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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信息化在水生态恢复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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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生态恢复评价作为生态恢复工程的重要环节"对其研究也成为生态恢复工程的焦点"对其指标选取

与指标体系的构建也是水生态恢复评价的重点和难点& 利用水利信息化领域中的新技术"为水生态恢复评价的开

展奠定基础"且从数据和资源等方面给予技术支持"使其能够在最终评价时提高有效性和准确性& 目前对已确定

的评价指标项已能够实时动态监测"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仍待继续摸索"进一步提高其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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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系统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其健康稳定的存在对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

意义& 而生态恢复评价作为生态恢复工程的重要步

骤"对此的研究也成为生态恢复领域中的焦点.!/

& 在

国家网信战略与*互联网 i+等大数据发展趋势下"水

利信息化被广泛关注"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将

信息化应用于水生态恢复评价中"对高效)动态地进行

生态恢复评价有着积极的影响&

$&水生态恢复评价指标的选取与指标体系

构建

""合理客观地选取水生态评价指标"并科学建立评

价指标体系一直是各国学者普遍关注的话题& 由于水

生态恢复评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要求所选取的

评价指标具有动态性"并且在选取的各项指标中保证

其独立性也是对评价结果准确性的必要前提"然而在

目前研究中选取的指标却存在动态性差)相关性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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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多角度地进行水生态恢复评价"有助于

更加客观全面地构建水生态恢复指标体系"例如水生

态安全评价)水生态服务评价以及水生态健康评

价等.(/

&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导则( # HVU3'QP-

#&!R%提出了 #% 项评价指标"其中 #Q 项为全国通用指

标"两项根据不同地域的特点分别制定"每项指标根据

评价结果划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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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 级"各项评价指

标均需以监测统计资料或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的公

报)公文数据为依据"根据现状或最近一个完整统计年

度的状况对各项指标进行评价和赋分& 各项指标总分

达到 R& 分以上评为
)

级"'% 分以上为
'

级"S& 分以上

为
(

级& #Q 项评价指标在体系上分为六大类"分别是

水安全评价)水生态评价)水环境评价)水节约评价)水

监管评价以及水文化评价& 另两项指标在区域划分上

也分为六类!东北地区)黄淮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

华南沿海地区)西南沿海地区以及西北地区& 具体指

标项见表 !)表 #&

表 $& 全 国 通 用 指 标

分"类 指""标""项

水安全评价 防洪排涝达标率 降雨滞蓄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安全保障达标率
自来水普及率

水生态评价
河流生态基流

满足程度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河流生态护岸比例 水域空间率

水环境评价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水质优良度 废污水达标处理率

水节约评价
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相对值

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
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

公共供水管

网漏损率

水监管评价
用水总量控制

达标情况
水资源监控能力指数

水生态文明建设

重视程度

水文化评价
水文化传承承载体

数量

水生态文明建设公众

认知度

水生态环境质量公众

满意度

水生生物

完整性指数

水土流失

治理程度

表 #& 地 域 性 指 标

地""域 指""标""项

东北地区 化肥U农药施用强度 天然湿地保留率

黄淮海地区 地下水超采面积比例 污水处理再生利用率

长江中下游地区 湖库富营养化指数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率

东南沿海地区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率 建成区透水率面积

西南地区 人均供水能力 湖泊富营养化指数

西北地区 地下水超采面积比例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比例

#&水利信息化及其主要任务

水利信息化是以水利工作为中心"整合水利信息

化资源"优化水利信息化配置"深化水利信息资源开发

利用共享"强化信息技术与水利业务深度融合"推进水

治理体系和水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工程性工作&

水利信息化的主要任务有!

0$信息化资源梳理& 对数据资源)业务应用)基

础设施)安全体系和支撑保障条件等进行梳理"掌握资

源情况"另外优化水利信息化资源配置"统筹共建以及

必要补充"科学规划水利信息化资源体系&

C$数据资源整合共享& 通过面向对象水利数据

模型"开展数据资源整合"实现数据资源目录)基础"

数据)应用共享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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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应用整合共享& 采用面向服务的结构"构

建统一的应用支撑平台"完成业务功能的服务封装"实

现业务应用协同&

6$基础设施整合共享& 按照*云平台+理念"对机

房)计算机)存储和网络的统一调度)管理以及服务"为

用户提供集约化的基础实施服务&

4$安全体系整合共享& 按照*统一安全策略)统

一安全管理)统一安全防护+的整合理念"构建高效统

一的安全体系"提供安全服务&

A$支撑保障条件完善& 建立技术标准与管理办法

等相互适应的支撑保障环境"保障水利信息化资源整

合共享的顺利实施"形成信息化资源持续)稳定发展的

良性循环&

,&信息化在水生态恢复评价中的应用

水利信息化近年来在水利行业的各个领域都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各种建设项目的开展强化了信息

化基础设施建设"也丰富了信息源& 但没有专门针对

生态恢复所建立的信息系统"现存比较相关的是全国

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

在*十三五+规划中"也将水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

工程列为重点工程& 规划中指出"通过与共建部委间

信息共享"基本将列入'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

划(考核名录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监测信息覆盖

率从原有的 P&Z提高到 P%Z$初步建成全国城市饮用

水水源地水量)水质监测信息体系"从原来水利部门对

!(# 个全国重要城市地表水水源地对应的 !Q# 个地市

基础上"实现建制市饮用水监测信息全覆盖$初步建成

满足水利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工作的业务系统体系"

逐步开展与有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推

动水利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工作从单一管理到系统管

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理)从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

的转变"为水利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工作提供坚实的

技术支撑&

水利信息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卫星遥感技术

与水利大数据对于水生态恢复评价的动态性和正确性

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Q$!"卫星遥感技术在水生态恢复评价中的应用

卫星遥感技术通过遥测感知"在地域上对水量)面

积等可以精确并实时动态测算"获取数据量大"对水生

态评价中的数据要求从质和量上均有保障"且动态的

监测对水生态恢复动态评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此

外遥感技术的应用可绘制出卫星遥感图片"以更直观

的形式描述监测结果"进而提升评价可信度&

0$水源地水面面积监测和蓄水量估算& 目前对

全国湖泊和水库水源地的水面进行动态监测"具备数

据条件的利用新技术进行了蓄水量估算的实验&

C$水生态)水环境监测& 对黄河三角洲地区进行

生态监测"主要监测项目为黄河河口地区补水水面面

积和植被覆盖率.R/

& 对吉林石头门等水库水源地保护

区实施监测"监测项目主要为保护区植被状况)用地类

型以及污染源监测&

1$灌溉面积监测& 目前以内蒙古河套灌溉区作

为实验区"应用遥感手段采用获取前后时段土壤湿度

的方法提取灌溉区实际灌溉面积"经进一步验证后"可

转变以往单一通过人工估算报送灌溉面积的模式&

6$生态调水监测& 当进行生态调度补偿时"可能

会遇到淹灌区面积大)人造峰流速快的情况"此时难以

实时监测洪峰位置和淹灌范围& 利用多源遥感的数据

进行淹灌范围的实时监测"可获得更高精度的结果"为

水库合理调控蓄放水量提供参考&

Q$#"水利大数据在生态恢复评价中的应用

水利大数据是一个全方位的庞大数据群"是一个

天空地网观测与数据采集体系"包括卫星观测)空中观

测)地面观测等"数据类型包括卫星遥感影像)降雨)流

量)水位)气象)土地利用等& 大数据的应用就是要实

现数据的最大价值"使多源数据共同为应用层服务"提

升工作的效益和效率& 典型大数据应用平台结构如下

图所示&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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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大数据应用平台结构图

根据前文标准提出的各项数据进行水生态评价时"测

量搜集这些数据成为水生态恢复评价的基础"因此水

利大数据的作用逐渐在此突显出来& 大数据因其囊括

的大量且关系复杂的数据网络"可以客观地描述水生

态环境的动态演化模式"因此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水

生态环境的发展规律"为水生态恢复评价做出某一时

刻的参照&

利用水利大数据庞大数据源的同时"结合水利大

数据的数据挖掘技术对众多评价指标进行影响分析"

排除干扰"增加数据资源的可用性和有效性"使最终的

评价更为可靠&

F&结&语

水生态恢复评价是水生态恢复工程的重要环节"

其准确)有效的评价对水生态恢复工程的开展有着至

关重要的意义& 水利信息化作为水利行业的发展大趋

势"将其应用于水生态恢复评价中可以使评价的动态

性)准确性以及有效性都有所提高"对水生态恢复评价

工作的开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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