＮＧ Ｓ 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ｇａｓ ｂｕｂ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ｍｏｕｔｈ ｂａｓｓ Ｍｉ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ｓａｌｍｏｉｄ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ａｌ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８(６) : ５７８￣５８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９１] ＷＡＮＧ Ｙꎬ ＬＩ Ｙꎬ ＡＮ Ｒ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ｗｏ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８(１) : １００６３￣１００７１.

[９２] ＭＡ Ｑꎬ ＬＩ Ｒꎬ ＦＥ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ｓｕｐ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５(１４) : １３５３６￣１３５４７.

[９３] ＳÁ￣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Ｊ Ｃꎬ ＨＡＷＥＳ Ｊ Ｅꎬ ＩＳＡＡＣ￣ ＮＡＨＵＭ Ｖ Ｊꎬ ｅｔ ａｌ.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ｔｏ ａ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ｍａｚｏｎｉａｎ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ｄａｍ[ Ｊ] .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 ６０(１０) : ２０３７￣２０５０.

[９４] ＡＧＯＳＴＩＮＨＯ Ａ Ａꎬ ＧＯＭＥＳ Ｌ Ｃꎬ ＳＡＮＴＯＳ Ｎ Ｃ Ｌꎬ ｅｔ ａｌ.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ｉｍ￣
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７３: ２６￣３６.

[９５] ＭＡＲＤＥＮ Ｓ Ｌꎬ ＷＡＬＤＥＣＹ Ａꎬ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Ｒꎬ ｅｔ 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ａｍ ａｌ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ｍａｃｒｏｉｎ￣
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ａ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Ｊ] .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５(６) ꎬ ７２５￣７３５.

[９６] 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 Ｎ Ｃ Ｌꎬ ｄｅ ＳＡＮＴＡＮＡ Ｈ Ｓꎬ ＤＩＡＳ Ｒ Ｍ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ａｓ￣
ｃａｄｅ[ Ｊ] .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ꎬ ２０１６ꎬ ７６５: ２６５￣２７５.

[９７] ＭＢＡＫＡ Ｊ Ｇꎬ ＭＷＡＮＩＫＩ Ｍ Ｗ.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３(３) ꎬ ２５７￣２６２.

[９８] ＢＥＩＳＥＬ Ｊ Ｎꎬ ＵＳＳＥＧＬＩＯ￣ ＰＯＬＡＴＥＲＡ Ｐ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ｅａ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ｓ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 .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ꎬ １９９８ꎬ ３８９(１ / ２ / ３) : ７３￣８８.

[９９] 马徐发ꎬ 熊邦喜ꎬ 王明学ꎬ 等. 湖北道观河水库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 Ｊ] . 湖泊科学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６(１) :
４９￣５５. ( ＭＡ Ｘ Ｆꎬ ＸＩＯＮＧ Ｂ Ｘꎬ ＷＡＮＧ Ｍ Ｘ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ｉｎ Ｄａｏｇｕａｎ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ꎬ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６(１) : ４９￣５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００] ＮＥＬＳＯＮ Ｓ Ｍꎬ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Ｄ Ｍ.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ａ￣
ｍｅｎｔｏ Ｒｉｖｅｒꎬ ＵＳＡ[ Ｊ]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ꎬ ２００２ꎬ ４８９(１) : １１７￣１２９.

[１０１] ＢＥＡＵＧＥＲ Ａꎬ ＬＡＩＲ Ｎꎬ ＲＥＹＥＳ￣ＭＡＲＣＨＡＮＴ Ｐ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ａ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
ｅｒ Ａｌｌｉｅｒ ( Ｆｒａｎｃｅ) ꎬ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 .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ꎬ ２００６ꎬ ５７１(１) : ６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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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任海庆ꎬ 袁兴中ꎬ 刘红ꎬ 等. 环境因子对河流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Ｊ] .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５(１０) : ３１４８￣
３１５６. ( ＲＥＮ Ｈ Ｑꎬ ＹＵＡＮ Ｘ Ｚꎬ ＬＩＵ 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ｉｎ ｒｉｖｅｒｓ[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５(１０) : ３１４８￣３１５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０３] 李仁熙. 水温对正颤蚓繁殖的影响[ Ｊ] . 水生生物学报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７(４) : ４４３￣４４４. ( ＬＩ Ｒ 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ｂｉｆｅｘ ｍｕｌｌｅｒ[ Ｊ] . Ａｃｔ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７(４) : ４４３￣４４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０４] 段学花ꎬ 王兆印ꎬ 徐梦珍. 底栖动物与河流生态评价[ Ｍ]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 ＤＵＡＮ Ｘ Ｈꎬ ＷＡＮＧ Ｚ Ｙꎬ
ＸＵ Ｍ Ｚ.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Ｍ ]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０５] ＭＡＮＤＡＶＩＬＬＥ Ｓ Ｍ.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ｓ: ｔａｘａ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ｍｅｔｒ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Ｍ] . Ｎｏｖａ Ｓｃｏ￣
ｔｉａ: Ｓｏｉｌ ＆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ｅｔｒｏ Ｈａｌｉｆａｘꎬ ２００２

[１０６] 任淑智. 京津及邻近地区底栖动物群落特征与水质等级[ Ｊ] . 生态学报ꎬ １９９１ꎬ １１(３) : ２６２￣２６８. ( ＲＥＮ Ｓ Ｚ.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ｒｅａ[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１９９１ꎬ １１
(３) : ２６２￣２６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０７] ＦＲＯＵＩＮ 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ｆｔ￣ ｂｏｔｔｏｍ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Ｓｅ￣
ｒｉｅｓꎬ ２０００ꎬ １９４: ３９￣５３.

[１０８] 龚志军ꎬ 谢平ꎬ 唐汇涓ꎬ 等. 水体富营养化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 Ｊ] . 水生生物学报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５
(３) : ２１０￣２１６. ( ＧＯＮＧ Ｚ Ｊꎬ ＸＩＥ Ｐꎬ ＴＡＮＧ Ｈ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ｙｃａｔｉｏｎ ｕｐ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Ｊ] . Ａｃｔ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５(３) : ２１０￣２１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０９] 吴东浩ꎬ 于海燕ꎬ 吴海燕ꎬ 等. 基于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确定河流营养盐浓度阈值: 以西苕溪上游流域为例[ Ｊ] . 应用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１(２) : ４８３￣４８８. ( ＷＵ Ｄ Ｈꎬ ＹＵ Ｈ Ｙꎬ ＷＵ Ｈ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ｍａｃｒｏ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Ｘｉｔｉａｏ 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１(２) : ４８３￣４８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１０] ＳＬＯＡＮＥ Ｉ Ｗꎬ ＮＯＲＲＩＳ Ｒ 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ＡＵＳＲＩＶ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ｔｏ ａ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２(３) : ４５７￣４７１.

[１１１] 徐霖林ꎬ 马长安ꎬ 田伟ꎬ 等. 淀山湖沉积物重金属分布特征及其与底栖动物的关系[ Ｊ] . 环境科学学报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１

(１０) : ２２２３￣２２３２. ( ＸＵ Ｌ Ｌꎬ ＭＡ Ｃ Ａꎬ ＴＩＡＮ Ｗ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ｋｅ Ｄｉａ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Ｊ] .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１(１０) : ２２２３￣２２３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１２] ＧＲＡÇＡ Ｍ Ａ Ｓꎬ ＰＩＮＴＯ Ｐꎬ ＣＯＲＴＥＳ Ｒ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ａ ｔｗｏ￣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４ꎬ ８９(２) : １５１￣１６４.

[１１３] ＢＵＳＳ Ｄ Ｆꎬ ＤＡＲＣÍＬＩＯ Ｆ Ｂꎬ ＮＥＳＳＩＭＩＡＮ Ｊ 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
ｒ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Ｊ] .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ꎬ ２００４ꎬ ５１８(１ / ２ / ３) : １７９￣１８８.

[１１４] ＴＥＷＳ Ｊꎬ ＢＲＯＳＥ Ｕꎬ ＧＲＩＭＭ Ｖ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２００４ꎬ ３１(１) : ７９￣９２.

[１１５] ＷＡＮＧ Ｊꎬ ＳＯＩＮＩＮＥＮ 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ｏｒｇａｎ￣
ｉｓ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８(３) : ５９５￣６０３.

[１１６] 许亚红ꎬ 郑子叶ꎬ 王建柱ꎬ 等. 高岚河大型底栖动物时空分布及影响因子研究[ Ｊ] . 生物资源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１(５) : ４２６￣４３３.

( ＸＵ Ｙ Ｈꎬ ＺＨＥＮＧ Ｚ Ｙꎬ ＷＡＮＧ Ｊ Ｚ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ｉｎ Ｇａｏｌａｎ Ｒｉｖ￣
ｅｒ[ Ｊ] . 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４１(５) : ４２６￣４３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１７] 陈丽ꎬ 王东波ꎬ 君珊. 拉萨河流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Ｊ] .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３) : ７５７￣
７６９. ( ＣＨＥＮ Ｌꎬ ＷＡＮＧ Ｄ Ｂꎬ ＪＵＮ Ｓ.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ｈａｓ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３) : ７５７￣７６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１８] 朱玲玲ꎬ 董先勇ꎬ 陈泽方.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淤积及其对三峡水库影响研究[ Ｊ] . 长江科学院院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４(３) : １￣
７. ( ＺＨＵ Ｌ Ｌꎬ ＤＯＮＧ Ｘ Ｙꎬ ＣＨＥＮ Ｚ 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４(３) : １￣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１９] 陈浒ꎬ 李厚琼ꎬ 吴迪ꎬ 等. 乌江梯级电站开发对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 Ｊ]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９(１２) : １４６２￣１４７０. ( ＣＨＥＮ Ｈꎬ ＬＩ Ｈ Ｑꎬ ＷＵ Ｄ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ｅｐ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ｘｐｌｏｉｔｓ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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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Ｗｕ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９
(１２) : １４６２￣１４７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２０] 张敏ꎬ 蔡庆华ꎬ 渠晓东ꎬ 等. 三峡成库后香溪河库湾底栖动物群落演变及库湾纵向分区格局动态[ Ｊ] . 生态学报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１３) : ４４８３￣４４９４. ( ＺＨＡＮＧ Ｍꎬ ＣＡＩ Ｑ Ｈꎬ ＱＵ Ｘ Ｄ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Ｂａｙꎬ ａｆｔｅｒ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１３) : ４４８３￣４４９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２１] ＢＡＸＴＥＲ Ｒ 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ａｍ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ｓ[ Ｊ]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ꎬ １９７７ꎬ ８(１) :
２５５￣２８３.

[１２２] ＳＨＩ Ｘꎬ ＫＹＮＡＲＤ Ｂꎬ ＬＩＵ Ｄ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ｓｈ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０(４) : １６１￣１６９.

[１２３] 李婷ꎬ 唐磊ꎬ 王丽ꎬ 等. 水电开发对鱼类种群分布及生态类型变化的影响: 以溪洛渡至向家坝河段为例[ Ｊ] . 生态学

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０(４) : １４７３￣１４８５. ( ＬＩ Ｔꎬ ＴＡＮＧ Ｌꎬ ＷＡ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ｔｏ 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ｂａ ｒｅａｃｈ[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０ (４) :

１４７３￣１４８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２４] 王沛芳ꎬ 王超ꎬ 候俊ꎬ 等. 梯级水电开发中生态保护分析与生态水头理念及确定原则[ Ｊ] .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６(５) : １￣７. ( ＷＡＮＧ Ｐ Ｆꎬ ＷＡＮＧ Ｃꎬ ＨＯＵ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ｏ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ｈｅａｄ[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６(５) : １￣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２５] ＨＡＮ Ｒꎬ ＣＨＥＮ Ｑꎬ ＬＩ Ｒ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ｐｉｎｉｂａｒｂｕｓ ｈｏｌｌａｎｄｉ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ｔｏ ｆｌｏｗ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３ꎬ ６(４) : ５８６￣５９７.

[１２６] ＬＩ Ｗꎬ ＣＨＥＮ Ｑꎬ ＣＡＩ Ｄ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ｆｏｒ ａ ｒａｒｅ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ｉｓ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ｅｘ[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１１: ３１￣３８.

[１２７] ＬＩ Ｍꎬ ＤＵＡＮ Ｚꎬ ＧＡＯ Ｘ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Ｄａｍ ｏ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ｒｐ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４: ８８５￣８９３.

[１２８] ＷＡＮＧ Ｌꎬ ＣＨＥＮ Ｑꎬ ＺＨ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ｆｉｓ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ｉｎ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ｒｅ￣
ｇｉｍ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Ｊ] .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０. [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ｅｃｏ２２０４]

[１２９] ＣＨＥＮ Ｑꎬ ＣＨＥＮ Ｄꎬ ＬＩ Ｒꎬ ｅｔ 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ｓｈｉｔ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ｓ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ｌｏｗ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４(１１) : １９２３￣１９２８.

[１３０] ＣＨＥＮ Ｄꎬ ＬＩ Ｒꎬ ＣＨＥＮ Ｑ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ａｉｌｙ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ｔｉｍｅ￣ ｎｅｓ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９: ３３７１￣３３８６.

[１３１] ＣＨＥＮ Ｄꎬ ＬＥＯＮ Ａ Ｓꎬ ＧＩＢＳＯＮ Ｎ Ｌ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６. [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２０１５ＷＲ０１７７５６]

[１３２] ＤＥＮＧ Ｙꎬ ＴＵＯ Ｙꎬ ＬＩ Ｊ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ｏｐｌｏｇ ｉｎｔａｋｅ ｆｏｒ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Ｉ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５４: ８３￣８８.

[１３３] ＨＥ Ｗꎬ ＬＩＡＮ Ｊꎬ ＹＡ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ｄｅｅｐ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２: １０６￣１１６.

[１３４] ＣＨＥＮ Ｑꎬ ＺＨＡＮＧ Ｊꎬ ＣＨＥＮ Ｙꎬ ｅｔ 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ｆｉｓｈ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ａｍｍｅ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Ｊ]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ꎬ ２０２０. [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ｅｎｇ. ２０２０. ０６. ０１３]

[１３５] ＬＯＶＥＴＴ ＲＡ. Ｒｉｖ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ｎ[ Ｊ] .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５１１: ５２１￣５２３.

[１３６] ＫＩＭ Ｓ Ｎꎬ ＴＯＤＡ Ｙꎬ ＴＳＵＪＩＭＯＴＯ 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ｌｏｗ￣ ｈｅａｄ ｄａｍ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ｏｎｇｒｅｕ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６(１８) : １６８２￣１６９０.

[１３７] ＭＡＧＩＬＬＩＧＡＮ Ｆ Ｊꎬ ＮＩＳＬＯＷ Ｋ Ｈꎬ ＫＹＮＡＲＤ Ｂ Ｅ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ｈａｂｉ￣
ｔａｔꎬ ａｎｄ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ａｍ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ｉ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ｕｐｌａｎｄ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Ｊ] .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５２: １５８￣１７０.

[１３８] 高婷ꎬ 李翀ꎬ 廖文根. 实施支流生境替代保护的基本原则[ Ｊ]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０(４) : ２６７￣２７２.

( ＧＡＯ Ｔꎬ ＬＩ Ｃꎬ ＬＩＡＯ Ｗ 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０(４) : ２６７￣２７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３９] 杨青瑞ꎬ 陈声威ꎬ 何建宽ꎬ 等. 支流生境替代保护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 Ｊ]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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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３(６) : ４０８￣４２０. ( ＹＡＮＧ Ｑ Ｒꎬ ＣＨＥＮ Ｓ Ｗꎬ ＨＥ Ｊ Ｋꎬ 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ｏｌｅｐｔｉ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

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ｎｄｙ ｗａｔ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３(６) : ４０８￣４２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４０] 唐磊ꎬ 何术锋ꎬ 莫康乐ꎬ 等. 小型水坝拆除后河貌演变模拟分析: 以西河水坝为例[ Ｊ] .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 (５) :
６９９￣７０８. ( ＴＡＮＧ Ｌꎬ ＨＥ Ｓ Ｆꎬ ＭＯ Ｋ 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ｍａｌｌ ｄａｍ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Ｘｉｈｅ ｄａｍ[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５) : ６９９￣７０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４１] 林育青ꎬ 马君秀ꎬ 陈求稳. 拆坝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及评估方法综述[ Ｊ] .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５) : ９￣２１.

( ＬＩＮ Ｙ Ｑꎬ ＭＡ Ｊ Ｘꎬ ＣＨＥＮ Ｑ 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ａｍ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ｔ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３７(５) : ９￣２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ｃ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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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Ｑｉｕｗｅｎ

１ꎬ２

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ｎ１ꎬ２ ꎬ ＭＯ Ｋａｎｇｌｅ３ ꎬ 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ｅｎ３ ꎬ ＧＵＡＮ Ｔｉｅｓｈｅｎｇ１ ꎬ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ｑｉｎｇ１ ꎬ ＬＩＮ Ｙｕｑｉｎｇ２ꎬꎬ３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８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ｃ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ｌｏ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ｄａｍｍ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ｂｉｏｇｅ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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