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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幸福河是中国新时代江河治理的新目标ꎬ 对保障河流健康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ꎮ 为定量评价幸

福河状况ꎬ 本文通过对幸福河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梳理ꎬ 提出幸福河评价体系ꎻ 以安全运行、 持续供给、 生态健康、
和谐发展“四大判断准则”为框架ꎬ 按“目标—准则—指标”三层级ꎬ 构建幸福河评价指标体系ꎬ 包括基本指标 １６
个、 备选指标 ３４ 个ꎻ 参考相关规范、 标准文件和研究成果ꎬ 将幸福河评价指标划分为 ５ 个等级ꎬ 分别给出各指标

５ 个等级的分级标准值ꎻ 引入“幸福河指数”来定量评价河流幸福河状态ꎬ 采用“单指标量化—多指标综合—多准则

集成”方法ꎬ 定量计算幸福河指数ꎮ 最后ꎬ 以黄河为例ꎬ 分别对 ２０１７ 年黄河上中下游分段、 支流渭河以及流经的 ９
个省区开展幸福河评价的实例应用ꎮ 经验证ꎬ 所提出的幸福河评价体系能较好地反映黄河客观实际ꎬ 具有较强的

可靠性和适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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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大地之脉、 人类文明之源ꎬ 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和水生态系统的核心ꎬ 同时也是支撑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保障ꎬ 为区域生态环境的维持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随着城镇化、 工业化

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影响ꎬ 河流系统在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ꎬ 自身状况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害ꎬ 水资源

短缺、 水生态恶化等问题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１￣２]ꎮ 在河流开发与保护进程

中ꎬ 河流生态系统的恢复以及流域的可持续管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ꎮ 人类社会自古以来

便与河流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ꎬ 对河流状态的评价与管理将不可避免地考虑到河流与人类之间的关系[３]ꎮ
目前ꎬ 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河流状态评价的相关研究ꎬ 其中研究最广泛的为河流健康评价[４￣８] 及人水和谐

评价[９￣１０]ꎮ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ꎬ 虽然两者均考虑到人类社会的因素ꎬ 但多停留在经济社会的层面ꎬ 较少考

虑到人类的心理需求、 文化认同以及幸福感等方面ꎮ “幸福河”建设是中国新时期提出的河流开发与治理的

新目标ꎬ 其同时考虑到河流的生态健康和人类社会的经济、 文化与福祉问题ꎬ 是推动流域生态保护和社会发

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ꎬ 同时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ꎮ 科学评价河流幸福河状况ꎬ 对识别幸

福河建设主要制约因素以及提供幸福河建设方向具有重要意义ꎮ
自 ２０１９ 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幸福河”江河治理目标以来ꎬ 国内一些科研团队积极响应并开展大量研

究ꎮ 左其亭等[１１]基于对中国河流管理历程及“幸福”内涵的梳理ꎬ 结合幸福河的提出背景及江河治理需求ꎬ
最先探讨了幸福河的概念、 内涵及判断准则ꎻ 陈茂山等[１２] 从人、 河流及人与河流的关系 ３ 个角度ꎬ 分析了

幸福河的基本要求ꎬ 进一步解读幸福河的内涵ꎬ 并提出了幸福河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ꎮ 为纪念“世界水

日”和“中国水周”ꎬ 中国将 ２０２０ 年宣传主题定为“坚持节水优先ꎬ 建设幸福河湖”ꎮ 如何评价以及如何建设

幸福河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ꎬ 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ꎮ 谷树忠[１３] 从 ５ 个方面阐述了幸福河湖建设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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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ꎬ 并指明当前幸福河湖建设的重点工作方向ꎻ 王浩和邓铭江分别总结了幸福河湖建设的要求ꎬ 并提出幸

福河湖评价及建设建议[１４￣１５]ꎻ 李云等[１６] 剖析了河湖健康管理的关键问题ꎻ 唐克旺[１７] 提出了幸福河的层次

化、 多维度评价方法ꎮ 对于幸福河评价的实例研究ꎬ 韩宇平和夏帆[１８] 参照河流健康评价成果ꎬ 从流域自然

属性、 社会经济属性、 人水和谐关系 ３ 方面构建幸福河评价指标体系ꎬ 基于心理学需求层次论将幸福河评价

划分为基本需求、 发展需求与和谐需求 ３ 个层次ꎬ 并在黄河进行应用ꎮ 总体而言ꎬ 幸福河提出时间较短ꎬ 目

前相关研究较少ꎬ 且主要为以概念、 内涵研究为主的理论探索阶段ꎬ 关于幸福河评价的系统研究仍然较少ꎬ
尚缺乏广为认可的幸福河评价体系ꎮ

本文旨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开展幸福河评价的理论及应用实例研究ꎬ 建立幸福河评价体系并以

黄河为例进行应用ꎬ 为中国江河的幸福河评价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借鉴范例ꎮ

１　 幸福河的概念及评价体系框架

１. １　 幸福河的概念及内涵

幸福河的研究对象是河流系统ꎬ 主体为河流ꎬ 客体是河流载体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物ꎮ 自“幸福河”理
念提出以来ꎬ 部分学者针对幸福河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热烈讨论ꎮ 不同学者的论述不尽相同ꎬ 但都强调了河流

自身健康的核心地位以及人们对河流需求的进一步增加ꎬ 突出了人水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ꎮ 笔者曾给出幸福

河的定义[１１]: 幸福河就是造福人民的河流ꎬ 具体来说ꎬ 幸福河是指河流安全流畅、 水资源供需相对平衡、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ꎬ 在维持河流生态系统自然结构和功能稳定的基础上ꎬ 能够持续满足人类社会合理需求ꎬ
人与河流和谐相处的造福人民的河流ꎮ

在中国江河治理的新时代ꎬ 幸福河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健康河流以及纯粹的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的范畴ꎬ 具

有主观性、 区域性以及动态性ꎬ 综合了水安全、 水资源、 水环境、 水生态、 经济社会、 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

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ꎮ 总的来说ꎬ 幸福河应具有以下几个属性: 河流自身安全运行ꎬ 河流和工程带来的各种

灾害可控、 可承受ꎻ 向社会持续供给水资源ꎬ 持续服务人类ꎬ 但供水在承载范围内ꎻ 生态环境健康ꎬ 水质满

足功能需求ꎬ 生态系统良性循环ꎻ 支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ꎬ 实现人水和谐共生ꎮ 幸福河更强调河流生态保护

与人类社会对河流需求总体上的一种平衡ꎬ 其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类与河流乃至整个自然系统的和谐发展[１１]ꎮ

１. ２　 幸福河评价体系总体框架

幸福河具有动态性和区域性ꎬ 其评价指标体系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ꎬ 需要结合具体评价时间、 区域特征

进行明确ꎮ 因此ꎬ 本文试图提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幸福河评价体系ꎬ 主要包括: ① 构建指标体系ꎮ 基于对

幸福河概念及内涵的深入解读ꎬ 以幸福河判断准则为依据ꎬ 筛选典型相关指标ꎬ 构建指标体系ꎮ ② 制定评

价标准ꎮ 结合国内外已有标准、 发展规划、 拟评价河流特征ꎬ 制定与评价内容相匹配的分级量化标准ꎮ
③ 确定评价方法ꎮ 选用有效的量化方法ꎬ 结合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ꎬ 确定评价计算方法和步骤ꎮ ④ 实例应

用研究ꎮ 基于建立的评价体系ꎬ 开展实例应用ꎬ 以验证评价体系的可靠性ꎬ 并结合评价结果ꎬ 识别评价区域

幸福河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ꎬ 以有效指导幸福河建设工作ꎮ

２　 幸福河评价方法

２. １　 幸福河评价指标

２. １. １　 指标体系框架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幸福河评价的关键ꎬ 本文选择“目标—准则—指标”层级关系框架[１９]ꎬ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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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幸福河概念和内涵的进一步梳理ꎬ 结合幸福河的安全运行、 持续供给、 生态健康、 和谐发展四大判断准

则[１１]ꎬ 确定幸福河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图 １): ① 目标层ꎮ 是对研究区域河流生态健康水平、 社会发展水

平及二者发展关系的综合评价ꎬ 本文用“幸福河指数”(Ｈａｐｐｙ Ｒｉｖｅｒ Ｉｎｄｅｘꎬ 简记作 ＩＨＲ)来表示ꎮ ② 准则层ꎮ
以河流的安全运行、 持续供给、 生态健康与和谐发展 ４ 个判断准则为基本框架ꎬ 分别从河流的安全运行、 对

经济社会的持续供给情况、 生态健康状况以及河流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角度来衡量

河流的安全运行指数、 持续供给指数、 生态健康指数与和谐发展指数ꎮ ③ 指标层ꎮ 针对准则层确立的具体

量化指标ꎬ 反映某一方面的河流幸福程度ꎮ

图 １　 幸福河评价体系框架

Ｆｉｇ. 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ｙ Ｒｉｖｅｒ

２. １. ２　 指标筛选

本文除了参考幸福河评价已有研究成果外ꎬ 还根据河流评价相关文献、 管理部门颁布的标准及技术指南

等文件ꎬ 采用频率分析、 理论分析及专家咨询法进行指标的筛选ꎬ 具体步骤为:
(１) 统计资料筛选ꎮ 以确立的准则层为依据ꎬ 结合幸福河状况的主要表征因子ꎬ 广泛搜集幸福河、 河湖

健康、 水生态文明、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人水和谐、 河湖水系连通、 河长制、 资源节约型社会以及水资

源承载力评价等的相关文献ꎬ 选取其中所含指标体系较完整、 影响较大、 引用频率较高的文献作为指标体系

统计的资料来源ꎮ
(２) 指标初筛ꎮ 对照幸福河判断准则ꎬ 逐一分析所选文献中的评价指标与各准则层的相关性ꎬ 保留与准

则层密切相关的指标进行频率统计分析ꎬ 对其中意义相重叠的指标采取合并处理ꎬ 得到评价指标初筛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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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指标确定ꎮ 基于指标初筛结果ꎬ 参照指标筛选的科学性、 完备性、 可操作性、 独立性与动态性等原

则ꎬ 结合管理部门颁布的相关文件[２０￣２１]ꎬ 并咨询专家意见ꎬ 最终筛选获得用于河流幸福河评价的指标体系

(表 １)ꎬ 包括基本指标 １６ 个、 备选指标 ３４ 个ꎬ 共计 ５０ 个ꎮ 在实际应用中ꎬ 基本指标为建议必选的指标ꎬ
备选指标则可根据不同评价时间或区域的具体情况ꎬ 按照指标筛选原则有针对性地进行选择ꎮ

２. ２　 幸福河评价标准

指标标准是评价指标水平的主要刻度ꎬ 目前中国尚无幸福河评价的统一标准ꎮ 本文所提供指标标准的等

级划分及标准值的确定主要依据以下几类文件: ① 相近评价中已有的国家或行业标准ꎻ ② 流域水资源、 经

济社会相关规划及制度等的目标值ꎻ ③ 相关经典文献中对应的指标标准ꎻ ④ 专家咨询ꎮ 据此ꎬ 将幸福河评

价指标划分为从Ⅰ到Ⅴ级共 ５ 个等级ꎬ 分别表示优、 较优、 及格、 较差、 差(见表 １)ꎬ 供相关研究参考ꎮ 需

要说明的是ꎬ 中国幅员辽阔ꎬ 幸福河具有动态性和区域性ꎬ 很难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ꎬ 这只是本文提供的

参考值ꎬ 各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目标需求的变化ꎬ 有选择地确定适合本地区幸福河评价的标准值ꎮ

表 １　 幸福河评价指标及标准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ｙ Ｒｉｖｅｒ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
特征

单位
指标标准值

Ⅰ级(优) Ⅱ级(较优) Ⅲ级(及格) Ⅳ级(较差) Ⅴ级(差)
指标类型

指标
来源

河
流
安
全
运
行
指
数

( ＩＳＯ)
Ｘ１

河岸河床安全稳定程度 正向 ％ [９８ꎬ １００] [８５ꎬ ９８) [７０ꎬ ８５) [５０ꎬ ７０) < ５０ 基本指标 [４ꎬ ２０]

河道连通阻隔程度 逆向 个 / １０２ ｋｍ [０ꎬ ０. ３] (０. ３ꎬ ０. ５] (０. ５ꎬ ０. ８] (０. ８ꎬ １. ２] > １. ２ 备选指标 [２０￣２１]

平滩流量满足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０ꎬ ８０) [３０ꎬ ６０) < ３０ 备选指标 [２２]

水流挟沙能力变化率 逆向 ％ [０ꎬ ５] (５ꎬ １０] (１０ꎬ １５] (１５ꎬ ２５] > ２５ 备选指标 [５]

流量过程变异程度 逆向 － [０ꎬ ０. １] (０. １ꎬ ０. ３] (０. ３ꎬ １. ５] (１. ５ꎬ ３. ５] (３. ５ꎬ ５] 备选指标 [８ꎬ ２０]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０ꎬ ８０) [４０ꎬ ６０) < ４０ 备选指标 [４ꎬ ２１]

水文调节功能指数 正向 － ≥４０ [３０ꎬ ４０) [２０ꎬ ３０) [１０ꎬ ２０) < １０ 备选指标 [２１ꎬ ２３]

防洪排涝达标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７５ꎬ ８０) [５０ꎬ ７５) < ５０ 基本指标 [２１]

水利工程设施完好率 正向 ％ [９８ꎬ １００] [９０ꎬ ９８) [７５ꎬ ９０) [６０ꎬ ７５) < ６０ 基本指标 [４ꎬ １０]

洪涝人口受灾率 逆向 ％ [０ꎬ ２] (２ꎬ ５] (５ꎬ １０] (１０ꎬ ２０] > ２０ 基本指标 [２４￣２５]

洪涝损失占 ＧＤＰ 比例 逆向 ％ [０ꎬ １] (１ꎬ ２. ５] (２. ５ꎬ ４] (４ꎬ ５. ５] > ５. ５ 备选指标 [２５]

河
流
持
续
供
给
指
数

( ＩＣＳ)
Ｘ２

产水模数 正向 万 ｍ３ / ｋｍ２ ≥６０ [３５ꎬ ６０) [２０ꎬ ３５) [１５ꎬ ２０) < １５ 备选指标 [２６]

人均水资源利用量 正向 ｍ３ / 人 ≥９００ [６６７ꎬ ９００) [４３５ꎬ ６６７) [３０７ꎬ ４３５) < ３０７ 备选指标 [２７￣２８]

供水保证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５ꎬ ８０) [５０ꎬ ６５) < ５０ 基本指标 [５ꎬ ２９]

自来水普及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０ꎬ ８０) [４０ꎬ ６０) < ４０ 备选指标 [２１ꎬ ２５]

饮用水安全保证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５ꎬ ８０) [５０ꎬ ６５) < ５０ 备选指标 [５]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正向 ％ [９８ꎬ １００] [８５ꎬ ９８) [７５ꎬ ８５) [６０ꎬ ７５) < ６０ 基本指标 [２１]

灌溉保证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５ꎬ ８０) [５０ꎬ ６５) < ５０ 备选指标 [５]

用水总量控制达标情况 正向 － 达标
超标

５％以内
超标

５％ ~１０％
超标

１０％ ~２０％
超标
> ２０％ 基本指标 [２１]

地下水超采率 逆向 ％ [０ꎬ ２] (２ꎬ １０] (１０ꎬ １５] (１５ꎬ ２０] > ２０ 备选指标 [２１]

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双向 ％ [２５ꎬ ３０] [２０ꎬ ２５)
(３０ꎬ ４０]

[１０ꎬ ２０)
(４０ꎬ ５０]

[５ꎬ １０)
(５０ꎬ ６０]

< ５
> ６０ 基本指标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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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
特征

单位
指标标准值

Ⅰ级(优) Ⅱ级(较优) Ⅲ级(及格) Ⅳ级(较差) Ⅴ级(差)
指标类型

指标
来源

河
流
生
态
健
康
指
数

( ＩＥＨ)
Ｘ３

污染负荷排放指数 逆向 － [０ꎬ ０. ５] (０. ５ꎬ ０. ９] (０. ９ꎬ １. １] (１. １ꎬ １. ５] > １. ５ 备选指标 [３０]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０ꎬ ８０) [４０ꎬ ６０) < ４０ 基本指标 [２０￣２１]

重要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０ꎬ ８０) [４０ꎬ ６０) < ４０ 备选指标 [２０￣２１]

污水达标处理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９０ꎬ ９５) [８５ꎬ ９０) [７０ꎬ ８５) < ７０ 备选指标 [２１]

污水集中处理率 正向 ％ [８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８５) [７０ꎬ ８０) [６０ꎬ ７０) < ６０ 备选指标 [２５ꎬ ３１]

湖库富营养化状况 逆向 － ≤２０ (２０ꎬ ５０] (５０ꎬ ６０] (６０ꎬ ８０] > ８０ 备选指标 [６]

底泥污染指数 逆向 － [０ꎬ ０. １] (０. １ꎬ ０. ３] (０. ３ꎬ ０. ５] (０. ５ꎬ １] > １ 备选指标 [７]

河流生态基流满足程度 正向 ％ [９８ꎬ １００] [９０ꎬ ９８) [８０ꎬ ９０) [６０ꎬ ８０) < ６０ 基本指标 [８ꎬ ２１]

河流生态护岸比例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０ꎬ ８０) [３０ꎬ ６０) < ３０ 备选指标 [２１]

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 正向 ％ [８５ꎬ １００] [７０ꎬ ８５) [５０ꎬ ７０) [３０ꎬ ５０) < ３０ 备选指标 [２１]

天然湿地保留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５ꎬ ９５) [７０ꎬ ８５) [４５ꎬ ７０) < ４５ 备选指标 [２０ꎬ ２９]

水域空间率(南方) 正向 ％ ≥３０ [２０ꎬ ３０) [１０ꎬ ２０) [６ꎬ １０) < ６ 备选指标 [２１]

水域空间率(北方) 正向 ％ ≥１５ [１０ꎬ １５) [６ꎬ １０) [４ꎬ ６) < ４ 备选指标 [２１]

河
流
和
谐
发
展
指
数

( ＩＨＤ)
Ｘ４

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目标
控制程度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５ꎬ ９５) [７０ꎬ ８５) [５０ꎬ ７０) < ５０ 基本指标 [３２]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目标控制程度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５ꎬ ９５) [７０ꎬ ８５) [５０ꎬ ７０) < ５０ 基本指标 [３２]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正向 － ≥０. ６５ [０. ５５ꎬ ０. ６５) [０. ５ꎬ ０. ５５) [０. ４５ꎬ ０. ５) < ０. ４５ 基本指标 [２１]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逆向 ％ ≤８ (８ꎬ １２] (１２ꎬ １８] (１８ꎬ ２５] > ２５ 备选指标 [２１]

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７０ꎬ ８０) [５０ꎬ ７０) < ５０ 备选指标 [２１]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７５ꎬ ９５) [４０ꎬ ７５) [３０ꎬ ４０) < ３０ 备选指标 [１０]

水能资源开发率 逆向 ％ ≤５０ (５０ꎬ ６０] (６０ꎬ ７０] (７０ꎬ ８０] > ８０ 备选指标 [３３]

人水和谐度 正向 － [０. ９８ꎬ １] [０. ８ꎬ ０. ９８) [０. ６ꎬ ０. ８) [０. ３ꎬ ０. ６) [０ꎬ ０. ３) 备选指标 [９]

通航水深保证率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５ꎬ ８０) [５０ꎬ ６５) < ５０ 备选指标 [５]

景观多样性指数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７０ꎬ ８０) [５０ꎬ ７０) < ５０ 备选指标 [３４]

河流亲水性程度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０ꎬ ８０) [３０ꎬ ６０) < ３０ 基本指标 [３４]

水文化传承载体数量 正向 个 ≥８ [６ꎬ ８) [３ꎬ ６) [１ꎬ ３) ０ 备选指标 [２１]

水法律法规建设程度 正向 ％ [９０ꎬ １００] [７０ꎬ ９０) [４０ꎬ ７０) [２０ꎬ ４０) < ２０ 备选指标 [９]

水资源监控能力指数 正向 ％ [９０ꎬ １００] [７５ꎬ ９０) [６０ꎬ ７５) [４０ꎬ ６０) < ４０ 备选指标 [２１]

水文化的挖掘及
保护程度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０ꎬ ８０) [３０ꎬ ６０) < ３０ 基本指标 [３５]

水生态文明公众认知
人数占比

正向 ％ ≥２０ [１５ꎬ ２０) [１０ꎬ １５) [５ꎬ １０) [０ꎬ ５) 备选指标 [２１]

公众对河流幸福满意度 正向 ％ [９５ꎬ １００] [８０ꎬ ９５) [６０ꎬ ８０) [３０ꎬ ６０) < ３０ 基本指标 [２１]

２. ３　 幸福河评价方法

幸福河评价是一个多指标、 多准则、 多层次的综合评价ꎬ 可借鉴的方法很多ꎬ 比如ꎬ 物元分析法、 模糊

综合评价法、 灰色关联分析法等ꎮ 本文推荐采用左其亭等[９]提出的“单指标量化—多指标综合—多准则集成

(ＳＭＩ￣Ｐ)”评价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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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１　 单指标量化

评价指标往往含有定性和定量 ２ 种指标ꎬ 各指标量纲存在差异ꎬ 为便于统一计算与对比分析ꎬ 采用模糊

隶属度函数法ꎬ 将各指标统一映射到[０ꎬ １]上ꎬ 每个指标均有一个取值范围为[０ꎬ １]的隶属度值ꎮ 首先ꎬ
根据表 １ 各指标标准值分别确定其对应的指标特征节点值(见表 ２)ꎬ 即最差值、 较差值、 及格值、 较优值和

最优值ꎬ 分别用 ａ( ｊ)、 ｂ( ｉ)、 ｃ(ｈ)、 ｄ(ｇ)、 ｅ( ｆ)来表示(１０ 个特征值适用于双向指标的情况)ꎬ 假定各指标

的特征节点值依次对应的单指标隶属度值为 ０ꎬ ０. ３ꎬ ０. ６ꎬ ０. ８ 和 １. ０ꎮ 获取指标数据后ꎬ 则可根据相应的隶

属度计算公式计算各单一指标的隶属度值[９]ꎮ

表 ２　 幸福河评价指标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ｎｏｄ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Ｈａｐｐｙ Ｒｉｖｅｒ

指标层

评分标准

最优值
ｅ( ｆ)

较优值
ｄ(ｇ)

及格值
ｃ(ｈ)

较差值
ｂ( ｉ)

最差值
ａ( ｊ)

指标层

评分标准

最优值
ｅ( ｆ)

较优值
ｄ(ｇ)

及格值
ｃ(ｈ)

较差值
ｂ( ｉ)

最差值
ａ( ｊ)

河岸河床安全稳定程度 １００ ８５ ７０ ５０ ０ 污水集中处理率 １００ ８０ ７０ ６０ ３０

河道连通阻隔程度 ０. ３ ０. ５ ０. ８ １. ２ ２. ４ 湖库富营养化状况 ２０ ５０ ６０ ８０ ９０

平滩流量满足率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３０ ０ 底泥污染指数 ０. １ ０. ３ ０. ５ １ ２

水流挟沙能力变化率 ５ １０ １５ ２５ ５０ 河流生态基流满足程度 １００ ９０ ８０ ６０ ３０

流量过程变异程度 ０. １ ０. ３ １. ５ ３. ５ ５ 河流生态护岸比例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３０ １０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 １００ ７０ ５０ ３０ １０

水文调节功能指数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０ 天然湿地保留率 １００ ８５ ７０ ４５ ２０

防洪排涝达标率 １００ ８０ ７５ ５０ ２５ 水域空间率(南方) ３０ ２０ １０ ６ ３

水利工程设施完好率 １００ ９０ ７５ ６０ ３０ 水域空间率(北方) １５ １０ ６ ４ ２

洪涝人口受灾率 ２ ５ １０ ２０ ４０ 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目标
控制程度

１００ ８５ ７０ ５０ ２５

洪涝损失占 ＧＤＰ 比例 １ ２. ５ ４ ５. ５ １１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目标控制程度

１００ ８５ ７０ ５０ ２５

产水模数 ６０ ３５ ２０ １５ ５ 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

０. ６５ ０. ５５ ０. ５ ０. ４５ ０. ２

人均水资源利用量 ９００ ６６７ ４３５ ３０７ １８０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８ １２ １８ ２５ ５０

供水保证率 １００ ８０ ６５ ５０ ２５ 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 １００ ８０ ７０ ５０ ２５

自来水普及率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１００ ７５ ４０ ３０ １０

饮用水安全保证率 １００ ８０ ６５ ５０ ２５ 水能资源开发率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 ８５ ７５ ６０ ３０ 人水和谐度 １ ０. ８ ０. ６ ０. ３ ０

灌溉保证率 １００ ８０ ６５ ５０ ２５ 通航水深保证率 １００ ８０ ６５ ５０ ２０

用水总量控制达标情况 达标
超标
５％

超标
１０％

超标
２０％

超标
３０％ 河流亲水性程度 １００ ８０ ７０ ５０ ２０

地下水超采率 ２ １０ １５ ２０ ４０ 景观多样性指数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３０ ０

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２５ ２０ １０ ５ ０ 水文化传承载体数量 ８ ６ ３ １ 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８０ 水法律法规建设程度 １００ ７０ ４０ ２０ １０

污染负荷排放指数 ０. ５ ０. ９ １. １ １. ５ ３ 水资源监控能力指数 １００ ７５ ６０ ４０ １０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水文化的挖掘及保护程度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３０ ０

重要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水生态文明公众认知
人数占比

２０ １５ １０ ５ ０

污水达标处理率 １００ ９０ ８５ ７０ ３５ 公众对河流幸福满意度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３０ １０

２. ３. ２　 多指标综合

在确定所有单指标的隶属度值后ꎬ 采用多指标综合计算方法得到各准则层的综合评价结果ꎮ 该方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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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单指标隶属度值按照权重加权计算ꎬ 分别得到 ４ 个准则层的综合评价结果ꎬ 即安全运行指数( ＩＳＯ)、 持

续供给指数( ＩＣＳ)、 生态健康指数( ＩＥＨ)与和谐发展指数( ＩＨＤ)ꎬ 计算公式如下:

ＩＳＯ ＝ ∑
ｎ１

ｉ ＝ １
ｗ ｉＧ ｉ

１ (１)

ＩＣＳ ＝ ∑
ｎ２

ｊ ＝ １
ｗ ｊＧ ｊ

２ (２)

ＩＥＨ ＝ ∑
ｎ３

ｋ ＝ １
ｗｋＧｋ

３ (３)

ＩＨＤ ＝ ∑
ｎ４

ｌ ＝ １
ｗ ｌＧ ｌ

４ (４)

式中: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分别为安全运行、 持续供给、 生态健康、 和谐发展 ４ 个准则层中评价指标的个数ꎻ
ｗ ｉ、 ｗ ｊ、 ｗｋ、 ｗ ｌ 分别为各准则层中指标相对于该准则层的权重ꎻ Ｇ ｉ

１、 Ｇ ｊ
２、 Ｇｋ

３、 Ｇ ｌ
４ 分别为安全运行、 持续供

给、 生态健康、 和谐发展准则层中第 ｉ、 ｊ、 ｋ、 ｌ 个指标的隶属度值ꎮ

２. ３. ３　 多准则集成

采用多准则集成计算方法ꎬ 将安全运行、 持续供给、 生态健康、 和谐发展这 ４ 个准则的评价结果按照一

定的权重加权计算ꎬ 得到综合各准则层的河流幸福河指数( ＩＨＲ)值ꎬ 计算见公式(５)ꎮ
ＩＨＲ ＝ ＩＳＯβ１ ＋ ＩＣＳβ２ ＋ ＩＥＨβ３ ＋ ＩＨＤβ４ (５)

式中: β１、 β２、 β３、 β４ 分别为目标层下ꎬ 安全运行、 持续供给、 生态健康以及和谐发展 ４ 个准则对应的权

重ꎬ 四者之和为 １ꎮ
根据河流 ＩＨＲ值的大小ꎬ 把幸福河指数分成 ７ 个等级ꎮ 其中ꎬ １ 表示完全幸福ꎬ ０ 表示完全不幸福ꎬ 其他

等级处于二者之间ꎬ 按照 ０. ２ 的间距把幸福河指数分为 ５ 个等级ꎬ 依次为基本幸福(０. ８ < ＩＨＲ < １)、 较幸福

(０. ６ < ＩＨＲ≤０. ８)、 接近不幸福(０. ４ < ＩＨＲ≤０. ６)、 较不幸福(０. ２ < ＩＨＲ≤０. ４)和基本不幸福(０ < ＩＨＲ≤０. ２)ꎮ
需指出ꎬ 幸福河的评价是相对的ꎬ 没有绝对的幸福与不幸福之分ꎬ 该评价体系主要用于评价不同区域、 不同

时间的幸福河相对情况ꎬ 识别关键制约因素ꎮ

２. ３. ４　 权重的确定

在多指标综合与多准则集成计算步骤中均涉及到权重的计算ꎮ 确定权重的方法有许多ꎬ 主要可分为三大

类: 主观赋权法(层次分析法、 环比评分法、 专家咨询法、 二项系数法)、 客观赋权法(主成分分析法、 熵权

法、 神经网络法)和等权重赋权法ꎬ 在具体研究中ꎬ 可根据实际需求选定ꎮ

３　 应用实例

３. １　 研究区概况

黄河流域地处中国北部ꎬ 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ꎬ 自西向东横跨 ９ 个省区ꎬ 于山东东营入渤海ꎬ 是

中国的第二长河(图 ２)ꎮ 其中ꎬ 河口镇以上为黄河上游ꎬ 河道长 ３ ４７２ ｋｍꎻ 河口镇至桃花峪为中游ꎬ 河道长

１ ２０６ ｋｍꎻ 桃花峪以下为下游ꎬ 河道长 ７８６ ｋｍ[３６]ꎮ 作为哺育华夏儿女的母亲河ꎬ 黄河流域人口密集ꎬ ２０１７
年底沿线 ９ 个省区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３０％ ꎻ 自然资源丰富ꎬ 煤炭产量占全国的 ７０％ ꎬ 此外ꎬ 流域内还

拥有许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ꎬ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格局中均占据十分重要的

地位ꎮ 但是ꎬ 黄河流域目前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ꎬ 水沙关系不协调、 下游悬河灾害威胁较大ꎬ 降水量东多西

少且分布极不均匀[３７]ꎬ 全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２７％ ꎬ 环境污染及生态系统退化严重ꎮ 因

此ꎬ 将黄河建设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ꎬ 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社会发展、 坚定文化自信、 实现民族团结

等方面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ꎮ 以黄河为例开展幸福河评价应用实例研究ꎬ 对推动黄河及其他河流、 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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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和指导作用ꎮ

图 ２　 黄河流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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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数据来源

基于建立的幸福河评价体系ꎬ 分别对 ２０１７ 年黄河上中下游分段、 最大支流渭河以及流经的 ９ 个省区进

行幸福河评价研究ꎮ 各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黄河 ９ 个省区 ２０１８ 年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年水资源公报ꎬ ２０１８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水资源统计年鉴ꎬ 以及 ２０１７ 年黄河水资源公报和黄河泥沙公报ꎮ 此外ꎬ 对于河岸

河床安全稳定程度、 河流亲水性程度、 水文化的挖掘及保护程度、 公众对河流幸福满意度指标ꎬ 则采用专家

打分法进行获取ꎮ 在基础资料获取后ꎬ 实例评价内容主要包括: ① 根据黄河流域的实际特征ꎬ 遵循指标选

取原则ꎬ 对前文建立的幸福河评价指标进一步筛选ꎬ 分别得到适用于黄河分段、 支流渭河、 ９ 个省区幸福河

评价的指标体系ꎻ ②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结合专家打分获取各指标数据ꎻ ③ 采用 ＳＭＩ￣ Ｐ 及等权重计算方法得

到黄河幸福河评价结果ꎻ ④ 对评价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分析ꎬ 并初步识别出黄河幸福河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ꎮ

３. ３　 黄河分段幸福河评价

筛选获得用于黄河分段幸福河评价的指标 ２２ 个ꎬ 除 １６ 个基本指标外还包括水流挟沙能力变化率、 流量

过程变异程度、 人均水资源利用量、 自来水普及率、 污水集中处理率、 重要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６ 个备选指

标ꎬ 黄河上游、 中游、 下游分段幸福河评价结果如图 ３(ａ)ꎬ 其中黄河整体的幸福河指数采用分段结果以河

长加权求得ꎮ
由计算结果得出ꎬ 黄河上中下游的幸福河指数 ＩＨＲ值均为 ０. ７ ~ ０. ８ꎬ 黄河整体 ＩＨＲ值为 ０. ７４ꎬ 均属于“较

幸福”级别ꎬ 上中下游 ＩＨＲ值排序为上游 >下游 >中游ꎬ 整体空间差异性较小ꎮ 上中下游各准则层指数计算结

果差别较大ꎬ 其中上游 ＩＳＯ、 ＩＣＳ、 ＩＥＨ值均最高ꎬ ＩＨＤ值最低ꎬ 原因在于黄河上游水资源量相对充沛且人们对水

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ꎬ 河流受人类干扰程度相对较小ꎬ 但上游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ꎬ 水资源利用效

率不高ꎬ 从而引起和谐发展程度的降低ꎻ 中游 ＩＥＨ值最低ꎬ 其他准则层指数介于上下游之间ꎬ 这是因为黄河

中游大部分属于干旱、 半干旱地区ꎬ 水资源匮乏且水土流失严重ꎬ 重要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较低ꎬ 从而导致生

态环境较差ꎻ 下游 ＩＳＯ、 ＩＣＳ值均最低ꎬ ＩＨＤ最高ꎬ 这与中下游有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ꎮ 黄河下游

人口较中上游密集ꎬ 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ꎬ 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导致河流持续供给能力严重不足ꎬ 此外ꎬ
下游河槽由于持续淤积萎缩、 河床逐年抬高ꎬ 安全稳定性较差ꎮ 总体来看ꎬ 该评价结果与黄河上中下游实际

情况较为符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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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黄河支流渭河幸福河评价

为验证本研究成果在支流的适用性ꎬ 探讨了 ２０１７ 年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幸福河状况ꎬ 为方便与黄河整

体幸福河状况进行对比分析ꎬ 所选指标体系与 ３. ３ 相同ꎬ 得到渭河的幸福河评价结果如图 ３(ｂ)ꎮ
由评价结果可知ꎬ 渭河 ＩＨＲ为 ０. ６５ꎬ 低于黄河整体 ＩＨＲ值 ０. ７４ꎬ 但均属于“较幸福”级别ꎮ 在 ４ 个准则层

中ꎬ 除 ＩＨＤ外ꎬ 渭河其余准则层指数值均小于黄河整体情况ꎮ 原因在于ꎬ 渭河分布在黄河中游河段ꎬ 位于西

北典型的干旱、 半干旱地区ꎬ 水土流失严重ꎬ 加之受下垫面变化、 水利工程等影响ꎬ 渭河水文情势变化较

大ꎬ 流量过程变异程度相对较高ꎬ 河流安全运行能力相对较低ꎻ 渭河流域平均人口密度较大ꎬ 近年来高强度

的人类活动致使渭河河川径流显著减少ꎬ 更加剧了渭河的资源性缺水状况ꎬ 导致渭河持续供给能力相对较

低ꎮ 此外ꎬ 渭河还是黄河污染最严重的支流之一ꎬ 河流生态基流满足程度低、 重要断面水质不达标是导致渭

河河流生态健康指数低的主要原因ꎬ 其中ꎬ 渭河非汛期河流生态基流仅达到了目标值的 ５３. ９％ ꎬ 重要断面

水质优良比例仅 ４３. １％ ꎮ 该评价结果与渭河实际情况较为符合ꎬ 证明该方法亦适宜于河流支流的幸福河

评价ꎮ

图 ３　 黄河分段与整体幸福河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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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黄河分省区幸福河评价

筛选出用于黄河 ９ 个省区幸福河评价的指标 ２２ 个ꎬ 除 １６ 个基本指标外还包括河道连通阻隔程度、 水土

流失治理程度、 人均水资源利用量、 自来水普及率、 污水集中处理率、 天然湿地保留率 ６ 个备选指标ꎬ 计算

结果如图 ４ꎮ
根据评价结果分析ꎬ 黄河 ９ 个省区幸福河指数 ＩＨＲ均处于“较幸福”级别ꎬ 除内蒙古外ꎬ 其余省区 ＩＨＲ均在

０. ７ 以上ꎮ 但各准则层幸福河指数均存在较大差异ꎬ 其中ꎬ ４ 个准则层中各省区 ＩＳＯ值差异最大ꎬ 陕西省最

高ꎬ 为 ０. ９０ꎬ 内蒙古、 青海、 甘肃最差ꎮ 该评价结果与黄河分段评价结果基本一致ꎬ 其中水土流失治理程

度较低ꎬ 导致以上 ３ 个省区 ＩＳＯ准则层指数不高ꎬ 为其河流安全运行的主要限制因素ꎻ ９ 个省区 ＩＣＳ指数差异

较大ꎬ 其中内蒙古、 宁夏最高ꎬ 甘肃、 山西较低ꎬ 陕西最低ꎬ ＩＣＳ值较低的省区主要受人均水资源利用量及

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的影响ꎻ ９ 个省区 ＩＥＨ值均在 ０. ７ 以下ꎬ 是制约黄河沿线九省区幸福河建设的主要因素ꎬ
其中上游省份相对较高ꎬ 中游省份次之ꎬ 内蒙古最差ꎬ 原因在于黄河上游生态系统退化、 水源涵养能力较

低、 湿地用水短缺ꎬ 中游特别是支流污染问题比较突出ꎬ 下游生态流量整体偏低ꎬ 以及大规模的水资源开发

利用导致湿地面积逐年萎缩ꎬ 生态健康状况较差ꎻ ９ 个省区 ＩＨＤ值亦有较大差异ꎬ 宁夏最小ꎬ 为 ０. ６８ꎬ 其余

省份均在 ０. ７ 以上ꎬ 其中ꎬ 河南的评价结果与黄河分段评价结果存在一定差异ꎬ 这是由于河南的用水效率目

标完成度低ꎬ 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目标控制程度、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目标控制程度完成情况较差ꎬ 成为该

省和谐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ꎮ 总的来看ꎬ 黄河分省区幸福河评价结果与分段评价结果趋势基本一致ꎬ 再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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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该方法的可靠性ꎮ

图 ４　 黄河九省区幸福河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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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　 问题及对策

通过对黄河幸福河指数的全面评价ꎬ 总结制约黄河幸福河指数提升的主要问题如下: ① 上游区域水土

流失治理率低ꎬ 整体水灾害隐患大ꎻ ② 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ꎬ 整体较为短缺ꎻ ③ 生态基流满足程度不

高ꎬ 水质达标状况不佳ꎻ ④ 区域发展较不平衡ꎬ 发展质量有待提高ꎮ
针对以上问题ꎬ 提出黄河幸福河建设的发展对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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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针对上中游的黄土高原区ꎬ 开展植树造林种草ꎬ 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ꎬ 护佑绿水青山ꎻ 针对下游

泥沙淤积问题ꎬ 稳固黄河堤岸ꎬ 保障沿线民生安全ꎮ
(２) 上游注重水源涵养ꎬ 全流域严格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ꎬ 提高用水效率ꎬ 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ꎮ
(３) 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ꎬ 上游注重水源涵养与生态修复ꎬ 中游着重水土

流失、 河流污染治理ꎬ 下游推进河口湿地的保护与修复ꎬ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ꎬ 促进河流健康发展ꎮ
(４) 充分发挥各区域优势ꎬ 加大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ꎬ 探索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ꎮ 加大黄河文化宣传

与保护力度ꎬ 促进人水和谐发展ꎮ

４　 结论与展望

(１) 黄河整体各区域幸福河指数不高ꎬ 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ꎬ 分段幸福河指数为上游 >下游 > 中游ꎬ 其

中ꎬ 幸福河指数最高的省区为四川、 宁夏和陕西ꎬ 幸福河指数最低的省区为内蒙古ꎮ
(２) 黄河整体幸福河指数的主要制约准则层为生态健康ꎬ 主要制约因子为生态基流满足程度和天然湿地

保留率ꎻ 区域差异最大的准则层为和谐发展ꎬ 差异性最大的因子为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目标控制程度、 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目标控制程度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ꎮ
本文初步建立了幸福河评价体系ꎬ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应不断完善ꎬ 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１) 幸福河的内涵比较丰富ꎬ 所研究的系统极为复杂ꎬ 加之中国不同河湖总体差别较大ꎬ 随着社会的发

展以及人们对幸福河理解的进一步加深ꎬ 幸福河评价指标体系仍需进一步修改完善ꎻ
(２) 本文所提出的幸福河评价标准重点不在于对评价区域的幸福河指数进行等级划分ꎬ 而是了解其在空

间、 时间维度的相对差异ꎬ 为幸福河指数的提升提供对策建议ꎻ
(３) 引入科学性更强的方法进行评价指标的选取ꎬ 结合更贴近实际情况的客观赋权方法ꎬ 可以使具体的

评价结果更加合理可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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