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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利部河长办关于开展 2021年河湖健康评价工作的通知》（水利部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 79号）中提出：河湖健康评价是评估

河流健康状态、科学分析河湖问题、强化落实河湖长制的重要技术手段，

是指导编制“一河（湖）一策”方案的重要依据，是河湖长组织领导河湖管理

保护工作的重要参考。

根据四川省河湖特点与四川河湖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四川省河长制

办公室，于 2021年 1月 13日印发《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在全省开展

河流（湖库）健康评价工作的通知》（川河长制办函[2021]5号）实施，2022

年 3月正式印发《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为全省健康评价工作提供指导性方向。

为进一步提升达曲水生态环境质量，系统构建现代新型人水和谐关系，

围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优美河湖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

宗旨，在充分考虑达曲的水文、环境、生态及人文条件基础上，新龙县水

利局组织开展达曲健康评价工作，以期为全面认识达曲健康状态及针对性

改善提升提供支撑。

本次评价以《指南》为工作依据，评价范围为达曲新龙县段干流（源

头坐标：E99°40' 11.454"，N31°31' 40.695";出境断面坐标：E99°23' 18.499"，

N31°36' 33.956"，总长度为 40.24km）。根据《指南》要求将达曲新龙县段

干流划分为 1个评价河段，从“盆”、“水”、“生物”、“河湖管理与社会服务

功能”4个准则层及以下 13个指标层，对达曲新龙县段进行河流健康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达曲新龙县段干流河流健康评价综合赋分为 87.56分，整

体状态表现为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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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1.1 流域概况

1.1.1 地理位置

新龙县隶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甘孜州中部，青藏高原

东南边缘，属川西山原和横断山脉地接触带。东与炉霍、道孚两县相连，

南与雅江、理塘两县接壤，西与白玉县毗邻，北与甘孜县分界，西北与德

格县相接，北纬 30°23′~31°32′、东经 99°37′~100°54′。新龙县地势北高南低。

最高海拔 5992米，最低点海拔 2760米。

达曲为跨县河流，系雅砻江右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新龙县银多乡，

于新龙县银多乡阿色一村处出新龙县境，在甘孜县卡攻乡汇入雅砻江。流

经新龙县银多乡，甘孜县卡攻乡、来马镇，在甘孜县境内又称打火沟。达

曲全长 67.25km，流域面积 1052.07km²，河口多年平均流量 12.66m³/s。达

曲新龙县段长 40.24km，集雨面积 561.5km²。

本次评价河段是达曲新龙县段，起于新龙县银多乡切格东经 99°44′17″，

北纬 31°61′87″；止于新龙县银多乡阿色一村东经 99°67′16″，北纬 31°52′68″，

河流段长 40.24km，集雨面积 561.5km²。

达曲新龙县段下游位于新龙县红山景区内。河流无电站、无堤防、无

采砂场、无水质监测断面、无取水口。

https://baike.so.com/doc/2871728-303042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58333-5971095.html
https://baike.so.com/doc/2871728-303042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58333-5971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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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达曲新龙县段区域位置图

1.1.2 地质

新龙县位于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区，属沙鲁里山北段，北部最高点为卡

洼洛日，海拔 5992米，最低点位于南部的子拖西乡境内的雅砻江河谷，海

拔 2760 米，县境内平均海拔 3500米以上，北高南低，其地貌多样，主要

由高山峡谷地貌，高山低谷地貌，高原低山丘陵地貌，宽阔圆滑的山原地

貌及现代冰川冰蚀地貌组成。雅砻江北入南出，贯穿全境，西纳阿色曲、

霍曲、呷拉西及热衣曲，东有仁达沟等水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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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及附近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三叠系地层以及第四系不同成因的堆积

层，其中第四系地层在区内广泛分布。

1.1.3 河流水系

新龙县境内均为雅砻江流域。雅砻江是金沙江的最大支流，发源于巴

颜喀拉山南麓，经青海流入四川，于攀枝花市三堆子入金沙江。石渠以上

为石渠河，流经丘状高原地区，河床宽浅，水流漫散。石渠以下称雅砻江，

由于山原地貌逐渐进入高山峡谷地带，为横断山区北南向的主要河系之一。

雅砻江北入南出，西纳阿色曲、霍曲、呷拉西及热衣曲，东有仁达沟等水

注入，全长 1571km，四川境内 1357km，流域面积 13.6万 km²，河口多年

平均流量为 1860m³/s。

达曲为跨县河流，系雅砻江右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新龙县与德格县

交界处雀儿山东，流经新龙县银多乡，甘孜县卡攻乡、来马镇，在甘孜县

境内又称打火沟，最后汇入雅砻江。达曲全长 67.25km，流域面积

1052.07km²，河口多年平均流量 12.66m3/s。新龙县境内长 40.24km，集雨面

积 561.5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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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河流水系图

1.1.4 水文站基本情况

达曲流域内无水文（位）站点，临近雅砻江干流有甘孜、新龙水文站，

鲜水河流域有泥巴水位站、朱巴、望果、炉霍、道孚水文站。以上水文站

点均归四川水文中心管理，其中泥巴、望果、炉霍均为近年新建站点，文

资料系列较短。临近流域测站情况见表 1.1-1。

表 1.1-1 达曲临近流域水文测站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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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名 河名
集水面积

（km²） 建站年份 施测内容 备注

甘孜 雅砻江 32925 1952.04 流量、水位、降雨

新龙 雅砻江 36685 2019.04 流量、水位、降雨

泥巴 鲜水河 2014.04 水位、雨量

朱巴 鲜水河 6860 1960.04 流量、水位、降雨

望果 达曲 5080 2016.05 流量、水位、降雨

炉霍 鲜水河 2019.04 流量、水位、降雨

道孚（三） 鲜水河 14465 1948.02 流量、水位、降雨

1.1.5 气象

新龙县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县境内温度低，气候严寒，四季不

分明。冬春寒冷干燥，夏秋温凉宜人，干湿季明显，雨热同季。具有日照

充足、降水集中、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无霜期短等特征。形成大陆性季

风、高原性气候，属青藏高原气候的组成部分。气候垂直分带明显，小气

候复杂多样。县内自下而上海拔 2600~3200m为山地温带半干旱地气候区，

3200~ 3600m为山地寒温带湿润区，3600 ~ 4200m为山地亚寒带湿润区，

4200~ 4700m为山地寒带半湿润区，5000m以上的高山为冻原气候区。

1991~ 2005年，年平均降水量为 633.6mm，年降水量最多为 1993年的

844.6mm，年降水量最少的为 1997年的 435.1mm，两年度相差 409.5mm。

月降水量以 6月至 7月为最多，总量达 234.4mm，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39.8%。

平均年日照为 2296.95h，年日照时数最多的为 2005 年的 2443.6h，日照时

数最少的是 2004年的 2137.1h，最多和最少相差 306.5h。年平均水面蒸发

量为 1644.7mm，各月相对湿度在 42%~72%之间，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58%。

年平均霜日为 260天，以每年 11月、12月、1月为最多。

据新龙气象站气象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7.4°C，最高年平均气温为

8.2℃(1969年)，最低年平均气温为 6.2℃(1956年)；7、8月气温最高，月平

均 14.9℃，春季(3-5)月平均气温 3.5℃，冬季(12-2)月平均气温-1.0℃，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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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 1月和 12月平均气温在-2.2℃；极端最低气温-19.2℃，出现在 12月，

极端最高气温为 33.2℃，出现在 7月；气温>30℃，历年平均只有 3.9天，

气温≤0℃，历年平均有 171.7天。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 603.5mm，最多年降

水量为 849.9mm (1965年)，最少年降水量为 402.4mm (1983年)。降水年内

分配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 5-9月，占全年 85%，而枯季(10~4月)占全年的

15%。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55.7%，6-9月相对湿度最高，月平均 73.3%，

1-3月相对湿度最低，月平均 38.3%。多年平均风速 2 3m/s，历年平均最大

风速 17.0m/s，历年最大风速 26m/s，瞬时达 40m/s。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2mm(20cm 蒸发皿观测值)，最大月 5 月为 212.9mm，最小月 12 月为

70.4mm。多年平均日照为 2160.8h，全年日照百分率为 49%。多年平均霜日

数为 250天，无霜期日数平均 115天，初霜日最早出现在 8月 18日，最晚

出现在 10月 15日，平均出现日期是 9月 19日，80%的年份出现在 9月 27

日，终霜日一般出现在 5月 29日，80%的年份出现在 6月 1日。历年平均

初雪日 10月 15日，历年平均终雪日 4 月 23日，最深积雪农区达 30cm，

高山牧区达 1米以上，最大冻土深度 1m左右。

1.1.6 暴雨洪水特性

达曲流域的洪水主要来自降水。由于地形、地貌、气候和下垫面等因

素在地区上的差异，造成了径流深在地区上的不均匀分布。总的趋势是海

拔低的地方径流深大于海拔高的地方，山地大于草地，迎风坡大于背风坡。

洪水的年内分配也很不均匀，分布曲线多呈双峰型。7 月为高峰，占全年

21%，9 月为次高峰，占全年15%。12 月至翌年3 月为枯水季节，仅占全

年9%。

1.1.7 植被

达曲新龙县段植被较好，主要以云杉、冷杉、落叶松和松树等耐寒针

叶林组成。



7

图 1.1-3达曲新龙县段植被图

1.1.8 河道历史演变

根据调查，在历史上未发生过较大的河道改道，流域内无已建采砂厂

等，结合历史测绘图和卫星图成果，达曲新龙县段河道平面未见明显摆动，

地质条件稳定，因此，河道历史演变基本稳定。

1.2 河流规划及建设情况

1.2.1 有关规划成果、通知、报告

（1）有关规划成果

1）《甘孜州新龙县水资源综合规划》；

2）《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

3）《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防洪规划修编报告（2011~2030年）》；

4）《达曲新龙县段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5）《新龙县河道采砂规划支沟（2022-2026）》；

6）《新龙县城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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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龙县“十四五”水利发展及水土保持专项规划（2021-2025）》；

8）《达曲新龙县段“一河（湖）一策”管理保护方案（2021-2025年）》。

（2）相关通知

1）《“甘孜藏族自治州防洪规划修编报告”审查意见》（川水函〔2013〕

387号）；

2）《新龙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新龙县河道采砂规划报告（2022年~2026

年）的批复》（新府发〔2022〕73号）》；

（3）相关报告

1）《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达曲新龙县河段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报告

（2019）》；

2）《打火沟二级水电站对水生生物影响及补救措施专题报告》（2020

年 12）。

1.2.2水电规划

（1）规划情况

根据《新龙县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等资料综合分析及现场调查，达

曲新龙县段河流未开展专项水利、水电及其他综合利用规划。

（2）建设情况

通过现场调查，达曲新龙县段未建设水电站。

1.2.2防洪规划

（1）规划情况

通过咨询新龙县水利局及收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防洪规划修编

报告》等资料分析，达曲新龙县河段干流未开展专项防洪规划。

（2）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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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调查，达曲新龙县段未建设堤防。

1.2.3采砂规划

（1）规划情况

根据《新龙县河道采砂规划支沟》资料综合分析及现场调查，流域内

现状无已建及规划采砂场。

（2）建设情况

通过现场调查，达曲新龙县段未建设采砂场。

1.3 经济社会概况

新龙县 2021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41483万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6513万元，增长 3.5%；

第二产业增加值 19730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85240万元，增长 8.6%。年

末全县户籍人口 51438人，城镇人口 8500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18.6%。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348元，比上年增长 9.6%。按常住地分，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394元，比上年增长 8.6%。全年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4500元，比上年增长 10.2%。

达曲流经新龙县银多乡，银多乡辖 3个行，15个村民小组；293户 1767

人。人均村收入 8692元。

1.4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4.1水资源现状

根据甘孜州 2021 年水资源公报统计数据，2021年新龙县水资源量比

上年减少约 8.8%，全县降水折合水量 57.04 亿 m³ ，地表水资源量 31.4 亿

m³，地下水资源量 8.16 亿 m³ ，水资源总量 31.4 亿 m³ 。

达曲新龙县段水资源总量 1.9141 亿m³ ，地表水资源量 1.9141亿m³ 。

达曲流域耗水类型主要为农业和生活用水，无高耗水行业，由于取用水分

散，尚无用水统计数据，未建立取、用水台帐。根据现场踏勘调查，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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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龙县段沿岸无工业，只存在生活和农业用水，但河流两岸主要采用传统

灌溉方式，节水灌溉技术落后，节水效率整体偏低。

1.4.2供用水现状

2021年新龙县全县总供水量 1383.94万 m³。按供水水源统计，地表水

源供水量 1383.94万m³，地下水源供水量 0万m³，分别占总供水量的 100%、

0%。达曲（新龙段）总供水量 8.11万 m³，地表水源供水量 8.11万 m³，地

下水源供水量 0万 m³。

2021年全县总用水量 1383.94万 m³。其中农业用水 1012万 m³，占用

水总量的 73.1%；工业用水 13.0万 m³，占用水总量的 0.94%；城镇公共用

水 11.62m³，占用水总量的 0.84%；居民生活用水 307.32万 m³，占用水总

量的 22.2%；生态用水 40.0万 m³，占用水总量的 2.89%。其中，达曲新龙

县段总用水量 4.76万 m³，全部为居民生活用水，占用水总量的 100%。

1.4.3 水环境状况

达曲新龙县段流域内人烟稀少，仅在阿色一村有农户居住，上游为无

人区。流域内自然生态环境较好，境内无工业企业，不存在工业污染情况，

流域内主要污染为农业面源污染、人口生活污染及畜禽养殖污染，但污染

物排放量较少。达曲新龙县段水环境良好，无突出问题。

1.4.4 水生态状况

根据《打火沟二级水电站对水生生物影响及补救措施专题报告》（2020

年 12）水生态现状如下：

（1）水生生物

1）浮游动植物

据调查本流域水生植物主要为浮游植物，硅藻门种类最多，绿藻门次

之，蓝藻门的种类最少，浮游植物的优势种为舟形藻属、针杆藻属和等片

藻属等。浮游动物有原生动物、轮虫和枝角类三大类浮游动物，浮游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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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较简单，各断面浮游动物中以轮虫居多。

2）底栖动物

在达曲流域调查到 2 目 5 科 6 种底栖动物，以扁蜉，摇蚊幼虫较多。

（3）鱼类

达曲新龙段分布有斯氏高原鳅、短尾高原鳅、梭形高原鳅、细尾高原

鳅、短须裂腹鱼、长丝裂腹鱼、厚唇裸重唇鱼、软刺裸裂尻鱼、青石爬鮡、

黄石爬鮡等 10种鱼类。

1.5 河湖健康评价工作概况

1.5.1 组织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保护，深入贯彻落实《水利部河长办关于印发

〈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的通知》《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

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的通知川河长制办发〔2022〕8号》的

要求，新龙县水利局委托四川创数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开展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健康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

1.5.2 工作流程

根据《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技术指导规范，结合达曲

新龙县实际情况，工作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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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河湖健康评估工作流程图

1.5.3 工作内容

1、基础资料收集：收集达曲新龙段相关水文气象资料、历年实测洪水

资料、断面水质监测成果、河流规划、建设成果、河湖划界报告等与河湖

库健康评估各项指标有关的数据资料。

2、方案制度：组织外业人员制定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健康评价专项调查

监测方案。

3、专项调查：组织外业人员对达曲新龙县段水体整洁程度、岸线自然

状况、涉河建筑、开发利用状况、水生生物、公众满意度等进行现场调查；

通过现场采集水样，监测水质变化情况。

4、河湖健康评价报告编写：对现场调查、收集资料、专项调查的结果

进行分析统计，结合《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提纲编制达曲

新龙县段河流健康评价报告。

达曲健康评价工作进度见表1.5-1所示。
表 1.5-1达曲健康评价工作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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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份 2022年

月份 10月 11月

1 基础资料收集

2 现场调查

3 专项调查

4 河湖健康评价报告编写

1.5.4 取得主要成果

（1）报告《甘孜藏族自治州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健康评价报告》。

（2）附图：河湖健康评价专题图

○1 新龙县水系图；

○2 达曲新龙县段河流流域地形图；

○3 新龙县土地利用图；

○4 达曲流域土壤类型图；

○5 达曲流域植被类型图；

○6 达曲新龙县段水质监测点位分布图；

○7 达曲新龙县段水文站位置图。

（3）附表：河湖健康评价报告附表

○1 四川省甘孜州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基本特征表；

○2 达曲新龙县段水质检测报告；

○3 达曲新龙县段公众满意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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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河湖健康评价方案

2.1 评价范围

2.1.1 河流纵向分段原则

河流根据水文特征、河床及河滨带形态、水质状况、水生生物特征以

及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同时以河长管辖段作为依据，

沿河流纵向将河流分为两段评价河段。评价河段确定方法如下：

（1）河道地貌形态变异点，可根据河流地貌形态差异性分段；

—按河型分类，分为顺直型，弯曲型、分汊型、游荡型河段；

—按照地形地貌分段，分为山区（包括高原）河段和平原河段。

（2）河流流域水文分区点，如河流上游、中游、下游等。

（3）水文及水力学状况变异点，如闸坝、大的支流汇入断面、大的支

流分汊点。

（4）河岸临近陆域土地利用状况差异分区点，如城市河段、乡村河段。

2.1.2评价河段划分

本次评价河段为达曲新龙县段，河流长 40.24km，集雨面积 561.5km²。

达曲新龙县段河流上下游差异性不明显，干流无水利工程，故本次评

价将达曲以完整的一条河流为评价单元。河流详细情况见表 2.1-1。
表 2.1-1 达曲新龙县段河流信息表

评价河

段名称

流经

乡镇

评价河段起止点坐标
河段长

度 km
集雨面

积 km²
河流类

型
起点（度°分＇秒"） 终点（度°分＇秒"）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达曲新

龙县段

银多

乡
99°40'
11.454"

31°31'
40.695"

99°23'
18.499"

31°36'
33.956" 40.24 561.5 自然河

流

2.2 评价水平年

四川省新龙县达曲河流基础情况资料及现状以 2021年为基准，专项调

查成果以最新调查成果为准。

2.3 评价对象主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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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曲是雅砻江右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新龙县与德格县交界处雀儿山

东，流经新龙县银多乡，甘孜县卡攻乡、来马镇，在甘孜县境内又称打火

沟，最后汇入雅砻江。达曲全长 67.25km，流域面积 1052.07km²，河口多年

平均流量 12.66m3/s。新龙县境内长 40.24km，集雨面积 561.5km²。

达曲新龙县段两岸山体宽厚，河谷基本对称，两岸基岩大多裸露。达

曲新龙县段干流无水电工程和取水口，本河段人为干预小，开发利用程度

低，为自然河流。

2.4 评价指标体系

2.4.1评价指标体系选用

根据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结合

新龙县情、水情和河湖管理保护实际，基于河湖健康基本理念，从“水”、“盆”、

“生物”、“ 河湖管理与社会服务功能”等四个准则层对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健

康状态进行评价。达曲新龙县段干流无供水工程，无多年水质监测结果，

故本次暂不对供水指标、水质变化趋势进行评价。详细指标见表 2.4-1

表 2.4-1 河流健康评估指标体系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自然河流

河长制任务准

则层
指标类型 是否评价

达曲新龙

县段河流

健康

盆

岸线自然状况 水域岸线保护 基本指标 是

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

度
水域岸线保护 基本指标 是

河流纵向连通指数 水域岸线保护 基本指标 是

水

生态流量/水位

满足程度
水资源保护 基本指标 是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水资源保护 基本指标 是

水体整洁程度 水污染防治 基本指标 是

水质优劣程度 水污染防治 基本指标 是

水体自净能力 水污染防治 基本指标 是

水质变化趋势 水污染防治 基本指标 否

生物 鱼类保有指数 水生态保护 基本指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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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入侵物种 水生态保护 基本指标 是

河湖管

理与社

会服务

功能

公众满意度 社会服务 基本指标 是

防洪指标 社会服务 基本指标 是

供水指标 社会服务 基本指标 否

开发利用现状与规划的符

合性
河湖管理 基本指标 是

2.4.2评价指标权重

本次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健康评价的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及指

标层。指标体系内容按照《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确定赋分

权重。根据评价河段的特性，达曲新龙县段各指标选择及权重按照自然河

流执行。由于达曲新龙县段干流无供水工程，无水质监测断面。故本次暂

不对供水指标、水质变化趋势进行评价。达曲新龙县段下游是新龙县红山

景区，水质情况和水体整洁对景区风光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将供水指标调

整到水质优劣程度指标上，将水质变化趋势指标调整到水体整洁程度指标

上。权重分配情况见表 2.4-2。

表 2.4-2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健康评价指标赋分权重成果表

准则层 指标层（河流）

所占权重

备注
准则层所占

权重

指标层所占权重

自然河流

盆

岸线自然状况

0.3

0.1

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

程度
0.1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0.1

水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0.48

0.05

生态用水满足程度 0.15

水体整洁程度 0.1 权重调入

（0.05）

水质优劣程度 0.13 权重调入

（0.03）

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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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变化趋势 / 权重调出

（0.05）

生物
鱼类保有指数

0.1
0.05

外来入侵物种 0.05

河湖管理

与社会服

务功能

公众满意度

0.12

0.05

防洪指标 0.02

供水指标 / 权重调出

（0.03）
开发利用现状与规划的

符合性
0.05

2.5 评价方案

达曲新龙县段调查范围或取样监测位置，以及各指标层技术路线如下：
表 2.5-1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健康评价方案表

目标

层

准

则

层

指标层
调查范围或取样监测位

置
技术路线

河流

健康

盆

岸线自然状况 监测断面
根据河流所在地形分区的不同，选取

代表性断面，进行河岸带稳定性指标

各参数计算

违规开发利用

水域岸线程度
河流新龙县段

收集“四乱”（乱采、乱占、乱堆、乱

建）资料，入河排污口总数和未取得

水行主管部门同意的数量，计算入河

排污口涉河构筑物建设未取得水行

政主管部门同意的比例

河流纵向连通

性指数
河流新龙县段 调查河流的拦河建筑

水

水资源开

发利用率
河流新龙县段

根据甘孜州水资源公报（2021）《达

曲新龙县段“一河一策管理保护方

案”（2021-2025）》等资料计算

生态流量/水位

满足程度
达曲出县境监测断面

根据河湖评价基准年最小日均流量

数据计算，数据按照甘孜（二）水文

站监测的数据确定

水体整洁程度 河流新龙县段 沿岸调查河流水体整洁情况，重点调

查人口密集区域

水质优劣程度 达曲出县境处断面、达曲

阿色一村上游断面

在监测断面处取样并送检，通过监测

结果确定

水体自净能力
根据监测数据水中溶解氧浓度衡量

水体自净能力

生

物
鱼类保有指数 河流新龙县段

通过专家咨询、资料收集《四川省甘

孜州甘孜县打火沟一级水电站工程

水生生态影响评价专题报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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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和现场走访等方式确定

外来入侵物种 河流新龙县段 通过咨询甘孜州农牧农村局确定

河

湖

管

理

与

社

会

服

务

功

能

公众满意度 河流新龙县段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

防洪指标 河流新龙县段 收集评价河段防洪规划和中小河流整

治工程设计资料

开发利用现状

与规划的符合

性

河流新龙县段

通过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价河流相关

水利工程的规划资料，复核其开发利

用任务、工程规模等内容与规划的符

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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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河湖健康调查监测

3.1 调查检测方案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调查、问卷调查以及布设监测断面以及专家咨询

的方法，获取本次达曲健康评价各指标数据，具体指标获取方法见表 3.1-1。

表 3.1-1 达曲各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目标

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数据来源

河流

河流

健康

盆

岸线自然状况 现场测量、调查

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

程度
现场测量、调查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现场调查、影像图等

水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新龙县水资源综合规划报告》《甘孜州水资

源公报》《四川省水文手册》

生态用水满足程度
《四川省水文手册》、甘孜（二）水文站水文

资料

水体整洁程度 现场调查、影像图等

水质优劣程度 现场取样送四川省成都水质监测中心检测

水体自净能力 现场取样送四川省成都水质监测中心检测

生物

鱼类保有指数

根据《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打火沟一级水电站

工程水生生态影响评价专题报告》（2017年 6
月）、专家咨询、现场走访调查

外来入侵物种 通过咨询甘孜州农牧农村局确定

河湖管理与

社会服务功

能

公众满意度 现场问卷调查

防洪指标
收集评价河段防洪规划和中小河流整治工程设计资

料

开发利用现状与规划的

符合性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防洪规划修编报告

（2011~2030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十四

五”水利发展规划》

3.1.1盆

3.1.1.1岸线自然状况

岸线自然状况指标根据河岸坡侵蚀现状（包括已经发生的或潜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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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岸侵蚀）进行评估，评估要素包括：斜坡倾角、斜坡高度、基质特征、

岸坡植被覆盖度和坡脚冲刷强度。

斜坡倾角、河岸高度的确定采用现场调查方法，采用手持 GPS对相关

数据进行详细记录；基质类别和河岸冲刷状况采用现场调查结合取样调查

的方法；植被覆盖率采用现场观察、影像图及根据《四川省甘孜州达曲新

龙县河段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报告》中的管理范围线，结合全国第三次土地

调查数据计算。

3.1.1.2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

“四乱”状况：收集新龙县水利局河长办四乱统计及认定成果。

入河排污口设置违反河道管理要求程度：沿河实地踏勘调查统计目前

使用中的入河排污口总数，结合《甘孜州排污口信息统计汇总表》统计的

达曲新龙县段排污口批复情况，统计取得新龙县水利局同意设置的入河排

污口数量。

3.1.1.3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现场调查阻隔河道连通性的涉河设施建筑，并记录其是否建设有正常

运行的过鱼设施。

3.1.2水

3.1.2.1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

达曲流域内无水文站点，属于无资料地区，本次评价使用《四川省水

文手册》计算达曲流域内年平均流量及枯水流量6.07m³/s，再参照甘孜（二）

水文站水文资料计算达曲生态用水满足程度。

3.1.2.2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达曲流域内无水文（位）站点，临近雅砻江干流有甘孜、新龙水文站，

鲜水河流域有泥巴水位站、朱巴、望果、炉霍、道孚水文站。以上水文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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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均归四川水文中心管理，其中泥巴、望果、炉霍均为近年新建站点，文

资料系列较短。

临近流域测站情况见表 3.1.2-1。

表 3.1.1-1 达曲临近流域水文测站情况表

站名 河名
集水面积

（km²） 建站年份 施测内容 备注

甘孜 雅砻江 32925 1952.04 流量、水位、降雨

新龙 雅砻江 36685 2019.04 流量、水位、降雨

泥巴 鲜水河 2014.04 水位、雨量

朱巴 鲜水河 6860 1960.04 流量、水位、降雨

望果 达曲 5080 2016.05 流量、水位、降雨

炉霍 鲜水河 2019.04 流量、水位、降雨

道孚（三） 鲜水河 14465 1948.02 流量、水位、降雨

泥巴、望果、炉霍为近年新建站点，文资料系列较短，不具有代表性。

甘孜、新龙、朱巴、道孚站虽有长期系列资料，但和达曲流域集雨面积相

差太大，完全不满足面积比拟法适用条件，如用水文比拟法计算，误差较

大。

本次将根据《四川省水文手册》中无资料地区年平均流量计算公式求

得达曲新龙县段流域多年平均流量。

3.1.2.3水体整洁程度

水体整洁程度是根据河流中嗅和味、漂浮废弃物等状况对河流水域进

行感官状况的整体评估，本次评估依靠现场调查方式对达曲新龙县水体整

洁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共选取 8 个具有代表性的河流点位，并于每个点位

赋予照片进行佐证。

3.1.2.4水质优劣程度

因达曲新龙县段干流上无任何水质监测站，当地亦未对河流水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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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监测，本次水质优劣程度评价采用现场取样一次，送四川省成都水质

监测中心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包括氨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

粪大肠菌群等 23个项目，并采用单指标评价法对相应河段水质类别进行判

别。

3.1.2.5水体自净能力

水体自净过程也就是复氧过程，溶解氧对水生动植物十分重要。本次

根据《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推荐水质指标——溶解氧对水

体自净能力进行衡量。

3.1.3生物

3.1.3.1鱼类保有指数

鱼类保有指数评价现状鱼类种数与历史参考点鱼类种数的差异状况。

收集《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打火沟一级水电站工程水生生态影响评价

专题报告》，同时向当地居民调查了解、并咨询新龙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

专家，综合分析评价现状鱼类种数与历史鱼类种数。

3.1.3.2外来入侵物种

通过咨询甘孜州农牧农村局确定。

3.1.4河湖管理与社会服务功能

3.1.4.1公众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问卷调查采用现场调查，在开展问卷调查前，打印好现场

问卷调查表，调查人员通过向达曲新龙县段正常水位线以上 50米陆域的居

民发放并填写《河湖健康评价公众调查表》，再收集整理填写后的调查表，

并统计分析计算调查结果，得出公众满意度调查指标。此次公众满意度调

查表共计发 75份（问卷调查 50次以上达到指南要求）。

调查点覆盖评价河段上游至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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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防洪指标

收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防洪规划修编报告（2011-2030年）》、

等资料，按照其中的防洪设计标准确定达曲新龙县段的防洪标准。通过咨

询新龙县水利局确定达曲新龙县段有防洪需求的长度。

现场调查确定堤防位置，并参照防洪标准，确定达到防洪标准堤防长

度。

3.1.4.3开发利用状况与规划的符合性

河流的开发利用状况应符合河流规划。收集达曲新龙县段开发利用现

状（发电、采砂、供水）及相关规划资料，按照符合性赋分。

根据评价河段实际情况，重点复核内容如下：

（1）水电站主要复核开发利用任务、工程规模、开发方式、调度运行

方式、生态流量等内容与规划的符合性；

（2）堤防主要复核工程规模、防洪标准等内容与规划的符合性；

其他有关涉水工程项目，应重点复核其开发利用任务、工程规模等内

容与规划的符合性。

3.2 代表点位或断面的选择

3.2.1监测点位和断面设置

3.2.1.1 水质监测

（1）布置原则

根据《水环境监测规范》（SL219-2013），应符合以下原则：①在调

查范围的两端布设一个取样断面；②重点保护水域及环境敏感点附近水域

应布设取样断面；③水文特征突然变化处(如支流汇入)应布设取样断面；④

水质急剧变化处(如有污水排入)应布设取样断面；⑤重点水工构筑物附近

（如取水口、闸坝)应布设取样断面；⑥建设项目拟建排污口上游 50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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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布设取样断面。

（2）水质监测断面设置

根据现场踏勘、调查，达曲新龙县段未设置固定水质监测断面，本次

评价在达曲新龙县段干流设置 2 处监测断面。其中：达曲阿色一村上游监

测点位人烟稀少基本为无人区，人为影响较小；达曲出新龙县境监测点位

处于阿色一村下游，人类活动较多。具体情况如表 3.2-1。
表 3.2-1达曲水质监测断面情况表

序号 监测点名称 测站类别
位置

备注
断面所在地 经度 纬度

1 达曲出新龙县境 断面监测点 银多乡 99°39′57.898″ 31°31′23.577″

2
达曲阿色一村上

游

断面监测点 银多乡 99°35′44.573″ 31°32′47.040″

图 3.2-1达曲新龙县段水质监测断面位置

3.2.1.2 河岸岸坡测量

达曲新龙县段属于顺直型河流，地势平坦，两岸为草地。针对达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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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地形、地貌条件，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位置，使其尽量覆盖整个流域的范

围，共选择 6个监测断面，进行调查赋分计算。具体情况见表 3.2-2和图 3.2-2

所示。

表 3.2-2河岸稳定性调查断面基本情况表

序号 调查断面
断面位置

经度 纬度

1 达曲 1 E99.66151839 N31.52567542

2 达曲 2 E99.61301876 N31.53685655

3 达曲 3 E99.61580918 N31.53438643

4 达曲 4 E99.63554724 N31.53677111

5 达曲 5 E99.64971934 N31.52985486

6 达曲 6 E99.64971735 N31.5298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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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岸坡稳定性断面位置分布图

3.2.1.3 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监测

本次评价河流无水电站、无水文站，选取出县境处断面作为代表断面。

3.3 监测方法.

3.3.1水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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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监测项目

本次水质监测项目为 pH值、电导率、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

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六价

铬、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

菌群共 23项。

3.3.1.2 采样频率

目前，达曲新龙县段未设置水质监测断面，无固定取样频次，达曲属

于自然河流，流域无水利水电工程，水质良好且常年稳定无变化。故本次

进行一次水质采样监测。

水质监测现场取样照片：

图 3.3-1 达曲阿色一村上游点位现场取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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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达曲出县境点位现场取样照片

3.3.2河岸岸坡测量

河岸岸坡测量直接利用 RTK测量，采用 2000 大地坐标系，然后利用

四川省似大地水准面模型拟合出地形点的 85高程成果。水下断面采用达曲

新龙县河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项目成果。

3.3.3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

达曲流域内无水文站点，属于无资料地区，本次评价使用《四川省水

文手册》计算达曲流域内年平均流量及枯水流量，再参照甘孜（二）水文

站水文资料计算达曲生态用水满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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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河湖健康评价结果

4.1 评价方法与结果

根据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结

合新龙县县情、水情和河湖管理保护实际，本次从“水”、“盆”、“生物”、“功

能”四个准则层，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岸线自然状

况、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水体整洁程度、

水质优劣程度、水体自净能力、鱼类保有指数、外来入侵物种、公众满意

度、防洪指标、开发利用现状与规划的符合性等 13个评价指标，对达曲新

龙县进行河流健康评价。

对河湖健康进行综合评价时，按照目标层、准则层及指标层逐层加权

的方法，计算得到河湖健康最终评价结果。各级权重见下表所示。

表 4.1-1 河流指标权重表

准则层 所占权重 指标层（河流）
所占权重

备注
自然河流

盆 0.3

岸线自然状况 0.1
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

线程度
0.1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0.1 城市河流河段不评价

水 0.48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0.05
对于以供水为主要功能的

半人工半自然河流，不评价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

度
0.15

对于受人为水量调度的半

人工半自然河流，不评价生

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

水体整洁程度 0.05

水质优劣程度 0.13
Ⅰ～Ⅲ类水质比例＜

50％，否决为不健康

水体自净能力 0.05

生物 0.10

鱼类保有指数 0.05

外来入侵物种 0.05

河湖管理与社会

服务功能
0.12

公众满意度 0.05
防洪指标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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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现状与规划

的符合性
0.05

4.1.1 盆

“盆”准则层包括岸线自然状况、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河流纵向

连通性指数三个评价指标。

4.1.1.1 岸线自然状况

（1）指标赋分标准

根据河岸坡侵蚀现状（包括已经发生的或潜在发生的河岸侵蚀）进行

评估，评估要素包括：斜坡倾角、斜坡高度、基质、植被覆盖度和河岸冲

刷状况，采用公式计算。

5/)( rrrrrr STSMSHSCSABKS 

式中：

BKSr──岸坡稳定性指标赋分；

SAr──斜坡倾角分值；

SCr──植被覆盖度分值；

SHr──斜坡高度分值；

SMr──基质分值；

STr──河岸冲刷状况分值。

河岸稳定性指标中评估要素指标赋分标准见表 4.1-2。

表 4.1-2 河岸稳定性评估分指标评估指标赋分标准表

岸坡

稳定

性

特征 稳定 基本稳定 次不稳定 不稳定

赋分 100≥BKSr＞75 75≥BKSr＞25 25≥BKSr＞0 BKSr＝0

斜坡

倾角

分值 100≥SAr＞75 75≥SAr＞25 25≥SAr＞0 SAr＝0

倾角 0≤SAr<15 15≤SAr<30 30≤SAr<45 45≤SAr<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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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坡

稳定

性

特征 稳定 基本稳定 次不稳定 不稳定

赋分 100≥BKSr＞75 75≥BKSr＞25 25≥BKSr＞0 BKSr＝0

（度）

说明

确定斜坡倾角，斜

坡倾角大于等于 0
度、且小于 15度，

定性评价为稳定，

然后根据斜坡倾角

值，采用内插法在

75～100之间确定

唯一的斜坡倾角分

值

确定斜坡倾角，斜坡

倾角大于等于 15度、

且小于 30度，定性

评价为基本稳定，然

后根据斜坡倾角值，

采用内插法在 25～
75之间确定唯一的

斜坡倾角分值

确定斜坡倾角，斜坡

倾角大于等于 30度、

且小于 45度，定性评

价为次不稳定，然后

根据斜坡倾角值，采

用内插法在 0～25之
间确定唯一的斜坡倾

角分值

确定斜坡倾角，

斜坡倾角大于

等于 45度、且

小于 60度，定

性评价为不稳

定，斜坡倾角分

值为 0

植被

覆盖

率

（%）

分值 100≥SCr＞75 75≥SCr＞25 25≥SCr＞0 SCr＝0
覆盖

率
100≥SCr>75 75≥SCr>50 50≥SCr>25 25≥SCr>0

说明

确定植被覆盖率，

植被覆盖率大于

75%、且小于等于

100%，定性评价为

稳定，然后根据植

被覆盖率,采用内插

法在 75～100之间

确定唯一的植被覆

盖率分值

确定植被覆盖率，植

被覆盖率大于 50%、

且小于等于 75%，定

性评价为基本稳定，

然后根据植被覆盖

率,采用内插法在

25～75之间确定唯

一的植被覆盖率分

值

确定植被覆盖率，植

被覆盖率大于 25%、

且小于等于 50%，定

性评价为次不稳定，

然后根据植被覆盖率,
采用内插法在 0～25
之间确定唯一的植被

覆盖率分值

确定植被覆盖

率，植被覆盖率

大于 0%、且小

于等于 25%，

定性评价为不

稳定，植被覆盖

率分值为 0

斜坡

高度

（米）

分值 100≥SHr＞75 75≥SHr＞25 25≥SHr＞0 SHr＝0
斜坡

高度
0≤SHr<5 5≤SHr<10 10≤SHr<30 SHr≥30

说明

确定斜坡高度，斜

坡高度大于等于 0
米、且小于 5米，

定性评价为稳定，

然后根据斜坡高

度，采用内插法在

75～100之间确定

唯一的斜坡高度分

值

确定斜坡高度，斜坡

高度大于等于 5米、

且小于 10米，定性

评价为基本稳定，然

后根据斜坡高度，采

用内插法在 25～75
之间确定唯一的斜

坡高度分值

确定斜坡高度，斜坡

高度大于等于 10米、

且小于 30米，定性评

价为次不稳定，然后

根据斜坡高度，采用

内插法在 0～25之间

确定唯一的斜坡高度

分值

确定斜坡高度，

斜坡高度大于

等于 30米，定

性评价为不稳

定，斜坡高度分

值为 0

基质

（类

别）

分值 100≥SMr＞75 75≥SMr＞25 25≥SMr＞0 SMr＝0

基质 岩质河岸
岩质河岸为主，极少

量土质河岸
岩土混合河岸 土质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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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坡

稳定

性

特征 稳定 基本稳定 次不稳定 不稳定

赋分 100≥BKSr＞75 75≥BKSr＞25 25≥BKSr＞0 BKSr＝0

说明

根据河岸岩体强

度、结构、构造发

育赋分。岩石属硬

质岩，块状结构、

层状结构，裂隙不

发育、断层不发育，

定性评价为稳定，

在 75～100之间确

定唯一的基质分值

根据河岸岩体强度、

结构、构造发育赋

分。

岩石属软质岩，层状

结构、碎裂结构，裂

隙较发育、或发育有

断层，定性评价为基

本稳定，在 25～75
之间确定唯一的基

质分值

岩石属软岩或极软

岩，岩体风化强烈、

风化裂隙发育，岩体

呈散体结构，似土状，

与土质河岸混合，定

性评价为次不稳定，

在 0～25之间确定唯

一的基质分值

土质河岸，定性

评价为不稳定，

基质分值为 0

河岸

冲刷

状况

分值 100≥STr＞75 75≥STr＞25 25≥STr＞0 STr＝0
冲刷

状况
无冲刷现象 轻度冲刷 中度冲刷 重度冲刷

说明

岩石属硬质岩，块

状结构、层状结构，

裂隙不发育、断层

不发育，无冲刷现

象，定性评价为稳

定，在 75～100之
间确定唯一的河岸

冲刷分值

岩石属软质岩，层状

结构、碎裂结构，裂

隙较发育、或发育有

断层，轻度冲刷，定

性评价为基本稳定，

在 25～75之间确定

唯一的河岸冲刷分

值

岩石属软岩或极软

岩，岩体风化强烈、

风化裂隙发育，岩体

呈散体结构，似土状，

与土质河岸混合，中

度冲刷，定性评价为

次不稳定，在 0～25
之间确定唯一的河岸

冲刷分值

土质河岸，重度

冲刷，定性评价

为不稳定，河岸

冲刷分值为 0

总体

特征

描述

近期内河（湖、库）

岸不会发生变形破

坏，无水土流失现象

河（湖、库）岸结构

有松动发育迹象，有

水土流失迹象，但近

期不会发生变形和破

坏

河（湖、库）岸松动裂

痕发育趋势明显，一定

条件下可导致河岸变

形和破坏，中度水土流

失

河（湖、库）岸

水土流失严重，

随时可能发生

大的变形和破

坏，或已经发生

破坏

（2）指标赋分计算

○1 由于达曲新龙县段源头河段调查人员无法到达，故采用影像分析法。

分析可知，达曲新龙县段整体属高原型河流，河道两岸岸坡较低，河道较

顺直。

根据监测断面来计算斜坡倾角分值、斜坡高度分值。分析得出：

达曲 1断面处 rSA ─斜坡倾角为 25°； rSH ─斜坡高度为 2.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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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曲 2断面处 rSA ─斜坡倾角为 23°； rSH ─斜坡高度为 1.05m；

达曲 3断面处 rSA ─斜坡倾角为 17°； rSH ─斜坡高度为 0.56m；

达曲 4断面处 rSA ─斜坡倾角为 14°； rSH ─斜坡高度为 0.99m；

达曲 5断面处 rSA ─斜坡倾角为 22°； rSH ─斜坡高度为 1.02m；

达曲 6断面处 rSA ─斜坡倾角为 18°； rSH ─斜坡高度为 0.76m；

图 4.1-1达曲 1#断面 图 4.1-2达曲 2#断面

图 4.1-3达曲 3#断面 图 4.1-4达曲 3#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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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达曲 5#断面 图 4.1-6达曲 6#断面

○2 根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达曲新龙县河段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报

告》中采用的范围线，结合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数据计算得出植被覆盖率，

达曲新龙县段流域植被较好，主要以云杉、冷杉、落叶松、松树等耐寒针

叶林和草地组成。通过计算得出：

达曲新龙县段 rSC ─岸坡植被覆盖度为 99.99%。植被分布详见图 4.1-7。

图 4.1-7 达曲新龙县段植被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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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过组织外业人员对达曲新龙县段进行现场调查。

达曲新龙县段 1-6断面处植被较好，结合实地调查分析： rSM ─河岸基

质为岩土河岸； rST ─坡脚冲刷强度为轻度冲刷迹象。

（3）指标赋分结果

综上所述，结合河岸稳定性评估分指标评估指标赋分标准可知：

达曲新龙县段 rBKS 岸坡稳定性指标赋分 80.6分,判定达曲新龙县岸坡

稳定性为稳定。详细情况见表详细见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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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达曲新龙县段监测断面要素计算统计表

序

号

断面

名称
坐标（经纬度）

河流

类别

斜坡倾角

（SAr）

植被覆盖率

（SCr）

斜坡高度

（SHr）

基质

（SMr）

河岸冲刷

（STr） 岸坡稳定性指

标赋分
角度（°) 赋

分

覆盖率

（%) 赋分
高度

（m）

赋

分

类

别

赋

分
状况 赋分

1 达曲 1 E99.66151839;N31.5
2567542

自然

河流

25 42

99.99 100

2.17 89

岩

土
75 轻度

冲刷
75 80.6

2 达曲 2 E99.61301876;N31.5
3685655 23 48 1.05 95

3 达曲 3 E99.61580918;N31.5
3438643 17 68 0.56 97

4 达曲 4 E99.63554724;N31.5
3677111 14 77 0.99 95

5 达曲 5 E99.64971934;N31.5
2985486 22 52 1.02 95

6 达曲 6 E99.64971735;N31.5
2984296 18 65 0.7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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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

（1）指标赋分标准

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综合考虑河湖“四乱”状况和入河排污口设

置违反河道管理要求程度，采用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各指标权重见表

4.1-4。
表 4.1-4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指标权重表

序号 名称 权重

1 河湖“四乱”状况 0.7

2 入河排污口设置违反河道管理要求程度 0.3

无“四乱”状况的河段/湖库区赋分为 100分，“四乱”扣分时应考虑其严

重程度，扣完为止，赋分标准见表 4.1-5。

表 4.1-5河湖“四乱”状况赋分标准表

类型
“四乱”问题扣分标准（每发现 1处）

一般问题 较严重问题 重大问题

乱采 -5 -25 -50

乱占 -5 -25 -50

乱堆 -5 -25 -50

乱建 -5 -25 -50

入河湖（库）排污口设置违反河道管理要求程度是指入河排污口涉河

构筑物建设未取得水行主管部门同意的比例。指标赋分值按照以下公式。

RNi/N100

式中：

R——入河排污口涉河构筑物建设未取得水行主管部门同意的比例；

Ni——未取得水行主管部门同意设置的入河排污口数量（个）；

N——入河湖排污口总数（个）。

赋分标准见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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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入河排污口设置违反河道管理要求赋分标准表

入河排污口涉河构筑物建设未取

得水行主管部门同意的比例
0 0-20 20-40 40-60 ＞60

赋分 100 80 60 40 0

（2）指标赋分计算

经收集新龙县水利局河长办四乱统计及认定成果、入河排污口统计及

设置同意认定成果，达曲新龙县段干流上不存在“四乱”状况并且没有入河排

污口。

（3）指标赋分结果

综上所述，结合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评估指标赋分标准可得，

达曲新龙县段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赋分 100分。

4.1.1.3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1）指标赋分标准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根据单位河长内影响河流连通性的建筑物或设

施数量进行评估，有过鱼设施的不在统计范围之列。

表 4.1-7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评估指标赋分标准表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单位：

≥个/100km）
1.2 1-1.2 0.5-1 0.25-0.5 ≤0.25 0

赋分

有洄游鱼类需求的

河流（河段）
0 20 40 60 80 100

无洄游鱼类需求的

河流（河段）
60 70 80 90 95 100

（2）指标赋分结果

经调查，达曲新龙县段流域内没有影响河流连通性的建筑物和设施，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为 0。

根据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评估指标赋分标准表得出达曲新龙县段河流纵

向连通性指数赋分100分。

4.1.2 水

“水”准则层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水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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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程度、水质优劣程度、水体自净能力五个评价指标。

4.1.2.1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1）指标赋分标准

评估流域或区域内本地产水中地表水用水量（含外调水量）占评价流

域或区域地表水资源总量的百分比，按下述公式计算。

*100%

式中：

WRU—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WU—评价流域或区域内本地产水中地表水用水量（含外调水量）；

WR—评价区域或流域地表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指标赋分标准见表 4.1-8。

表 4.1-8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估指标赋分标准表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20% 20%-30% 30%-40% 40%-60% ≥60%

赋分 100 80 50 20 0

（2）指标赋分计算

达曲是雅砻江右岸一级支流，又称达柯、达柯河，发源于甘孜县与德

格县交界处雀儿山东。根据《四川省水文手册》中无资料地区年平均流量

公式计算达曲新龙县段多年平均流量，公式如下：

Q0=0.0000317hF

式中：Q0—年平均流量，以秒立方米计算；

h—年径流深，以毫米计；

F—集水面积，以平方公里计。

通过查找四川省多年平均径流深等值线图（1956-2000）成果可知，达

曲新龙县段多年平均径流深 341mm，计算达曲新龙县段多年平均流量为

6.07m³/s。与江河词典中达曲河口流量 12.66 m³/s相比较，达曲新龙县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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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面积仅为达曲流域面积的一半左右，达曲新龙县段出境断面流量6.07 m³/s

较为合理。计算达曲新龙县段地表水资源总量为 19141万 m³。

据现场调查，达曲新龙县段内无集中供水工程取水口、无外调水量，

沿岸流经银多乡阿色一村。据《2021年新龙县统计年鉴》，达曲新龙县段

沿岸有农村人口约 1100人，牛 1410头。参考《2021甘孜州水资源公报》

统计用水量数据，根据四川省用水定额（西部高山高原区:80升/人•日 、牛：

30 升(头.d)）开展取水量计算。估算达曲新龙县段地表水用水量约为 4.76

万 m³。并以此数据作为达曲新龙县段在计算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中的地表水

用水量。计算得达曲新龙县段WRU=0.02%。具体评分见表 4.1-9。

表 4.1-9 达曲新龙县段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估评分表

序号 河段
地表取水量

（万 m³）
地表水资源总

量(万 m³)
比值

（%）
评分

1 达曲新龙县段 4.76 19141 0.02 100

（3）指标赋分结果

综上所述，结合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估指标赋分标准表，达曲新龙县

段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综合赋分为 100分。

4.1.2.2 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

（1）指标赋分标准

评估河流流量过程生态适宜程度，分别计算 4-9月及 10-3月最小日均

流量占相应时段多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比，根据赋分标准表分别计算赋分值，

取二者的最低赋分为河流生态用水满足程度赋分，赋分可采用区间内线性

插值。评估断面应选择国家有明确要求、具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重要敏

感物种的水域或行政区界断面。

表 4.1-10 河流生态用水满足程度评估指标赋分标准表

（10-3月）最小日

均流量占比
≥20% 15%-20% 10%-15% 5%-10% <5% 人为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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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分 100 90 80 60 40 0

（4-9月）最小日均

流量占比
≥50% 40%-50% 30%-40% 10%-30% <10%

赋分 100 80 60 40 0

（2）指标赋分计算

达曲新龙县出境断面流量为 6.07 m³/s，结合《四川省水文手册》中枯

水流量分区图以及四川省枯水流量分区综合成果表可计算出流域内最小日

平均流，计算公式如下：

baFQ 月min

月

日

min

min
1 Q

Q
K 

式中：

月minQ —最小月平均流量值，以公升每秒计算

ba、 —分区常数；

月minQ —最小月平均流量；

日minQ —最小日平均流量；

1K —最小日平均流量与最小月平均流量比值，可查表确定取值。

查询《四川省水文手册》枯水流量分区图知，达曲位于金沙江上游段

区，计算达曲新龙县段最小日平均流量为 1.72m³/s。

甘孜（二）水文站于 1952年 4月 7日设立，1956年上迁基本水尺上迁

245m，为甘孜（二）站，位于甘孜州甘孜县甘孜镇雅桥村，集水面积 32925k

㎡，距河口距离 923km。根据甘孜（二）站多年实测径流资料，甘孜（二）

站多年平均流量为 269 m³/s，其 10-3月多年平均流量为 138 m³/s，4-9月多

年平均流量为 400 m³/s。查询甘孜（二）站 2021 年日均流量资料，其 4-9

月最小日均流量为 87.3 m³/s，占同期多年平均流量的 21.8%，10-3月最小

日均流量为 71.3 m³/s，占同期多年平均流量的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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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曲 10-3月及 4-9月的同期多年平均流量根据甘孜（二）站的多年平

均流量与达曲多年平均年流量同比放大（缩小）计算，达曲 4-9月多年平均

流量为 9.03 m³/s，达曲 10-3月多年平均流量为 3.11 m³/s。根据甘孜（二）

站全年最小日均流量出现时段为 10-3月，达曲全年最小日均流量 1.72 m³/s

亦定为出现于 10-3月，4-9月最小日均流量根据甘孜（二）站同期最小日

均流量同比放大得到，计算达曲 4-9月最小日均流量为 2.11 m³/s。

（3）指标赋分结果

达曲新龙县段 10-3月最小日均流量占同期多年平均流量的 55.3%，赋

分 100分；4-9月最小日均流量占同期多年平均流量的 23.4%，赋分 40分。

根据河流生态用水满足程度指标赋分标准取二者最低赋分为结果，故达曲

新龙县段生态用水满足程度赋分 40分。具体评分见表 4.1-11。

表 4.1-11 达曲新龙县段河流生态用水满足程度评分表

河流
河长
(km)

各时段多年平均流量（m³/s） 各时段最小日均流

量（m³/s）
各时段最小日均流

量占比（%） 评分

全年 10-3 月 4-9 月 10-3 月 4-9月 10-3月 4-9 月

达曲 40.24 6.07 3.11 9.03 1.72 2.11 55.3 23.4 40

4.1.2.3 水体整洁程度

（1）指标赋分标准

水体整洁程度根据河湖水域感官状况评估，水体整洁程度指标赋分标

准见表 4.1-12，根据嗅和味、漂浮废弃物中最差状况确定最终得分。

表 4.1-12 水体整洁程度评估指标赋分标准表

感官指标 优 良 中 差 劣

嗅和味 无任何异味
仅敏感者可以

感觉

多数人可以轻

微感觉

已能明显感

觉

有很显著的异

味

漂浮废弃物
无漂浮废弃

物

有极少量漂浮

废弃物

有少量漂浮废

弃物

有较多漂浮

废弃物

有大量成片漂

浮废弃物

赋分 100 80 60 40 0

（2）指标赋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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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的评估主要依靠现场调查走访。达曲新龙县段流域内人烟稀少，

仅在阿色一村有农户居住，上游为无人区。流域内自然生态环境较好，境

内无工业企业，不存在工业污染情况，流域内主要污染为农业面源污染、

人口生活污染及畜禽养殖污染，但污染物排放量较少。达曲新龙县段水体

整洁良好，水体无异味，无漂浮废弃物，具体河段及赋分见下表。

表 4.1-13 达曲新龙县段水体整洁程度评分表

评价河段
距入境断面距
离（km）

水体嗅和味
（无、轻微、明显、显著）

漂浮废弃物
（无、极少、少量、较多、成

片）
综合评

分
指标情况 评分 指标情况 评分

阿色一村 2桥 20.06 无任何异味 100 无漂浮废弃物 100 100

阿色一村 3桥 10.34 无任何异味 100 无漂浮废弃物 100 100

出县境取样点 23.03 无任何异味 100 无漂浮废弃物 100 100

点 1 20.81 无任何异味 100 无漂浮废弃物 100 100

点 2 9.53 无任何异味 100 无漂浮废弃物 100 100

点 3 7.55 无任何异味 100 无漂浮废弃物 100 100

点 4 22.93 无任何异味 100 无漂浮废弃物 100 100

点 5 22.44 无任何异味 100 无漂浮废弃物 100 100

水体整洁程度现场照片如下：

图 4.1-8阿色一村 2桥 图 4.1-9 阿色一村 3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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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0出县境取样点 图 4.1-11 点 1

图 4.1-12 点 2 图 4.1-13 点 3

图 4.1-14点 4 图 4.1-15点 5

（3）指标赋分结果

综上所述，结合水体整洁程度评估指标赋分标准表，得出达曲新龙县

段水体整洁程度赋分为 100分。

4.1.2.4 水质优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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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赋分标准

水质优劣程度：按照河湖水质类别比例赋分。水质类别比例根据《地

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进行评估，河流按照河长统

计。
表 4.1-14 水质优劣程度评估指标赋分标准表

水质优劣程

度

Ⅰ～Ⅲ类

水质比例
≥90%

75％≤Ⅰ～
Ⅲ类水质

比例＜
90%

Ⅰ～Ⅲ类水质比

例＜75％，且

劣Ⅴ类比例＜
20%

Ⅰ～Ⅲ类水质比

例＜75％，且

20％≤劣Ⅴ类比

例＜30%

Ⅰ～Ⅲ类水

质比例＜
50%

Ⅴ～劣Ⅴ类
水质比例＞

50%

赋分 100 80 60 40 不健康 劣态

（2）指标赋分计算

本次达曲新龙县段水质优劣程度根据水体取样送检结果进行评价，水

质监测结果见表 4.1-15 ，作为本次水质优劣程度分析依据。检测结果显示，

达曲新龙县段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Ⅰ类或Ⅱ

类标准限制要求。

（3）指标赋分结果

根据水质优劣程度评估赋分标准表，达曲新龙县段河段Ⅰ~Ⅲ水质类别比

例 100%，因此达曲新龙县段评价河段水质优劣程度评估赋分为 100 分。

表 4.1-15达曲河段水质监测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监测断面

达曲阿色一村上游 达曲出县境

1 溶解氧（mg/L） 7.44 6.94

2 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0.5 <0.5

3 高锰酸盐指数（mg/L） 1.0 1.1

4 氨氮（mg/L） 0.04 0.04

5 总磷（mg/L） <0.01 <0.01

6 总氮（mg/L） 0.41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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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H 8.10 8.04

8 氟化物（mg/L） 0.157 0.178

9 挥发酚（mg/L） <0.001 <0.001

10 氰化物（mg/L） <0.002 <0.002

11 硫化物（mg/L） <0.016 <0.016

1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0.010 <0.010

13 铬（六价）（mg/L） <0.004 <0.004

14 砷（mg/L） <0.002 <0.002

15 汞（mg/L） <0.00001 <0.00001

16 镉（mg/L） <0.00005 <0.00005

17 铅（mg/L） <0.0005 <0.0005

18 铜（mg/L） 0.0006 0.0008

19 锌（mg/L） 0.003 0.001

20 硒（mg/L） <0.002 <0.002

21 石油类（mg/L） <0.01 <0.01

22 粪大肠菌群(个/L) 20 <10

23 电导率(μS/cm) 154 126

水质类别 Ⅱ Ⅱ

4.1.2.5 水体自净能力

（1）指标赋分标准

河流作为最终的陆源污染物排放途径，具有一定的自然净化功能，如

何正确评价河流自净能力对水资源、水环境保护有重要意义。

水体的自净过程也就是复氧过程。溶解氧（DO）对水生动植物十分重

要，过高和过低的 DO对水生生物均造成危害。根据《四川省河流（湖库）

健康评价指南》，水体自净能力选择水中溶解氧浓度衡量水体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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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分标准见表 4.1-16。
表 4.1-16水体自净能力赋分标准表

（2）指标赋分计算

本次达曲水体自净能力依据四川省成都水质监测中心水质监测结果

（表 3.3.5-1），检测结果显示，达曲阿色一村上游溶解氧浓度值为 7.44mg/L，

达曲出县境溶解氧浓度值为 6.94mg/L。

（3）指标赋分结果

根据水体自净能力赋分标准表，达曲阿色一村上游断面自净能力为 99

分，达曲出县境断面水体自净能力为 93分，达曲全河段以各河段河长加权

分值作为最终评价分值。达曲新龙县段河综合评价水体自净能力为 98分。

具体评分见下表。

表 4.1-17达曲新龙县段水体自净能力评分表

序号 河段

溶解氧浓度（mg/L）
评分达曲阿色一村上

游
达曲出县境

1 达曲 7.44 6.94 98

4.1.3 生物

“生物”准则层包括鱼类保有指数、外来入侵物种两个评价指标。

4.1.3.1 鱼类保有指数

（1）指标赋分标准

评价现状鱼类种数与历史参考点鱼类种数的差异状况，按照公式计算，

指标赋分标准见表 4.1-18。对于无法获取历史鱼类监测数据的评价区域，可

采用专家咨询的方法确定。调查鱼类种数不包括外来鱼种。鱼类调查取样

溶解氧浓度

（mg/L）
饱和度≥90
（≥7.5） ≥6 ≥3 ≥2 0

赋分 100 80 3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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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可按《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SL167-2014）等鱼类调查技术标准

确定。

100)/(  FEFOFOEI

式中：

FOEI—鱼类保有指数（%）；

FO—评价河湖调查获得的鱼类种类数量（剔除外来物种）（种）；

FE—2000年以前评价河湖的鱼类种类数量（种）。

表 4.1-18 鱼类保有指数指标赋分标准表

鱼类保有指数

（%）
100 85-100 70-85 55-70 40-55 25-40 0-25

赋分 100 80 60 40 30 10 0

（2）指标赋分计算

根据调查和文献记录，雅砻江上游甘孜段分布有鱼类 11种，隶属 2目

3 科 5 属。其中鲤形目 2科 4 属 9 种，占到鱼类种数的 81.82%；鲇形目 1

科 1属 2种，占该河段鱼类种数的 18.18%。在鲤形目中鳅科鱼类最多，有

5种，占鲤形目种数的45.45%，；其次是鲤科有4种，占鲤形目种数的36.36%；

鲇形目仅鮡科 1科 1属 2种，占调查河段鱼类种数的 18.18%。

达曲为雅砻江右岸一级支流，汇入口位于甘孜县城上游。根据《四川

省甘孜州甘孜县打火沟一级水电站工程水生生态影响评价专题报告》（四

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2017年 6月）《打火沟二级水电站对水生生物

影响及补救措施专题报告》（2020年 12），打火沟共规划三级电站，从上

到下依次为打火沟一级、打火沟二级和打火沟三级水电站。目前，打火沟

二级建成已经 10余年，发电多年，打火沟三级水电站也于 2009年建成发

电。流域水电开发开展较早，打火沟二级电站和打火沟三级电站对鱼类洄

游通道形成阻隔，使打火沟上游水域的鱼类资源受到较大的影响。打火沟

一级水电站河段的鱼类种类和数量较少，调查期间在此河段仅采集到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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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鳅和梭形高原鳅。

打火沟最下游梯级电站打火沟三级水电站取水口位于来马河汇口上游

约 3.3km，电站厂房位于来马河汇口下游约 1.1km，厂址下游存在 5.3km天

然河道。该区域软刺裸裂尻鱼和高原鳅类所占比重相对较大；短须裂腹鱼、

长丝裂腹鱼和厚唇裸重唇鱼于丰水期在来马河和打火沟河口段呈季节性分

布；此外，鮡科鱼类在该河段也有偶有发现。其中厚唇裸重唇鱼、青石爬

鮡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丝裂腹鱼为四川省级保护动物。列入《中国物

种红色名录》有 4 种鱼类，分别为：长丝裂腹鱼（EN）濒危级、厚唇裸重

唇鱼（EN）濒危级、青石爬鮡（CR）极危级和黄石爬鮡（EN）濒危级。

表 4.1-19 达曲流域鱼类资料情况

序号 鱼类

《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打火沟一级水电站

工程水生生态影响评价专题报告》（四川

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2017年 6月）

《打火沟二级水电站对水生生物影响及补

救措施专题报告》（2020年 12）

保护

级别

1

麻柯河高原鳅
Triplophsa
markehencnsis（Zhu et
Wu）

+

2 斯氏高原鳅 Triplophysa
stoliczkae (Steindachner) +

3 短尾高原鳅 Triplophysa
brevviuda (Herzenstein) +

4 梭形高原鳅 Triplophysa
leptosoma(Herzenstein) +

5 细尾高原鳅 Triplophysa
slenura (Herzenstein) +

6
短须裂腹鱼
Schizothorax
uangchiachii (Fang)

+

长江

上游

特有

鱼类

7

长丝裂腹鱼
Schizothorax
dolichonema
（Herzenstein）

+

省级/
长江

上游

特有

鱼类

8 厚唇裸重唇鱼 +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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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mnodiptychus
pachycheilus
(Herzenstein)

二级/
长江

上游

特有

鱼类

9

软刺裸裂尻鱼
Schizopygopsis
malacanthus
（Herzenstein）

+

长江

上游

特有

鱼类

10 青石爬鮡 Euchiloglanis
davidi (Sauvage) +

国家

二级/
长江

上游

特有

鱼类

11
黄石爬鮡
Pareuchiloglanis
sinensis (Hora et Silas)

+

长江

上游

特有

鱼类

根据已有水生生态调查成果，通过专家咨询和现场走访，并结合流域

水生生境构成等多种方式综合分析：梭形高原鳅、斯氏高原鳅、细尾高原

鳅为流水洞缝隙类群，主要生活在流水、急流水体底层的各种岩洞缝隙中，

分布于雅砻江上游；青石爬鮡、黄石爬鮡属于流水吸附类群，具有强力吸

附能力的吸盘，适应在流水的物体上吸附生活，分布于雅砻江上游；短须

裂腹鱼、长丝裂腹鱼、四川裂腹鱼、裸腹叶须鱼、厚唇裸重唇鱼、软刺裸

裂尻鱼属于流水底层类群，主要生活在江河流水，急流底层，分布于雅砻

江上游。达曲现有鱼类和历史鱼类组成如下：

达曲新龙县段现有鱼类组成：斯氏高原鳅、短尾高原鳅、梭形高原鳅、

细尾高原鳅、短须裂腹鱼、长丝裂腹鱼、厚唇裸重唇鱼、软刺裸裂尻鱼、

青石爬鮡、黄石爬鮡等 10种鱼类。

达曲流域历史鱼类组成：斯氏高原鳅、短尾高原鳅、梭形高原鳅、细

尾高原鳅、短须裂腹鱼、长丝裂腹鱼、厚唇裸重唇鱼、裸腹叶须鱼、软刺

裸裂尻鱼、青石爬鮡、黄石爬鮡等 11 种鱼类。达曲新龙县段鱼类组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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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

表 4.1-20 达曲新龙县段鱼类组成情况

序

号
鱼类 历史鱼类 现状鱼类 保护级别

1 斯氏高原鳅 Triplophysa
stoliczkae (Steindachner) + + /

2 短尾高原鳅 Triplophysa
brevviuda (Herzenstein) + + /

3 梭形高原鳅 Triplophysa
leptosoma(Herzenstein) + + /

4 细尾高原鳅 Triplophysa
slenura (Herzenstein) + + /

5 短须裂腹鱼 Schizothorax
uangchiachii (Fang) + + 长江上游特有

鱼类

6
长丝裂腹鱼 Schizothorax
dolichonema
（Herzenstein）

+ + 省级/长江上

游特有鱼类

7

厚唇裸重唇鱼
Gymnodiptychus
pachycheilus
(Herzenstein)

+ +
国家二级/长
江上游特有鱼

类

8

裸腹叶须鱼
Ptychobarus
knznakovi(Nikolsky) + 长江上游特有

鱼类

9

软刺裸裂尻鱼
Schizopygopsis
malacanthus
（Herzenstein）

+ + 长江上游特有

鱼类

10 青石爬鮡 Euchiloglanis
davidi (Sauvage) + +

国家二级/长
江上游特有鱼

类

11
黄石爬鮡
Pareuchiloglanis
sinensis (Hora et Silas)

+ + 长江上游特有

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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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4达曲出县境处 图 4.1-15达曲上游河段

图 4.1-16达曲中游段 图 4.1-17达曲中游河段

图 4.1-18达曲生境调查

（3）指标赋分结果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结合 FOEI计算方法，计算得出达曲鱼类保有指数

为 90.9%，达曲鱼类保有指数赋分为 80分。

4.1.3.2 外来入侵物种

（1）指标赋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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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为认定依据。

收集或调查历史及现状水生动植物情况，按照表 4.1-21赋分。

表 4.1-21 外来入侵物种指数赋分标准表

外来入侵

物种

无外来入

侵物种

有1~2种入侵物种 有3种及以上入侵物种

偶见 常见

已泛滥并

成为优势

物种

偶见 常见
已泛滥并成

为优势物种

赋分 100 90 80 70 80 60 40

（2）指标赋分计算

根据咨询结果：甘孜州农牧农村局开展农业外来入侵物种普查，达曲

新龙县段所涉区域无外来入侵物种。

（3）指标赋分结果

综上所述，结合外来入侵物种指数指标赋分标准，达曲新龙县段外来

入侵物种指数赋分为 100分。

4.1.4 河湖管理与社会服务功能

“河湖管理与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包括公众满意度、防洪指标、开发利

用现状与规划的符合性等三个评价指标。

4.1.4.1 公众满意度

（1）指标赋分标准

评估公众对河湖环境、水质水量、涉水景观、舒适性、美学价值等的

满意程度，采用公众调查方法评估。调查范围应包括河湖全部水域及正常

水位线以上 50米陆域。每个评估河段调查人数应不少于 50人；低于 10公

里的河流（河段），调查人数应不少于 30人。参与调查人员应涵盖当地河

湖管理人员、居（村）民、村组（社区）基层干部，涉及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国家湿地、国家森林公园等河流（湖泊）的，还应包括以上区

域管理单位及游客，参与调查的各类人员占比应尽量均衡。公众满意度赋

分取所有公众赋分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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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赋分计算

经过向达曲新龙县段下游河段阿色一村群众“发放－填写－收集－整

理－统计”《河湖健康评价公众调查表》，对达曲的公众满意度进行调查。

调查情况大致如下：此次公众满意度调查共计调查 75多人，但部分人

员年纪较大文化程度较低，最后仅收集到 50份《河湖健康评价公众调查表》。

经统计分析公众对达曲新龙县段水质、河湖岸带状况、水及岸线景观等方

面评价较好，散步与娱乐休闲活动、近水难易程度。基本与达曲新龙县段

实际情况相符。详细情况见表 4.1-22。

（3）指标赋分结果

根据公众满意度赋分标准，结合《河湖健康评价公众调查表》调查情

况。达曲新龙县段公众满意度平均赋分 92分。

图 4.1-19 达曲新龙县段问卷调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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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2 达曲新龙县段河湖健康评价公众调查统计表

序

号

调查

地点

性

别

年

龄

与河湖关

系
水量 水质

河湖岸带状况 水及

岸线

景观

近水难易

程度

散步与

娱乐休

闲活动

总体评

估赋分树草状况 沿河垃圾

1
新龙

县水

利局

男 28 河湖居民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2 阿色

一村
男 38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3 阿色

一村
男 31 河湖管理

人员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4 阿色

一村
女 33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100

5 阿色

一村
女 38 河湖管理

人员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6 阿色

一村
男 50 河湖居民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100

7 阿色

一村
男 53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有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8 阿色

一村
男 37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80

9 阿色

一村
男 29 游客 还可以 清洁

岸上的树草太

少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10 阿色

一村
女 34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有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90

11 阿色

一村
男 42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80

12 阿色 男 37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无沿河垃圾堆 优美 难或不安全 不适宜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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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调查

地点

性

别

年

龄

与河湖关

系
水量 水质

河湖岸带状况 水及

岸线

景观

近水难易

程度

散步与

娱乐休

闲活动

总体评

估赋分树草状况 沿河垃圾

一村 还可以 放

13 阿色

一村
女 29 游客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80

14 阿色

一村
男 25 游客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难或不安全 不适宜 100

15 阿色

一村
男 44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有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16 阿色

一村
男 56 河湖居民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80

17 阿色

一村
男 57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18 阿色

一村
男 47 河湖居民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100

19 阿色

一村
男 36 游客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20 阿色

一村
女 37 游客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难或不安全 不适宜 90

21 阿色

一村
男 57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100

22 阿色

一村
女 37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90

23 阿色

一村
男 39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24 阿色

一村
男 21 游客

不好判

断
一般

岸上的树草太

少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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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调查

地点

性

别

年

龄

与河湖关

系
水量 水质

河湖岸带状况 水及

岸线

景观

近水难易

程度

散步与

娱乐休

闲活动

总体评

估赋分树草状况 沿河垃圾

25 阿色

一村
男 28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26 阿色

一村
男 29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27 阿色

一村
男 26 游客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28 阿色

一村
男 45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80

29 阿色

一村
男 43 河湖居民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90

30 阿色

一村
男 43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难或不安全 不适宜 100

31 阿色

一村
男 44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难或不安全 适宜 90

32 阿色

一村
男 41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33 阿色

一村
男 53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80

34 阿色

一村
男 28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35 阿色

一村
女 30 河湖居民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36 阿色

一村
男 34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37 阿色 男 40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的树草太 无沿河垃圾堆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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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调查

地点

性

别

年

龄

与河湖关

系
水量 水质

河湖岸带状况 水及

岸线

景观

近水难易

程度

散步与

娱乐休

闲活动

总体评

估赋分树草状况 沿河垃圾

一村 女 少 放

38 阿色

一村
男 27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80

39 阿色

一村
男 36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80

40 阿色

一村
男 32 游客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41 阿色

一村
男 42 河湖居民

不好判

断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42 阿色

一村
女 35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43 阿色

一村
男 51 河湖居民 还可以 一般

岸上的树草太

少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44 阿色

一村
男 55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不适宜 80

45 阿色

一村
女 25 河湖居民

不好判

断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46 阿色

一村
男 49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100

47 阿色

一村
女 40 游客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48 阿色

一村
男 31 游客 还可以 一般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一般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49 阿色 男 34 河湖居民 不好判 清洁 岸上的树草太 无沿河垃圾堆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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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调查

地点

性

别

年

龄

与河湖关

系
水量 水质

河湖岸带状况 水及

岸线

景观

近水难易

程度

散步与

娱乐休

闲活动

总体评

估赋分树草状况 沿河垃圾

一村 断 少 放

50 阿色

一村
女 47 河湖居民 还可以 清洁

岸上树草数量

还可以

无沿河垃圾堆

放
优美 容易且安全 适宜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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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 防洪指标

（1）指标赋分标准

河流及湖泊评估采用河湖堤防及沿河（环湖）口门建筑物防洪达标情

况：河流按照公式计算已达到防洪标准的堤防长度占有防洪需求的河段总

长度的比例，湖泊同时还需要评估环湖口门建筑物满足设计标准的比例。

无相关规划对防洪达标标准进行规定时，参照《防洪标准》（GB50201-2014）

确定。河流及湖泊防洪指标赋分见表 4.1-23。

100%RDAFDRI =
RD



式中：

FDRI──河流防洪工程达标率（%）；

RDA──河流达到防洪标准的堤防长度（m）；

RD──有防洪需求的河段总长度（m）；

表 4.1-23防洪指标评估指标赋分标准表

达标率（%） ≥95% 90%-95% 85%-90% 70%-85% ≤70%

赋分 100 75 50 25 0

（2）指标赋分结果

经实地调查和咨询新龙县水利局，达曲新龙县段暂未建堤防工程，也

无专项防洪规划。由于达曲流域地势较平缓，防洪需求不高。根据公式计

算得出防洪工程达标率 FDRI为 100%。达曲新龙县段防洪指标赋分为 100

分。

4.1.4.3 开发利用现状与规划的符合性

（1）指标赋分标准

河流的开发利用状况应符合河流规划，水利项目重点复核内容如下：

①水电站主要复核开发利用任务、工程规模、开发方式、调度运行方



61

式、生态流量等内容与规划的符合性；

②堤防主要复核工程规模、防洪标准等内容与规划的符合性；

③囤蓄水库主要复核开发利用任务、运行方式、供水量、供水保证率

等内容与规划的符合性；

④航道主要复核通航水深、航道宽度等内容与规划的符合性；

⑤其他有关涉水工程项目，应重点复核其开发利用任务、工程规模等

内容与规划的符合性。

收集河湖库主要开发利用现状（发电、采砂、航运、供水）及相关规

划，按照符合性赋分。

表 4.1-24 开发利用状况与规划的符合性指标赋分标准表

符合性

开发利用活动有

规划支撑，且规划

现行有效

开发利用活动

有规划支撑，但

规划需修编

开发利用活

动有规划但

不完全相符

开发利用活动

无规划支撑

开发利用活

动违反规划

赋分 100 80 60 40 0

（2）指标赋分计算

根据实地调查与资料收集情况，达曲新龙县段干流暂无专项防洪规划、

水利工程规划、采砂规划，不存在规划符合性问题。

（3）指标赋分结果

综上所述，结合开发利用状况与规划的符合性指标赋分标准，达曲新

龙县段规划的符合性指标赋分为 100分。

4.2 健康综合评价结论

4.2.1 河湖健康状况赋分

（1）指标赋分标准

对河湖健康进行综合评价时，按照目标层、准则层及指标层逐层加权

的方法，计算得到河湖健康最终评价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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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HI—河湖健康综合赋分；

iRHI —第 i个评价河段河湖健康综合赋分；

iW —第 i个评价河段的长度（ km）；

sR —评价河段数量（个）。

结合河流指标权重表计算得到河湖健康最终评价结果。

（2）指标赋分计算

经过对各指标的计算与赋分，达曲新龙县段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河流

连通性指数、水体整洁程度、外来入侵物种、开发利用状况与规划的符合

性等指标整体情况很好，赋分为 100分。详见表 4.2-1。
表 4.2-1 达曲各指标赋分情况

准则层 指标层
河长制任务准

则层
指标类型 赋分

盆

岸线自然状况 水域岸线保护 备选指标 80.6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水域岸线保护 基本指标 100

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

程度
水域岸线保护 基本指标 100

水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水资源保护 基本指标 100
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 水资源保护 基本指标 40

水体整洁程度 水污染防治 基本指标 100

水质优劣程度 水污染防治 基本指标 100
水体自净能力 水污染防治 基本指标 98

生物
鱼类保有指数 水生态保护 基本指标 80
外来入侵物种 水生态保护 基本指标 100

河湖管理与社会

服务功能

公众满意度 社会服务 基本指标 92
防洪指标 社会服务 基本指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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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状况与规划的

符合性
河湖管理 基本指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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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标赋分结果

综上所述，根据河流指标权重表结合指标赋分标准公式计算得到达曲

新龙县段河湖健康赋分为 87.56分。详见表 4.2-2。

表 4.2-2 达曲新龙县段各指标整体赋分结果

分类指

标
分项指标

所占权重

达曲新龙县段赋分结果
准则层所占权

重

指标层所占权

重

自然河流 原始赋分 权重分值

盆

岸线自然状况

0.30

0.10 80.6 8.06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

数
0.10 100 10

违规开发利用水域

岸线程度
0.10 100 10

水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0.48

0.05 100 5
生态流量/水位满足

程度
0.15 40 6

水体整洁程度 0.1 100 10

水质优劣程度 0.13 100 13

水体自净能力 0.05 98 4.9

生物
鱼类保有指数

0.10
0.05 80 4

外来入侵物种 0.05 100 5

河湖管理

与社会服

务功能

公众满意度

0.12

0.05 92 4.6

防洪指标 0.02 100 2
开发利用现状与规

划的符合性
0.05 100 5

河湖健康综合赋分 87.56

4.2.2 河湖健康综合评价

河湖健康分为 5级：非常健康、健康、亚健康、不健康、劣态。

河湖健康等级根据评估指标综合赋分确定，采用百分制，河湖健康等

级、颜色分级和说明见表 4.2-3。

表 4.2-3 河湖健康评价分级表

等级 颜色 赋分范围

非常健康 蓝 90≤HI≤100
健康 绿 75≤HI＜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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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 黄 60≤HI＜75
不健康 橙 40≤HI＜60
劣态 红 0≤HI＜40

根据对达曲新龙县段各指标的计算与赋分，结合河湖健康评价分级表

可得出：

达曲新龙县段处于健康等级，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水体整洁程度指标

等都处于非常高的分值；由于河流受季节枯水期的影响，生态流量/水位满

足程度分值较低。详细情况见图 4.2-1、4.2-2。

图 4.2-1 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健康评价准则层赋分示意图



66

图 4.2-2 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健康评价指标赋分示意图

河湖在物理、化学、生物的完整性、社会服务功能可持续性等方面都

处于较为理想的状态，应在现有河流健康状况的基础上，以采用维持、预

防、管理和保护等措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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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河湖健康问题分析与保护对策

5.1 健康状况总体评价

经过调查评价达曲新龙县段属于健康河流，但各指标、准则层赋分不

同，河流健康与不健康的特征也不同。

达曲新龙县段“盆”准则层赋分为 93.53 分， “水”准则层赋分为 81.04

分， “生物”准则层赋分为 90分，“河湖管理与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赋分为

96.67分，健康评价综合赋分为 87.56分。

整体状态表现为健康，具体表现为：“水”准则层方面，开发利用程度不

高，水体整洁度较高，水质状况良好，总体稳定，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

分值较低；“盆”准则层方面，河岸带植被覆盖率较高，河岸整体基本稳定；

从“生物”层面看，鱼类保有指数基本持平；“河湖管理与社会服务功能”方面，

公众对河水质、河湖岸带状况、水及岸线景观等方面评价较好，散步与娱

乐休闲活动、近水难易程度评价较高，河流开发利用现状符合各级规划要

求。

综上可以看出，达曲新龙县段在河湖的规划、管理、监管、开发利用

等方面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进行。避免了河流在“水”、“盆”、“生物”、“河

湖管理与社会服务功能”四个准则层方面因为人为活动造成破坏，为河流的

健康提供坚实的基础。

5.2 存在的问题

1、达曲下游段河岸带受河水轻度冲刷，斜坡倾角和河岸高度波动较大，

影响河岸带的稳定，有水土流失迹象。

5.3 保护对策

1、预防下游段河流两岸的山体滑坡：提高水域岸线保护力度，制定河

岸绿化措施，提高岸坡的水土保持能力。同时定期进行河流巡视，排查滑

坡、落石、塌陷等安全隐患的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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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健全水生态环境保护监测管理机制，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

资源养护。严格实施“十年”禁渔制度，保护水生生物生境，保护流域水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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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河湖健康评价专题图
附图1新龙县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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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达曲新龙县段河流流域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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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新龙县土地利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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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达曲流域土壤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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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达曲流域植被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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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6 达曲新龙县段河湖健康调查监测方案专题图

附图6.1 达曲新龙县段水质监测点位图



75

附图6.2 达曲新龙县段与水文站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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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河湖健康评价报告附表
附表1 四川省甘孜州达曲新龙县段河流基本特征表

河流

类别

开发利

用任务

评价范围
评价河

段长度
监测代表断面（点位） 水功能区划名称 水质现

状

类别
起点（度°分＇秒"） 终点（度°分＇秒"） km 名称

位置

（度°分＇秒"） 名称
管理目标

（水质类

别）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自然河

流
/ 99°40'

11.454"
31°31'
40.695"

99°23'
18.499"

31°36'
33.956" 40.24

达曲出新龙

县境
99°39′57.898″ 31°31′23.577″

/ / Ⅱ
达曲阿色一

村上游
99°35′44.573″ 31°32′4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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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达曲新龙县段水质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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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达曲新龙县段公众满意度调查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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