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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1.1 调查范围和调查因子 

1.1.1 调查范围 

（1） 陆生生态 

陆生生态评价范围为整个灌区及各干渠、支渠及干斗渠两侧 300m 区域，面

积 894.79km
2。以干渠、支渠和干斗渠两侧 300m 范围以及施工占地区（包括弃

渣场、取土场、施工便道等临时占地区）为重点评价区域。 

（2） 水生生态 

水生生态评价范围为灌区渠系及灌区范围内的水域、廖坊水库及其下游地

区。 

1.1.2 调查因子 

（1）陆生生态 

陆生植物：施工迹地植被恢复面积、类型及效果,景观类型、缀块数、面积

和分布状况：移民安置区、专项复建区及周边区域的植物种类、植被类型：森林

植被类型、面积、分布状况。 

陆生动物：两栖、爬行、鸟类、哺乳类的种类和分布状况:重点保护动物种

类、保护级别和分布状况。 

（2）水生生态 

鱼类增殖放流实施情况，保护鱼类和特有经济鱼类的生态学习性研究情况：

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和底栖动物的种类、密度和生物量，水生维管束植物种类：

鱼类种类、区系和渔获量，国家重点保护及区域特有、重要经济鱼类的种类、保

护级别、分布特征，鱼类“三场”及其分布状况。 

1.2 验收执行标准 

生态环境验收标准：以不减少区域内濒危珍稀动植物种类和不破坏生态系

统完整性为目标。 

1.3 环境保护对象和要求 

根据《廖坊水利枢纽灌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生态环境保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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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受影响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植物

不致因工程建设而消失。保护施工区和生态影响区水生、陆生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维护其原有的生态功能。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批复后，在工程区试点抚州廖坊国家级湿地公园，抚州

廖坊国家级湿地公园位于抚州市的临川区、金溪县、南城县三县（区）交接处，

处于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抚河干流的中游，距离抚州市中心城区约 45 公里，

主要包括抚河、廖坊水库及其周边的生态公益林和绿地，规划总面积为 2831.22

公顷，其中各类湿地面积 2158.5 公顷，湿地率为 76.24%，湿地公园内抚河流域

段总长 23 公里，湿地公园地理坐标为：北纬：27°35’13”~27°45’42”；东经：

116°35’9”~116°39’30”。东以南城县徐家乡排头村杨家坊为界，西以南城县万坊

镇洑牛村为界，南以南城县万年桥为界，北以临川区青泥镇红官村邹家为界。湿

地公园内有多种濒危保护物种，其中国家级 I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 5 种，分

别为水蕨、樟树、花榈木、野大豆和野菱；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8 种，

分别为虎纹蛙、草鸮、红角鸮、领鸺鹠、班头鸺鹠和水獭等；江西省重点保护动

物 46 种，湿地公园湿地生境多样，生物多样性丰富，在江西省和我国南方山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表 1.3.1  工程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生

态

环

境 

评价区内珍稀

濒危的陆生、水

生生物，以及有

重要经济、科学

研究价值的生

物资源及生态

系统 

廖坊枢纽

区及坝下

河段鱼

类，工程

占地区动

植物 

无变化 开展增殖放流,保护库区鱼类资源。

减轻工程活动对动植物的不利影

响,维护工程区域的生态完整性和

生物多样性 

廖坊国家级湿

地公园 

枢纽区涉

及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批复后申报试点 

保障水生态安全,维护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 

1.4 调查内容及重点 

生态环境调查：陆生生态主要为工程施工对生态的影响，以及采取的生态措

施的恢复效果，对廖坊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的影响，重点工程和临时工程的

占地范围。 

水生生态：主要为工程运行期间对抚河、北港水、东乡河的水生生态的影响，

以及对廖坊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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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影响报告书回顾 

2.1 陆生生态影响预测 

2.1.1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灌区工程永久征地完全损毁原有的植被类型，植被生物量发生变化，相比建

设前植被生物量总损失为 17666.28t，占评价区总生物量（2908587.51t）的 0.61%。

各植被类型损失的生物量以阔叶林所占比例最大，损失生物量 7850.77 t，其次为

灌丛和灌草丛，损失生物量 5511.72t，农业植被损失生物量 886.67t，工程永久征

地区的植被由人工基底性质的建设用地所取代，造成植被生产力的降低；而临时

征地区的植被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 

工程永久征地区的植被由人工基底性质的建设用地所取代，造成植被生产力

的降低；而临时征地区的植被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自我调节能力差，功

能不够完善，施工阶段，耕地面积由 397.54km
2降低到396.27km

2，减少了 1.27km
2，

但随着施工结束，临时占地及灌溉条件改善，评价范围内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因

此，工程实施对区域自然体系的景观异质化程度和阻抗能力影响不大；工程建成

后，工程建设占地面积约 303.42hm
2，灌区建成后林地、耕地、草地的生物量减

少 17648.62t。 

廖坊灌区二期工程建成前和建成后灌区的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变化，建筑用

地拼块因灌区工程的修建使其重要性有所提高，林地的优势度值因工程占地而稍

有降低，灌草地的优势度值减少，耕地的优势度值减少。由于渠道输水的增加，

评价区水域的优势度值增加。耕地仍然是评价区的模地，本工程的实施对评价区

自然体系景观质量没有明显影响。 

2.1.2 陆生植物的影响分析 

工程永久性设施占地面积 303.42hm
2，占地的自然植被主要有马尾松林、杉

木林、麻栎林、毛竹林及多种灌丛，此外工程也占用了部分农田，种植的作物主

要有水稻、玉米、小麦、油菜、棉花等；施工期临时占地总面积 198.87hm
2，临

时用地主要有施工场地布置、临时施工道路、弃渣场、料场以及渠线开挖临时占

地等，施工临时占地中原生植被很少，主要是农田、灌丛和次生林及人工林。临

时占地范围内未发现重点保护植物分布，且工程建成之后会采取相应的植被恢复



 

廖坊水利枢纽灌区二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生态调查报告 

4 
 

措施，使植被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恢复。 

工程引水至灌区主要用于对农业植被灌溉，灌区开发有利于引起局部区域内

的气候，特别是贴地层局地气候的改善，促成地区良好生态环境的形成。此外，

好的水热条件也利于人工林的生长，对于灌区内生态系统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评价区内分布有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4 种，分别为樟树、普通野生稻、

八角莲和鹅掌楸；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6 种，分别为鸡爪槭、黄檀、杨桐、

紫薇、杜英、枸骨；发现评价范围内 5 株古树， 即 1 株苦槠、1 株青冈和 3 株

樟树。根据调查，工程沿线及施工区未发现这些植物的分布。因此，本工程施工

对其没有影响。 

2.1.3 对陆生动物的影响分析 

施工期对陆生动物的影响主要表现：渠道施工、土石方开挖、隧洞开挖修建

及弃渣堆放等活动造成对野生脊椎动物生境的占用和破坏；施工人员及施工机械

设备的噪声会对陆生脊椎动物取食、繁衍等造成影响；施工造成的水质污染、施

工动土及对植被的破坏，以及施工噪声将影响这些动物的栖息，可能会使其在施

工期迁移至环境适宜的生境；非法捕猎将会导致该区域的陆生脊椎野生动物的种

类和数量出现暂时的波动。 

评价区内无国家 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7 种，

有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5 种，对其主要影响为施工期占用小部分生境及噪

声驱赶作用的影响，该影响随施工结束即消失，影响相对较小；运行期灌渠会对

兽类产生一定的阻隔效应，影响其迁移活动。但灌区工程设置有交叉建筑物，如

泄水闸、渡槽及涵洞等通道，对其阻隔影响较小。 

2.2 水生生态的影响预测 

2.2.1 对浮游生物的影响 

机械施工时油污跑、冒、滴、漏产生的含油污水等会对施工区附近水质产生

一定影响，引起浮游动植物的种类组成和优势度的变化；工程临近水体的作业场，

施工材料在水体附近堆积，弃土场，弃渣场等遇雨水形成的地面径流导致的水土

流失会影响水体透明度，破坏浮游生物的生存环境，影响其密度和生物量。 

灌区引水而产生的机械卷载效应会对评价区浮游生物群落产生一定的影响，

浮游植物体积相对较小，易受损伤种类主要蓝藻门、绿藻门中体形较大，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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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破坏的盘星藻、平列藻、微囊藻等，浮游动物的损伤率远大于浮游植物，这

与生物自身形态结构有关，枝角类和桡足类体积较大，受卷载效应的损伤较大，

而轮虫和原生动物受影响相对较小。 

灌区运行后对河道水质影响较小，浮游植物受影响程度不大，在水化学条件

没有明显改变的条件下，浮游植物种类和数量恢复到原来水平。 

2.2.2 对底栖动物的影响 

施工期的废水排放，导致周边水域底栖动物受到一定影响，部分施工段的开

挖、弃渣、建筑等活动对现有河流和水库造成影响，导致底栖动物的死亡或消失，

造成其密度和生物量的下降，随着施工的结束，悬浮泥沙对水体的影响将消失，

但底栖生物群落的恢复需要一定时间。 

项目运行期间，取水时间在 7~10 月，该时期水库坝下河段水量较丰富灌区

取水后坝下河段底质环境并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随着时间推移，生态效应作用

将会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新的平衡，底栖动物的生态群落、种类和生物量不会受到

影响。 

2.2.3 对水生维管束植物的影响 

项目对水生维管束植物的影响，主要为渡槽施工，渡槽施工会直接破坏水体

中水竹叶、轮叶黑藻、水龙等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生长，部分临近水域的施工作业

可能使近岸水域水质变差，对水生维管束植物特别是沉水植物的生长有一定影响。 

运行期间河流生境条件基本恢复后，水文情势基本上没有变化，对水生植物

影响很小。部分区域由于施工期间改变了河岸底质，有利于水生维管束植物的生

长，水生植物的种类和生物量将有所增加。 

2.2.4 对鱼类的影响 

施工期间，受施工围堰以及施工活动的干扰，施工区域附近水体中的鱼类将

向河流上游或下游迁移，施工附近区域鱼类密度有所降低，但由于跨河建筑物施

工周期相对较短，工程施工对鱼类的影响只局限于施工区域附近的水体，不影响

其他水体的鱼类；工程施工期，部分临时渣场、沙石场位于水域岸边，雨季大雨、

暴雨来临时，渣体面临洪水冲刷易被冲毁垮塌；流失的弃渣和泥土进入水体，河

流中泥沙含量，会对该地区的鱼类栖息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大量施工人员

集中在施工区，会有出现炸鱼、电鱼等非法活动，炸鱼、电鱼等非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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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在跨越河流或沟溪处架设渡槽或者采用倒虹吸，运行期间对评价区鱼类

的影响主要为罐区回归水的影响，回归水主要影响北港水和东乡河，回归水进入

东乡河和北港水流量较小，且北港水和东乡河鱼类资源丰富度较低，无鱼类“三

场”和洄游通道，回归水对鱼类资源、鱼类“三场”和洄游通道影响较小。评价

区无国家级珍稀保护鱼类分布，仅有江西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吻鮠。工程

建设和运行对长吻鮠无直接影响，工程运行期，灌区回归水对抚河水质影响很小，

因此，工程建设和运行对长吻鮠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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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3.1 陆生生态保护措施 

3.1.1 陆生植物和植被的保护措施 

1）生态影响避免措施 

工程施工在设计线路的时候，渠道线路设计尽量的避免占用农田，减少了对

沿线自然生态和植被的破坏，渠道工程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 

施工取土场、弃土场设置尽可能的避免了扬尘污染以及雨季施工潜在的水土

流失和对植被的破坏，项目取、弃土场的具体设置情况通过精确地立地条件分析

确定，有效地防止施工事故和人为生态植被破坏等问题。 

弃渣场、施工便道等临时占地区在工程完后进行植被恢复，边使用，边平整，

边绿化，边复耕；减少对渣场周围耕地和草地的破坏。 

2）生态影响消减措施 

施工结束后，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及坡面植被覆盖情况，尽可能的种植树木、

草坪及灌木防护绿化，尽可能恢复自然植被、掩盖施工痕迹，保护生态环境，使

之与自然环境和风景相协调。 

3）恢复和补偿措施 

实施本工程植物恢复措施与创建技术，根据本地的气候环境，进行植被复绿， 

其中，植被恢复尽量避免使用外来种，使用土著种类，对工程压占草地植被进行

生态补偿。 

4）管理措施 

在工程管理机构设置了生态环境管理人员，建立了各种管理及报告制度； 

工程运行期进行陆生植物资源监测或调查，植物应重点调查植物物种、植被

类型、优势种群、生物量等情况以及生态系统整体性变化。通过监测，加强对生

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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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场植被复绿措施 弃渣场植被复绿措施 

  

弃渣场植被复绿措施 

3.1.2 对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的保护措施 

1）重点保护植物保护措施 

本次验收调查与环境影响评价书中调查发现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一致，

在评价范围内发现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共计 10 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 4 种，分别为樟树、普通野生稻、八角莲和鹅掌楸，均为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

植物，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6 种，分别为鸡爪槭、黄檀、杨桐、紫薇、杜英、

枸骨。 

施工期间，对工程施工人员进行了全面的科学培训与宣传，同时把可能在评

价区域分布的保护动植物做成宣传册或宣传牌，对保护动植物的形态和习性进行

简单描述并配以照片。施工期间，尽可能的减少对保护植物的伤害。 

2）古树名木保护措施 

评价范围内 5 株古树与工程的距离均在 100m 以上，工程施工对其影响不大，

主要是施工扬尘可能对其生长产生的不利影响。施工期间，施工场地及施工区通

过设置围栏，路面洒水抑尘等措施进行防治施工扬尘对古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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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廖坊国家湿地公园（试点）保护措施 

廖坊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设立于廖坊水库建成之后，主要依托于廖坊水库，

库区为湿地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按照水库调度运行要求，保证下游生态流量供应，

并保持水库维持在尽可能的高水位运行，以维持足够的蓄水水量，日常水位在一

定的幅度内变化调节。同时，采取入库污染源削减、水库水质保护和改善，开展

库区增殖放流，加强渔政管理措施等措施，以保护廖坊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的

湿地生态环境。 

 

（4）陆生动物保护措施 

噪音防治措施：采用低音噪声设备，降低了噪音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合理安

排了项目施工时间和计划，避免冬候鸟来临的冬季和鸟类繁殖期的春季施工，并

避免在晨昏和正午的噪声影响等。 

实施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树立了各种保护动物的宣传牌，并发放宣传手册，

介绍了保护动物和常见动物的一般习性及保护动物的措施，提高施工人员的保护

意识，自觉保护野生动物。 

植被修复栖息生境措施：据研究，两栖、爬行动物选择高植被覆盖率通

道的次数极少，在涵洞口附近两侧通过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的方式设置灌草植物

群落仿自然生境，可选取荩草、铁芒萁、鹧鸪草、淡竹叶、合萌、桃金娘、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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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悬钩子、竹类等。 

（5）对重点保护动物的保护措施 

 工程施工实施了废水收集处置系统，不外排至周边环境，废水达标排放，

减少水质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为虎纹蛙和穿山甲保留良好的气息环境，林地和灌

木区控制施工范围，建设占用林地，对占用的林地实施恢复，建立了适宜动物栖

息的生境。 

采用低音噪声设备，降低了噪音对保护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惊扰，合理安排了

项目施工时间和计划，控制高噪音的施工行为。 

对于江西省省级重点保护鸟类（小䴙䴘、白鹭、琵嘴鸭、绿头鸭、斑嘴鸭、

环颈雉）等，通过植被恢复，完善动物生境等措施的实施，保护动物活动的高峰

地带建立生物通道。 

3.2 水生生态保护措施 

3.2.1 生态影响避免措施 

实施水生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对施工人员进行教育宣传，施工期间禁止非法

捕捞鱼类。施工时间避开水生生物繁殖季节，在鱼类繁殖季节的 4～10 月禁止实

施水下开挖工程。 

3.2.2 生态影响减缓措施 

在廖坊水利枢纽区，鱼类在索饵洄游时进入引水渠道而伤亡的可能性是存在

的，为防止鱼类进入渠道，避免被误捕或伤死，廖坊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在坝址上

游 300m 已经设置有拦鱼设施。 

3.2.3 生态影响管理措施 

渔政管理措施：抚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设立禁渔区和严禁炸鱼、毒鱼、

电鱼及其它非法捕捞行为的通告》，加强廖坊库区的非法捕鱼的治理,，加大对各

类炸鱼、毒鱼、电鱼及非法捕捞行为等的打击，以维护库区的库区的水生生态和

水质状况改善。 

鱼类增殖放流措施：目前，抚州市每年在抚河均有实施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主要有青、草、链、镛四大家鱼，总数量在数十万尾～几百万尾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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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增殖放流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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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调查与分析 

4.1 陆生生态影响调查 

根据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陆生生态环境评价范围为整个灌区及各干渠、

支渠及干斗渠两侧 300m 区域，面积 894.79km
2。以干渠、支渠和干斗渠两侧 300m

范围以及施工占地区（包括弃渣场、取土场、施工便道等临时占地区）为重点评

价区域。 

4.1.1 调查内容 

施工区重点调查罐区工程区、渣场、料场、办公区及生产生活区、新建公路

两侧、施工营地等处的植被恢复措施执行情况、效果及植被覆盖率等情况以及古

树移栽情况，调查移民安置活动中植被破坏区的植被恢复状况和动物活动状况。 

4.1.2 陆生植物调查方法 

1） 基础资料收集 

在现场调查过程中，收集的资料主要有：《廖坊水利枢纽灌区二期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廖坊水利枢纽灌区二期工程施工期监测报告》、《江西植被资

源的多样性》、《廖坊国家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报告》等资料。 

2） GPS地面类型及植被调查取样 

GPS 样点是卫星遥感影像判读各种景观类型的基础，根据室内判读的植被与

土地利用类型初图，现场核实判读的正误率，并对每个 GPS 取样点作如下记录： 

1、海拔表读出测点的海拔值和经纬度； 

2、记录样点植被类型，以群系为单位，同时记录坡向、坡度、土壤类型等； 

3、记录样点优势植物以及观察动物的活动的情况； 

4、拍摄典型植被外貌与结构特征。 

3） 植物群落调查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典型的群落地段，采用法瑞学派样地记录法进行

群落调查，乔木群落样方面积为 20×20m
2，灌木样方为 5×5m

2，草本样方为 1×1m
2，

记录样地的所有植物种类。 

在对评价范围内生物资源历年资料检索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工程设计确定考

察路线走向及考察时间，按不同地貌特征的生态环境控制点进行样方布设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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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评价区的植被类型、植物种类进行调查，重点对古大树名木、国家、省

级重点保护植物进行记录、测量和拍照，采集疑难种标本，如实记录评价区的植

被现状。 

4） 植物种类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确定评价范围内的植物种类、经济植物的种类及资源状况，

珍稀濒危植物的种类及生存状况等。实地调查采取样线调查与样方调查相结合的

方法，对于没有原生植被的区域采取样线调查，在重点施工区域（如坝址施工区、

料场等）以及植被状况良好的区域实行样方重点调查；对资源植物和珍稀濒危植

物调查采取野外调查、民间访问和市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对有疑问的植物

还采集了凭证标本并拍摄照片。 

4.1.3 陆生动物资源调查方法 

1） 两栖动物 

区系组成以历史资料为主，结合采用样线法调查，主要是夜间进行调查，同

时参照采获的标本和访问结果确定属种。 

2） 爬行动物 

区系组成以历史资料为主，结合采用样线法调查，同时参照采获的标本和访

问结果确定属种。 

3） 鸟类 

主要采用样线法调查，记录观察到的鸟类实体和羽毛等痕迹，同时根据对当

地居民的访问结果和历史资料，确定黔中水利影响区鸟类物种组成和相对数量。 

4） 兽类 

对于大中型兽类，通过样线法在野外直接根据观察到的毛发、粪便、抓痕和

其他痕迹识别，同时采用访问猎人和当地居民等方法掌握调查区域大中型兽类物

种组成和相对数量。 

4.1.4 陆生植物现状 

1）生态功能区划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廖坊灌区二期工程渠线（包括干渠、支渠及

干斗渠）全长 263.05km，灌区面积为 33.05 万亩，涉及东乡县、金溪县、临川区

及抚州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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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西省生态功能区划》，该项目评价区跨越了 2 个生态功能区（隶属

于 2 个生态区，2 个生态亚区），即：抚河中游河谷平原水质保护与水土保持生

态功能区和抚河上游北部水土保持与水质保护生态功能区。项目所处生态功能区

划的具体分布及该区划的主要环境问题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类型详见表。 

表 项目所在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 

能区 

工程 

区段 

经过 

行政区 

主要环境 

问题 

生态服务 

功能类型 

生态服务功能保护 

建设主要措施 

抚河中

游河谷

平原水

质保护

与水土

保持生

态功能

区（I 

3-6） 

西干

渠、

一分

干

渠、

二分

干渠 

东乡

县、临

川区及

高新区 

环境污染比

较严重； 

森林质量

差； 

水土流失比

较突出 

主要服务功能

为水质保护和

水土保持，其

他功能还有农

业环境保护、

水源涵养和城

市生活环境保

护 

①综合治理市区工业“三废”和

生活废水，大力发展生态型高

效农业。 

②强化森林植被的保护和抚

育，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

度。 

③创建抚州生态市，尽快将东

乡野生稻原始分布区列为省级

自然保护区。 

抚河上

游北部

水土保

持与水

质保护

生态功

能区

（V3-2） 

西干

渠、

一分

干渠 

金溪县 

水土流失严

重； 

农业面源污

染问题比较

严重； 

东、西部山

区易受地质

灾害威胁 

加大水土流失

生态修复力

度，严防形成

新的水土流

失，大力发展

生态农业，综

合治理工业污

染 

①强化森林植被保护力度，严

格控制毁林兴建果园和采矿。 

②加大水土流失生态修复力

度，严防形成新的水土流失。 

③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综合治

理工业污染。 

④重视已有自然保护区建设，

优先建设芙蓉山区和杨家岭山

区生态功能保护区。 

2）植被类型现状 

根据《中国植被》、《江西植被》等植被划分依据，在野外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结合区域内现有植被中群系组成的建群种与优势种的外貌，以及群系的环境生态

与地理分布特征等分析，将调查区内自然植被划分为 3 个植被类型组，7 个植

被型，24 个群系，见表。 

①植物物种组成和区系特点 

评价区内分布有维管植物 116 科 297 属 496 种。植物以泛热带分布、东

亚分布、北温带分布、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等为主。植物区系特点有植物区系

起源古老，特有种属多，孑遗植物多；温带成分占优势,区系成分复杂。 

②主要植物群落类型特征及其分布 

<1>、针叶林 

评价区内针叶林多为以马尾松和杉木林为代表的亚热带常绿针叶林，主要分

布在海拔 1000m 以下的低山和丘陵地区，多呈次生半天然状或人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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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马尾松林（Form. Pinus massoniana） 

马尾松林是亚热带低山丘陵地区分布面积最为广阔的典型林系,生长在海拔

较低的低山、丘陵或岗地。评价区内马尾松林面积大,是人为活动干扰较频繁荒

山荒地集中分布的地区,马尾松则是适应荒山荒地生长的树种。 

马尾松林的组成和结构比较简单,马尾松平均高度在 8～12m,平均胸径 8～

15cm。乔木层中伴生种较少。林内的灌木种类较多,主要有槛木（Loropetalum 

chinense）、山胡椒（Lindera glauca）、金樱子（Rosa laevigata）、盐肤木（Rhus 

chinensis）、检木（Eurya japonica）等。草本层主要有三穗苔草（Carex tristachya）、

毛杆野古草（Arundinella hirta）、芒（Miscanthus sinensis）、泽珍珠菜（Lysimachia 

candida）等。层外植物的种类有土茯苓（Smilax glabra）、海金沙（Lygodium 

japonicum）、忍冬（Lonicera japonica）等。 

B、 杉木林(Form. Cupressus funebris） 

杉木林的分布大体上与地带性植被常绿阔叶林的分布区相一致，通常作为伴

生树种零星地分布在常绿阔叶林之内，处于主林冠层的中下部，或与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毛竹（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以及多种阔叶林形成针

阔叶混交林。 

表 陆生生态调查区植被类型一览表 

植被型组 植被型 群系中文名 群系拉丁名 分 布 

 

 

 

 

 

 

 

 

 

 

 

 

 

 

 

 

 

 

 

 

 

 

自

针

叶

林 

Ⅰ.暖

性针

叶林 

1马尾松林 Form. Pinus.massoniana 主要分布在河流两

岸海拔250m 以上

的丘陵地区 
2杉木林 Form.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阔

叶

林 

Ⅱ.常

绿阔

叶林 

3青冈林 Form. Cyclobalanopsis glauca 

4苦楮林 Form.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5樟树林 Form. Cinnamomum camphora 

Ⅲ.落

叶阔

叶林 

6白栎林 Form. Quercus fabri 分布较广 

7枫杨林 Form. Pterocarya stenoptera 分布较广 

8乌柏林 Form. Sapium sebiferum 分布较广 

9油桐林 Form. Vernicia fordii 分布较广 

Ⅳ.竹林 10毛竹林 Form. 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 主要分布在河流两

岸海拔250m 以上

的丘陵 

11箸竹林 Form. Indocalamus tessellatus 分布较广 
 

 

 

 

 

 

Ⅴ.落

叶阔叶

灌丛 

12小果蔷薇灌

丛 

Form. Rosa cymosa 分布较广 

13铁仔灌丛 Form. Myrsine africana 分布较广 

14金樱子灌丛 Form. Rosa laevigata 分布较广 

15马桑灌丛 Form. Coriari nepalensis 分布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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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植

被 

 

灌

丛

和

灌

草

丛 

16山莓灌丛 Form. Rubus corchorifolius 分布较广 

17牡荆灌丛 Form. Vitex negundo 分布较广 

18火棘灌丛 Form. Pyracantha fortuneana 分布较广 

19盐肤木灌丛 Form. Rhus chinensis 分布较广 

Ⅵ.常

绿阔叶

灌丛 

20槛木灌丛 Form. Indocalamus tessellatus  

分布较广 

Ⅶ.灌草

丛 

21五节芒灌草丛 Form. Miscanthus floridulus 分布较广 
  

22苔草灌草丛 Form. Carex sp. 分布较广 
 

23白苏灌草丛 Form. Perilla frutescens 分布较广 

 
 

24苍耳灌草丛 Form. Xanthium sibiricum 分布较广 

栽 

培 

植 

被 

I.经济林 评价区内主要经济林组成种类有：柑橘(Citrus reticulata）、油桐

(Vernicia fordii）、板栗(Castanea mollissima）、恺木(Alnus 

cremastogyne） 

Ⅱ.作物 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水稻、红薯、马铃薯、大豆、蚕豆、豌

豆、绿豆等：油料作物有油菜、芝麻、花生等:经济作物有棉花等：蔬

菜有白菜、萝卜、葱、蒜及各类瓜果等。 

群群落结构比较整齐，层次分明，树冠尖削，色调苍绿。成熟林平均高 10～

15m，平均胸径 12～16cm。乔木层混生的种类不多，主要有枫香（Liquidambar 

formosana）、山槐（Albizia kalkora）、枸栎（Quercus glandulifera）、化香（Platycarya 

strobilacea）等。灌木层种类丰富，且多耐阴喜湿，主要有乌药（Lindera aggregata）、

槛木（Loropetalum chinense）、黄绒润楠（Machilus grijsii）、常绿荚迷（Viburnum  

sempervirens）、草珊瑚（Sarcandra glabra）、野牡丹（Paeonia delavayi）、毛果检

（Eurya trichocarpa）等。草本层植物多为蕨类和禾草 ,常见的有狗脊蕨

（Woodwardia japonica）、芒其（Dicranopteris dichotoma）、蒽草（Arthraxon 

hispidus）、五节芒（Miscanthus floridulus）、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淡竹叶

（Lophatherum gracile）等。层外植物有拔莫（Smilax china）、流苏子（Coptosapelta 

diffusa）等。 

<2>、阔叶林 

评价区阔叶林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主要分布在 900m 以下地带：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在调查区内分布较为普遍。 

A、苦楮林(Form.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苦楮林主要分布于海 50～700m 之间的的红壤丘陵、低山地，而以海拔 500m 

以下分布较为普遍。苦楮林分布区一般立地条件较好，坡度在 25～30°之间，相

对湿度约 80～90%。群落外貌为深绿色，林冠浑圆整齐。乔木层中以苦楮为建群

种，其它乔木主要有石栎（Lithocarpus glaber）、枸骨（Ilex cornuta）、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枫香（Liquidam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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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na）等。常见的灌木有槛木（Loropetalum chinense）、栀子（Gardenia 

jasminoides）、苦竹（Pleioblastus amarus）、乌饭树（Vaccinium bracteatum）、乌

药（Lindera aggregata）、六月雪（Serissa japonica）、尾叶山茶（Camellia caudata）、

山矾（Symplocos sumuntia）、山胡椒（Lindera glauca）、大青（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截叶铁扫帚（Lespedeza cuneata）、算盘子（Glochidion puberum）、

野桐（Mallotus japonicus）、白檀（Symplocos paniculata）、盐肤木（Rhus chinensis）

等，其中以槛木（Loropetalum chinense）、栀子（Gardenia jasminoides）、苦竹

（Pleioblastus amarus）较多。林下草本及地被物生长稀疏，分布不匀，盖度 10～

20%，但林内阳光照射较多处 ,草本植物稍多。常见的草本植物有狗脊蕨

（Woodwardia japonica）、淡竹叶（Lophatherum gracile）、三穗苔草（Carex 

tristachya）、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铁苋菜（Acalypha australis）、阴行草

（Siphonostegia chinensis）、狗尾草（Setaria viridis）、酸模（Rumex acetosa）、芒

（Miscanthus sinensis）、毛杆野古草（Arundinella hirta）、蒽草（Arthraxon hispidus）

等，其中以狗脊蕨（Woodwardia japonica）、三穗苔草（Carex tristachya）、淡竹

叶（Lophatherum gracile）为最多，常为草本层的优势种。层外植物常见的有拔

莫（Smilax china）、南五味子（Kadsura longipedunculata）、紫藤（Wisteria sinensis）、

三叶木通（Akebia trifoliata）、金银花（Lonicera japonica）、鸡血藤（Millettia 

reticulata）、蛇葡萄（Ampelopsis s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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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枫杨林（Form. Pterocarya stenoptera） 

枫杨主要在评价区淹没线附近河滩地分布，树高 5～8m，平均胸径 20cm 左

右，伴生乔木主要有河柳，其它伴生种很少。灌木层种类较多，盖度 50%左右，

主要种类有小果蔷薇（Rose cymosa）、牡荆（Vitex negundo）、山莓（Rubus 

corchorifolius）等。草本层种类较少，多为阴生性的蕨类。 

<3>、竹 林 

分布在 1000m 以下的丘陵、低山区，与阔、针叶树混交。其它如村舍附近

也多毛竹分布。 

A、毛竹林(Form. Phyllostachys heterocycla） 

群落外貌整齐，结构单一，林冠起伏不大，成单层水平郁闭。林高一般 12～

15m，杆径粗 5～8cm。林下灌木和草本植物很少，主要有槛木（Loropetalum 

chinense）、检木（Eurya japonica）、狗脊蕨（Woodwardia japonica）和卷柏

（Selaginella tamariscina）等。 

<4>、灌丛和灌草丛 

群落组成较简单,高度一般在 1～2m，杆径粗 0.2～1cm，草本植物较少，有

流苏（Coptosapelta diffusa）、南五味子（Kadsura longipedunculata）等。 

A、灌丛（Form. Indocalamus tessellatus） 

槛木灌丛是常绿阔叶林经人为反复采伐等活动干扰下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次

生植被类型。群落外貌呈深绿色，植株高矮不一，很不整齐。灌木层高多在 1

米左右，盖度 30%～60%，以槛木为优势种，其它种类有油茶（Camellia oleifera）、

乌饭（Vaccinium bracteatum）、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米饭花（Vacciniuim 

sprengelii）、黄瑞木（Adinandra millettii）、赤楠（Syzygium buxifolium）、白檀

（Symplocos paniculata）和多种冬青以及多种落叶灌木如盐肤木（Rhus chinensis）、

乌药（Lindera aggregata）等。草本植物层常见的有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

和芒其（Dicranopteris dichotoma），其次有毛杆野古草（Aundinella hirta）、芒

（Miscanthus sinensis）等。 

B、五节芒灌草丛（Form. Miscanthus floridulus） 

五节芒灌草丛主要分布于沟谷两旁和山坡下部土壤湿润的地方以及荒地上，

草丛高 1.5～2.5m，以五节芒独占优势，盖度 95%以上。在密集草丛下很少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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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长，草层下仅见少数蕨类。 

<5>、栽培植物 

栽培植被的分布主要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评价区内经济林树种较

多，大面积分布的有油茶、油桐、板栗、柑橘：作物有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经

济作物，以水稻、玉米、油菜为主。 

5） 植物影响调查 

由于评价面积大，工程占地面积相对狭小，施工区位于人类活动频繁区域，

植被物种相对简单，工程占地内的原生植物大都是评价区分布较为广泛的植物物

种，所以评价区内原生植物的物种组成和种群数量不会因施工而发生显著变化，

即评价区野生植物多样性不会发生改变。 

6）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本次验收调查与环境影响评价书中调查发现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类一致，

在评价范围内发现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共计 10 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 4 种，分别为樟树、普通野生稻、八角莲和鹅掌楸，均为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

植物。樟树作为古树名木，在评价范围内分布广泛；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

蕴藏着丰富的有益基因，八角莲和鹅掌楸，其主要分别分布于临川区和金溪县。

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6 种，分别为鸡爪槭、黄檀、杨桐、紫薇、杜英、枸骨。 

表 评价区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序号 名 称 学 名 资源量 保护级别 备注 

1 樟树 Cinnamomum camphora +++ 国家 II 级 广泛较分布 

2 普通野生稻 Oryza rufipogon ++ 国家 II 级 庵家山、樟塘、水桃

树下等 3 八角莲 Dysosma versipellis ++ 国家 II 级 分布于临川区 

4 鹅掌楸 Liriodendron chinense + 国家 II 级 分布于金溪县 

5 *杜英 Elaeocarpus decipiens ++ 二 种植、绿化 

6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 二 种植、绿化 

7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 三 丘陵岗地偶见 

8 黄檀 Dalbergia hupeana ++ 三 丘陵岗地 

9 杨桐 Cleyera japonica +++ 三 丘陵岗地 

 

 

10 *枸骨 Ilex cornuta +++ 三 种植、丘陵岗地 

 

区 

 

注： *为栽培种；保护级别， Ⅱ”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保护等级，“二、三”为

《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保护等级。 

7） 古树名木资源 

本次验收调查与环境影响评价书中调查发现的古树名木资源一致，发现评价

范围内 5 株古树， 即 1 株苦槠、1 株青冈和 3 株樟树。其中，苦槠为挂牌古树，

http://www.plant.csdb.cn/taxonpage?sname=Dysosma%20versipellis


 

廖坊水利枢纽灌区二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生态调查报告 

20 
 

保护等级为 III 级，位于东乡县黎圩镇楛畬村内，距离二分干渠左侧约 155m。3

株古樟树都分布于渠道 100~150m 附近，均未挂牌保护。1 株古青冈树位于临川

区青泥镇许坊村，距离西干渠左侧约 115m。 

表 评价区古树名木资源 

序

号 

名

称 
经纬度 

海拔

(m) 

分布位

置 

与线位 

距离 

胸径

(m) 

树高 

(m) 

冠幅

(m
2
) 

古树树 

龄等级 

1 
苦

槠 

N:28°14'0.21" 

E: 116°31'10.80" 
51 

东乡县

黎圩镇

楛畬村 

二分干

渠左侧

约 155m 

0.50 18~20 10×10 

树龄为三

级 古 树

（III） 

2 
樟

树 

N:27°47'58.25" 

E: 116°35'29.96" 
58 

临川区

青泥镇

许坊村 

西干渠

左侧约

140m 

0.55 15~20 10×10 

树龄为三

级 古 树

（III） 

3 
樟

树 

N: 27°47'58.01" 

E: 116°35'29.71" 
58 

临川区

青泥镇

许坊村 

西干渠

左侧约

150m 

0.65 20~25 12×12 

树龄为二

级 古 树

（II） 

4 
樟

树 

N: 27°46'45.29" 

E: 116°37'53.89" 

 

44 

金溪县

浒湾镇

岔口 

西干渠

右侧约

130m 

1.1 15~18 5×8 

树龄为二

级 古 树

（II） 

5 
青

冈 

N:27°48'1.94" 

E: 116°35'27.21" 
54 

临川区

青泥镇

许坊村 

西干渠

左侧约

115m 

0.85 18~25 12×12 

树龄为二

级 古 树

（II） 

8） 区域生态完整性分析 

工程施工，移民安置等将对土地的利用格局产生变化，可能在区域自然景观

产生局部的影响，其中工程施工和移民居民点安置对自然景观的呈散在的点状影

响，表现为对区域植被的占用和破坏，随着工程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绿

化规划的实施以及移了安置点道路绿化、房前屋后绿化，工程建设区和移民安置

区的自景观将得以恢复。 

4.1.5 陆生动物现状 

1）动物资源统计 

动物资源实地调查和范文的基础上，查阅并参考《中国两栖动物图鉴》、《中

国动物志（两栖纲）》、《中国两栖纲和爬行纲动物校正名录》、《中国爬行动物图

鉴》、《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 2 版）》、《中国鸟类图鉴》、《中国兽类野外

手册》以及项目所在地区脊椎动物类的相关文献资料《江西省两栖类动物多样性

与地理区划》、《江西省爬行动物区系及地理区划》、《江西蛇类多样性及其保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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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江西省鸟类多样性研究》、《江西哺乳动物组成及区系研究》、《江西啮齿动

物区系及其与国内部分省市的异同比较》等，综合对评价范围的动物资源现状得

出综合结论。 

根据实地考察及对相关资料的综合分析，评价区内共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4

纲 27 目 74 科 182 种。评价区内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4 种，有省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 124 种。 

 表 评价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数量、区系及保护情况 

种类组成 动物区系 保护级别 

纲 目 科 种 东洋种 古北种 广布种 
国家 

I 级 

国家 

Ⅱ级 

江西

省级 

两栖纲 2 7 14 12 0 2 0 1 13 

爬行纲 2 8 19 16 0 3 0 0 17 

鸟纲 17 42 117 55 37 25 0 11 74 

兽纲 6 17 32 21 0 11 0 2 20 

合计 27 74 182 104 37 41 0 14 124 

2）两栖类 

评价区野生两栖类有 2 目 7 科 14 种，评价区内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两

栖动物 1 种，为虎纹蛙（Hoplobatrachus chinensis），评价区内的野生两栖动物除

虎纹蛙外，其余均为湖南省重点保护野生两栖动物。其中中华蟾蜍、泽陆蛙、黑

斑侧褶蛙等适应能力强，分布广，为评价区内常见种。 

根据两栖动物生活习性的不同，将评价区内的 14 种两栖动物分为以下 4 种

生态类型： 

静水型（在静水或缓流中觅食）：有东方蝾螈（Cynops orientalis）、湖北侧褶

蛙（Pelophylax hubeiensis）、黑斑侧褶蛙、沼蛙和虎纹蛙 5 种，主要在评价区内

水流较缓的水域，如池塘、水洼、稻田等处生活，相对适应一般强度的人为干扰，

与人类活动关系较为密切。 

陆栖型（在陆地上活动觅食）：有中华蟾蜍、小弧斑姬蛙（Microhyla heymonisi）、

饰纹姬蛙（Microhyla ornata）和泽陆蛙共 4 种，它们在评价区主要栖息于相对较

为干燥的草地或林下，对海拔和湿度等没有太大的限制性因素，在评价区分布相

对广泛。主要食物为昆虫类，对人为干扰相对适应性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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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型（在流水中活动觅食）：包括棘胸蛙和棘腹蛙 2 种，主要分布在评价

区内的山涧溪流。 

树栖型（在树上活动觅食，离水源较近的林子）：包括无斑雨蛙、斑腿泛树

蛙和大树蛙（Rhacophorus dennysi），共 3 种，它们常在水塘边的灌丛和草丛中

活动，在稻田里也有。 

按区系类型分，以上两栖类分为东洋种和广布种，其中东洋种 12 种，占评

价区内两栖类总数的 85.71%；广布种 2 种，占评价区内两栖类总数的 14.29%。

这与评价区域处于东洋界相符，两栖类的迁移能力不强，因此古北界成分难以跨

越地理阻障而向东洋界渗透。 

3）爬行类 

评价区内野生爬行类共有 2 目 8 科 19 种，其中游蛇科的种类最多，有 8 种，

占评价区野生爬行类总数的 42.11%。评价区内未发现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爬行

类分布，有湖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爬行类 17 种，评价区内的野生爬行类除铅山

壁虎（Gekko hokouensis）和蓝尾石龙子外，其余均为湖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爬

行类。评价区分布的野生爬行类中优势种为多疣壁虎（Gekko japonicus）、中国

石龙子、王锦蛇和乌梢蛇等，数量较多。 

根据爬行动物生活习性的不同，将评价区内的 19 种爬行动物分为以下 4 种

生态类型： 

住宅型（在住宅区的建筑物中筑巢、繁殖、活动的爬行类）：有铅山壁虎和

多疣壁虎 2 种，它们主要在评价区中的建筑物如居民区附近活动，白天常隐蔽于

墙缝或阴暗处，夜间出来活动，主要食物为蚊虫。 

灌丛石隙型（经常活动在灌丛下面，路边石缝中的爬行类）：包括北草蜥、

中国石龙子、蓝尾石龙子、铜蜓蜥和短尾蝮共 5 种。它们主要栖息环境为阳光比

较充足的道路两侧灌草丛、石堆或开阔的环境地带，其对生境要求严格，适应人

为干扰能力较弱。 

林栖傍水型（在山谷间有溪流的山坡上活动）：包括白唇竹叶青蛇

（Trimeresurus albolabris）、银环蛇（Bungarus multicinctus）、翠青蛇、赤链蛇、

王锦蛇、黑眉晨蛇、乌华游蛇（Sinonatrix percarinata）、红纹滞卵蛇、虎斑颈槽

蛇（Rhabdophis tigrinus）和乌梢蛇共 10 种，它们大多为夜行性，主要食物以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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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蜥蜴、鸟、小型哺乳动物等，在评价区水域附近的林地、灌草地活动。评价

区林栖傍水型爬行类种类数量最多，此种生态类型构成了评价区中爬行类的主体。 

水栖型（在水中生活、觅食的爬行类）：包括中华鳖和乌龟 2 种，它们主要

在评价区内池塘、河流、水库中活动，在稻田泥塘中也偶有发现，属于静水类型

种类，食物主要以水中的鱼虾、蟹、螺、水草等为食物。 

按照区系类型分，将评价区内的野生爬行类分为 2 种区系类型：东洋种 16

种，占评价区内野生爬行类总种数的 84.21%；广布种 3 种，占评价区内野生爬

行类总种数的 15.79%。与两栖类类似，东洋界成分依然占绝对优势，因为爬行

类的迁移能力也不强，所以古北界成分难以跨越地理阻障而向东洋界渗透。 

4）鸟类 

评价区共分布有野生鸟类 117 种，隶属于 17 目 42 科，其中，以雀形目鸟类

最多，共 60 种，占评价区内野生鸟类总数的 51.28%。评价区内未发现国家Ⅰ级

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分布，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11 种，包括白尾鹞（Circus 

cyaneus）、赤腹鹰（Accipiter soloensis）、雀鹰、黑鸢、领角鸮（Otus bakkamoena）

和红隼等，有湖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74 种，包括小䴙䴘、苍鹭、白鹭、灰

胸竹鸡、环颈雉、四声杜鹃、珠颈斑鸠、戴胜（Upupa epops）等。其中，小䴙

䴘、白鹭、牛背鹭、珠颈斑鸠、家燕、白头鹎、白鹡鸰（Motacilla alba）、八哥、

棕背伯劳（Lanius schach）、棕头鸦雀等为评价区内的优势种，数量较多。 

根据鸟类生活习性的不同，将评价区内的 117 种野生鸟类分为以下 6 种生态

类型： 

游禽（脚向后伸，趾间有蹼，有扁阔的或尖嘴，善于游泳、潜水和在水中掏

取食物）：评价区分布的游禽有雁行目、鸊鷉目、鲣鸟目和鸻形目鸥科的部分种

类，如：翘鼻麻鸭（Tadorna tadorna）、赤麻鸭（Tadorna ferruginea）、小䴙䴘、

普通鸬鹚（Phalacrocorax carbo）和红嘴鸥（Larus ridibundus）等，共 9 种，它

们主要在评价区内的池塘、河流及滩涂附近活动、捕食，翘鼻麻鸭、赤麻鸭和红

嘴鸥等主要活动于评价区鱼塘、松雅湖等水域，小䴙䴘在评价区水域均有分布。 

涉禽（嘴、颈和脚都比较长，脚趾也很长，适于涉水行进，不会游泳，常用

长嘴插入水底或地面取食）：评价区分布的涉禽有鹤形目、鹈形目和鸻形目（除

鸥科鸟类外）的部分种类，如：普通秧鸡（Rallina aquaticus）、白胸苦恶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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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urornis phoenicurus）、黑水鸡、夜鹭（Nycticorax nycticorax）、白鹭、牛背

鹭、池鹭、凤头麦鸡（Vanellus vanellus）、白腰草鹬等，共 22 种，它们在评价区

内主要分布于捞刀河滩涂、松雅湖湿地及周边村庄的池塘，水田等区域。 

陆禽（体格结实，嘴坚硬，脚强而有力，适于挖土，多在地面活动觅食）：

评价区分布的陆禽有鸡形目和鸽形目的部分种类，如：灰胸竹鸡、环颈雉、山斑

鸠、火斑鸠（Oenopopelia tranquebarica）和珠颈斑鸠共 5 种，环颈雉和灰胸竹

鸡主要分布于路边农田及灌丛中，对人为干扰适应能力较弱；珠颈斑鸠则常见于

居民区，山斑鸠和火斑鸠在林地、灌丛、以及农田区均可见，适应人为干扰能力

较强，在现场调查中多次目击到这三种斑鸠。 

猛禽（具有弯曲如钩的锐利嘴和爪，翅膀强大有力，能在天空翱翔或滑翔，

捕食空中或地下活的猎物）：评价区分布的猛禽有鹰形目、隼形目和鸮形目的部

分种类，如：白尾鹞、赤腹鹰、雀鹰、黑鸢、领角鸮、领鸺鹠和红隼等，共 11

种，主要分布于针叶林或阔叶林，活动范围较广，偶尔游荡至评价区上空。猛禽

处于食物链顶端，在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

维持环境健康和生态平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数量稀少，我国将所有

猛禽都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攀禽（嘴、脚和尾的构造都很特殊，善于在树上攀缘）：评价区分布的攀禽

包括鹃形目、佛法僧目、戴胜目和鴷形目的评价区分布的攀禽有夜鹰目、鹃形目、

犀鸟目、佛法僧目和啄木鸟目的部分种类，如：白腰雨燕（Apus pacificus）、噪

鹃、四声杜鹃、普通翠鸟、戴胜、斑姬啄木鸟（Picumnus innominatus）和灰头

绿啄木鸟（Picus canus）等，共 10 种，其中鹃形目种类主要分布于林地，戴胜

主要分布于居民区与农田区域，在评价区内较常见，白腰雨燕、白胸翡翠（Halcyon 

smyrnensis）、斑鱼狗、普通翠鸟等主要在鱼塘、河流等地水域附近活动。 

鸣禽（鸣管和鸣肌特别发达。一般体形较小，体态轻捷，活泼灵巧，善于鸣

叫和歌唱，且巧于筑巢）：评价区分布的 60 种雀形目鸟类均为鸣禽，为典型的森

林鸟类，它们在评价区内广泛分布，主要生境为林地、农田、居民区或灌丛。经

实地调查，丝光椋鸟、八哥、麻雀、喜鹊、乌鸫（Turdus mandarinus）、黑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等为评价区优势种。 

按照区系类型分，将评价区内的野生鸟类分为 3 种区系类型：东洋种 55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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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评价区鸟类总数的 47.01%；古北种 37 种，占评价区鸟类总数的 31.62%；广

布种有 25 种，占评价区鸟类总数的 21.37%。评价区处于东洋界，古北界种也占

有一定的数量，这是因为鸟类的迁移能力很强，加之季节性迁徙，因此鸟类中古

北界向东洋界渗透的趋势较强。 

鸟类迁徙是鸟类随着季节变化进行的，方向确定的，有规律的和长距离的迁

居活动。根据鸟类迁徙的行为，可将评价区的鸟类分成以下 4 种居留型。 

留鸟（长期栖居在生殖地域，不作周期性迁徙的鸟类）：共 64 种，占评价区

鸟类总数的 54.70%，在评价区内所占的比例最大，主要包括鸡形目、鸽形目、

啄木鸟目的种类和雀形目中的一些种类如鹎科、鸦科和雀科的种类等； 

冬候鸟（冬季在某个地区生活，春季飞到较远而且较冷的地区繁殖，秋季又

飞回原地区的鸟）：共 26 种，占评价区鸟类总数的 22.22%，种类相对较少，主

要有雁行目鸭科、雀形目鹡鸰科、鹀科的部分种类； 

夏候鸟（夏候鸟是指春季或夏季在某个地区繁殖、秋季飞到较暖的地区去过

冬、第二年春季再飞回原地区的鸟）：共 24 种，占评价区所有鸟类的 20.51%，

主要包括鹈形目、鹃形目和雀形目种类如燕科、卷尾科等的的部分种类； 

旅鸟（指迁徙中途经某地区，而又不在该地区繁殖或越冬）：仅 3 种，为黄

鹡鸰（Motacilla tschutschensis）、灰鹡鸰（Motacilla cinerea）和针尾沙锥（Gallinago 

stenura），占评价区鸟类总数的 2.54%，旅鸟在评价区占的比例最小。 

5）哺乳类 

评价区内野生兽类共有 6 目 17 科 32 种，评价区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兽

类 2 种：大灵猫（Viverra zibetha）和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江西省重点保

护兽类 6 种，为豹猫、花面狸、食蟹獴、黄鼬、鼬獾、赤麂。 

根据兽类生活习性的不同，将评价区内的 32 种野生兽类分为以下 5 种生态

类型： 

地下生活型（在地下打洞生活、觅食，很少到地面活动）：仅有长吻鼹

（Euroscaptor longirostris）1 种，在评价区内主要分布在树林、灌丛，选择干燥

的地段掘洞营巢。 

半地下生活型（穴居型，主要在地面活动觅食、栖息、避敌于洞穴中，有的

也在地下寻找食物）：此种生态类型的有东北刺猬、灰麝鼩、臭鼩（Suncus mur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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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鼬、黄腹鼬（Mustela kathiah）、鼬獾、亚洲狗獾、猪獾、黑线姬鼠（Asida agrarius）、

黄胸鼠、褐家鼠、小家鼠、社鼠（Niviventer confucianus）、中华竹鼠、豪猪（Hystrix 

brachyura）和华南兔等，共 18 种，灰麝鼩和臭鼩主要栖息林灌田野，以昆虫、

蚯蚓、蚂蚁等为主要食物；亚洲狗獾、猪獾等为杂食性动物，喜欢穴居，在夜间

活动，有冬眠习性，主要栖息于评价区人为干扰较小的阔叶林和灌草丛中；黄鼬、

鼬獾、华南兔等主要栖息于山地和平原，见于林缘、河谷、灌丛和草丘中、也常

出没在村庄附近，夜行性，主要以啮齿类动物为食，性机警，在评价区主要分布

于农田草丛及村庄附近；中华竹鼠通常在杂草丛下，竹林间筑造其洞穴，昼夜活

动频繁，以各类竹子、甘蔗、玉米等根茎及草根植物的种子和果实为食；小家鼠、

黄胸鼠、褐家鼠等鼠类具有家和野外两种习性，由于居民区生活垃圾比较多，食

物资源比较丰富，因此密度相对较高，黄胸鼠在野外分布也比较大，这些鼠类对

人为干扰适应能力较强，伴人而居的类群；豪猪栖息于森林和开阔田野，在堤岸

和岩石下挖大的洞穴，食性较杂，在评价区数量很少。 

地面生活型（主要在地面上活动、觅食）：包括赤狐、花面狸、大灵猫、小

灵猫、豹猫、野猪（Sus scrofa）、小麂和毛冠鹿共 8 种，赤狐、花面狸、大灵猫、

小灵猫和豹猫性机警，一般很少出没于人类活动的区域，主要活动于丘陵、山地

等；野猪栖息环境多样，杂食性，一般在早晨和黄昏时分活动觅食，主要活动于

评价区的林间，数量较少；小麂和毛冠鹿等中大型兽类对生境要求高，主要栖息

于林地资源丰富的区域。地面生活型的兽类在评价区内较少见。 

岩洞栖息型（在岩洞中倒挂栖息的小型兽类）：有普通伏翼、东方蝙蝠和马

铁菊头蝠 3 种。它们在清晨和黄昏活动频繁，食物为空中飞翔的昆虫等，多栖息

于乔木树冠或村落具有洞穴处，多在山洞中栖息，适应人为干扰能力较强，村落

常见优势类群。 

树栖型（主要在树上栖息、觅食）：该类型有隐纹花松鼠和赤腹松鼠 2 种，

其主要活动于评价区内人为干扰较小的林中，抗人为干扰能力较弱。 

按照区系类型划分，将评价区内的兽类分为以下 2 类：东洋种 21 种，占评

价区兽类总数的 65.63%，广布种 11 种，占评价区兽类总数的 34.37%。 

6）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根据现场调查及相关文献的分析整理，本工程评价区内陆生野生脊椎动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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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4 种，包括虎纹蛙、白尾鹞、赤腹鹰、雀鹰、黑

鸢、领角鸮、红隼、大灵猫和小灵猫等。 

价区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4 种：虎纹蛙主要在评价区内水流较缓

的水域，如池塘、水洼、农田等处生活；小灵猫和大灵猫性机警，主要活动于丘

陵、山地等区域，一般很少出没于人类活动的区域，其余 11 种均为为猛禽：白

尾鹞、赤腹鹰、雀鹰、黑鸢、领角鸮、红隼等，它们主要分布于评价区的山林、

林缘以及农田边缘，活动范围较广。 

表 评价区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中文名、拉丁名 
居留型 

（鸟类） 

区系类

型 

保护 

等级 
分布 

1.虎纹蛙 Hoplobatrachus chinensis — 东洋种 国家Ⅱ级 
评价区抚河干支流、农田池

塘等静水水域分布 

2.白尾鹞 Circus cyaneus 冬候鸟 古北种 国家Ⅱ级 

在廖坊国家湿地公园内有

记录，在评价区游荡，活动

范围广 

3.黑鸢 Milvus migrans 留鸟 广布种 国家Ⅱ级 

4.赤腹鹰 Accipiter soloensis 留鸟 广布种 国家Ⅱ级 

5.雀鹰 Accipiter nisus 冬候鸟 古北种 国家Ⅱ级 

6.普通鵟 Buteo buteo 冬候鸟 古北种 国家Ⅱ级 

7.燕隼 Falco subbuteo 留鸟 广布种 国家Ⅱ级 

8.红隼 Falco tinnunculus 留鸟 广布种 国家Ⅱ级 

9.斑头鸺鹠 Glaucidium cuculoides 留鸟 东洋种 国家Ⅱ级 

10.领鸺鹠 Glaucidium brodiei 留鸟 东洋种 国家Ⅱ级 

11.领角鸮 Otus bakkamoena 留鸟 广布种 国家Ⅱ级 

12.红角鸮 Otus sunia 留鸟 东洋种 国家Ⅱ级 

13.小灵猫 Viverricula indica — 东洋种 国家Ⅱ级 
评价区的丘陵山区活动 

14.大灵猫 Viverra zibetha — 东洋种 国家Ⅱ级 

评价区内有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5 种：中华蟾蜍、棘胸蛙、鳖、灰鼠

蛇、滑鼠蛇、王锦蛇、乌梢蛇、银环蛇、舟山眼镜蛇、尖吻蝮、小䴙䴘、苍鹭、

白鹭、牛背鹭、池鹭、琵嘴鸭、绿头鸭、斑嘴鸭、环颈雉、灰头麦鸡、山斑鸠、

火斑鸠、珠颈斑鸠、四声杜鹃、大杜鹃、噪鹃、普通翠鸟、戴胜、家燕、金腰燕、

虎纹伯劳、棕背伯劳、黑枕黄鹂、黑卷尾、红嘴蓝鹊、喜鹊、画眉、红嘴相思鸟、

大山雀、豹猫、花面狸、食蟹獴、黄鼬、鼬獾、赤麂。 

7）对动物的影响调查 

<1>、对两栖类的影响 

施工期间，施工道路、施工办公及生活区占地、弃渣场、仓库及其它附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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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等永久和临时占地，将征占用施工征地范围内的适宜两栖类动物的生境如坑塘、

河流水面和养殖水面等，使两栖类生境范围缩小，不同程度地缩小了两栖类的栖

息范围。但由于两栖类都具有一定的迁移、规避影响的能力，工程施工占地及对

生境的扰动将促使两栖类向附近的适宜生境中迁移。因此，工程施工没有对它们

的生存造成较大的威胁。 

工程竣工后，灌溉水的输入，为静水型两栖类动物如中华蟾蜍、棘胸蛙、 泽

蛙、饰纹姬蛙、小弧斑姬蛙等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水域岸边生境的改变对适

应这一区域的动物的摄食有利，这类动物种群数量将有所增加。 

<2>、对两栖类的影响 

由于施工期间工程占地,使施工区农田植被、森林植被、灌草丛及坑塘等适

宜生境有所损失，缩小了爬行类动物赖以生活的环境，对爬行类的种群数量有一

定影响，但它们都具有一定的迁移能力，施工区林草覆盖率高，还存在大量农田

植被、森林植被、灌草丛及坑塘等生境，工程施工对其生存环境影响有限。 

<3>、对鸟类的影响 

施工期间，在临时征地区域的环境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并对区域内的鸟类

的生活和取食环境造成影响，但鸟类趋避能力强。施工爆破和机械噪声对鸟类有

一定的驱赶作用，但一般的动物都有主动避害的能力，为避免施工期间的噪声和

其它危害，这些动物将被迫向临近地段的适宜生境中迁移。工程建成运行期后，

随着周围环境的逐渐好转，部分动物将会逐渐迁回原来的环境中。 

工程竣工后，灌溉水的输入，评价区水域增加，将会给鸟类生境带来更为有

利的条件，将吸引涉禽等类型的鸟类前来栖息，如鹑形目、 雁形目和鹆形目的

部分种类。 

<4>、对兽类的影响 

施工期间，在临时征地区域的环境变化会对区域内的哺乳类的生活和取食环

境造成影响，这些影响将促成占地区域哺乳类离开原来的领域。但哺乳类适应能

力强，施工干扰对它们的影响不大，而且随着工程的结束这些影响也很快会消失。

鼠类如褐家鼠、黄毛鼠和小家鼠等栖居和活动的生境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区有重迭，

它们多具有家野两栖习性。施工期间，随着施工区环境的改变，这些小型啮齿类

动物的密度将有所增加。 



 

廖坊水利枢纽灌区二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生态调查报告 

29 
 

4.2 湿地影响调查 

4.2.1 廖坊国家湿地公园现状 

抚州廖坊国家级湿地公园位于抚州市的临川区、金溪县、南城县三县（区）

交接处，处于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抚河干流的中游，距离抚州市中心城区约45

公里，主要包括抚河、廖坊水库及其周边的生态公益林和绿地，规划总面积为

2831.22公顷，其中各类湿地面积2158.5公顷，湿地率为76.24%，湿地公园内抚河

流域段总长23公里，湿地公园地理坐标为：北纬：27°35’13”~27°45’42”；东经：

116°35’9”~116°39’30”。东以南城县徐家乡排头村杨家坊为界，西以南城县万坊

镇洑牛村为界，南以南城县万年桥为界，北以临川区青泥镇红官村邹家为界。湿

地公园内有多种濒危保护物种，其中国家级II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5种，分别

为水蕨、樟树、花榈木、野大豆和野菱；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种，分别

为虎纹蛙、草鸮、红角鸮、领鸺鹠、班头鸺鹠和水獭等；江西省重点保护动物46

种，湿地公园湿地生境多样，生物多样性丰富，在江西省和我国南方山区生物多

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4.2.2 廖坊国家湿地公园影响调查 

廖坊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设立于廖坊水库建成之后，主要依托于廖坊水库，

库区为湿地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按照水库调度运行要求，保证下游生态流量供应，

并保持水库维持在尽可能的高水位运行，以维持足够的蓄水水量，日常水位在一

定的幅度内变化调节。同时，采取入库污染源削减、水库水质保护和改善，开展

库区增殖放流，加强渔政管理措施等措施，以保护廖坊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的

湿地生态环境。 

目前，经过较长时间的运行，库区已形成适应水位消落的水库湿地生态系统。

库区的人为干扰和破坏的减少，有利于野生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工程运行后，

灌溉取水水量较小，对于湿地公园的保护和生态改善影响有限。 

4.3 水生生态影响调查 

水生生态评价范围为灌区渠系及灌区范围内的水域、廖坊水库及其下游地区。 

4.3.1 调查内容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水生维管束植物等种类、数量和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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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鱼类的种类组成、种群结构、资源量和“三场”（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

分布。 

4.3.1 调查方法 

水生生物调查方法主要依据《淡水浮游生物研究方法》、《内陆水域渔业自然

资源调查手册》，同时参照 SL219-98《水环境监测规范》进行。 

1）浮游生物 

定性标本采集：小型浮游生物用 25 号浮游生物网，大型浮游生物用 13 号浮

游生物网，在表层至 0.5m 深处以 20～30cm/s 的速度作“∞” 形循回缓慢拖动 1～

3min，或在水中沿表层托虑 1.5～5.0m
3 水。 

定量标本采集：小型浮游生物用有机玻璃采水器分别于表层 0.5m 水深处取

水样 1L。大型浮游生物因数量稀少，每采样点均采水样 10L，用 25 号浮游生物

网过滤，收集水样装入玻璃瓶中。 

标本处理：水样采集之后，立即加固定液固定。对藻类、原生动物和轮虫水

样，每升加入 15ml 左右的鲁哥氏液固定，对枝角类和桡足类水样，按 100ml 水

样加 4～5ml 福尔马林固定液。固定后，样品带回实验室保存。从野外采集并经

固定的水样，带回实验室后必须进一步浓缩，1000ml 的水样直接静止沉淀 24h

后，用虹吸管小心抽调上清夜，余下 20～25ml 沉淀物转入 30ml 容量瓶中。 

标本鉴定：定性标本，在显微镜下，用目镜测微尺测量大小，根据其大小、

形态、内含物参照藻类分类标准（参考胡鸿钧等《中国淡水藻类》）定出属种，

一般确定到属。定量标本，一般采用 0.1ml 计数框，10×40 高倍显微镜下分格斜

线扫描计数。具体操作如下：用 0.1ml 定量吸管吸取摇匀后的样品液，放 0.1ml

浮游生物计数框中在显微镜下计数，并参照章宗涉等《淡水浮游生物研究方法》

等统计到种的细胞数，然后换算成每升含量。 

2）底栖动物 

定性标本采集：用手抄网、手捡等方法在岸边及浅水区采集定性样品，采用

抄网采样时，应尽可能在各种生境采样。 

定量标本采集：依据环评阶段点位布设采样点，采用自制的大型河流定量框

进行采集，每样站采 2-3 次重复样。将（0.1m
2）的定量框放入河底底部，在定

量框的水流下方放置网筛（网径大小为 450μ），以防挖取框中底质时动物被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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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走。将定量框内的全部底质采出，置于备置的桶中，同时将网筛内的动物一并

清洗入桶内。将桶中的砾石刷洗干净后丢去，桶内的泥沙经分样筛（450μ）筛选

干净后，置入塑料袋内，袋内放少许河水，将袋口封好，带回实验室。在实验室

内，将塑料袋内的样品轻轻倒入解剖盘中，肉眼将动物捡出。标本放入 50mL 塑

料瓶内，用 4％的甲醛溶液固定。 

3）鱼类 

鱼类区系组成：根据鱼类区系研究方法，在工程影响水域设置断面，对调查

范围内的鱼类资源进行调查。采取捕捞、市场调查和走访相结合的方法，采集鱼

类标本、收集资料、进行记录，标本用福尔马林固定保存。通过对标本的分类鉴

定，资料的分析整理，编制出鱼类种类组成名录。 

鱼类资源现状：鱼类资源量的调查采取社会捕捞渔获物统计分析结合现场调

查取样进行。采用访问调查和统计表调查方法，调查资源量和渔获量。向渔业主

管部门和渔政管理部门及渔民调查了解渔业资源现状以及鱼类资源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对渔获物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以判断鱼类资源状况。 

鱼类“三场”：走访沿河居民、渔业部门和主要捕捞人员，并结合沿河鱼类

产卵的历史记录，了解不同季节鱼类主要集中地和鱼类种群组成，结合鱼类生物

学特性和水文学特征，分析鱼类“三场”，并通过有经验的捕捞人员进行验证。 

4.3.3 水生生物现状 

1） 浮游植物 

浮游植物是指在水中以浮游生活的微小植物，通常浮游植物就是指浮游藻类，

包括蓝藻门（Cyanophyta）、绿藻门（Chlorophyta）、硅藻门（Bacillariophyta）、

金藻门（Chrysophyta）、黄藻门（Xanthophyta）、甲藻门（Pyrrophyta）、隐藻门

（Cryptorhyta）和裸藻门（Euglenophyta）等浮游种类。不仅是水域生态系统中

最重要的初级生产者，而且是鱼类和其他经济动物的直接或间接的饵料，启动了

水域生态系统中的食物网，在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现场调查和资料记载，评价区共监测到浮游植物 83 种，其中蓝藻门 9

种，硅藻门 31 种，绿藻门 32 种，裸藻门 5 种，隐藻门 2 种，甲藻门 2 种，黄藻

门 1 种，金藻门 1 种，浮游植物名录见表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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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评价区浮游植物名录 

序

号 

中文名 拉丁名 分布点位 

一分

干 

二分

干 

枢纽

区 

西干

渠 

一、  蓝藻门 Cyanophyta     

1.  微囊藻 Microcystis sp.   +  

2.  颤藻 Oscillatoria sp. + +  + 

3.  席藻 Phormidium sp.   +  

4.  鱼腥藻 Anabaena sp.   +  

5.  拟鱼腥藻 Anabaenopsis sp.   +  

6.  念珠藻 Nostoc sp.    + 

7.  螺旋藻 Spirulina sp.    + 

8.  鞘丝藻 Lynbya sp.   +  

9.  束丝藻 Aphanizomenon sp.  +   

二、  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     

10.  颗粒直链藻 Melosira granulata + + + + 

11.  颗粒直链藻窄变种 Melosira granulata angustissima +  +  

12.  变异直链藻 Melosira varians +  + + 

13.  普通等片藻 Diatoma vulgare   +  

14.  小环藻 Cyclotella sp. +  +  

15.  扁圆卵形藻 Cocconeis placentula + + +  

16.  曲壳藻 Achnanthes sp. + + + + 

17.  脆杆藻 Fragilaria sp.   + + 

18.  钝脆杆藻 Fragilaria capucina +    

19.  尖针杆藻 Synedra  acus  + + + 

20.  肘状针杆藻 Synedra  ulna + + + + 

21.  近缘针杆藻 Synedra affinis     

22.  星杆藻 Asterionella sp. +  +  

23.  舟形藻 Navicula sp. + +  + 

24.  简单舟形藻 Navicula simplex + + + + 

25.  放射舟形藻 Navicula radiosa +  + + 

26.  喙头舟形藻 Navicula rhynchocephala +   + 

27.  羽纹藻 Pinnularia sp. +   + 

28.  桥弯藻 Cymbella sp. + +  + 

29.  膨胀桥弯藻 Cymbella pusilla    + 

30.  异极藻 Gomphonema sp. + + + + 

31.  菱形藻 Nitzschia sp.  +  + 

32.  线形菱形藻 Nitzschia linearis  +   

33.  谷皮菱形藻 Nitzschia palea + + + + 

34.  拟螺形菱形藻 Nitzschia sigmoidea  +   

35.  双菱藻 Surirella sp. + +  + 

36.  双头辐节藻 Stauroneis ance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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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双尖菱板藻 Hantzschia amphioxys +    

38.  细布纹藻 Gyrosigma kutzingii   +   

39.  尖布纹藻 Gyrosigma acuminatum  +   

40.  窗纹藻 Epithemia sp.    + 

三、  绿藻门 Chlorophyta     

41.  绿梭藻 Chlorogonium sp.   +  

42.  水绵 Spirogyra sp. + +  + 

43.  小球藻 Chlorella sp.   + + 

44.  绿球藻 Chlorococcum sp. +    

45.  四尾栅藻 Scenedesmus quadricauda  + + + 

46.  斜生栅藻 Scenedesmus obliquus   +  

47.  二形栅藻 Scenedesmus dimorphus   + + 

48.  十字微星鼓藻 Micrasterias crux-melitensis    + 

49.  鼓藻 Cosmarium sp. +   + 

50.  颗粒鼓藻 Cosmarium granatum    + 

51.  方鼓藻 Cosmarium quadrum    + 

52.  新月藻 Closterium sp.  +  + 

53.  小新月藻 Closterium venus   +  

54.  梭形鼓藻 Netrium sp.    + 

55.  双射盘星藻 Pediastrum biradiatum   +  

56.  单角盘星藻 Pediastrum simplex    + 

57.  二角盘星藻 Pediastrum duplex    +  

58.  实球藻 Pandorina sp.  + +  

59.  空星藻 Coelastrum sp.    + 

60.  集星藻 Actinastrum hantzschii   +  

61.  十字藻 Crucigenia sp.     

62.  四角十字藻 Crucigenia quadrata +   + 

63.  直角十字藻 Crucigenia rectangularis     

64.  四足十字藻 Crucigenia tetrapedia   +  

65.  纤维藻 Ankistrodesmus sp.  + + + 

66.  镰形纤维藻 Ankistrodesmus falcatus   +   

67.  肾形藻 Nephrocytium sp.    + 

68.  弓形藻 Schroederia sp.  +  + 

69.  韦氏藻 Westella botryoides    + 

70.  水网藻 Hydrodictyon reticulatum     + 

71.  团藻 Volvox sp.    + 

72.  细丝藻 Ulothrix tenerrina    + 

四、  裸藻门 Euglenopghyta     

73.  裸藻 Euglena sp.   +  

74.  尖尾裸藻 Euglena oxyuris  +  +  

75.  囊裸藻 Trachelomonas sp.    + 

76.  扁裸藻 Phacus acuminatus    +  

77.  陀螺藻 Strombomonas s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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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隐藻门 Cryptophyta     

78.  卵形隐藻 Cryptomons ovata   +  

79.  啮蚀隐藻 Cryptomonas erosa    +  

六、  甲藻门 Pyrrophyta     

80.  角甲藻 Ceratium sp.   +  

81.  多甲藻 Peridinium sp.   +  

七、  黄藻门 Xanthophyta     

82.  黄丝藻 Tribonema sp. + + + + 

八、  金藻门 Chrysophyta     

83.  鱼鳞藻 Mallomonas sp.   +  

注：“+”表示调查到该物种。 

评价区浮游植物平均密度为 27.98×10
4
ind./L，其中蓝藻门平均密度为

7.26×10
4
ind./L，硅藻门平均密度为 11.69×10

4
ind./L，绿藻门平均密度为

5.37×10
4
ind./L；蓝藻门平均生物量为 0.0049mg/L，硅藻门平均生物量为 0.11mg/L，

绿藻门平均密度为 0.04×10
4
ind./L。各采样点浮游植物平均密度和平均生物量见

表 5.2-2。 

表 5.2-2 各采样点浮游植物密度（×10
4
ind./L）和生物量（mg/L） 

采样点 一分干 二分干 枢纽区 西干渠 均值 

硅藻 密度 16.61 8.65 13.68 7.83 11.69 

生物量 0.15 0.09 0.10 0.09 0.11 

绿藻 密度 4.08 2.16 7.44 7.80 5.37 

生物量 0.05 0.03 0.01 0.05 0.04 

蓝藻 密度 0.24 0.72 19.68 8.40 7.26 

生物量 0.0007 0.0015 0.0103 0.0072 0.0049 

其他 密度 3.36 4.08 4.46 2.73 3.66 

生物量 0.14 0.05 0.06 0.03 0.07 

合计 密度 24.29 15.61 45.26 26.76 27.98 

生物量 0.34 0.17 0.18 0.18 0.22 

2） 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是一类经常在水中营浮游性生活、自身不能制造有机物的异养无脊

椎动物和脊索动物幼体的总称。它们或者完全没有游泳能力，或者游泳能力微弱，

不能作远距离的移动，缺乏抵拒水流的能力。浮游动物是水域生态系统中重要的

生态类群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评价区共检测到浮游动物 52 种，其中原生生物 12 种，轮虫类 20 种，枝角

类 11 种，桡足类 9 种，浮游动物名录见表 5.2-3。 

表 5.2-3 评价区浮游动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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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文名 拉丁名 分布点位 

一分

干 

二分

干 

枢纽

区 

西干

渠 

一、  原生动物 Protozoa     

1.  砂壳虫 Difflugia sp. + + + + 

2.  瓶砂壳虫 Difflugia urceolata   + + 

3.  褐砂壳虫 Difflugia  avellana + +  + 

4.  冠砂壳虫 Difflugia corona    + 

5.  尖顶砂壳虫 Difflugia acuminata + +  + 

6.  钟虫 Vorticella sp. +    

7.  表壳虫 Arcella sp.   +  

8.  王氏拟铃虫 Tintinnopsis wangi   + + + 

9.  中华拟铃虫 Tintinnopsis sinensis   + + 

10.  匣壳虫 Centorpyxis sp. + + +  

11.  鳞壳虫 Euglypha sp.    + 

12.  游仆虫 Euplotes sp.    + 

二、  轮虫 Rotifer     

13.  萼花臂尾轮虫 Brachionus calyciflorus +  + + 

14.  尾突臂尾轮虫 Brachionus caudatus +  + + 

15.  蒲达臂尾轮虫 Brachionus budapestiensis    + 

16.  壶状臂尾轮虫 Brachionus urceus  + +  

17.  方形臂尾轮虫 Brachionus capsuliflorus    + 

18.  裂足臂尾轮虫 Brachionus diversicornis    + 

19.  螺形龟甲轮虫 Keratella cochlearis   + + 

20.  矩形龟甲轮虫 Keratella quadrata   +  

21.  大肚须足轮虫 Euchlanis dilatata  +   

22.  透明须足轮虫 Euchlanis pellucida     + 

23.  针簇多肢轮虫 Polyarthra trigla   +  

24.  前节晶囊轮虫 Asplanchna priodonta   + + 

25.  卜氏晶囊轮虫 Asplanchna brightwel   +  

26.  多突囊足轮虫 Asplanchopus multiceps +    

27.  月形腔轮虫 Lecane luna  +   

28.  罗氏异尾轮虫 Trichocerca rousseleti    + 

29.  圆筒异尾轮虫 Trichocerca cylindrical    + 

30.  沟痕泡轮虫 Pompholyx sulcata   +  

31.  腹足腹尾轮虫 Gastropus hyplopus   +  

32.  独角聚花轮虫 Conochilus unicornis + + + + 

三、  枝角类 Cladocera     

33.  长肢秀体溞 Diaphanosoma leuchyurum   +  

34.  短尾秀体溞 Diaphanosoma brachyurum + + + + 

35.  长额象鼻溞 Bosmina longirostris + + + + 

36.  颈沟基合溞 Bosminopsis deitersi +  + + 

37.  透明溞 Daphnia hyal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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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僧帽溞 Diaphnia cucullata    + 

39.  肋形尖额溞 Alona costataSars  +  + 

40.  锐额溞 Alonella sp.  +   

41.  圆形盘肠溞 Chydornus sphaericus   + + 

42.  裸腹溞 Moina sp.   +  

43.  直额裸腹溞 Moina rectirostris +    

四、  桡足类 Copepods     

44.  无节幼体 Nauplius sp. + + + + 

45.  汤匙华哲水蚤 Sinocalanus dorrii    + 

46.  球状许水蚤 Schmackeria forbesi  +  + 

47.  白色大剑水蚤 Macrocyclops fuscus    + 

48.  跨立小剑水蚤 Microcyclops varicans + + + + 

49.  广布中剑水蚤 Mesocyclops leuckarti  + + + 

50.  等刺温剑水蚤 Thermocyclops kawamurai +  + + 

51.  透明温剑水蚤 Thermocyclops hyalinus   +  

52.  猛水蚤 Harpacticoida sp. + +   

注：“+”表示调查到该物种 

评价区浮游动物平均密度为 119.3ind./L，其中原生生物密度为 25.75 ind./L，

轮虫类为 32.5 ind./L，枝角类为 35.75 ind./L，桡足类为 25.25 ind./L；浮游动物生

物量为 0.98 mg/L，其中原生生物生物量为 0.0008 mg/L，轮虫类为 0.033 mg/L，

枝角类为 0.76 mg/L，桡足类为 0.19 mg/L，评价区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见表

5.2-4。 

表 5.2-4 评价区浮游动物密度（ind./L）和生物量（mg/L） 

采样点 一分干 二分干 枢纽区 西干渠 均值 

原生生

物 

密度 36 6 36 25 25.75 

生物量 0.0011 0.0002 0.0011 0.0007 0.0008 

轮虫类 密度 60 10 48 12 32.5 

生物量 0.053 0.012 0.033 0.035 0.033 

枝角类 密度 66 5 36 36 35.75 

生物量 1.24 0.08 1.14 0.58 0.76 

桡足类 密度 24 6 32 39 25.25 

生物量 0.15 0.09 0.16 0.35 0.19 

合计 密度 186 27 152 112 119.3 

生物量 1.44 0.18 1.33 0.97 0.98 

3） 底栖动物 

底栖动物是指生活史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水体底部的水生动物类群。

栖息形式多为固着于岩石等坚硬基体上或生活于泥沙等松软基质中，此外还有附

着于植物和其他底栖动物的体表，以及栖息于潮间带。底栖动物在水域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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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参与水体的自净过程，具有区域性强，迁移能力弱等

特点，不同种类底栖动物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及对污染等不利因素的耐受力和敏

感程度不同，利用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和群落结构等生态指标能够反映水体环境

质量及变化。 

评价区共检出底栖动物3类21种（属），以圆田螺属、环棱螺属和无齿蚌属

为主，其中节肢动物7种，环节动物12种，软体动物2种，评价区底栖动物名录见

表5.2-5。 

表 5.2-5 评价区底栖动物名录 

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分布点位 

一分

干 

二分

干 

枢纽

区 

西干

渠 

一、 节肢动物 Arthropoda     

1 四节蜉 Baetis sp.   +  

2 摇蚊 Chironomonus sp. + + + + 

3 锯齿新米虾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sinensis + + + + 

4 日本沼虾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 + + + 

5 秀丽白虾 Exopalaemon modestus   +  

6 罗氏沼虾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 + 

7 克氏原鳌虾 Procambarus clarkia + + + + 

二、 软体动物 Mollusca     

8 中华圆田螺 Cipangopaludina cathayensis + + + + 

9 铜锈环棱螺 Bellamya aeruginosa + + + + 

10 梨形环棱螺 Bellamya purificata + + + + 

11 卵萝卜螺 Radix ovata  + +  

12 椭圆萝卜螺 Radix swinhoei  + + + 

13 光滑狭口螺  Stenothyra glabra + +  + 

14 长角涵螺 Alocinma longicornis  + + + 

15 大沼螺  Parafossarulus eximius +  +  

16 赤豆螺 Bithynia fuchsiana + +   

17 方格短沟蜷 Semisulcospira cancellata    + + 

18 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 + + + + 

19 背角无齿蚌 Anodonta woodiana +  + + 

三、 环节动物 Annelida     

20 水丝蚓 Limnodrilus sp. +  + + 

21 宽体金线蛭 Whitmania pigra   +  

注：“+”表示调查到该物种 

评价区底栖动物平均密度为41.85 ind./m
2，其中节肢动物为11.67 ind./m

2，软

体动物为28.38 ind./m
2，环节动物为1.80 ind./m

2；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为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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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
2，节肢动物生物量为0.34 g/m

2，软体动物生物量为90.50 g/m
2，环节动物生

物量为0.10 g/m
2，评价区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见表5.2-6。 

表 5.2-6 评价区底栖动物的密度（ind./m
2）和生物量（g/m

2） 

采样点 一分干 二分干 枢纽区 西干渠 均值 

节肢动

物 

密度 12.1 11.5 10.6 12.5 11.67 

生物量 0.44 0.38 0.29 0.24 0.34 

软体动

物 

密度 26.5 31.2 26.4 29.4 28.38 

生物量 92.5 88.5 85.5 95.5 90.50 

环节动

物 

密度 2.2 1.5 1.9 1.6 1.80 

生物量 0.12 0.09 0.11 0.08 0.10 

合计 密度 40.8 44.2 38.9 43.5 41.85 

生物量 93.06 88.97 85.9 95.82 90.94 

4） 水生维管束植物 

根据现场调查，评价区有水生植物2类11种，其中沉水植物5种，占总数的

45.5%，挺水植物6种，占总数的54.5%。水生植物见表5.2-7。 

表 5.2-7 评价区水生维管束植物名录 

生活型 种 拉丁名 

沉水植物 

1. 金鱼藻 Ceratophyllum demersum 

2. 黑藻 Hydrilla verticillata  

3. 马来眼子菜 Potamogeton wrightii 

4. 穗状狐尾藻 Myriophyllum spicatum 

5. 菹草 Potamogeton crispus 

挺水植物 

6. 水蓼 Polygonum hydropiper 

7. 齿果酸模 Rumex dentatus 

8. 喜旱莲子草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9. 野芋 Colocasia antiquorum 

10. 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11. 水芹 Oenanthe javanica 

5） 鱼类 

<1>、种类组成 

根据现场结果显示，评价区共有鱼类55种，隶属于7科，其中鲤科鱼类种类

最多（37种），其次是鳅科（5种）。主要经济鱼类主要是鲫、鲤、蒙古鲌、黄

尾鲴、翘嘴鲌、黄鳝和泥鳅，小型鱼类如大鳍鱊、高体鳑鲏、䱗、贝氏䱗、等均

为优势种。与环评阶段调查结果相比，本次调查水域没有新的记录，说明评价区

鱼类组成较为普遍。 

表 5.2-8 评价区鱼类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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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 拉丁名 分布点位 

一分

干 

二分

干 

枢纽

区 

西干

渠 

一、  鲤形目 Cypriniformes     

(一)  鲤科 Cyprinidae     

1.  宽鳍鱲 Zacco platypus   + + + 

2.  马口鱼 Opsariichthys bidens  +  +  

3.  青鱼 Mylopharyngodon piceus    +  

4.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a    +  

5.  赤眼鳟 Squaliobarbus curriculus    +  

6.  鳊 Parabramis pekinensis   +  

7.  䱗 Hemiculter leucisculus  + + + + 

8.  贝氏䱗 Hemiculter bleekeri  + + + + 

9.  红鳍原鲌 Culterchthys erythropterus   +  

10.  翘嘴鲌 Culter alburnus   +  

11.  蒙古鲌 Culter mongolicus mongolicus    +  

12.  达氏鮊 Culter dabryi dabryi    +  

13.  团头鲂 Megalobrama amblycephala    +  

14.  大眼华鳊 Sinibrama macrops    +  

15.  银鯝 Xenocypris argentea    +  

16.  黄尾鲴 Xenocypris davidi    +  

17.  圆吻鯝 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  

18.  似鳊 Pseudobrama simoni    +  

19.  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  

20.  鳙 Aristichthys nobilis    +  

21.  唇䱻 Hemibarbus labeo    +  

22.  花䱻 Hemibarbus maculatus    +  

23.  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  + + + + 

24.  华鳈 Sarcocheilichthys sinensis    +  

25.  江西鳈 Sarcocheilichthys kiangsienis    +  

26.  黑鳍鳈 Sarcocheilichthys nigripinnis    +  

27.  银鮈 Squalidus argentatus   +  

28.  棒花鱼 Abbottina rivularis   + +  

29.  乐山小鳔鮈 Microphysogobio kiatingensis  +  +  

30.  蛇鮈 Saurogobio dabryi   + + 

31.  大鳍鱊 Acheilognathus macropterus   +  

32.  兴凯鱊 Acheilognathus chankaensis   +  

33.  高体鰟鲏 Rhodeus ocellatus  + +  + 

34.  中华鰟鲏 Rhodeus sinensis  + + +  

35.  彩石鰟鲏 Rhodeus lighti    + + 

36.  鲤 Cyprinus carpio    +  

37.  鲫 Carassius auratus  + + + + 

(二)  鳅科 Cobit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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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华沙鳅 Botia superciliaris    +  

39.  花斑副沙鳅 Parabotia fasciata    +  

40.  中华花鳅 Cobitis sinensis    +  

41.  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 + + + 

42.  大鳞副泥鳅 Paramisgurnus dabryanus    + + 

二、  鲇形目 Suluriformes     

(三)  鲇科 Suluriformes       

43.  鲇 Silurus asotus   +  

44.  胡子鲇 Clarias fuscus   +  

(四)  鲿科 Bagridae     

45.  黄颡鱼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  

46.  光泽黄颡鱼 Pelteobagrus nitidus    +  

47.  瓦氏黄颡鱼 Pelteobagrus vachellii    +  

48.  大鳍鱯 Mystus macropterus   +  

三、  合鳃鱼目 Synbranchiformes     

(五)  合鳃鱼科 Synbranchidae     

49.  黄鳝 Monopterus albus + + + + 

四、  鲈形目 Perciformes     

(六)  鮨科 Serranidae     

50.  鳜 Siniperca chuatsi   +  

51.  大眼鳜 Siniperca kneri   +  

(七)  塘鳢科 Eleotridae     

52.  中华沙塘鱧 Odontobutis sinensis    +  

53.  小黄黝鱼 Hypseleotris swinhonis    +  

(八)  虾虎鱼科 Bodiidae     

54.  子陵吻虾虎鱼 Rhinogobius giurinus + + +  

(九)  鳢科 Channidae       

55.  乌鳢 Channa argus   +  

注：“+”表示调查到该种类 

<2>、鱼类区系组成及特点 

评价区鱼类主要由4个区系复合体构成，即： 

中国平原区系复合体：评价区有青鱼、草鱼、鳊、䱗、鲢、鳙、鲤、鲫等为

代表种类。这类鱼的特点：很大部份产漂流性鱼卵，一部分鱼虽然产粘、沉性卵

但粘性不大，卵产出后附着在物体上，不久即脱离，顺水漂流并发育；该复合体

的鱼类都对水位变动敏感，许多种类在水位升高时从湖泊进入江河产卵，幼鱼和

产过卵的亲鱼入湖泊育肥。在北方，当秋季水位下降时，鱼类又回到江河中越冬；

它们中不少种类食物单纯，生长迅速。 

南方平原区系复合体：评价区有乌鳢、黄鳝、黄黝鱼等。这类鱼身上花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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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些种类具棘和吸取游离氧的副呼吸器官，如乌鳢的鳃上器，黄鳝的口腔表

皮等。此类鱼喜暖水，在北方选择温度最高的盛夏繁殖，多能保护鱼卵和幼鱼，

分布在东亚，愈往低纬度地带种类愈多。分布除东南亚外，印度也有一些种类。

说明此类鱼适合在炎热气候、多水草易缺氧的浅水湖泊池沼中生活。 

晚第三纪早期区系复合体：评价区有泥鳅、鲇等。该动物区系复合体被分割

成若干不连续的区域，有的种类并存于欧亚，但在西伯利亚已绝迹，故这些鱼类

被看作残遗种类。它们共同特征是视觉不发达，嗅觉发达，以底栖生物为食者较

多，适应于当时浑浊的水中生活。 

北方平原区系复合体：评价区有麦穗鱼等。它们耐寒，较耐盐碱，产卵季节

较早，在地层中出现得比中国平原复合体靠下，在高纬度分布较广，可分布欧洲

西部直到亚洲东北部的科累马河。随着纬度的降低，这一复合体种的数目和种群

数量逐渐减少。 

<3>、鱼类生态类型 

食性类型：根据评价区成鱼的摄食对象，可以将评价区鱼类划分为3类， 

植食性鱼类，包括以维管植物为食的草鱼等。 

肉食性鱼类，包括以鱼类为主要捕食对象的鲇、乌鳢等及以浮游动物为食的

翘嘴鲌等。 

杂食性鱼类，该类鱼食谱广，包括小型动物、植物及其碎屑，其食性在不同

环境水体和不同季节有明显变化。包括鲤、鲫、泥鳅、䱗属鱼类等。 

产卵类型：评价区鱼类的产卵类型可分为4类， 

产粘沉性卵类群，本水域鱼类绝大多数鱼类为产粘沉性卵类群。这一类群包

括鲇形目的黄颡鱼、鲇等；鲤科的宽鳍鱲、马口鱼、鲤、鲫等；鳅科的泥鳅、中

华沙鳅等。其产卵季节多为春夏间，也有部分种类晚至秋季，且对产卵水域流态

底质有不同的适应性，多数种类都需要一定的流水刺激。产出的卵或粘附于石砾、

水草发育，或落于石缝间在激流冲击下发育，少数鱼类产卵时不需要水流刺激，

可在静缓流水环境下繁殖，对产粘、沉性卵，其卵有的黏附于水草发育，如鲤、

鲫、泥鳅等；有的黏附于砾石，如鲇等。 

产漂流性卵类群，产漂流性卵鱼类，产卵需要湍急的水流条件，通常在汛期

洪峰发生后产卵。这一类鱼卵比重略大于水，但产出后卵膜吸水膨胀，在水流的



 

廖坊水利枢纽灌区二期工程竣工环保验收生态调查报告 

42 
 

外力作用下，鱼卵悬浮在水层中顺水漂流。孵化出的早期仔鱼，仍然要顺水漂流。

从卵产出到仔鱼具备溯游能力。这类鱼有鲢、鳙、草鱼等。 

产浮性卵类群，乌鳢、鳜等鱼类的卵具油球，在水中漂浮发育。 

产特异性卵类群，鱊亚科的高体鰟鮍的卵在蚌类的鳃瓣中发育。 

栖息类型：根据水域流态特征及鱼类的栖息特点，调查水域鱼类大致可分为

以下3个类群。 

急流底栖类群，此类群部分种类具特化的吸盘或类似吸盘的附着结构，适于

附着在急流河底物体上生活，以附着藻类及有机碎屑等为食，也有少数头部不具

特化的吸附结构但习惯于生活于激流的种类，或以藻类有机碎屑或以小型鱼类及

软体动物等为食。这一类鱼群数量不多，多分布于水流较急的支流及干流的激流

段。 

流水类群，此类群主要或完全生活在江河流水环境中，体长形，略侧扁，游

泳能力强，适应于流水生活。它们或以水底砾石等物体表面附着藻类为食，或以

有机碎屑为食，或以底栖无脊椎动物为食，或以软体动物为食，或主要以水草为

食，或主要以鱼虾类为食，甚或为杂食性；或以浮游动植物为食。该类群有宽鳍

鱲、马口鱼、草鱼、鳙、鲢、翘嘴鲌等。 

静缓流类群，此类群适宜生活于静缓流水水体中，或以浮游动植物为食，或

杂食，或动物性食性，部分种类须在流水环境下产漂流性卵或可归于流水性种类，

该类群种类有黑鳍鳈、泥鳅、棒花鱼、鲤、鲫、鲇、鳜、乌鳢、黄鳝等。 

<4>、鱼类“三场” 

产卵场：抚河产粘性卵鱼类，繁殖期在 4-6 月份，主要有鲿科、鲇科以及

鲤科的鮊属、鲤、鲫等。这些鱼类繁殖需要砾石、沙石底质和水草环境，鱼类产

卵后受精卵或入砾石缝中，或粘附沙砾上，或埋藏于沙砾中，或粘附于水生高等

植物体上孵化。产粘沉性卵鱼类对产卵场条件的要求并不严格，只要达到水温要

求，具备必要的附着基质便可形成各自的产卵场。其中部分鱼类在静水环境条件

下便可产卵，如鲤科的鮊属鱼类、麦穗鱼、鲤、鲫等；部分鱼类需要一定的流水

刺激才能产卵，如鲿科的黄颡鱼属、鮡科等鱼类。符合这些鱼类繁殖的生境条件

在抚河水域较为普遍，相应地鱼类产卵场也较为分散，产卵规模小而不稳定。抚

河干流焦石坝坝下楼下村至大皂村、南城段新丰镇至朱良镇、梦港水河口、黎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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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河口等洲滩为鲇、黄颡鱼等产粘性卵鱼类提供了良好的产卵条件；洲滩四周水

生植物丰茂的支汊为鲤、鲫等粘草产卵鱼类提供了良好的产卵场所。 

抚河产漂流性卵鱼类主要有“四大家鱼”等，抚州段“四大家鱼”鱼类资源调

查中，草鱼数量较多，鲢、鳙次之，青鱼最少。抚河“四大家鱼”自然种群数量减

少趋势明显，且主要为 1-2 龄鱼。近年来，由于抚河水电梯级开发，抚河流域“四

大家鱼”产卵场衰退较明显。抚河干流焦石坝、廖坊坝上适应“四大家鱼”产卵场

水文条件的水域已消失，坝下的产卵场位置大幅度向下游移动，且其产卵所需要

的流水条件受水库调度影响较大。据调查资料，目前抚河干流焦石坝坝下、廖坊

坝下分布有“四大家鱼”产卵场，但规模很小且分布零散。 

其他产漂流性卵鱼类产卵场通常在江面宽窄相间水域或河道弯曲段，江水

通过时流速发生变化，流态复杂，能满足部分鱼类繁殖需求。抚河支流沧浪水、

官庙水、琅琚水河口处水文情势比较复杂，为沙鳅等产漂流性卵鱼类提供了产卵

场条件。 

越冬场和索饵场：抚河流域每年 11 月份以后，随着气温下降，水量减少，

水位降低，鱼类活动减少，鱼类从支流或浅水区进入饵料资源相对较为丰富，温

度较为稳定的深水河道或深潭中越冬。因此，鱼类越冬场一般为急流险滩下水流

冲刷形成的深潭，深潭河床多为岩基、礁石和砾石，水生昆虫较为丰富。抚河上

游梅潭、界潭，中游洪门水库、廖坊枢纽等梯级库区江段等为鱼类提供了良好越

冬场条件。 

3 月份后，抚河水温逐渐回升，鱼类从越冬深水区上溯至河流浅水砾石滩或

缓流区域索饵。汛期鱼类随涨水上溯，游到各淹没区和支流索饵，觅食范围扩大。

以有机碎屑、底栖无脊椎动物等为主要食物的鱼类，一般以浅水区、光照条件好，

有礁石或砾石滩，底栖无脊椎动物丰富江段为索饵场所。喜急流性鱼类的索饵区

多为平缓的砾石长滩，水流平急区；缓流水或静水性鱼类的索饵区一般在险滩深

潭河段、河湾回水区、开阔平缓河段和支流河口河段。抚河支流官庙水、九剧水、

芦河河口上游、洪水水库等梯级库区为鱼类较集中的索饵场。 

<5>、渔业资源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抚河流域鱼类资源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主

要体现在天然捕捞产量呈下降趋势。1957 年全流域捕捞产量为 2814 t，到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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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至 1867 t，减少 947 t，年均减少 27 t，年递减 10%。从捕捞的品种看，一些

传统的凶猛性鱼类，如鳡、鲌、鳜鱼等产量也逐年减少，有的甚至难以捕到。从

捕捞的个体看，亦呈小型化趋势。 

20 世纪初抚河抚州段渔获物调查中，渔获物组成以鲤科鱼类为主；主要有

鲤、鲫、䱗、鳜、青鱼、草鱼、鲢、鳙、赤眼鳟、鳊、鲌、鲴、马口鱼、银鮈、

蛇鮈、宽鳍鱲、花䱻、鱊、鳅、乌鳢、鲂、黄鳝、黄颡鱼、鲇、鰁等。其中，鳅

科、鮈亚科、䱗类、鲤、鲫类、黄颡鱼类、鳊、鲂、鲴、鲌类等占据优势地位，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鳅科、鮈亚科、䱗类。 

河中游渔获物组成以鲤、鲫、鲴、黄颡鱼、花䱻、蛇鮈、沙鳅等食底栖生

物鱼类为主，四大家鱼等半洄游性鱼类所占比例较少，个体体型较小，且年龄结

构简单，以 1 龄和 2 龄鱼为主。“四大家鱼”渔获物中低龄鱼比重较大。 

2016 年 6-7 月对抚河抚州段渔业进行调查，该河段渔业资源以鲢、鳙、蒙

古鲌、黄尾鲴、泥鳅、黄鳝为主，另外日本沼虾也是主要的渔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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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态环境监测 

5.1 陆生生态监测 

监测目的：了解工程施工和运行对陆生生态的影响，掌握陆生生态修复的实

际效果。 

监测范围：枢纽区及干渠施工区附近，调查范围包括：植被类型、群落特征、

珍稀植物和陆生动物种类、数量、分布以及施工结束后的生态修复效果等情况，

竣工验收后 5 年各进行 1 期全面的陆生生态调查。 

5.2 水生生态监测 

监测目的：了解项目运行期间引起鱼类与其他水生生物资源变化及发展趋势，

掌握项目建设前后相关河流区域生态环境变化规律，预测不良趋势并及时发布警

报，为流域水生生物保护，水资源与生物资源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监测内容：水体理化指标：水温、pH、盐度、浊度、硬度、碱度、DO、TP、

TN 等。饵料生物：浮游植物（叶绿素 a 含量）、藻类、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的种

类和数量。 

鱼类资源：鱼类的种类组成与比例、时空分布、种群结构、资源现状，重点

监测䱗、鲇、鲫、鲤等重要经济鱼类，以此分析水生生态保护措施的实际保护效

果。 

鱼类生态习性：产卵场的分布与规模、繁殖时间和频次以及鱼类越冬场和索

饵场的情况，重点了解工程建成前后“三场”的变化。 

监测时间和频次：竣工验收后 5 年内，每年监测各进行 1 次。 

水体理化指标、浮游植物、藻类、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在 3、7、11 月各监

测 1 次；鱼类资源监测 4～6 月、10～12 月各进行 1 次；鱼类产卵场调查 3～8

月进行 1 次（以 4～7 月为重点）。 

监测方法：按照《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HJ 710.7-201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HJ 710.8-2014）等有关

要求进行。 

监测断面：枢纽区抚河河段、一分干、二分干和西干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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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查结论和后续工作要求 

6.1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 

6.1.1 陆生生态保护措施 

陆生植物保护措施：对施工临时施工场地、弃渣场、取土场等区域进行植被

复绿，边使用，边平整，边绿化，边复耕；减少对渣场周围耕地和草地的破坏。 

工程植物恢复措施与创建技术，根据本地的气候环境，进行植被复绿， 其

中，植被恢复尽量避免使用外来种，使用土著种类，对工程压占草地植被进行生

态补偿。 

陆生动物保护措施，主要有噪音防治措施，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和植被修复栖

息生境等，在涵洞口附近两侧通过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的方式设置灌草植物群落

仿自然生境。 

6.1.2 水生生态保护措施 

项目实施的水生生态保护措施，主要有水生态影响避免措施、生态影响减缓

措施和生态影响管理措施，其中生态影响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增殖放流措施、渔

政管理措施。 

6.2 环境影响调查分析 

6.2.1 陆生生态影响调查 

工程建设对影响范围内的植被有一定面积的破坏，施工加工厂、弃渣场、搅

拌站、堆料场、施工便道等会占用林地，对植被有一定的破坏。根据现场调查，

在工程布置的弃渣场、加工厂等施工区，均采取了响应的绿化及植被恢复措施，

已起到一定的整体的绿化效果。 

由于评价区面积大，工程占地区面积相对狭小，施工区位于人类活动频繁的

区域，植被物种相对简单，工程占地内的原生植物大都是评价区分布较为广泛的

植物物种，所以评价区内原生植物的物种组成和种群数量不会因施工而发生显著

变化，即评价区野生植物多样性不会发生改变。 

施工期间，在临时征地区域的环境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并对区域内的野生

动物的生活和取食环境造成影响，但野生动物趋避能力强。施工爆破和机械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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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驱赶作用，但一般的动物都有主动避害的能力，为避免施工期间的噪声

和其它危害，这些动物将被迫向临近地段的适宜生境中迁移。工程建成运行期后，

随着周围环境的逐渐好转，部分动物将会逐渐迁回原来的环境中。 

6.2.2 水生生态影响调查 

工程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施工期间堆料、弃渣在遇到暴雨时形成的水土流失

造成周边水体的透明度下降、水体悬浮物增加的影响；施工机械的油污跑、冒、

滴、漏产生的含油污水等会对施工区附近水质产生一定影响；施工期的废水排放

对水生生物的影响；工程涉水施工入跨河渡槽的施工，槽墩施工对水生生物的影

响。 

运行期间，河流的生境条件基本恢复后，水文情势基本上没有变化，运行期

间对周边水生生态的影响较小。 

6.2.3 湿地生态影响调查 

廖坊国家湿地公园（试点）设立于廖坊水库建成之后，主要依托于廖坊水库，

库区为湿地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工程建设和施工，对廖坊水库库区的影响较小，

同时，水库开展的入库污染源削减、水库水质保护和改善，开展库区增殖放流，

加强渔政管理等措施，以保护廖坊国家湿地公园（试点）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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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评价区植物样方 

样方 1、樟林样方调查表 

日期： 2021.4.26 样方总面积/m
2： 20m×20m 记录人：潘保强、邹铖 

植被类型 
樟 林 （ Form. Cinnamomum 

camphora） 

环境特征 

地形 海拔（m） 坡向 坡度（°） 

地点 水西附近 平地 145 / / 

经纬度 27°46′19.93″N，116°38′34.81″E 

层次 三层 

分层 层盖度 种类组成与生长状况 考察照片 

乔木层 
郁闭度

0.7 

层 均 高 7m ， 优 势 种 为 樟

（Cinnamomum camphora），高约

5~8m，胸径 5~25cm，盖度 60%，主

要 伴 生 种 为 马 尾 松 （ Pinus 

massoniana）、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 

 

灌木层 
层盖度

50% 

层均高 1.5m，优势种为插田泡（Rubus 

coreanus），高约 1~1.5m，盖度 40%，

主要伴生种为牡荆（Vitex negundo 

var. cannabifolia）、盐肤木（Rhus 

chinensis ） 、 山 莓 （ Rubus 

corchorifolius）等。 

草本层 
层盖度

30% 

层均高 0.3m ，优势种为野青茅

（ Deyeuxia pyramidalis ）， 高 约

0.1~0.3m，盖度 25%，主要伴生种为

商陆（Phytolacca acinosa）、野菊

（Chrysanthemum indicum）、鬼针草

（Bidens pilosa）等。 

样方 2、枫杨林样方调查表 

日期： 2021.5.26 样方总面积/m
2： 20m×20m 记录人：潘保强、邹铖 

植被类型 
枫 杨 林 （ Form. Pterocarya 

stenoptera） 

环境特征 

地形 海拔（m） 坡向 坡度（°） 

地点 上龙邓家附近 低山丘陵 126 ES 10 

经纬度 27°51′6.48″N，116°30′2.26″E 

层次 三层 

分层 层盖度 种类组成与生长状况 考察照片 

乔木层 
郁闭度

0.75 

层 均 高 7m ， 优 势 种 为 枫 杨

（ Pterocarya stenoptera ） ， 高 约

5~7m，胸径 10~25cm，盖度 70%，

主要伴生种为楝（Melia azedarach）、

黄连木（Pistacia chinensis）。 

 

 

 

 

 

 灌木层 
层盖度

30% 

层 均 高 2m ， 优 势 种 为 构 树

（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高约

1~2m，盖度 20%，主要伴生种为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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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君迁子（Diospyros lotus）、白檀

（Symplocos paniculata）、山莓（Rubus 

corchorifolius）等。 

 

草本层 
层盖度

20% 

层均高 0.3m，优势种为野青茅，高约

0.1~0.3m，盖度 15%，主要伴生种为

商陆。 

层间植物 白英（Solanum lyratum）、茜草（Rubia cordifolia） 

样方 3、马尾松林样方调查表 

日期： 2021.4.26 样方总面积/m
2： 20m×20m 记录人：潘保强、邹铖 

植被类型 
马 尾 松 林 （ Form. Pinus 

massoniana） 

环境特征 

地形 海拔（m） 坡向 坡度（°） 

地点 石桥龚家附近 低山丘陵 151 WS 5 

经纬度 27°50′44.69″N，116°31′58.91″E 

层次 三层 

分层 层盖度 种类组成与生长状况 考察照片 

乔木层 
郁闭度

0.8 

层均高 7m，优势种为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 ），高约 5~8m ，胸径

5~20cm，盖度 75%，主要伴生种为白

栎（Quercus fabri）、樟、杉木。 

 

灌木层 
层盖度

50% 

层均高 1m，优势种为檵木，高约 2m，

盖度 40% ，主要伴生种为大青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海金

子（Pittosporum illicioides）等。 

草本层 
层盖度

20% 

层 均 高 0.3m ， 优 势 种 为 芒 萁

（ Dicranopteris pedata ）， 高 约

0.2~0.3m，盖度 15%，主要伴生种为

酢浆草（Oxalis corniculata）、野青茅

等。 

样方 4、杉木林样方调查表 

日期： 2021.4.26 样方总面积/m
2： 20m×20m 记录人：潘保强、邹铖 

植被类型 
杉木林（ Form.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环境特征 

地形 海拔（m） 坡向 坡度（°） 

地点 周溪村附近 平地 148 / / 

经纬度 28°4′0.93″N，116°23′11.02″E 

层次 三层 

分层 层盖度 种类组成与生长状况 考察照片 

乔木层 
郁闭度

0.7 

层均高 7m，优势种为杉木，高约

5~9m，胸径 10~25cm，盖度 65%，

主要伴生种为樟。 

 

 

 
灌木层 

层盖度

60% 

层均高 1.5m，优势种为构树，高约

1~2m，盖度 45%，主要伴生种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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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木、野桐（Mallotus tenuifolius）、

插田泡、白檀等。 

 

草本层 
层盖度

30% 

层均高 0.3m，优势种为芒（Miscanthus 

sinensis），高约 0.3~0.5m，盖度 25%，

主 要 伴 生 种 为 小 蓬 草 （ Conyza 

canadensis）、鬼针草、酢浆草、野青

茅等。 

样方 5、黄荆灌丛样方调查表 

日期： 2021.5.25 样方总面积/m
2： 5m×5m 记录人：潘保强、邹铖 

植被类型 黄荆灌丛（Form. Vitex negundo） 
环境特征 

地形 海拔（m） 坡向 坡度（°） 

地点 箭楼下附近 平地 136 \ \ 

经纬度 28°1′4.84″N，116°29′54.72″E 

层次 二层 

分层 层盖度 种类组成与生长状况 考察照片 

灌木层 
层盖度

60% 

层均高 1.5m，优势种为黄荆（Vitex 

negundo），高约 1~1.5m，盖度 55%，

主要伴生种为构树、楮（Broussonetia 

kazinoki）、牡荆。 

 

草本层 
层盖度

30% 

层均高 0.3m，优势种为野青茅，高约

0.1~0.3m，盖度 25%，主要伴生种为

一年蓬（Erigeron annuus）、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鬼针草等。 

样方 6、构树灌丛样方调查表 

日期： 2021.5.25 样方总面积/m
2： 5m×5m 记录人：潘保强、邹铖 

植被类型 
构树灌丛（Form.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环境特征 

地形 海拔（m） 坡向 坡度（°） 

地点 胡家附近 河边平地 131 / / 

经纬度 28°10′29.91″N，116°23′18.01″E 

层次 二层 

分层 层盖度 种类组成与生长状况 考察照片 

灌木层 
层盖度

70% 

层均高 1.5m，优势种为构树，高约

1~3m，盖度 55%，主要伴生种为桑

（Morus alba）、楝。 

 

草本层 
层盖度

30% 

层均高 0.3m，优势种为野艾蒿，高约

0.2~0.5m，盖度 25%，主要伴生种为

苍耳、牛筋草（Eleusine indica）、鬼

针草等。 

样方 7：白茅灌草丛样方调查表 

日期： 2021.5.25 样方总面积/m
2： 1m×1m 记录人：潘保强、邹铖 

植被类型 白茅灌草丛（ Form. Imperata 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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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indrica） 地形 海拔（m） 坡向 坡度（°） 

地点 周家附近 河边滩涂 134 / / 

经纬度 28°12′20.97″N，116°26′14.54″E 

层次 一层 

分层 层盖度 种类组成与生长状况 考察照片 

草本层 
层盖度

80% 

层均高 0.4m，优势种为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高约 0.4m，盖度 70%，

主要伴生种为鬼针草、狗牙根、牛筋

草。 

 

样方 8、芒灌草丛样方调查表 

日期： 2021.5.25 样方总面积/m
2： 1m×1m 记录人：潘保强、邹铖 

植被类型 
芒灌草丛（ Form. Miscanthus 

sinensis） 

环境特征 

地形 海拔（m） 坡向 坡度（°） 

地点 店前附近 河边滩涂 141 / / 

经纬度 28°12′46.49″N，116°28′54.37″E 

层次 一层 

分层 层盖度 种类组成与生长状况 考察照片 

草本层 
层盖度

60% 

层均高 0.9m，优势种为芒，高约

0.5~1m，盖度 50%，主要伴生种为五

节芒（Miscanthus floridulus）、野艾蒿、

小蓬草等。 

 

样方 9、灌草丛样方调查表 

日期： 2021.5.25    样方面积/m
2： 1m x1m   记录人：潘保强、邹铖 

植被类型 
五节芒灌草丛 

（Form. Miscnthus floridulus） 

环境特征 

地形 海拔（m） 坡向 坡度（°） 

地点 李家村附近 平地 191   

经纬度 28°12′7.58″N，116°26′45.85″E 

层次 一层 

分层 层盖度 种类组成与生长状况 考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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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层 盖度 40% 

层均高 0.8m，优势种为五节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高约

0.6~1m，盖度 30%，主要伴生

种为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

旱茅（Schizachyrium delavayi）、

类芦（Neyraudia reynaudiana）、

蕨（ Pteridium aquilinum var. 

latiusculum）等。  

样方 10、灌草丛样方调查表 

日期：2021.5.25    样方面积/m
2：1m x 1m   记录人：潘保强、邹铖 

植被类型 鬼 针 草 灌 草 丛 （ Form.Bidens 

pilosa） 

环境特征 

地形 海拔（m） 坡向 坡度（°） 

地点 大桥村附近 平地 116   

经纬度 26°27'39.33" N，105°22'00.38" E 

层次 一层 

分层 层盖度 种类组成与生长状况 考察照片 

草本层 
盖度
45% 

层均高 0.6m，优势种为鬼针草

（Bidens pilosa），高约

0.5~0.7m，盖度 40%，主要伴生

种为一年蓬（Erigeron annuus）、

牡蒿（Artemisia japonica）、紫

花香薷（Elsholtzia argyi）、毛

茛（Ranunculus japonicus）、白

茅（Imperata cylindrica）、狗尾

草（Setaria viridis）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