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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流生态基流是“开展河流健康评估”的重要依据,是生态文明建设、维护自然生态健康管理
和保护的关键之一。生态基流科学论证、精确确定所采用的方法与河流径流特征、生态环境敏感目标
相适宜则尤为重要,本文以车尔臣河为例,分别采用Qp法、Tennant法、湿周法对各节点生态基流进行分
析计算,在通过方法与河流的适宜性分析确定较优的河道最小生态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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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水计算规范》(SL/Z712-2014),结合车
尔臣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规模、来
水等情况,频率P取90%,则各节点生态基
流节计算成果见表1。
3.2 Tennant法
Tennant法是依据观测资料建立的
流量和河流生态环境状况之间的经验关
系,用历史流量资料确定年内不同时段
的生态环境需水量。
根据插补后的且末水文站(合成)长
系列的年平均流量资料,计算的且末水
3

文站(合成)多年年平均流量为18.4m /s,
8

3

径流量为5.805×10 m 。根据车尔臣河
径流特征和生态环境状况,车尔臣河河
道生态基流与河道内生态环境的关系按
“中”建立,即年内枯水时段生态基流为
多年平均流量的10%,丰水时段生态基流
为多年平均流量的30%。各断面生态基流
详细情况见表1。
3.3湿周法
湿周法是水力学法中最常用的方法,
利用湿周作为水生生物栖息地指标,通
过收集水生生物栖息地的河道尺寸及对
应的流量数据,分析湿周与流量之间的

图 1 且末水文站(河道)、塔提让大桥断面图

关系,建立湿周~流量的关系曲线,在关
系中找出拐点对应流量作为基本生态环
境需水量,即维持生物栖息地功能不丧
失的水量。
各节点断面情况见图1。
根据各节点河道尺寸及对应的流
量数据,建立湿周~流量的关系曲线,见
图2。
根据《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
范 》 (SL/Z712-2014), 将 该 湿 周 R 的
80%时对 应 的 流 量 作 为 河 道 的 基 本 生
态需水量。各断面生态基流详细情况
见表1。

4 方法适宜性分析
Qp法：从不同方法计算成果来看,
采用Qp 法的计算结果最小,该成果仅作
为对比参考,其原因为：车尔臣为季节
性河流,年内丰枯比较大；从多年月平
均流量来看,最枯月为1月,多年月平均
3

流量为4.20m /s,最丰月为7月,多年月
3

平均流量为40.3m /s,年内月平均流量
的丰枯比为8.6；根据1958~2017年且末

图 2 且末水文站(河道)、塔提让大桥断面湿周~流量关系图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3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表1

水文站(合成)月平均流量资料来看,年

不同方法分析计算得到各节点生态基流成果
3

生态基流计算成果(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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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1

2.68/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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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1

1.84/5.52

5.43

塔提让大桥

0.644

1.79/5.37

2.51

3

0.094m /s；从上述可以看出,车尔臣河
径流随季节性的较大,从不同频率最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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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内的最小生态环境需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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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外包线成果作为河道内的最小生

期则需水量偏大。

态水量目标。

湿周法：从计算成果来看,该方法与
Tennant法计算得到的丰水期成果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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