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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发布环境

保护行业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　水利水电工程》的公告

环发 ［２００３］１７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治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

人体健康，加强环境管理，现批准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利水电工程》为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并由我局与水利部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利水电工程 （ＨＪ／Ｔ８８—２００３）
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自２００３年４月１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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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确定编制规范的目的、适用范围和标准。

———确定工程分析对象、环境调查内容。

———确定工程环境影响识别、预测评价、对策措施等技术内容。

本标准是在对ＳＤＪ３０２—８８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的，修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对结构进行调整。

———按水利水电工程类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

———增加对策措施、环境监测与管理、环境保护投资估算与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公众参与的

技术内容。

———增加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评价、流域环境影响分析内容。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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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利水电工程

１ 总则

１１ 为规范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确定评价标准、原则、内容和方法，统一技术要求，特制
定本规范。

１２ 本规范适用于水利行业的防洪、水电、灌溉、供水等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其他
行业同类工程和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可参照执行。

１３ 工程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应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布的 《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分类管理名录》确定。

１４ 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编制程序：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研究有关法规和工程设计文件，进行初步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筛

选重点评价项目，确定评价工作等级，编制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进一步进行工程分析，调查、评价工程影响地区环境现状，预测、评价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提出

对策措施，估算环境保护投资，给出评价结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程序可适当简化。

１５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工程概况、工程分析、环境现状调查、环境影响识别、环境
影响预测和评价、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环境监测与管理、投资估算、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环境风

险分析、公众参与和评价结论等。

１６ 环境影响评价可分为：水文、泥沙、局地气候、水环境、环境地质、土壤环境、陆生生物、水
生生物、生态完整性与敏感生态环境问题、大气环境、声环境、固体废物、人群健康、景观和文物、

移民、社会经济等环境要素及因子的评价。

１７ 工程建设对流域造成较大影响时，应分析工程对流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１８ 单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可分为三级。评价工作等级应根据工程特性和影响地区环境特征，
按ＨＪ／Ｔ２１～２３—９３《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ＨＪ／Ｔ２４—１９９５《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
境》、ＨＪ／Ｔ１９—１９９７《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非污染生态影响》等规定进行判定。
１９ 环境保护目标应包括环境保护敏感目标与保护区域应达到的环境质量标准或功能要求。
１１０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除应符合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

２１ 工程概况
２１１ 工程概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流域 （河段）规划；

ｂ工程地理位置；
ｃ工程任务、规模与运行方式；
ｄ工程总布置与主要建筑物；
ｅ工程施工布置及进度；
ｆ淹没、占地与移民安置规划；
ｇ工程投资估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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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流域 （河段）规划，应包括本工程所在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

点、开发利用与保护管理状况；说明工程在流域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给出标明工程所在位置的流域

（河段）规划示意图。

２１３ 工程地理位置，应包括工程所在流域 （河段）位置、行政区划位置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 （市），县 （市）等）、交通位置、经纬度位置等。

２１４ 工程任务和规模，应包括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灌溉、供水、水产、旅游等任务，说明
工程规模、工程运行方式。

２１５ 工程总布置及主要建筑物，应包括工程及主要建筑物级别、工程布置和主要建筑物型式、规
模及工程特性指标，给出工程平面布置图。

２１６ 工程施工布置及进度，应包括施工条件、天然建筑材料、施工导流、截流、主体工程施工、
施工交通及施工总体布置、施工总进度与工期，给出施工总布置示意图。

２１７ 淹没与占地，应包括淹没处理范围、淹没和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现状、人口及组成、工矿企
业、城镇和专业项目设施等。移民安置规划，应简述移民安置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现状，移民安置

方式、去向地点以及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排生活措施等。

２２ 工程分析
２２１ 工程分析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确定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对环境的作用因素与影响源，影响方式与范围，污染物源强和排放
量、生态影响程度；

ｂ主要采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文件的数据和资料，以及类比工程的资料。
２２２ 工程分析应对下列作用因素与影响源，影响方式与范围，污染物源强、排放量与生态影响程
度进行分析，确定环境保护目标与工程关系：

ａ施工：施工场地布置、料场、渣场、交通运输、机械设备运行、施工营地及人员活动等。
ｂ淹没、占地：淹没、占地范围，土地利用方式改变，生物量变化等。
ｃ移民安置：移民安置方式、专业项目设施改建、城镇与工矿企业迁建等。
ｄ工程运行：水资源分布改变，水文、泥沙情势变化、建筑物阻隔等。

２２３ 工程分析可分为施工期和运行期两个时段。
２２４ 工程分析重点应为影响强度大、范围广、历时长或涉及敏感区的作用因素和影响源。
２３ 方案比选与环境风险分析
２３１ 工程设计进行工程位置、工程规模、工程施工及工程运行不同方案比选，应对不同方案进行
环境影响对比分析，从环境角度提出推荐方案。

２３２ 在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可能产生的重大环境事故，应分析环境风险
性质和影响范围，提出风险防范管理措施。

３ 环境现状调查和评价

３１ 调查要求
３１１ 环境现状调查，应根据工程特性和影响地区的环境特点，结合各单项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等
级，确定调查工作的范围和内容。

３１２ 环境现状调查，应收集现有资料，进行现场调查和测试。
３１３ 对重点环境要素应进行全面、详细的调查。对水环境、环境空气、声环境质量现状应有定量
的数据并进行分析和评价；生态影响应根据评价工作等级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和评价。

３２ 调查方法
３２１ 收集资料：应收集现有的各种有关数据、分析报告及图件。
３２２ 现场调查：现有资料不能满足评价要求，应到实地对环境要素进行调查和测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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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遥感遥测：大范围的环境现状调查可采用遥感、遥测等方法。
３３ 调查范围
３３１ 环境现状调查范围应为工程影响区域，包括施工区、淹没区、移民安置区、水源区、输水沿
线区、受水区、工程上下游河段、湖泊、湿地、河口区等。

３３２ 各环境要素及因子的调查范围应根据影响区域的环境特点，结合评价工作等级确定。
３４ 资料收集与调查内容
３４１ 地形地貌与地质调查应包括：工程影响区地形特征、地貌类型；地层、岩性、水文地质与工
程地质条件、地质构造、地震烈度、岩体稳定、渗漏情况、矿产资源等。

３４２ 气候与气象的调查应包括：工程影响区气温、降水量、蒸发量、湿度、日照，风速、风向、
雾日、无霜期和主要灾害性天气特征等。

３４３ 水文、泥沙调查应包括：工程影响区水资源分布、利用和保护，工程所在河段集水面积、水
位、流量、径流量，含沙量、输沙量等。

３４４ 水环境的调查应包括：工程所在河段水功能区划、水环境功能区划、水质、水温，主要供水
水源地，主要污染源，废水排放量及污染物类别，施用农药、化肥的种类及数量；地下水水质状况及

污染源。

３４５ 大气环境调查应包括：危害环境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及其来源，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３４６ 声环境调查应包括：工程影响区噪声源种类、噪声级水平和声环境敏感目标。声环境敏感目
标的调查应确定敏感目标位置与噪声源的距离。

３４７ 土壤调查应包括：工程影响区土壤类型、理化性质与结构、分布及环境质量现状，土壤潜育
化、沼泽化、盐碱化及相关的地下水水位变化状况。

３４８ 水土流失调查应包括水土流失现状、成因及类型等。
３４９ 陆生生物与生态现状调查应包括：工程影响区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及分布；野生动物区系、
种类及分布；珍稀动植物种类、种群规模、生态习性、种群结构、生境条件及分布、保护级别与保护

状况等；受工程影响的自然保护区的类型、级别、范围与功能分区及主要保护对象状况；进行生态完

整性评价时，应调查自然系统生产能力和稳定状况。

３４１０ 水生生物与生态现状调查应包括：工程影响水域浮游动植物、底栖生物、水生高等植物的种
类、数量、分布；鱼类区系组成、种类、产卵场；珍稀水生生物种类、种群规模、生态习性、种群结

构、生境条件与分布、保护级别与状况等；受工程影响的自然保护区的类型、级别、范围与功能分区

及主要保护对象状况。

３４１１ 社会经济现状调查应包括：人口，民族，国内生产总值，工、农、林、牧、副、渔业情况，
人均收入，土地利用现状及生态保护用地情况等。

３４１２ 人群健康调查应包括：医疗卫生条件，自然疫源性疾病、虫媒传染病、介水传染病、地方病
等。

３４１３ 景观与文物调查应包括：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疗养区、温泉等，具有纪念意义和历史
价值的建筑物、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石刻等文物的保护级别、位置及保护现状。

３４１４ 根据当地特殊情况和工程的特殊性，可确定相关的其它调查内容。
３５ 环境现状评价
３５１ 应根据有关标准对水环境、环境空气、声环境的质量现状进行评价，分析主要环境问题。
３５２ 生态现状评价应包括生态完整性评价、自然资源状况与敏感生态环境问题评价。
３５３ 生态现状评价可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４ 环境影响识别

４１ 影响识别内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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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环境影响识别应全面列出可能受工程影响的环境要素及环境因子，识别工程对各环境要素及
因子的影响性质和程度。

４１２ 影响性质可分为有利影响与不利影响、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暂时影响与累积影响、局部影
响与区域影响、可逆影响与不可逆影响等。

４１３ 影响程度可分为影响大、影响中等、影响小、无影响等。
４１４ 应根据受影响的性质、程度筛选出重点评价环境要素及因子和一般评价环境要素及因子。
４２ 影响识别方法
４２１ 环境影响识别可采用专家评判法、矩阵法和其它定性分析方法。
４２２ 专家评判法，应由专业技术经验丰富的专家采取评判、记分等方法进行识别。
４２３ 矩阵法应按行、列排出需进行识别与筛选的环境要素及因子，工程对环境的作用因素、影响
源，识别影响性质和程度。

５ 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预测和评价原则：
ａ客观性原则。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应客观、公正、科学地预测和评价。
ｂ突出重点原则。重点环境要素及因子应进行详细、全面的预测和评价。
ｃ实用性原则。预测方法应有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
５１２ 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范围，应根据工程影响范围和环境要素特性确定。
５１３ 环境影响评价制图应根据评价工作等级确定。图件内容和比例尺应符合环境影响预测评价和
环境管理要求。

５１４ 环境要素及因子必须根据有关环境标准、环境保护目标进行评价。对于尚无环境标准的环境
要素及因子，可用有无工程的变化对比、环境背景值、阈值进行评价。

５２　水文、泥沙
５２１ 工程对区域水资源时空分配有明显改变时，应根据工程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评价对环境的
影响。

５２２ 工程建设因拦蓄、引水、调水等改变河流、湖泊水体天然性状，应预测水文、泥沙情势变化，
评价对环境的影响。

５２３ 水库工程应预测评价库区、坝下游及河口水位、流量、流速和泥沙冲淤变化及对环境的影响。
５２４ 灌溉、供水工程应预测评价水源区、输水沿线区、调蓄水域和受水区水文、泥沙情势变化及
对环境的影响。多沙河流供水工程应预测评价泥沙淤积的环境影响。

５２５ 河道整治工程应预测评价工程兴建后河道流速、流向和泥沙冲淤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５３ 局地气候
５３１ 局地气候影响应预测气温、湿度、风、降水、雾等变化。
５３２ 工程对局地气候有较大影响，应评价对农业生态、航运和生活环境的影响。
５４ 水环境
５４１ 水库工程应预测对库区及坝下游水体稀释扩散能力、水质、水体富营养化和河口咸水入侵的
影响。

５４２ 梯级开发工程应预测对下一级工程水质的影响。
５４３ 供水工程应预测对引水口、输水沿线、河渠交叉处、调蓄水体水质的影响。
５４４ 灌溉工程应预测对灌区地下水水质的影响，灌区回归水对受纳水体水质的影响。
５４５ 移民安置应预测生产和生活废污水量、主要污染物及对水质的影响。
５４６ 工程施工应预测生产和生活废污水量、主要污染物及对水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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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７ 河湖整治、清淤工程应预测底泥清运、处置对水质的影响。
５４８ 水温影响应预测水库水温结构、水温的垂向分布和下泄水温及对农作物、鱼类等的影响。
５５ 环境地质
５５１ 大型水库应分析诱发地震的类型、地震烈度。
５５２ 库岸和边坡稳定影响应预测滑坡、崩塌等及对环境的影响。
５５３ 水库渗漏、浸没影响应分析周围地质构造、地貌、地下水位、渗漏通道，预测渗漏、浸没程
度及对环境的影响。

５５４ 灌溉、供水工程抽取地下水，应分析对地下水位、地面沉降的影响。
５６ 土壤环境、土地资源
５６１ 土壤环境影响应预测工程对土壤改良、土壤潜育化、沼泽化、次生盐碱化、土地沙化等的影响。
５６２ 工程淹没、占地、移民安置应预测对土地资源及利用的影响。
５６３ 河道整治、清淤工程应预测底泥堆放或利用对农田的影响。
５７ 生态
５７１ 生态完整性影响应分析预测工程对区域自然系统生物生产能力和稳定状况的影响。
５７２ 陆生植物影响应预测对森林、草原等植被类型、分布及演替趋势，珍稀濒危和特有植物、古
树名木种类及分布等的影响。

５７３ 陆生动物影响应预测对陆生动物、珍稀濒危和特有动物种类及分布与栖息地的影响。
５７４ 水生生物影响应预测对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高等水生植物、重要经济鱼类及其
它水生动物，珍稀濒危、特有水生生物种类及分布与栖息地的影响。

５７５ 湿地影响应预测对河滩、湖滨、沼泽、海涂等生态环境以及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５７６ 自然保护区影响应预测对保护对象、保护范围及保护区的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５７７ 水土流失影响应预测工程施工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弃渣、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造
成水土流失的类型、分布、流失总量及危害。

５８ 大气环境、声环境、固体废物
５８１ 大气环境影响应预测施工产生的粉尘、扬尘和机械与车辆燃油、生活燃煤产生的污染物对环
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５８２ 声环境影响应预测施工机械运行、砂石料加工、爆破、机动车辆等产生的噪声强度、时间及
对敏感目标的影响。

５８３ 固体废物影响应预测施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生产废料等对环境的影响。
５９ 人群健康
５９１ 应预测工程建设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介水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地方病等疾病流行对人
群健康的影响。

５９２ 应预测传染病、地方病对移民和当地居民健康的影响。
５９３ 应预测传染病、地方病对施工人员健康的影响。
５１０ 景观与文物
５１０１ 景观影响应预测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疗养区、温泉等的影响。
５１０２ 文物影响应预测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
石窟、石刻等的影响。

５１１ 移民
５１１１ 应预测移民环境容量和移民生产条件、生活质量及环境状况，并从生态保护角度分析移民环
境容量的合理性。

５１１２ 移民安置对土地资源、陆生生物、水土流失、人群健康等影响预测，应符合本规范５６２、
５７２、５７３、５７７、５９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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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３ 水库淹没涉及城镇、集镇、工矿企业和基础设施，应预测迁建对环境的影响。
５１１４ 水库淹没涉及交通道路、通讯线路等专业项目设施，应预测复、改建对环境的影响。
５１２ 社会、经济
５１２１ 社会、经济影响应综合分析工程对流域、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５１２２ 防洪工程应分析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少洪灾带来的污染扩散、生态破
坏、疾病流行等。

５１２３ 水电工程应分析提供清洁能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５１２４ 灌溉工程应分析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作用。
５１２５ 供水工程应分析增加城市工业、生活用水，对提高工业生产水平、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作用
和影响。

５１３ 预测方法
５１３１ 一般要求

ａ应根据工程特性、环境状况，选用通用、成熟并能符合预测要求的方法。
ｂ可用量度值预测的环境要素及因子，应根据国家、地方环境保护法规、标准，采取定量的方

法；对难以用量度值预测的环境要素及因子可采取定性或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ｃ预测方法可采用类比分析法、数学模型法、物理模型法、景观生态学方法、生态机理分析法、
图解法、图形叠置法、专业判断法等。

５１３２ 数学模型法，应说明计算条件、公式、参数、数据、模型的修正和验证。数学模型法适用于
能定量预测的水质、水温、大气环境、环境噪声、局地气候等环境要素及因子。

５１３３ 物理模型法，可根据相似原理，建立与原型相似模型进行试验，预测有关环境要素及因子的
影响。适用于无法采用数学模型预测，或对数学模型结果进行验证。

５１３４ 类比分析法可根据已建工程的环境影响，定性或定量地类比分析拟建工程环境影响。选用类
比工程应具有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相似的工程规模、特性和运行方式。类比分析法可预测局地气

候、陆生生物、水生生物、人群健康等。

５１３５ 景观生态学方法、生态机理法可适用于陆生生物、水生生物、生态完整性评价。
５１３６ 采用图形叠置法可将地质、地貌、土壤、动物、植物、景观、文物等环境特征图与工程布置
图叠置，预测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５１３７ 专业判断法可预测不易定量的文物、景观、人群健康影响。

６ 对策措施

６１ 原则与要求
６１１ 应针对工程造成不利影响的对象、范围、时段、程度，根据环境保护目标要求，提出预防、
减免、恢复、补偿、管理、科研、监测等对策措施。

６１２ 制定环境保护措施应进行经济技术论证，选择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便于实施、保护和改善
环境效果好的措施。

６１３ 对策措施应包括：保护的对象、目标，措施的内容、设施的规模及工艺、实施部位和时间、
实施的保证措施、预期效果的分析等，在此基础上估算 （概算）环境保护投资，并编制环境保护措

施布置图。

６２ 分项对策措施
６２１ 水环境保护措施

ａ应根据水功能区划、水环境功能区划，提出防止水污染，治理污染源的措施。
ｂ工程造成水环境容量减小，并对社会经济有显著不利影响，应提出减免和补偿措施。
ｃ下泄水温影响下游农业生产和鱼类繁殖、生长，应提出水温恢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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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水库工程库底清理应提出水质保护要求。
ｅ水质管理应包括管理机构、管理办法及管理规划等。

６２２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应对生产、生活设施和运输车辆等排放废气、粉尘、扬尘提出控制要求
和净化措施；制定环境空气监测计划、管理办法。

６２３ 环境噪声控制措施：施工现场建筑材料的开采、土石方开挖、施工附属企业、机械、交通运
输车辆等释放的噪声应提出控制噪声要求；对生活区、办公区布局提出调整意见；对敏感点采取设立

声屏障、隔音减噪等措施；制定噪声监控计划。

６２４ 施工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应包括施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生产废料处理处置等。
６２５ 生态保护措施

ａ珍稀、濒危植物或其它有保护价值的植物受到不利影响，应提出工程防护、移栽、引种繁殖
栽培、种质库保存和管理等措施。工程施工损坏植被，应提出植被恢复与绿化措施。

ｂ珍稀、濒危陆生动物和有保护价值的陆生动物的栖息地受到破坏或生境条件改变，应提出预
留迁徙通道或建立新栖息地等保护及管理措施。

ｃ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和有保护价值的水生生物的种群、数量、栖息地、洄游通道受到不利影
响，应提出栖息地保护、过鱼设施、人工繁殖放流、设立保护区等保护与管理措施。

ｄ工程建设造成水土流失，应采取工程、植物和管理措施，保护水土资源。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的编制及防治措施技术的确定，应按 ＳＬ２０４—９８《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的规定执
行。对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应从生态保护角度分析其合理性。

ｅ工程运行造成下游水资源特别是生态用水减少时，应提出减免和补偿措施。
ｆ开展生态监测。针对生态保护措施中的难点提出研究项目规划。

６２６ 土壤环境保护措施
ａ工程引起土壤潜育化、沼泽化、盐渍化、土地沙化，应提出工程、生物和监测管理措施。
ｂ清淤底泥对土壤造成污染，应采取工程、生物、监测与管理措施。

６２７ 人群健康保护措施应包括卫生清理、疾病预防、治疗、检疫、疫情控制与管理，病媒体的杀
灭及其孳生地的改造，饮用水源地的防护与监测，生活垃圾及粪便的处置，医疗保健、卫生防疫机构

的健全与完善等。

６２８ 文物保护应采取防护、加固、避让、迁移、复制、录相保存、发掘等措施。
６２９ 景观保护应提出补偿、防护和减免措施。
６２１０ 工程对取水设施等造成不利影响，应提出补偿、防护措施。

７ 环境监测与管理

７１ 环境监测任务
７１１ 应监测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有关环境要素及因子的动态变化，制定环境监测计划。
７１２ 应对工程有关突发性环境事件进行跟踪监测调查。
７２ 监测站点布设
７２１ 监测站、点布设应针对施工期和运行期受影响的主要环境要素及因子设置。监测站、点应具
有代表性，并利用已有监测站、点。

７２２ 监测站基建规模和仪器设备应根据所承担的监测和管理任务确定。
７３ 监测技术要求
７３１ 监测范围应与工程影响区域相适应。
７３２ 监测调查位置与频率应根据监测调查数据的代表性，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特征和环境影响
评价要求确定。

７３３ 监测方法与技术要求，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标准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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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４ 对监测成果应在原始监测数据基础上进行审查、校核、综合分析后整理编印，并提交管理部
门。

７４ 环境管理
７４１ 环境管理应列为工程管理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工程施工期与运行期。
７４２ 环境管理的任务应包括：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的执行；环境管理计划的编制；环境保护措施
的实施管理；提出工程设计、工程环境监理、工程招投标的环境保护内容及要求；环境质量分析与评

价以及环境保护科研和技术管理等。

７４３ 环境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应根据工程管理体制与环境管理任务确定。
７４４ 大型工程宜建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８ 环境保护投资估算与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８１ 环境保护投资估算
８１１ 减免工程环境不利影响和满足工程功能要求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管理措施、环境监测
及研究措施所需的投资，以及对难以恢复、保护的环境影响对象采取的替代措施或给予合理补偿的投

资，应列入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８１２ 环境保护投资估算的项目应分为环境保护措施投资、环境监测措施投资、仪器设备及安装投
资、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投资和独立费用等。

８１３ 环境保护投资估算应说明采用的费用标准和定额等的编制依据，估算环境保护总投资并提出
分年度投资安排。

８２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８２１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内容应包括环境影响经济损失分析和环境影响经济效益分析及主要结
论。

８２２ 环境影响经济损失应包括减免不利环境影响的环境保护投资，工程造成的资源、环境损失。
８２３ 环境影响经济效益应包括由于工程的有利环境影响取得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采取环境
保护措施后取得的效益。

８２４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宜采用货币量化的方法进行，不易量化的可采取定性分析方法。

９ 公众参与

９１ 工程的建设应征询和反映受影响地区的公众和有关社会阶层对工程兴建的意愿。
９２ 公众参与可采用直接征询、委托有关部门征询以及其它形式。
９３ 公众参与的范围应包括工程受益区和非受益区，以非受益区的公众参与为重点。
９４ 公众参与应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有少数民族代表参与。
９５ 对征询的公众意见应分别就受益区和非受益区按行政区域进行汇总、统计。对公众提出的环境
问题，应给予解答或提出解决方案。

１０ 评价结论

１０１ 评价结论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简述工程开发任务，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的主要环境作用因素、影响源。
ｂ简述环境现状评价结论，工程影响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ｃ概括总结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的结论，简述施工期和运行期对环境的主要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ｄ概括阐述环境保护措施及效果，说明措施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明确相应的环境保护投资与费用。
ｅ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工程的可行性。

１０２ 应对下阶段环境保护设计、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及管理提出建议和意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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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编制内容和要求

Ａ１ 一般要求

Ａ１１ 评价大纲应依据已批准的项目建议书，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文件规定及其它与工程有关的文件
要求，进行环境现状初步调查后编制。

Ａ１２ 评价大纲应结合工程特性、环境状况，对报告书内容和评价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安排。大纲
的内容应具体、详细。

Ａ２ 评价大纲内容

Ａ２１ 总则，应说明评价任务来由，评价目的、编制依据、环境保护目标、采用的评价标准、评价
工作等级及重点。

Ａ２２ 工程概况，应包括流域 （河段）规划概况，工程地理位置，工程任务、规模与运行方式，工

程总布置与主要建筑物，施工布置与进度，淹没、占地与移民安置规划概况。跨流域调水工程应按水

源区、输水沿线及受水区分别说明主要工程项目与规模。

Ａ２３ 环境概况，应简述工程所在流域、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概况。
Ａ２４ 工程分析，应初步分析工程对环境的作用因素和影响源，主要有工程施工、淹没、占地、移
民、筑坝及工程运行引起水文情势变化等。

Ａ２５ 环境影响识别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识别评价环境系统，筛选重点环境要素；
ｂ确定评价时段，分施工期、运行期；
ｃ影响较复杂或处于敏感地区的工程，应列出环境影响识别矩阵表或影响识别清单。

Ａ２６ 工程周围地区环境现状调查，应提出工程所在流域环境状况，工程影响范围的自然环境、社
会环境、生态环境现状的调查内容；环境现状评价及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环境现状应充分利用已有

资料进行分析。对重要的环境要素，应根据评价工作等级和预测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和监测，详细说

明调查参数、范围，调查方法、时间、地点等。

Ａ２７ 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应根据环境要素的评价工作等级、环境特点，针对工程特性，提出环
境影响预测内容、预测方法、预测范围、预测时段，拟采用的评价方法，对定量分析的重点评价项目

应说明采用的预测模型及有关参数的估算方法。

Ａ２８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投资估算和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应提出内容、方法和要求。
Ａ２９ 环境监测与管理，应拟定监测项目、内容、时段及技术要求，提出环境管理的内容和要求。
Ａ２１０ 公众参与，应提出公众参与方式、调查范围、拟向公众征求的意见提纲，反馈与处理方法
等。

Ａ２１１ 评价成果清单，应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写大纲及附图、附表名称；需编制专题报告的名
称。

Ａ２１２ 评价工作组织及计划安排，应包括评价计划和协作单位、编制报告书的具体安排及时间进
度。

Ａ２１３ 评价工作经费概算，应按评价大纲的编制、环境现状调查与监测、各单项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等列出评价工作经费。

Ａ２１４ 附件、附图，应包括立项批准文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委托函、评价标准确认函等；附
图应包括工程地理位置、工程平面布置图、施工总布置图、监测位置图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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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提纲

Ｂ１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按以下提纲编写

１　总则
（１）编制目的
（２）编制依据
（３）采用的评价标准
（４）评价范围与时段
（５）环境保护目标
２　工程概况
（１）流域 （河段）规划概况

（２）工程地理位置
（３）工程任务、规模与工程运行方式
（４）工程总布置与主要建筑物
（５）工程施工布置及进度
（６）淹没、占地与移民安置规划概况
３　工程分析
（１）工程施工
（２）淹没、占地
（３）移民安置
（４）工程运行
４　环境现状
（１）流域环境现状
（２）工程影响地区环境现状
（３）环境现状评价及主要环境问题
５　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采用以下部分或全部内容：

（１）水文、泥沙
（２）水环境
（３）局地气候
（４）环境地质
（５）土壤环境、土地资源
（６）水土流失
（７）陆生生物
（８）水生生物
（９）生态完整性与敏感生态问题 （可与陆生生物、水生生物合并）

（１０）人群健康
（１１）景观与文物
（１２）社会、经济
（１３）工程施工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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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移民安置
６　环境保护措施
（１）水环境保护
（２）水土保持
（３）生物保护及其他生态保护
（４）噪声控制
（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６）大气环境保护
（７）土壤环境保护
（８）人群健康保护
（９）景观与文物保护
（１０）其它
７　环境监测与管理
（１）环境监测
（２）环境管理
８　环境保护投资估算与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１）环境保护投资估算
（２）环境影响损益经济分析
９　环境风险分析
１０　公众参与
１１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１）评价结论
（２）建议

Ｂ２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应附以下附件、附图

　　１　附件
（１）评价大纲审批文件
（２）与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其它文件
２　附图
（１）工程地理位置图
（２）工程总布置图
（３）工程施工总布置图
（４）环境保护措施布置图
（５）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专题图件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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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格式和要求

Ｃ１ 环境影响报告表格式

Ｃ１１ 封面应符合表Ｃ１１的规定。

表Ｃ１１　报告表封面格式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单位 （盖章）：

编制单位 （盖章）：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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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２ 评价资格应附 《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缩印件 （按原件１／３比例缩印），符合表 Ｃ１２的
规定。

表Ｃ１２　评价资格证书格式

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

（彩色原件缩印１／３）

Ｃ１３ 评价单位及评价人员情况应符合表Ｃ１３的规定。

表Ｃ１３　评价单位及评价人员情况

　　　评价单位： （公章）

评价项目负责人：

评价人员情况

姓名 从事专业 职称 上岗证书号 职责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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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４ 工程基本情况应符合表Ｃ１４的规定。

表Ｃ１４　工 程 基 本 情 况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通讯地址 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 （县）

联系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建设地点

立项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及代码

占地面积／ｍ２ 绿化面积／ｍ２

总投资

（万元）

其中：环保投

资 （万元）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评价经费 （万元） 预期竣工日期 年　　月

工程内容及规模：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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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５ 工程影响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应符合表Ｃ１５的规定。

表Ｃ１５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自然环境简况 （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气象、水文、植物、动物、生物多样性等）：

　社会环境简况 （社会经济、人口、文化、文物等）：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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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６ 环境质量状况应符合表Ｃ１６的规定。

表Ｃ１６　环 境 质 量 状 况

工程影响区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 （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空气、声环境、生态环境等）：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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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７ 评价适用标准应符合表Ｃ１７的规定。

表Ｃ１７　评 价 适 用 标 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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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８ 工程分析应符合表Ｃ１８的规定。

表Ｃ１８　工　程　分　析

工程施工：

淹没、占地：

移民安置：

工程运行：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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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９ 环境影响分析应符合表Ｃ１９的规定。

表Ｃ１９　环 境 影 响 分 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运行期环境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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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１０ 环境保护措施和预期效果应符合表Ｃ１１０的规定。

表Ｃ１１０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水环境保护：

大气污染防治：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噪声防治：

生态保护：

水土保持：

土壤环境保护：

人群健康保护：

景观与文物保护：

其它：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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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１１ 评价结论应符合表Ｃ１１１的规定。

表Ｃ１１１　评　价　结　论

评价结论：

建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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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１２ 审批意见应符合表Ｃ１１２的规定。

表Ｃ１１２　审 批 意 见 表

预审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下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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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　附件、附图及专项评价

Ｃ２１ 环境影响报告表应附以下附件、附图
附件１　立项批准文件
附件２　其他与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文件
附图１　工程地理位置图 （反映行政区划、水系、标明排污口、取水口位置和地形地貌等）

附图２　工程总布置图
附图３　工程施工总布置图
附图４　环境保护措施布置图 （包括环境监测内容）

Ｃ２２ 环境影响报告表需详细说明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时，应进行专项评价。根据工程的特点和当地
环境特征，可选下列１～２项进行专项评价：
１　工程对水环境的影响
２　工程对生态的影响
３　工程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声环境等）
４　淹没与移民对环境的影响
５　其它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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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地表水水质影响预测方法

Ｄ１ 预测条件简化及确定

Ｄ１１ 在水质预测时应首先确定预测条件并作必要的简化，包括预测范围、时段、参数的确定，对
河流 （湖泊）、污染源等计算条件的简化。具体要求应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ＨＪ／Ｔ２３—９３
的７２～７５有关规定。

Ｄ２　水质影响预测

Ｄ２１ 水质预测程序应包括
１　明确预测目的；
２　制定预测计划；
３　确定预测水平年；
４　收集与分析预测资料；
５　选择预测方法；
６　建立预测模型并验证其精度；
７　实施预测并分析预测误差；
８　提交预测结果。

Ｄ２２ 预测方法
１　类比法。应根据自然环境、工程特性相似条件选定已建工程作为类比对象，通过研究类比工

程水质变化规律，预测拟建工程对水质的影响，也可选择数个已建工程，通过分析找出特征值与水质

的相关性，预测拟建工程对水质的影响。此法简单易行，节省时间、费用，适合进行定性或半定量预

测。

２　数学模型法。应根据污染物在水体中运动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相互关系，建立数学表达式，
预测工程对水质的影响。建立水质数学模型的步骤如下：

１）模型概化。确定模型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规律和范围，确定模型的维数和状态。
２）模型结构识别。确定表征系统响应的参数及模型的函数结构。
３）模型参数的估值。通过室内或野外确定模型参数值。
４）模型灵敏度分析。掌握参数变化对模型结果影响大小。
５）模型验证。判别所建立模型是否有效，误差大小。
６）模型的应用。要选择适当的求解技术。

Ｄ２３ 河流零维水质模型
对中、小河流污染物充分混合，并计算河段较短时 （≤３～５ｋｍ）可用零维水质模型预测。

ｃ＝（ｃｐＱｐ＋ｃｈＱ）／（Ｑｐ＋Ｑ） Ｄ２３１
式中：ｃ———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Ｑｐ、ｃｐ———污水排放流量、浓度，ｍ

３／ｓ、ｍｇ／Ｌ；
Ｑ———河段流量，ｍ３／ｓ；
ｃｈ———上游河段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Ｄ２４ 河流一维水质模型
在污染物断面充分混合河段，污染物输入量、河道流速等不随时间变化，计算河段较长时可用一

维水质模型。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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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ｘ＝ｃ０ｅｘｐ
ｕ
２Ｅｘ

１－ １＋
４ＫＥｘ
ｕ槡( )２[ ]ｘ Ｄ２４１

若忽略纵向离散作用时则为：

ｃｘ＝ｃ０ｅｘｐ －Ｋ
ｘ( )ｕ Ｄ２４２

式中：ｃｘ———流径ｘ距离后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ｃ０———起始断面 （ｘ＝０）处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ｃ０＝（ｃｐＱｐ＋ｃｈＱ）／（Ｑｐ＋Ｑ）
ｕ———河流平均流速，ｍ／ｓ；
ｘ———纵向距离，ｍ；
Ｅｘ———河段纵向离散系数，ｍ

２／ｓ；
Ｋ———污染物综合衰减系数，ｓ－１。

当遇瞬时突发排污时，污染事故水质预测，可按下式预测河流断面水质变化过程：

ｃ（ｘ，ｔ）＝ｃｈ＋
Ｗ

Ａ ４πＥｘ槡 ｔ
ｅｘｐ（－Ｋｔ）·ｅｘｐ －（ｘ－ｕｔ）

２

４Ｅｘ[ ]ｔ Ｄ２４３

式中：ｃ（ｘ，ｔ）———瞬时污染源流径ｔ时距ｘ处河流断面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Ｗ———瞬时污染源总量，ｇ；
Ａ———河流断面面积，ｍ２；
ｔ———流经的时间，ｓ。

其余符号同前。

Ｄ２５ 河流二维水质模型
大、中河流排污口下游有重要保护目标时，可采用二维水质模型预测混合过程段水质，计算污染

带的长度和宽度。

在顺直河道、可忽略横向流速及纵向离散作用，排污稳定情况时，二维对流扩散方程式为：

ｕｃ
ｘ
＝
ｚ
Ｅｚ
ｃ
( )ｚ－Ｋｃ Ｄ２５１

式中：ｃ———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ｘ、ｚ———水流纵向、横向坐标，ｍ；
ｕ———水流纵向流速，ｍ／ｓ；
Ｅｚ———水流横向扩散系数，ｍ

２／ｓ；
Ｋ———污染物综合衰减系数，ｓ－１。

上述二维对流扩散方程一般需换成差分格式，推求数值解。当断面宽深比
Ｂ
Ｈ≥２０时，可视为矩

形河流，考虑河岸一次反射的二维稳态模型解析解。

岸边排放时：

ｃ（ｘ，ｚ）＝ｅｘｐ －Ｋ
ｘ( )ｕ ｃｈ＋

ｃｐＱｐ
Ｈ πＥｚ槡 ｘｕ

ｅｘｐ －ｕｚ
２

４Ｅｚ( )ｘ＋ｅｘｐ －ｕ（２Ｂ－ｚ）
２

４Ｅｚ( )[ ]{ }ｘ Ｄ２５２

当非岸边排放时：

ｃ（ｘ，ｚ）＝ｅｘｐ －Ｋ
ｘ( ) {ｕ ｃｈ＋

ｃｐＱｐ
２Ｈ πＥｚ槡




ｘｕ
ｅｘｐ －ｕｚ

２

４Ｅｚ( )ｘ





＋ｅｘｐ －ｕ（２α＋ｚ）
２

４Ｅｚ






ｘ






　＋ｅｘｐ －ｕ（２Ｂ－２αｚ）
２

４Ｅｚ









 }ｘ Ｄ２５３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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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ｃ（ｘ，ｚ）———在坐标ｘ、ｚ处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Ｈ———污染带内平均水深，ｍ；
Ｂ———河流宽度，ｍ；
α———排污口距河岸距离，ｍ。

其余符号同前。

Ｄ２６ 溶解氧模型 （称Ｓ—Ｐ模型）
在污染物充分混合河段，也可以用Ｓ—Ｐ模型进行水质预测。在不考虑离散的稳态解：

Ｌｘ＝Ｌ０ｅｘｐ －Ｋ１
ｘ( )ｕ Ｄ２６１

ｃｘ＝ｃｓ－（ｃｓ－ｃ０）ｅｘｐ －Ｋ２
ｘ( )ｕ ＋

Ｋ１Ｌ０
Ｋ１－Ｋ２

ｅｘｐ －Ｋ１
ｘ( )ｕ －ｅｘｐ －Ｋ２

ｘ( )[ ]ｕ Ｄ２６２

Ｄｘ＝Ｄ０ｅｘｐ －Ｋ２
ｘ( )ｕ －

Ｋ１Ｌ０
Ｋ１－Ｋ２

ｅｘｐ －Ｋ１
ｘ( )ｕ －ｅｘｐ －Ｋ２

ｘ( )[ ]ｕ Ｄ２６３

式中：Ｌｘ、Ｌ０———ｘ、０处ＢＯＤ浓度，ｍｇ／Ｌ；
ｃｘ、ｃ０———ｘ、０处ＤＯ浓度，ｍｇ／Ｌ；
Ｄｘ、Ｄ０———ｘ、０处溶解氧的氧亏浓度，ｍｇ／Ｌ；

ｃｓ———某温度下的饱和溶解氧，ｍｇ／Ｌ；
Ｋ１、Ｋ２———耗氧、复氧系数，ｓ

－１。

Ｓ—Ｐ模型是描述污染物进入河流水体后，耗氧过程与复氧过程的平衡状况。溶解氧在水体中呈
一下垂曲线，其极限溶解氧ｃｃ和极限距离ｘｃ的计算式：

ｃｃ＝ｃｓ－
Ｋ１Ｌ０
Ｋ２
ｅｘｐ －

Ｋ１ｘｃ( )ｕ Ｄ２６４

ｘｃ＝
ｕ

Ｋ２－Ｋ１
ｌｎ
Ｋ２
Ｋ１
１－
（ｃｓ－ｃ０）（Ｋ２－Ｋ１）

Ｌ０Ｋ[ ]{ }
１

Ｄ２６５

Ｄ２７ 河口水质模型
受潮汐影响的河口，呈非稳定水流状态，水质预测较为复杂。一般可按潮周平均，高潮平均和低

潮平均三种情况，简化为稳定状态进行预测。对窄、长、浅的河口，在污染物输入稳定，可用一维水

质模型的解析解———欧康那河口衰减模式。

上溯 （ｘ＜０，自ｘ＝０处排入）

ｃ（ｘ）＝
ｃｐＱｐ

（Ｑｐ＋Ｑ）Ｍ
ｅｘｐ ｕｘ２Ｅｘ

（１＋Ｍ[ ]） ＋ｃｈ Ｄ２７１

下泄 （ｘ＞０）

ｃ（ｘ）＝
ｃｐＱｐ

（Ｑｐ＋Ｑ）Ｍ
ｅｘｐ ｕｘ２Ｅｘ

（１－Ｍ[ ]） ＋ｃｈ Ｄ２７２

式中：Ｍ＝（１＋４ＫＥｘ／ｕ
２）１／２，其余符号同前。

在宽阔的河口，可采用一维非恒定流方程数值模式计算流场，采用二维动态混合衰减数值模式预

测水质。一般均需将基本方程转换成差分格式，进行数值法求解，计算方法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ＨＪ／Ｔ２３—９３的７６３规定。
Ｄ２８ 湖 （库）水质模型

１　均匀混合衰减模型
对小湖 （库）（平均水深≤１０ｍ，水面≤５ｋｍ２）污染物充分混合，可采用均匀混合衰减模型预测

水质。

ｃ（ｔ）＝
Ｗ０
ＫｈＶ
＋ ｃｈ－

Ｗ０
Ｋｈ( )Ｖｅｘｐ（－Ｋｈｔ）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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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
Ｑ
Ｖ＋Ｋ Ｄ２８１

式中：ｃ（ｔ）———计算时段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Ｗ０———污染物入湖 （库）速率，ｇ／ｓ；
Ｋｈ———中间变量，ｓ

－１；

Ｖ———湖 （库）容积，ｍ３；
Ｑ———湖 （库）出流量，ｍ３／ｓ；
Ｋ———污染物综合衰减系数，ｓ－１；
ｃｈ———湖 （库）现状浓度，ｍｇ／Ｌ。

２　非均匀混合模型
对水域宽阔的大湖 （库）（平均水深≥１０ｍ，水面≥２５ｋｍ２），当污染物入湖 （库）后，污染仅出

现在排污口附近水域时，应采用非均匀混合模型。湖 （库）推流衰减模式：

ｃｒ＝ｃｈ＋ｃｐｅｘｐ －
ＫΦＨｒ２
２Ｑ( )

ｐ
Ｄ２８２

式中：ｃｒ———距排污口ｒ处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ｃｐ———污染物排放浓度，ｍｇ／Ｌ；
Ｑｐ———废污水排放流量，ｍ

３／ｓ；
Φ———扩散角，排污口在平直岸时Φ＝π，排污口在湖 （库）中时Φ＝２π；
Ｈ———扩散区湖 （库）平均水深，ｍ；
ｒ———预测点距排污口距离，ｍ。

其余符号同前。

３　富营养化模型
湖 （库）富营养化预测，用营养元素氮、磷的浓度变化，判别湖 （库）富营养化发展趋势。常

用沃伦维德和荻隆经验模型，预测不同类型湖 （库）氮、磷浓度。

沃伦维德模型：

ｃ＝ｃｉ１＋
Ｈ
ｑ槡( )
ｓ

－１

Ｄ２８３

式中：ｃ———湖 （库）中磷 （氮）的年平均浓度，ｍｇ／Ｌ；
ｃｉ———流入湖 （库）按流量加权平均的磷 （氮）浓度，ｍｇ／Ｌ；
Ｈ———湖 （库）平均水深，ｍ；
ｑｓ———湖 （库）单位面积年平均水量负荷，ｍ３／（ｍ２·ａ）；

　　　　　ｑｓ＝Ｑ入／Ａ
　　　　　 Ｑ入———入湖 （库）水量，ｍ３；

Ａ———湖 （库）水面积，ｍ２。
荻隆模型：

ｃ＝Ｌ（１－Ｒ）
ρ·Ｈ

Ｄ２８４

式中：Ｌ———湖 （库）单位面积年磷 （氮）负荷量，ｇ／（ｍ２·ａ）；

Ｒ———湖 （库）磷 （氮）滞留系数，１／ａ，Ｒ＝１－
Ｗ出
Ｗ入
；

ρ———水力冲刷系数，１／ａ，ρ＝
Ｑ入
Ｖ；

Ｗ入、Ｗ出———入、出湖 （库）年磷 （氮）量，ｋｇ／ａ；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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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入———入湖 （库）水量，ｍ３／ａ；
Ｖ———湖 （库）容积，ｍ３；
其余符号同前。

Ｄ２９ 水质模型参数估值方法
模型参数估值，一般由实验室测定、野外观测以及通过资料分析得出的经验公式等方法求得。

１　横向扩散系数Ｅｚ的估值方法
（１）现场示踪实验估值法
这种方法是向河流投入示踪物质，追踪它的沿程浓度变化，计算其扩散系数。此法需消耗较大人

力、物力，建议有必要时才采用。基本步骤如下：

———示踪物质的选择。常用罗丹明Ｂ和氯化物。
———示踪物质的投放。可用瞬时投放或连续投放。

———示踪物质的浓度测定。至少在投放点下游设二个以上断面，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步监测。

———需同时观测的项目。包括水力、水文、河床等有关数据资料。

———计算扩散系数。建议采用拟合曲线法。

（２）经验公式估值法
———费休公式

顺直河段：

Ｅｚ＝（０１～０２）Ｈ（ｇＨＩ）
１／２ Ｄ２９１

弯曲河段：

Ｅｚ＝（０４～０８）Ｈ（ｇＨＩ）
１／２ Ｄ２９２

式中：Ｈ———河流平均水深，ｍ；
ｇ———重力加速度，ｍ／ｓ２；
Ｉ———河流水力坡降，ｍ／ｍ。

———泰勒公式：

Ｅｚ＝（００５８Ｈ＋０００６５Ｂ）（ｇＨＩ）
１／２ Ｄ２９３

适用河流Ｂ／Ｈ≤１００
式中：Ｂ———河流平均宽度，ｍ。
其余符号同前。

２　纵向离散系数Ｅｘ的估值方法
（１）水力因素法。实测断面流速分布，计算纵向离散系数。

Ｅｘ ＝－
１
Ａ∑

Ｂ

０
ｑｉΔＺ∑

Ｚ

０

ΔＺ
Ｅｚｈｉ∑

Ｚ

０
ｑｉΔ( )[ ]Ｚ Ｄ２９４

式中：Ａ———河流断面面积，ｍ２；
Ｂ———河流宽度，ｍ；
ΔＺ———分带宽度，可分成等宽，ｍ；
ｈｉ———分带ｉ平均水深，ｍ；
ｑｉ———分带ｉ偏差流量，ｑｉ＝ｈｉ·ΔＺ·ｕｉ，ｍ

３／ｓ；
ｕｉ———分带ｉ偏差流速，ｕｉ＝ｕｉ－ｕ，ｍ／ｓ；

ｕｉ、ｕ———分带ｉ和全断面平均流速，ｍ／ｓ。
（２）实测河口盐度，计算河口纵向离散系数

Ｅｘ ＝
ｕ∑ｘ２ｉ

ｌｎＳ０∑ｘｉｌｎＳｉ
Ｄ２９５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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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ｕ———河口上游断面平均流速，ｍ／ｓ；
ｘｉ———ｉ点离河口距离，ｍ；
Ｓ０———海水盐度，ｍｇ／Ｌ；
Ｓｉ———距河口Ｘｉ处的盐度，ｍｇ／Ｌ。
（３）经验公式估值法
———爱尔德公式 （适用河流）：

Ｅｘ＝５９３Ｈ（ｇＨＩ）
１／２ Ｄ２９６

———费休公式 （适用河流）：

Ｅｘ＝００１１ｕ
２Ｂ２／Ｈ（ｇＨＩ）１／２ Ｄ２９７

式中：ｕ———平均流速，ｍ／ｓ；
Ｂ———河流宽度，ｍ；

其余符号同前。

———鲍登公式 （适用河口）：

Ｅｘ＝０２９５ｕＨ Ｄ２９８
———狄欺逊公式 （适用河口）：

Ｅｘ＝１２３Ｕ
２
ｍａｘ Ｄ２９９

式中：Ｕｍａｘ———河口最大潮速，ｍ／ｓ。
３　耗氧系数Ｋ１估值方法
（１）实验室估值法
在２０℃恒温下，测得污水时间ｔ与相应ＢＯＤ５资料，利用最小二乘法、图解斜率法、两点法推求

Ｋ１值。由于天然河流与实验室模拟条件不同，实验资料求得的 Ｋ１值，常小于天然河流中的 Ｋ１值，
可采用经验公式进行修正。

———布斯科修正式：

Ｋ１ （河流） ＝Ｋ１ （实验室） ＋
ｕ
Ｈ Ｄ２９１０

式中：ｕ———河流平均流速，ｍ／ｓ；
Ｈ———河流平均水深，ｍ；
———流态修正系数。低流速≈０１；高流速≈０６０。
（２）河流实测数据估值法
选择稳定均匀混合河段，测得上、下两个断面污染物浓度，即可推求Ｋ１值。
对河流：

Ｋ１ ＝
ｕ
Δｘ
ｌｎ
ｃＡ
ｃＢ

Ｄ２９１１

对湖 （库）：

Ｋ１ ＝
２Ｑｐ

ΦＨ（ｒ２Ｂ－ｒ
２
Ａ）
ｌｎ
ｃＡ
ｃＢ

Ｄ２９１２

式中：ｕ———河流平均流速，ｍ／ｓ；
Δｘ———上、下两断面间河段长度，ｍ；

ｃＡ、ｃＢ———河流上断面、下断面污染物浓度，ｍｇ／Ｌ；
Ｑｐ———废污水排放流量，ｍ

３／ｓ；
Φ———扩散角度；平直河岸Φ＝π，湖 （库）中Φ＝２π；

ｒＡ、ｒＢ———远、近两测点到排放点距离，ｍ。
４　复氧系数Ｋ２的估算方法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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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河流实测数据估值法
根据溶解氧平衡原理，利用下式推求复氧系数Ｋ２值。

Ｋ２＝Ｋ１
Ｌ
Ｄ－

ΔＤ
２３ｔＤ Ｄ２９１３

式中：Ｋ１———耗氧系数，ｄ
－１；

Ｌ———河段上断面与下断面ＢＯＤ平均浓度，ｍｇ／Ｌ；
Ｄ———河段上断面与下断面氧亏平均浓度，ｍｇ／Ｌ；
ΔＤ———河段上断面与下断面氧亏差值，ｍｇ／Ｌ；
ｔ———上断面至下断面流经时间，ｄ。

（２）经验公式估值法
———欧康那道宾期公式：

Ｋ２（２０℃）＝２９４
（Ｄｍｕ）

１／２

Ｈ３／２
　　ｃｚ≥１７ Ｄ２９１４

Ｋ２（２０℃）＝８２４
Ｄ１／２ｍ Ｉ

１／４

Ｈ５／４
　　ｃｚ＜１７ Ｄ２９１５

ｃｚ＝
１
ｎＨ

１／６　Ｄｍ（２０℃） ＝２０３６×１０
－９ Ｄ２９１６

式中：ｕ———河流平均流速，ｍ／ｓ；
Ｈ———河流平均水深，ｍ；
Ｉ———水面比降，ｍ／ｍ；
Ｄｍ———氧在水中分子扩散系数，ｍ

２／ｓ。
———丘吉尔公式：

Ｋ２（２０℃）＝５０３
ｕ０６９６

Ｈ１６７３
　　０６≤Ｈ≤８ｍ Ｄ２９１７

０６≤ｕ≤１８ｍ／ｓ
５　Ｋ１、Ｋ２的温度校正公式：

Ｋ１或２（Ｔ）＝Ｋ１或２（２０℃）·θ
（Ｔ－２０） Ｄ２９１８

式中：θ———温度常数；
θ的取值范围，对Ｋ１，θ＝１０２～１０６，可取１０４７；

对Ｋ２，θ＝１０１５～１０４７，可取１０２４。
６　综合衰减系数Ｋ估值方法：

Ｋ＝Ｋ１＋Ｋ３ Ｄ２９１９
式中：Ｋ１———耗氧系数，ｓ

－１；

Ｋ３———沉降系数，ｓ
－１。

当水体具有明显沉降作用时，应考虑Ｋ３。对一般河流可取 Ｋ＝Ｋ１。Ｋ３的推求，目前尚无成熟的
估值方法，可通过类比分析或实测资料分析进行估值。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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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生态影响评价方法

Ｅ１ 生态完整性评价

Ｅ１１ 生态因子之间的互相影响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划定评价范围的原则和依据。生态影响评价范
围应主要根据评价区域与周围环境的生态完整性确定。应以重要评价因子受影响的方向为扩展距离。

Ｅ１２ 生态完整性预测包括对自然系统生产能力和稳定状况的测定，现阶段对生产能力的测定可通
过对生物生产力的度量来进行；稳定状况的度量通过对生物生产力的测定 （恢复稳定性）和植被的

异质化程度来测定 （阻抗稳定性），也可通过景观系统内的优势度值来估测。

Ｅ１３ 生物生产力可以测定绿色植被的生长量代表，由于绿色植物有最大的生物量，才能保证最大
的生长量，因此，现阶段采用测定生物量的方法作为评价的指标。

首先应列出本区域生物量背景值 （可采用史密斯 （Ｓｍｉｔｈ，１９７６）表或采用蒸散模式等估算），
然后用现状调查数据进行生物生产能力和恢复稳定性评价。现场测试和评价的方法如下：

１　根据评价范围植被特征、类型及分布，选择代表性样地。
２　按植被类型确定样地面积，一般森林选用１０００ｍ２、疏林及灌木林选用５００ｍ２、草本群落或森

林的草本层选用１００ｍ２。
３　依次测定样地全部立木的高度、胸高直径等项目；草本及灌木层，测定各种成分的高度、盖

度、频度等。按不同植被类型确定现状生物量。

４　计算工程施工和运行后各类植被的面积及相应生物量变化情况。
５　预测工程对评价范围生物量的影响，进而得出对区域自然系统生产能力和恢复稳定性的影响。

Ｅ１４ 区域自然系统稳定状况的度量应包括恢复稳定性和阻抗稳定性两部分。
１　恢复稳定性的度量，以评价范围生物量在施工期和运行期各时段生物量的变化判定，可采用

生物量变化图表示。对生物量变化曲线及波动幅度进行分析。

２　阻抗稳定性的度量，可根据植被异质性的改变程度来度量。推荐采用航片、遥感图像解译等
方法进行生态制图。根据生态图，分析工程施工、运行后植被异质化程度的改变，预测区域自然系统

阻抗干扰能力。

Ｅ１５ 区域自然系统稳定状况的评价还可以通过景观系统内各种拼块的优势度值来判定，判定方法
如下：

１　应用生态制图，统计评价范围拼块的类型、数目、面积。
２　计算拼块密度、频率、景观比例，并确定拼块优势度值，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密度Ｒｄ＝
拼块ｉ的数目
拼块总数

×１００％

频率Ｒｆ＝
拼块ｉ出现的样方数

总样方数
×１００％

景观比例Ｌｐ＝
拼块ｉ的面积
样地总面积

×１００％

优势度值Ｄｏ＝
（Ｒｄ＋Ｒｆ）／２＋Ｌｐ

２ ×１００％

３　根据工程建设前、后各类拼块优势度值的变化，综合分析工程对区域生态体系结构和功能的
影响。

Ｅ２ 敏感生态问题 （或敏感生态区域）评价

Ｅ２１ 敏感生态问题应包括：生物多样性受损 （珍稀濒危、特有物种）、湿地退化、荒漠化、土地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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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等。

Ｅ２２ 影响预测方法可采用生态机理法、图形叠置法、类比法、列表清单法等。
Ｅ２３ 生态机理分析法，应根据动植物及其生态条件的分析，预测工程对动植物分布、栖息地、种
群、群落、区系的影响。预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生境模拟、生物习性模拟、生物毒理学试

验、实地栽培试验或放养试验等，可与计算机模拟生境技术、生物数学模型等结合运用。

预测步骤如下：

１　调查影响区内植物或动物的种类、分布，动物栖息地及迁徙路线；对植物和动物按种群、群
落和生态系统进行划分，描述其分布特点、结构特征和变化。

２　识别有无珍稀濒危物种及重要经济、历史、观赏和科研价值的物种。
３　预测兴建工程后影响区内植物、动物生长环境的变化。
４　根据工程建设后生境变化，按生态学原理对比无工程条件下植物、动物或生态系统的变化，

预测工程对植物、动物个体、种群和群落的影响及生态系统的演变方向。

Ｅ２４ 叠图法应把工程影响的作用因素和环境特征图重叠在同一张底图上构成复合图，在复合图上
作用因素和环境特征有重叠的视为有影响。

预测步骤如下：

１　绘制工程底图，在图上标出工程位置及影响的地区范围。
２　在底图上标示植被或动物栖息地、动植物分布或其它生态环境因子的现状特征。
３　给出经识别可能对生态环境要素及因子产生影响的作用范围图。
４　将作用范围图与预测底图重叠，用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色度表示不同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

Ｅ２５ 类比法可根据已建工程对生态敏感问题的影响，预测拟建工程对生态敏感问题的影响。
预测步骤如下：

１　选择工程特性、地理位置、地貌与地质、气候因素、动植物背景等与拟建工程相似的已建工
程作为类比工程。

２　调查类比工程实施前、后生态敏感问题的变化。
３　根据类比工程生态敏感问题的变化，预测拟建工程对生态敏感问题的影响。

Ｅ２６ 列表清单法应将工程对环境的作用因素 （施工、占地、淹没、移民等）和受影响的生态敏感

问题列表，珍稀濒危物种可按物种具体列出。用不同符号表示每项工程活动对生态敏感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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