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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PSIR模型的沂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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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准确对流域水生态安全进行定量评价，明确流域水生态安全的限制因素。对 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
响应)模型中“状态”和“影响”指标的选取进行辨析后建立了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多层次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群

组 AHP 法确定各层指标权重并最终计算水生态安全指数。以沂河流域临沂段为例，对该流域 2015年水生态安全状

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流域内水生态安全状态良好区域占 45.2%，一般区域占 54.8%，整体处在一般区间顶部，其

水生态安全指数为 0.573。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仍较稳定，但面临着流域内经济水平亟须提高的威胁以及施肥强度

过大的压力，在生态投入与措施采取中，恢复水生态系统沿岸湿地是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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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 Assessing Water Eco-security in Yi River Based on
DPSI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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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water eco-security and determine the limiting factors of it, this method
established a multi-level index system by discriminating the selection of the "state" and "impact" in the DPSIR
(Drives-Pressures-State-Impact-Responses) model. After establishing the index system, the improved group AHP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and water eco-security index was calculated finally. Taking the Linyi section of Yi
River watershed as an example, the water eco-security in 2015 was asse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ood regions of
assessment object accounted for 45.2%, the general areas accounted for 54.8%, and the water eco-security index of the
assessment object is 0.573, at the top of the general interva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water ecosystem are stable, but
it is facing the threat of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level and the pressure of excessive fertilization. The restoration of wetland in
water ecosystem is priority for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investment and measures 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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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以来，各领域学者从全球安全、国家安全、以及人类自身安全的角度认识到了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1]，并不断发展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其评价指标体系也从单因子发展到

了多指标综合体系[2-6]。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区域、流域、资源等生态安全评价方面取得了重大

成果[7-10]，形成了以区域为核心，流域、生态脆弱区为辅的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格局[11]。但目前为止，

由于对生态安全概念及评价内容等方面没有达成统一，所以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依然处在指标体系

的构建和评价方法的探究阶段[12]。水循环是流域内物质、能量循环的重要承载者，对流域的植被、

气候产生重要影响。水体中溶解性物质的侵蚀是造成流域内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水力、物种多样

性等为流域内居民提供了巨大服务功能。但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流域水生态正在遭受人为的强

烈干扰，另一方面，关于流域水生态的安全评价鲜有报道。

水源不仅对于是动植物的生存必需，同时也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在人类社会生活方面起着无

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江河等水流域而言，其生态安全直接制约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3-15]，人

类活动或多或少都会对水域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是有利影响还是不利影响，都难以避免地对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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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结构产生一定作用，只有水域能够稳定地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提供足够的支撑，才能说明其具

有稳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其对外界威胁的应对能力正是其生态安全的充分体现，也是高于生态健

康的体现，这也是生态学研究中常用的流域水生态安全。这种分析方法侧重于水域的生态安全，利

用水的因果联系 DPSIR 来进行多层次的评价；之后通过 AHP 法对指标权重进行确定，然后对指标

数据进行标准化赋值，并在权重的基础上对影响水生态安全的因素予以明晰；此外，通过实例分析

的方式对沂河流域临沂段开展水域安全方面的探究，从而为提升水域安全水平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1 评价方法

1.1 DPSIR模型

该模型评价建立在以往的 PSR 模型之上，这种压力-状态-响应关系链的评价方法在环境问题分

析中效果明显，该模型在此基础上融入了“驱动力”和“影响”指标，从而更加全面地分析生态环

境社会问题；在这种因果关系链分析的方式之下，人类社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影响能够

多层次的加以分析评价[16]，不仅仅社会生产生活能够显著影响水域结构及安全等方面，而水域生态

的变化也会直接对社会生活产生反作用，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关系链，在该模型分析之下通过“状

态”分析能够对水域当前状态有效识别，同时结合“驱动力”、“压力”指标分析来对其面临的威

胁及压力加以识别，在“影响”分析机制下判别其对相应生态及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制约效果，“响

应”识别能够分析维持生态安全所需保障；综合来看，该模型能够多方面、深层次地开展水域生态

安全分析。

在 DPSIR 模型的应用中，“状态”和 “影响”指标的选取一直较难区分。例如，在流域生态

安全评价方面：徐艺扬等[17]将森林覆盖率定义为流域生态的“状态”指标，而张松等[11]认为森林覆

盖率是河流健康状态造成的影响，所以将其定义为“影响”指标；姚远[18]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流域

生态的“状态”指标，而赵振亚等[19]认为生物多样性为植被盖度等状态造成的“影响”。在水资源

安全评价方面：肖新成等[20]将水质指标定义为水资源的“状态”，而陈洋波等[21]认为水质的下降是

水资源超载影响的结果，所以将水质指标列入“影响”范畴。究其原因，这是由于评价对象内部因

果关系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导致的，即评价对象的水质指标既是水资源超载影响的结果，同时水质又

作为状态对水生生物、植被覆盖等要素产生影响。为明确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中“状态”与“影响”

指标的选择，该评价方法对于水生态系统内部指标仅关注评价时刻的静态状态，即忽略水生态系统

内部指标因果关系的作用过程，皆定义为“状态”指标。“影响”则主要关注水生态系统此刻状态

对与其紧密联系的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

图 1 DPSIR模型示意

Fig.1 Schematic DPSIR model

1.2 评价单元

在进行流域水生态整体评价的同时也要考虑其空间差异性，需将评价对象划分为次级单元进行

评价。以行政区划作为次级评价单元具有可操作性强、易于将评价结果反馈于管理的优势。依据水

系和流域边界确定次级评价单元在体现空间差异性的同时不会破坏流域水生态的连续性[13]。在评价

时可从可操作性等方面选取合适的次级评价单元。

1.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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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域生态分析建立在全面、可靠的指标分析基础上，前提是准确把控生态安全内涵，之后在

此基础上开展相应的研究分析；在水域生态分析过程中不仅仅具有“目标”、“准则”层次，还要

有“要素”、“指标”层次，在合理、全面的基础上选取的指标共 22个，具体如表 1所示。

1.4 权重的确定

各指标在评价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不同，该评价方法采用改进的群组 AHP法确定各层指标权重。

主要步骤为：①各位专家构建两两判断矩阵获得个体排序向量；②根据专家所构造判断矩阵的一致

性程度，并结合聚类分析思想得到每位专家的权重；③加权平均得到综合排序向量，即指标权重。

详细计算过程见文献[22]，所得权重见表 1。
表 1 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le 1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and weight of water eco-security
目标层

Object section
准则层

Criterion section
权重
Weight

要素层
Factor

权重
Weight

指标层
Indicator section

权重
Weight

水生态
安全指数
(ESI)

驱动力 0.128
人口 0.317 人口密度 1

经济 0.683 人均 GDP 0.624
城镇化率 0.376

压力 0.192
资源压力 0.373 建设用地比例 0.271

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 0.729

环境压力 0.627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0.552
施肥强度 0.448

状态 0.313

水力状态 0.36 河道连通性 0.433
平水期水量状况 0.567

生境状态 0.444

氨氮浓度 0.352
高锰酸盐指数 0.149

消落带湿地退化指数 0.231
底泥重金属风险指数 0.269

生物种群状态 0.196 鱼类物种多样性综合指数 1

影响 0.114

生境影响 0.535 森林覆盖率 0.377
水土流失比例 0.623

经济影响 0.316 水灾害损失占 GDP比例 0.318
农村饮用水安全比例 0.682

人文影响 0.149 水生态公众满意度 1

响应 0.253 措施响应 0.642 退耕还湿率 0.350
污水处理率 0.650

经济响应 0.358 生态投入占 GDP比例 1

1.5 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

考虑到指标的取值性难度以及研究的可操作性，同时考虑到不同指标之间的量纲差异较大[23]，

因此在本研究过程中对流域的综合评析采取量化分级的形式，根据实际测量值的优劣分为优秀、良

好、一般、较差、差五级，并进行相应的标准化赋值，具体定义等如表 2所示。

（1）建设用地比例：在人类长期影响下形成的人为景观格局，可表征流域内物质、能量循环的

阻碍。以陆域面积中建设用地的比例表示。

（2）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会影响水文循环进而导致流域内湿地面积减少、

过渡带退化、湖泊萎缩等负面反应[29]。

区域水资源开发强度=年平均农业、工业以及生态用水量/区域水资源的总量×100% (1)
（3）工业废水排放强度：表征流域内点源污染压力，以评价年单位面积的工业废水排放量表示。

（4）施肥强度：流域内的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但较低的化肥利用率使农业成为非点

源污染的罪魁祸首。以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公顷)的化肥施用量(折纯、千克)表示。

（5）河道连通性：水利工程以其隔断效应干扰了水生生物的洄游及不同水域水生生物群体间的

遗传交流，致使生物多样性降低[30-31]。以每公里的闸坝、水电站等水利工程个数表示。

（6）平水期水量状况：以平水期水流淹没河道范围的百分比来表示评价目标的生态需水满足度。

（7）消落带湿地退化指数：消落带湿地可有效拦截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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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落带湿地退化指数=(历史湿地面积数据-当前湿地面积)/目前湿地面积×100% (2)
（8）底泥重金属风险指数：重金属是富集性污染物，底泥是水中重金属迁移的归宿，也是造成

水中重金属二次污染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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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I为潜在生态风险指数；E i
r为第 i种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系数；T i

r为第 i种重金属的毒

性响应系数；C i
f 为第 i种重金属的污染系数；C i

d为第 i种重金属的实测值；C i
r为第 i种重金属的参比

值，可选用当地重金属背景值。

（9）水生生物可以综合反映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该评价方法选择鱼类物种多样性综合指数，

详细计算见《流域健康评估指南》[23]。

（10）森林覆盖率：森林是丰富的物质、能量、资源库，是陆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以其表

征水生态对陆域生态系统的影响。

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陆域总面积×100% (4)
（11）水生态公众满意度：流域内生活居民对水生态现状、措施、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通过

调查问卷的方式实施。

（12）退耕还湿地率：湿地是水生态系统的屏障，能有效控制面源污染，退耕还湿具有重要意

义。以评价对象当年水生态系统沿岸退耕面积比例表示。

表 2 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量化标准

Table 2 Quantitative standard of water eco-securiy assessment index
评价指标赋分及等级

Score and level of assessment index
>0.8

优秀 Best
0.6~0.8

良好 Better
0.4~0.6

一般 General
0.2~0.4

较差 Worse
<0.2

差 Bad
GDP(万元/人) ≥10 8~10 5~8 3~5 <3

人口密度(人/km2) <500 500~1000 1000~2000 2000~3000 ≥3000
建设用地比例(%) <10 10~20 20~30 30~40 ≥40
城镇化率(%) ≥65 55~65 45~55 35~45 <35

施肥强度(kg/hm2) <150 150~250 250~500 500~700 ≥700
平水期水量状况(%) 淹没低堤岸 >75 50~75 25~50 部分河道干涸

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 <20 20~35 35~45 45~60 ≥60
河道连通性(个) <3 3~8 8~10 10~20 ≥20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万吨/(km2·a)] <0.5 0.5~0.9 0.9~1.1 1.1~1.5 ≥1.5
氨氮浓度(mg/L) <0.2 0.2~0.4 0.4~0.8 0.8~3.1 ≥3.1

高锰酸盐指数(mg/L) <5 5~7 7~15 15~20 ≥20
森林覆盖率(%)(山区/丘陵/平原) ≥75/45/18 65~75/35~45/15~18 55~65/25~35/12~15 45~55/15~25/8~12 <45/15/8

底泥重金属风险指数 <100 100~150 150~300 300~600 ≥600
水灾害损失占 GDP比例(%) <0.1 0.1~0.5 0.5~1 1~2.5 ≥2.5
消落带湿地退化指数(%) 0 <5 5~10 10~15 ≥15

水土流失比例(%) <5 5~15 15~40 40~60 >60
鱼类物种多样性综合指数 ≥0.8 06~0.8 0.4~06 0.2~0.4 <0.2
农村饮用水安全比例(%) ≥95 80~95 70~80 40~70 <40
生态投入占 GDP比例(%) ≥1.2 0.9~1.2 0.6~0.9 0.3~0.6 <0.3

退耕还湿率(%) ≥15 10~15 5~10 3~5 <3
污水处理率(%) ≥90 80~90 70~80 60~70 <60

水生态公众满意度(%) ≥80 60~80 40~60 20~40 <20

1.6 水生态安全指数计算

准则层得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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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j表示第 i个准则层的第 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Bi为第 i个准则层的计算标准化值，Wj

为第 j个指标的权重。

目标层即水生态安全指数 WESI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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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i为第 i个准则层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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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水生态安全等级划分

按照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差 5个等级划分水生态安全等级（表 3）
表 3 水生态安全等级

Table The level of water eco-security
项目
Item

水生态安全指数
Water eco-security indicator

水生态安全情况
Situation of water eco-security

优秀 0.8~1.0 水生态系统结构非常健康、功能十分稳定且几乎不存在威胁因素
良好 0.6~0.8 水生态系统结构较为健康、功能基本稳定，具有较强自我调节能力
一般 0.4~0.6 水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可保证，已出现一定威胁，迫近安全阈值
较差 0.2~0.4 水生态系统结构脆弱、功能不健全，破坏后很难恢复
差 0.0~0.2 水生态系统结构崩溃，功能严重缺失，水生态系统即将崩溃

本研究过程中涉及的统计数据取自于临沂市统计年鉴及职能部门数据；通过遥感影像来获取遥

感数据，并采取高分一号；课题组 2015年采样数据作为环境监测数据。

2 沂河流域(临沂段)水生态安全评价

2.1 研究区域

临沂因地临沂河得名，位于北纬 34°22′~36°13′，东经 117°24′~119°11′之间。临沂境内沂河流经

沂水县、沂南县、蒙阴县、平邑县、费县、兰山区、河东区、罗庄区、郯城县，全长约 333 km，流

域面积 11820 km2。近年来，临沂市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水利兴建、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变、水资源大

量开发以及点源、面源污染导致水体出现富营养化，水生态安全面临威胁。评价对象及其次级评价

单元划分见图 2。

图 2 评价区域

Fig.2 Assessment districts

2.2 数据来源

研究区数据包括统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环境监测数据。其中统计数据来源于山东省临沂市

各相关职能部门及统计年鉴，遥感影像为覆盖全流域的高分一号数据，环境监测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5年的采样监测。

3 结果分析

3.1 流域整体分析

沂河流域(临沂段)水生态安全指数为 0.573，处在“一般”区间顶部，水生态系统结构尚完整、

功能可保证，但已出现一定威胁。绘制准则层“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得分雷达图，

如图 3。由图 3 可知：①“驱动力”得分为 0.523，处在 “一般”区间，在准则层中得分较低。究

其原因，较低的人均 GDP(标准化值为 0.290)将会对该流域水生态产生较大威胁。②“压力”、“状

态”得分分别为 0.646和 0.600，处在“良好”区间，水生态面临的直接压力较小、处在较健康状态。

施肥强度(标准化值为 0.520)是目前该流域水生态面临的较大直接压力。周期性淹水以及人类活动的

影响使得消落带内湿地数量减少，消落带湿地退化指数(标准化值为 0.327，处在较差区间)为“状态”

的限制因素。③“影响”的计算得分为 0.459，处在“一般”区间，是准则层中的得分最低项。除水



第 3期 万生新:基于 DPSIR模型的沂河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507·

灾害损失占 GDP比例的标准化值处在良好区间，其余各指标标准化值皆处在一般区间。

图 3 准则层评价结果

Fig.3 Assessment result from criterion section

3.2 空间差异性分析

次级评价单元间具有差异性，水生态安全状况“良好”区域面积占 45.2%，“一般”区域面积

占 54.8%，详见图 4。从空间差异性来看：①处在上游的沂水县、蒙阴县，政策上限制高强度工业、

推行生态化农业，在较小压力下，水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稳定，水生态安全状况处在“良好”区间。

②流域中上游的费县、平邑县、沂南县，水环境状态与生物种群状态成为水生态安全的限制因素，

水生态安全状况处在“一般”区间。③兰山区与河东区处在流域中游，近年来政府部门加大生态投

入，严格执行环保措施，水生态安全状态明显改善，处在“良好”区间。④位于中下游的罗庄区，

重工业为其支柱产业，较大的水资源利用及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对水生态造成了较大压力，并在此压

力下造成了水环境状态和生物种群状态的下降，水生态安全状况处在“一般”区间。⑤郯城县位于

罗庄区下游，水环境状态受到上游影响，水生态安全状况处在“一般”区间。各次级评价单元的准

则层得分及水生态安全指数见表 4。

图 4 次级评价单元水生态安全评价结果

Fig.4 Result from assessment on water eco-security of secondary unit
表 4 各次级评价单元准则层得分及水生态安全指数

Table 4 Score and water eco-security indicators on criterion section of every assessment unit
准则层 兰山区 河东区 罗庄区 沂水县 沂南县 蒙阴县 费县 郯城县 平邑县

驱动力 0.592 0.506 0.585 0.508 0.461 0.530 0.495 0.450 0.458
压力 0.538 0.688 0.372 0.699 0.729 0.664 0.698 0.573 0.590
状态 0.652 0.576 0.450 0.608 0.513 0.628 0.358 0.412 0.453
影响 0.488 0.565 0.465 0.538 0.524 0.684 0.458 0.539 0.438
响应 0.838 0.729 0.747 0.615 0.608 0.603 0.623 0.556 0.605
WESI 0.651 0.626 0.529 0.606 0.573 0.622 0.519 0.499 0.517

4 结 论

1) DPSIR模型不仅可以识别水生态目前的健康状态，又可预见水生态面临的潜在威胁，以及

在人类保护下水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DPSIR模型是进行水生态安全评价的适合模型。

2) 提出了 DPSIR模型在水生态安全评价过程中“状态”和“影响”指标的选择原则：对于水

生态系统内部指标，忽略其因果关系的作用过程，皆定义为“状态”指标，“影响”指标则主要关

注水生态系统此刻状态对与其紧密联系的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人类健康造成的影响。

3) 该方法以 DPSIR 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 22个指标的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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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群组 AHP法确定各层指标权重，并建立指标标准化标准，形成系统的流域水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4) 沂河流域临沂段水生态安全指数为 0.579。其中“状态”得分为 0.621，水生态处于较健康

状态，但人均 GDP标准化值低至 0.290，存在流域内经济水平亟待提高的威胁。在水生态当前健康

状态下，陆域生态系统中存在水土流失比例较大(标准化值为 0.42)现象，水生态对与其紧密联系的生

态系统造成了一定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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