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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南京市是江苏省省会，处于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是长江中下

游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八卦洲汊道是南京市的经济腹地，左汊沿岸

集聚了南钢、南化、南电、扬子石化及扬－巴等一批大型企业，形成了以石化、

钢铁和电力等为主的产业群，左汊工业总产值超过南京市的 40%，经济发展迅猛，

社会经济地位十分重要。 

由于八卦洲汊道已经演变为鹅头型汊道，左汊河道沿程阻力远大于右汊，虽

经过数次治理，但左汊总体仍然呈缓慢淤积、萎缩态势；近十余年，左汊衰退速

率加快，左汊在枯季已多次观测到 12～13%的分流比，左汊水域条件的恶化严重

影响左汊重要工矿企业码头的正常运行。同时，洲头右缘近岸深槽冲刷幅度约 3m

左右，岸坡进一步向陡峻方向发展，如越过临界值，将危及洲头的稳定。八卦洲

头是保障八卦洲汊道河势稳定的基石，洲头如崩塌，重蹈 1983 年以前快速后退

的覆辙，左汊分流比将快速下降至 10%以下，根据长江中下游类似鹅头型汊道支

汊衰亡演变过程来看，该类汊道支汊分流一旦下降至 10%以下，衰亡进程将大幅

加快。届时，治理代价将大幅增加。 

目前，八卦洲汊道两岸及洲上的崩岸险情已经对南京市的总体防洪安全及洲

上三万余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工程措

施，稳定洲头鱼嘴，遏制右汊发展，治理崩岸险情，保障河势稳定及防洪安全。 

2017 年 5 月，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编制完成《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

汊道河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同年 9 月，环保部以“环审[2017]153 号”文

对该报告予以批复。2018 年 10 月，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

成《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咨询报告》。2019 年 3

月，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设处委托南京皓安环境监测有

限公司和常州技丰水产良种繁育场（联合体中标单位，以下简称“我单位”）开展

生态保护及生态监测工作。 

根据环保部批复要求：“施工过程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采用声音记录仪

对江豚实施监控，一旦发现其靠近施工水域，立即暂停施工，避开对其造成意外

伤害。制定珍稀保护水生生物应急救护预案，配置必要的应急救护设施设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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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搁浅的保护动物及时进行救护。加强水生生物监测，开展增殖放流，设置

人工鱼巢。” 

目前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期及运行期均

严格按环评报告要求开展水生生态监测及江豚保护工作，并已完成全部水生生物

增殖放流活动。目前工程已进入运行期，人工鱼巢方案论证过程中与专家及海事

等相关部门沟通发现在八卦洲现有条件下人工鱼巢实施困难，各项条件均不成熟，

经“水生态补偿措施调整方案”专家会论证后决定将人工鱼巢调整为增殖放流，

运行期分三年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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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工程地理位置 

长江南京八卦洲汊道上起下关、下至西坝，主泓长约 18km。八卦洲洲体长

约 10.1km、最大宽度约 7.5km。八卦洲位于南京市栖霞区西北部，南与南京市主

城区、北与六合区一江相隔，东南与新生圩外贸码头隔江相望，西与浦口区遥相

呼应。 

1.2 工程任务和规模 

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为《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整理规划

（2016 年修订）》中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河势控制及河道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长江中下游河势控制和河道整治工程”的

子项。 

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是在不影响防洪安全、河势稳定及两岸港口码

头等设施运行的前提下，在现状基础上通过采取工程措施，遏制左汊分流比进一

步下降，改善左汊局部水域条件，为左汊工矿企业码头运行创造有利条件；加固

河段护岸工程薄弱段，保障堤防安全，以支撑南京市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包括：洲头水下鱼嘴加固工程、右汊进口护底工程、

洲头右缘深槽防护工程及洲头左缘、上坝、洲头右缘、天河口、燕子矶等护岸加

固工程。 

八卦洲头水下鱼嘴加固、右汊进口护底工程是保障八卦洲汊道分流格局相对

稳定，维护八卦洲左汊内企业码头设施正常运行的控制性工程，参照《防洪标准》

（GB60201－94），八卦洲头水下鱼嘴加固过程、右汊进口护底工程按 2 级建筑

物设计。 

整治工程规模为：八卦洲头水下鱼嘴加固工程 310m，右汊进口段护底面积

36.90 万 m2，洲头右缘深槽防护面积 16.91 万 m2，护岸加固工程 7270m。 

主要工程量：采砂 160.44 万 m3；袋装砂砂枕 123.41 万 m3；系混凝土块软

体排 40.11 万 m2；聚丙烯网兜块石 61.90 万 m3；抛石 8.32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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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程场地布置 

（1）洲头水下鱼嘴加固工程 

八卦洲水下鱼嘴工程左汊起点与八卦洲左缘护岸工程相连接，工程右汊重点

与八卦洲右缘护岸工程相接，长度 310m。 

（2）八卦洲头右汊进口护底工程  

护底工程采用系混凝土块软体排，防护范围为洲右缘深槽与燕子矶近岸－

30m 深槽的过渡段，顺水流向长度为 450m，面积 36.90 万 m2。 

（3）八卦洲头右缘深槽防护工程 

右缘深槽防护工程采用袋装砂、砂枕进行坡脚防护，袋装砂防护体上采抛投

1m 厚聚丙烯网兜块石防护。 

（4）护岸加固工程 

1）八卦洲头左缘 

洲头左缘原护岸工程前缘进行加固，加固范围长 1410m。 

2）上坝段 

洲左缘上坝段原护岸工程前缘进行加固，加固范围长 1400m。 

3）八卦洲头右缘 

洲头右缘原护岸工程进行加固，加固范围长 1600m。 

4）天河口段 

天河口段原护岸工程前缘进行加固，加固范围长 1300m。 

5）燕子矶段 

拟对城北水厂上游沿线原护岸工程前缘进行加固，加固范围上起-20m 槽头，

下至城北水厂 1 号泵房上游 500m 处，加固范围长 1560m。 

表 1.3-1 工程施工内容 

序号 工程项目 工程规模 整治目的 

1 洲头水下鱼嘴加固工程 310m 稳定八卦洲汊道分流格局 

2 右汊进口护底工程 36.90 万 m2 
防止右汊进口口门扩大，减缓

右汊发展速率 

3 洲头右缘深槽防护工程 16.91 万 m2 保障洲头稳定 

4 护岸加固工程 7270m 保障洲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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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项目 工程规模 整治目的 

4.1 洲头左缘护岸加固工程 1410m 保障洲头稳定及洲堤安全 

4.2 上坝护岸加固工程 1400m 保障洲堤堤防安全 

4.3 洲头右缘护岸加固工程 1600m 保障洲头稳定及洲堤安全 

4.4 天河口护岸加固工程 1300m 保障洲堤安全 

4.5 燕子矶护岸加固工程 1560m 保障岸坡稳定，稳定顶冲点 

1.4 工程占地及拆迁安置 

工程永久占地包括鱼嘴加固、抛投护岸、沉排护底等工程结构等，占地范围

均为水面以下河床，属水利工程管理范围，无需征地和拆迁。 

临时占地主要为采砂区和施工临时码头占地，采砂区临时占用黄家洲边滩水

面以下河床，临时码头位于洲头平台右缘、占用部分水面，均属水利工程管理范

围，无需征地和拆迁。但采砂区为渔民传统捕鱼区，施工期间对其有一定影响，

进行适当补偿。 

1.5 生产工艺 

工程地点分别位于八卦洲洲头及左右汊长江两岸近岸水面。工程所用砂袋、

充填砂料、块石等主要材料普遍通过水路运输至施工现场。各抛投工程所在地点

江面宽阔，水深条件良好，与外界的水运均很方便。 

砂枕施工直接采用抛枕船（开底驳）进行定位、抛投，砂枕砂袋采用长丝机

织土工布，充填料采用江砂。系混凝土块软体排采用水上沉排施工工艺，主要施

工设备为沉排船，在沉排船上完成排体铺放、压重混凝土块绑扎。水下抛石用定

位船控制平面位置，抛石驳船垂直于定位船顺水流方向挂放。 

抛投护岸工程、沉排护底工程需要的交通条件以水运为主，现有交通条件满

足要求，根据施工需要可在工程施工区域附近设置材料转运码头。 

水下抛投聚丙烯网兜块石护岸工程中，聚丙烯网兜块石由驳船直接从沿江码

头或现场临时码头装船，水运至抛石施工地点，定位后吊装抛入河床。 

1.6 项目实施总进度安排 

工程利用两个枯水季节施工，总工期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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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度：实施洲头水下鱼嘴加固、右汊进口护底、洲头左缘护岸加固、上

坝段护岸加固及天河口护岸加固工程。 

第二年度：实施洲头右缘深槽防护、洲头右缘护岸加固工程。 

工程于 2018 年 12 月开工，2020 年 12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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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补偿措施落实及变动情况 

2.1 生态补偿措施落实情况 

环评要求及实际落实情况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环评要求及实际落实情况对照表 

措施 原环评内容和要求 实际建设内容 

人工

鱼巢 

本项目护岸工程可能造成施工区域产粘草基质卵鱼类产卵场的损失，计划采用人工鱼巢的方式

还缓解工程对鱼类产卵场的影响。工程建成后第 1、2、3 年的 4 至 7 月，在左汊对岸滨江路沿

岸、左汊共和村，外沙村沿岸、八卦洲洲尾各设置 2500m2 人工鱼巢。在工程实施时，在不影

响通航安全的前提下，应预先埋设桩、槽等，以利于后期人工鱼巢的附着和固定，同时为方便

日后工程的环保验收，人工鱼巢应做好 GPS 定位工作。 

 

 

 

 

 

 

 

 

 

 

 

 

与河海大学合作，历时 2 个月完成《人工鱼巢设计实施方案——

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生态保护及生态监测项

目》。但由于客观因素影响难以实施，2021 年 6 月 1 日组织专家

召开了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水生态补偿措施调

整方案论证会，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水生态补偿措施方案调整，

列出了比选方案，并最终确定将原人工鱼巢补偿方案调整为增殖

放流，目前还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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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

放流 

鱼类增殖放流对象：主要选择受工程影响较大的种类，尤其是珍稀保护鱼类和主要经济鱼类。

主要放流对象为草鱼、鲢、鳙、鳊、长吻鮠、瓦氏黄颡鱼、胭脂鱼、鲇等鱼类以及软体动物河

蚬、湖沼股蛤。放流周期暂定为 5 年，其中施工期 2 年、运行期 3 年，放流时间暂定施工期第

二年和工程建成后第一年的 5-7 月份。根据工程涉水施工安排，以及长江中下游禁渔期为 3～

6 月的时间特点，放流时间选择在 5 月份，这样既避开了工程施工期，又在长江中下游禁渔期

内，有利于提高放流的成活率。放流地点分别选择在八卦洲水道左汊外沙村或右汊新生村。 

2020 年 8 月 17 日，在八卦洲河道北汊三道湾放流鱼种胭脂鱼、

长吻鮠、鳊鱼、青鱼、草鱼、鳜鱼、鲢鱼、鳙鱼共计 36.1 万尾。

2021 年 1 月 29 日，放流河蚬、湖沼股蛤 4.2 吨。2021 年 7 月，

增殖放流鲇鱼和黄颡鱼各 1.4 万尾，已完成增殖放流工作。 

珍稀

保护

水生

生物

保护 

1）施工前驱赶施工区域：工程施工前，采用超声波驱鱼驱豚等技术手段，对施工区及其邻近

水域和鱼类、豚类分布较密集的深潭、回水区进行驱赶水生生物作业，将鱼类和豚类驱离施工

区。 

2）施工期巡视和应急处理：施工期对整治河段尤其是八卦洲洲头及上下游各 2km 范围内的珍

稀保护水生生物活动情况进行监测，保护施工水域可能出现的珍稀水生生物，一旦发现长江江

豚、中华鲟等珍稀保护水生动物出现在施工水域或有靠近施工水域的趋势，视具体情况，采取

通知施工单位暂停施工让其安全通过或利用船舶噪声采取善意驱赶的方式，将其驱离施工区，

避免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如发生意外伤害事件，立即向主管部门报告，进行保护。 

3）警示牌：在主要施工作业区临近水域的位置，设置警示牌，标明禁止捕捞鱼类或伤害鱼类

的行为。 

2019 年 5 月 15 日，组织开展“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

工程江豚救助应急演练”活动。在各施工定位船上安装声学驱赶

仪，同时定期布设声学记录仪记录施工水域江豚的活动情况，第

一时间向施工单位反应，尽早预防，快速反应，确保施工期间施

工水域内无江豚“零受伤”；定期进行江豚驱赶巡查，检查仪器设

备运行正常，对丢失声学驱赶仪进行补充，声学记录仪内存导出

和更换电池等。工程施工期内，我单位每月定期安排 2 次现场巡

视，主要巡视施工现场水域江豚出没情况及陆生植被、鸟类，建

立预警机制，同时密切关注工程施工对岸线植被、生态护坡的影

响情况。 

生态

监测 

陆生生态、湿地生态监测主体为陆生植物、水生植物、鸟类等，施工期前、后各监测 1 次；工

程建成运行后三年内，每年监测 1 次。水生生态监测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水

生维管植物，鱼类资源及江豚动态等，每年监测 2 次，监测 5 年。 

完成 2019 和 2020 年施工期监测、2021 年上半年运行期监测的水

生生态监测采样及陆生生态、湿地生态观测，采集样品包括浮游

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着生藻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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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人工增殖放流 

（1）环评要求 

鱼类增殖放流对象：主要选择受工程影响较大的种类，尤其是珍稀保护鱼类

和主要经济鱼类。主要放流对象为草鱼、鲢、鳙、鳊、长吻鮠、瓦氏黄颡鱼、胭

脂鱼、鲇等鱼类以及软体动物河蚬、湖沼股蛤。鱼类放流任务应在 5 年内完成，

放流周期暂定为 5 年，以后根据渔业资源监测情况，调整监测计划。 

根据工程涉水施工安排，以及长江中下游禁渔期为 3～6 月的时间特点，放

流时间选择在 5 月份，这样既避开了工程施工期，又在长江中下游禁渔期内，有

利于提高放流的成活率。 

放流地点分别选择在八卦洲水道左汊外沙村或右汊新生村。 

（2）落实情况 

原计划放流时间为 5 月份，但考虑到 2020 年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以

及苗种生长和繁育规律，因此放流时间调整为春初夏末。2020 年 8 月 17 日，

在八卦洲河道北汊三道湾放流鱼种胭脂鱼、长吻鮠、鳊鱼、青鱼、草鱼、鳜

鱼、鲢鱼、鳙鱼共计 36.1 万尾。 

 

表 2.1-2 2020 年 8 月增殖放流清单 

放流种类 放流地点 
计划放流规

格（cm) 

计划放流数量

（万尾） 

实际放流规格

（cm） 

实际放流数量

（万尾） 

胭脂鱼 

八卦洲北

汊三道湾 

4~6 1.1 6~9 3.5 

长吻鮠 4~6 2.2 5~6 14.0 

鳊鱼 6~18 2.9 9~16 3.8 

草鱼 6~18 2.9 9~13 2.9 

鲢鱼 6~18 2.9 12~19 4.6 

鳙鱼 6~18 1.4 13~15 3.0 

鳜鱼 6~18 1.4 10~13 1.9 

青鱼 6~18 2 10~15 2.4 

合计 19.7  36.1 

2021 年 1 月 29 日，河蚬、湖沼股蛤 4.2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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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2021 年 1 月增殖放流清单 

放流种类 放流地点 
放流规格

（cm） 
放流数量（万尾） 

河蚬 

八卦洲北汊三道湾 

 2.1 吨 

湖沼股蛤  2.1 吨 

2021 年 7 月，增殖放流计划放流鲇鱼和黄颡鱼各 1.4 万尾，完成增殖放流

工作。 

表 2.1-4 2021 年 7 月增殖放流清单 

放流种类 放流地点 放流规格（cm） 放流数量（万尾） 

鲇鱼 
八卦洲北汊三道湾 

6-18 1.4 

黄颡鱼 6-18 1.4 

 

2.1.2 珍稀保护水生生物保护 

（1）环评要求 

1）施工前驱赶施工区域 

工程施工前，采用超声波驱鱼驱豚等技术手段，对施工区及其邻近水域和鱼

类、豚类分布较密集的深潭、回水区进行驱赶水生生物作业，将鱼类和豚类驱离

施工区。 

2）施工期巡视和应急处理 

施工期对整治河段尤其是八卦洲洲头及上下游各 2km 范围内的珍稀保护水

生生物活动情况进行监测，保护施工水域可能出现的珍稀水生生物，一旦发现长

江江豚、中华鲟等珍稀保护水生动物出现在施工水域或有靠近施工水域的趋势，

视具体情况，采取通知施工单位暂停施工让其安全通过或利用船舶噪声采取善意

驱赶的方式，将其驱离施工区，避免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如发生意外伤害事件，

立即向主管部门报告，进行保护。 

3）警示牌 

在主要施工作业区临近水域的位置，设置警示牌，标明禁止捕捞鱼类或伤害

鱼类的行为。 

（2）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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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急救护预案及应急演练 

2019 年 5 月 15 日，组织开展“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江豚

救助应急演练”活动，项目建设处、代建单位、施工单位和江豚救助专员参与，

模拟江豚受伤情况下，项目组沟通协调，组织开展应急救助和救护后放生等流

程。 

南京市豚类自然保护区主管单位南京市林业站、南京市渔政渔港管理单位

和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河海大学、南京江豚保护协会等领导莅临现场指导

并参与演练活动。 

2）江豚巡查和驱豚仪、声学记录仪的安装维护 

密切关注施工进度，在各施工定位船上安装声学驱赶仪，同时定期布设声

学记录仪记录施工水域江豚的活动情况，第一时间向施工单位反应，尽早预

防，快速反应，确保施工期间施工水域内无江豚“零受伤”； 

定期进行江豚驱赶巡查，检查仪器设备运行正常，对丢失声学驱赶仪进行

补充，声学记录仪内存导出和更换电池等。 

  

  

图 2.1-1 布设声学驱赶仪与声学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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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记录仪的分析结果显示，临近施工区域的江段并未监测到江豚的声学

信号，表明布设声学驱赶仪起到了阻止江豚靠近施工区域的效果，大大降低了

施工对江豚产生的风险。 

3）施工期现场巡查 

工程施工期内，我单位每月定期安排 2 次现场巡视，主要巡视施工现场水域

江豚出没情况及陆生植被、鸟类，建立预警机制，同时密切关注工程施工对岸线

植被、生态护坡的影响情况。 

2.1.3 生态监测 

（1）环评要求 

陆生生态、湿地生态监测主体为陆生植物、水生植物、鸟类等，施工期

前、后各监测 1 次；工程建成运行后三年内，每年监测 1 次。 

水生生态监测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水生维管植物，鱼类

资源及江豚动态等，每年监测 2 次，监测 5 年。 

（2）落实情况 

完成 2019 和 2020 年施工期监测、2021 年上半年运行期监测的水生生态监

测采样及陆生生态、湿地生态观测，采集样品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

生物、着生藻类等。 

1）湿地生态监测 

八卦洲湿地功能分区如图 2.1-3 所示，工程施工距岸线湿地保育区、恢复区、

宣教区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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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八卦洲湿地功能分区图 

利用样方法对工程涉及的保育区、恢复区、宣教区植物种类及其数量特征进

行了调查。调查显示，2020 年秋冬共鉴定到植物种类乔木种 12 科 14 属共 17 种，

包括水杨梅、鸡爪槭、柽柳、构树、柘树、丝棉木、乌桕、垂柳、旱柳、龙爪柳、

枫杨、落羽杉、水杉、池衫、香樟、桑、紫穗槐；草本 7 科 13 属共 13 种，包括

野豌豆、艾蒿、沿阶草、益母草、大戟、野蔷薇、泥胡菜、苍耳、马兰、活血丹、

牛筋草、芦苇、荻。水生植物仅鉴定到芦苇和荻两种挺水植物，且多为枯死期。

生境类型分为水生区（包括区域内各类水系、沟渠、池塘等）、水陆交错区（主

要包括各类水体岸边植物带以及各类水中岛屿）、季节性水淹区（主要为大堤外

围区域）、杨树林区（主要分布在保育区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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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湿地植被及现场调查 

 

2）陆生生态监测 

2020 年度陆生生态监测内容主要以鸟类为主，采用样线法观测，共设置 3 条

鸟类观测样线，调查人员 3 人，其中 2 人负责观察计数，1 人负责数据记录；样

线起点用 GPS 记下经纬度，并开始记录轨迹，观测者沿着预定的鸟类样线缓慢

行走（保持固定行走速度 2km/h），用高倍望远镜及肉眼观察并记录样线两侧所

见到的鸟类，记录相关信息，使用专业相机拍摄所见鸟类或其活动踪迹的照片，

终点处用 GPS 记下经纬度，停止记录轨迹。 

  

图 2.1-4 鸟类观测样线及现场调查 

 

本次共观测记录到 20 种鸟类，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一种，为黑耳鸢，三

有保护动物 18 种，以留鸟为主。鸟类多集中于沿江洲滩林木区，洲头防护林分

布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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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鸟类物种分布情况 

3）水生生态监测 

根据项目合同方案要求，2019-2021 年分别开展了八次水生生态监测采样，

采样点位布设覆盖工程施工七个标段，采集样品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

生物、着生藻类等，并利用鱼探仪监测施工范围内鱼类资源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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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现场采样情况 

2.1.4 人工鱼巢 

（1）环评要求 

本项目护岸工程可能造成施工区域产粘草基质卵鱼类产卵场的损失，计划采

用人工鱼巢的方式缓解工程对鱼类产卵场的影响。 

工程建成后第 1、2、3 年的 4 至 7 月，在左汊对岸滨江路沿岸、左汊共和

村，外沙村沿岸、八卦洲洲尾各设置 2500m2 人工鱼巢。在工程实施时，在不影

响通航安全的前提下，应预先埋设桩、槽等，以利于后期人工鱼巢的附着和固定，

同时为方便日后工程的环保验收，人工鱼巢应做好 GPS 定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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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鱼巢用棕片、人工纤维或水草制成，再用竹竿、浮子、绳索等固定在河

流水的表层。 

 

图 2.1-7 人工鱼巢点位布设 

（2）落实情况 

1）前期方案论证与设计阶段 

①方案论证 

我单位与河海大学合作，历时 2 个月完成《人工鱼巢设计实施方案——长江

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生态保护及生态监测项目》。 

人工鱼巢是一种效果良好的鱼类资源增殖手段，是鱼类栖息地的一种修复方

式。人工鱼巢专门为产粘性卵鱼类提供由专用材料制作而成的着卵基质，可改善

产粘性卵鱼类的繁殖条件，为鱼类提供安全的产卵区和孵化区，防止鱼卵因水位

的起伏而附着在湖岸受损，确保鱼卵正常孵化，以补充天然产卵场的不足，达到

鱼类增殖的目的。 

本次人工鱼巢为产粘草基质卵鱼类提供产卵场地。江段部分鱼类产粘草基质

卵，繁殖期在 4~5 月份，主要有鲤、鲫等。这些鱼类繁殖需要砾石、砂石底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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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水良好的溶氧环境中顺利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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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鱼巢设计 

人工鱼巢以毛竹为框架桩，使用绳索固定为长方体框架单元结构，每个单元

两端采用较为结实牢固的毛竹作为固定柱，以防止由于水位变化及其它偶然因素

造成的鱼巢变形或损毁。每个鱼巢单元长 10m，宽 5m。 

选择叶大、韧性强，长度约 150~160cm 的棕榈皮或老芦苇，将 5~8 根草条

整齐地在根部捆绑呈直径约 10cm 的草团，使叶子尽量散开，以增加鱼巢粘卵面

积，一个草团为一个鱼巢。 

取 4 根竹子，每条长度约 2m。首先取 2 根竹子，上下夹着 4 个鱼巢的根部，

并用铁丝或绳索固定，鱼巢之间间距 50cm；然后，取 2 根竹子从鱼巢根部向尾

部平行移 50cm，上下夹着 4 根鱼巢的中部，并用铁丝或绳索固定，扎成规格为

2m*50cm 的长方形框架，形成一只完整的鱼巢框架。 

 

图 2.1-8 鱼巢框架结构图 

将制作好的鱼巢框架以 6 只为一组用 10m 长毛竹串联绑扎在一块形成一个

鱼巢单元。在靠近岸边的水域安置，并与江边平行，整体的鱼巢用绳索牵引，用

2m 

1m 

1m 

10m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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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木桩固定每组的两端。 

③投放规划 

人工鱼巢的原计划投放时间为 2021 年 4 月-7 月。主汛期开始前，回收上岸，

集中保存，待来年 4 月份继续投放。 

表 2.1-5 人工鱼巢点位经纬度 

点位 起点经度 起点纬度 终点经度 终点纬度 长度/米 

左汊共和村 118.774095 32.181243 118.773065 32.183967 250 

左汊对岸滨江路沿岸 118.764911 32.190758 118.764374 32.192593 250 

外沙村沿岸 118.820400 32.225363 118.822331 32.226598 250 

八卦洲洲尾 118.865150 32.189223 118.866590 32.187320 250 

 

图 2.1-9 人工鱼巢投放位置 

人工鱼巢的排列方式如图 2.3-4 所示。为方便投放工作，鱼巢单元之间间隔

10 米并联垂直河堤排放，形成一排人工鱼巢，单元尺寸为 2m×10m，100 个鱼巢

单元共计围成水域面积 10000m2。按图所示排列方式投放，共计投放人工鱼巢为

100 个。 

原计划从 3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雇佣 2 名经验丰富的当地渔民对人工鱼巢进

行定期的检查和维护，特别是在水位变化较大时及时调节缆绳高度，做好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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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工作。 

④效果评估规划 

（a）监测人工鱼巢单位面积网片上粘附鱼卵的数量，评估鱼巢鱼卵粘附总

量； 

（b）监测鱼巢单位数量鱼卵的孵化率，评估繁殖季节鱼巢所贡献的鱼苗补

充量。 

2）组织实施阶段 

人工鱼巢方案论证过程中与专家及海事等相关部门沟通发现在八卦洲现有

条件下人工鱼巢实施困难，各项条件均不成熟。2021 年 6 月 1 日，组织专家召

开了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水生态补偿措施调整方案论证会，根

据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水生态补偿措施方案调整，列出了比选方案，并最终确定将

原人工鱼巢补偿方案调整为增殖放流，运行期分三年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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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补偿措施变动情况 

2.2.1 主要变动内容 

将人工鱼巢调改为增殖放流。鱼苗鱼种选择鲤、鲫、鳊同时增加鲢、鳙等

经济鱼类。根据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增殖放流安排在运行期可以最大限度降

低环境影响。计划在每年 6-7 月开展增殖放流，连续开展 3 年，并在放流结束

之后，进行增殖放流效果评估。 

表 2.2-1 经费预算 

放流种类 放流地点 放流规格（cm） 
放流数量 

（万尾） 
金额（万元） 

鲤 

八卦洲北汊

三道湾 

3-5 100 10 

鲫 3-5 200 20 

鳊 1-3 300 15 

鲢 4-6 300 15 

鳙 4-6 300 20 

合计 1220 80 

2.2.2 变动原因 

（1）航运因素 

根据《南京长江岸线资源综合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30》：宝塔水道（即八卦

洲左汊），为长江南京段副航道，长约 23km，河道形态为鹅头型弯道。多年来，

宝塔水道上进口与下进口存在 10m 深槽，上深槽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冲通，

头部到达华能电厂码头对开附近；下进口段 10m 深槽由下口上升至皇厂河上游

2km 处，在进口段位置 10m 深槽时通时断；中段马汊河河口江心有浅滩，5m 等

深线贯通。宝塔水道为华能电厂、南化公司及扬子石化专用航道，由于中段马汊

河浅滩及下进口过渡段江心浅滩，宝塔水道通航条件受到左汊河道衰退，浅滩河

床冲淤及二桥净空高度的限制和影响，提高和改善航道条件有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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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八卦洲夹江码头片区分布 

沿线码头多为石油化工企业专用码头，过往船只载运货物存在较多石油化工

制品，危险性较高，如发生碰撞等航运事故，可能导致连环效应，造成难以估量

的后果。经过实地踏勘，原方案中规划布设人工鱼巢的点位在航运现状条件下距

离码头片区均较近，且均处于航道范围，往来船只频繁，部分中小船舶习惯于贴

岸航行，风险性较大。海事航运及相关专家均认为布设人工鱼巢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 

（2）水体流速限制 

由于八卦洲的特殊地理位置，夹江河道常年流速较大，特别是 5 月进入汛

期后，水位及流速明显加大，同时频繁的过往船只造成的船行波对沿岸冲刷明

显，不利于鱼巢的固定，特别是鱼卵的附着。在对八卦洲岸线现状进行详尽的

考察发现，现今八卦洲岸线几乎不存在内凹型缓流岸线区域，洲内河道河口均

布设闸口，兼具防洪疏浚功能，若选择在此区域布设人工鱼巢不利于八卦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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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水利调控，且鱼巢容易被水流冲击受到损坏或脱落。北部中段马汊河河口沿

线多码头，船只来往频繁，且由于江心有浅滩，航道进一步被压缩，在此区域

布设人工鱼巢对航运造成的干扰更大。目前已有的飘浮型人工鱼巢案例多位于

上游长江或湖泊缓流区，流速较缓的水域适宜鱼类产卵栖息，也利用鱼卵在人

工鱼巢上的附着。在流速较快的长江下游干流水域布设产粘性卵人工鱼巢目前

尚无成熟的技术，即使布设也收效甚微。 

（3）水位变动影响 

八卦洲汊道水域水位变动较大，4-7 月水位变幅最大可达 5m 以上。今年 5

月，受上游强降雨及三峡水库放水影响，长江南京段水位快速上涨，一度接近警

戒水位，目前水位已漫过洲头，在水位频繁变化的水域布设人工鱼巢存在众多不

确定因素。由于飘浮型人工鱼巢需要锚定与支柱固定，水位的频繁变动必然对其

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水位下降的情况下，鱼巢极易搁浅，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

同时对于附着于人工鱼巢上的鱼卵，鱼巢搁浅直接导致鱼卵脱水失活，生态补偿

措施反而造成了生态损失，无异于南辕北辙；在水位上涨的情况下，原本漂浮于

水面的人工鱼巢将被江水淹没，甚至可能位于水下数米深处，鱼巢锚定点与支柱

需承受水压与湍流冲击，可能造成损毁或锚定脱落，尤其是后者，将对航道造成

威胁，同时被淹没于水下的人工鱼巢不利于后续鱼巢的回收，一旦进入汛期，几

无回收可能，同时此种深度水文条件下也不适宜产粘性卵鱼类生存。 

 

图 2.2-2 八卦洲夹江目前水位及生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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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利环境影响变化情况 

由于水生生态补偿措施目的为补偿工程施工对水域环境造成的生态损失，原

补偿措施为布设人工鱼巢，人工鱼巢主要为产粘性卵鱼类提供附着基质，能对流

域鱼类产卵起到一定正面效应，进而促进流域鱼类资源增长，调改为增殖放流后，

原水域鱼类产卵场得不到预期的补偿，但通过增殖放流（尤其是针对性地放流产

粘性卵鱼类），能有效补充流域鱼类苗种资源，起到人工鱼巢同样的补偿效果。

从生态补偿效益来分析并不会产生不利环境影响。 

2.4 变动判定 

根据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

变更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 号）文（见附件 5），水利建设项目重大变更

清单，本调整不涉及枢纽布置取消生态流量下泄保障设施、过鱼措施、分层取水

水温减缓措施等主要环保措施，不属于重大变更类别。 

根据生态环境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文（见附件 6），江苏省生态环

境厅发布的《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

知（苏环办〔2021〕122 号）（见附件 7）中关于环保措施重大变更的定性为：“环

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或者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环境污染防治措施调整，导致

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本措施在变更前后均为环境保护补偿措

施，对环境均表现为正效应，无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的因素

存在，故不属于重大变更类别，为一般变更。清单逐条对照结果见表 2.3-1。 

表 2.3-1 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对照表 

变动

类型 
属清单中重大变动的内容 

本项目 

变动情况 

是否属于 

重大变动 

性质 项目主要功能、性质发生变化。 不变 否 

规模 

主线长度增加 30%及以上 / 否 

设计运营能力增加 30%及以上。 / 否 

总占地面积（含陆域面积、水域面积等）增加 30%及以上 
无永久 

占地面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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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项目重新选址 不变 否 

项目总平面布置或者主要装置设施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

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

显增加是指通过简单定性、定量分析即可清晰判定不利环境

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总体增加） 

不变 否 

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2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原线路长度的 30%

及以上，或者线位走向发生调整（包括线路配套设施如阀

室、场站等建设地址发生调整）导致新增的大气、振动或者

声环境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的 30%及以上 

/ 否 

位置或者管线调整，导致占用新的环境敏感区；在现有环境

敏感区内位置或者管线发生变动，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

境风险明显增加；位置或者管线调整，导致对评价范围内环

境敏感区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环境敏感

区具体范围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要

求确定，包括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 否 

生产

工艺 

工艺施工、运营方案发生变化，导致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一级和二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不利环

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 

无 否 

环境

保护

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或者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环境污

染防治措施调整，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明显增加 

环评提出的污

染防治措均已

实施到位。运

营期人工鱼巢

改为增殖放

流，该措施调

整不会对环境

产生不利影响 

否 

 

3 评价要素 

本报告评价要素为鱼类影响，变更内容为人工鱼巢调整为增殖放流，原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均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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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评价分析 

4.1 建设项目变动前后产排污环节变化情况 

根据环评报告，本工程对环境空气质量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源自施工船舶尾

气，尾气中主要污染物为 SO2 、NO2 和烃类物质等。施工人员在日常活动过程

中，将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生活垃圾，可能会对局部水域水质带来不利影响。由于

本次变动为施工后环保措施变动，工程内容并未发生变化，建设项目变动前后产

排污环节不会发生变化。 

4.2 建设项目变动前后危险物质和环境风险源变化情况 

根据环评报告，本项目为河道整治工程，施工船舶主要运输货种为块石、土

工编织布和砼板块等件杂货，无危险品运输，施工期发生风险事故的可能性是溢

油事故：一方面，施工船舶在工程位置作业或者行进时，由于管理疏忽、操作违

反规程或失误等原因引起石油类跑、冒、滴、漏事故的可能性较大，这类溢油事

故对环境影响相对较小，但也会对水域造成油污染；另一方面，由于船舶本身出

现设施损废，或者发生船舶碰撞，有可能使油类溢出造成污染。施工船舶溢油主

要为船舶本身动力所用的柴油。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

200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加工、使用或储存危

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功能单元。本项目施工涉及

的危险性物质为柴油，闪点 38℃，属高闪点易燃液体，该标准表 2 中该类物质

的临界量为 5000t。根据本项目主要施工机械设备，使用柴油的各类施工船舶共

计 25 艘，按每艘船舶载油量 8t 计算，共计 200t，小于临界量，属非重大危险源。 

由于本次变动为施工后环保措施变动，工程内容并未发生变化，建设项目变

动前后危险物质和环境风险源不会发生变化。 

4.3 原人工鱼巢方案补偿效果 

由于本次变动为施工后环保措施变动，人工鱼巢调改为增殖放流，其他环境

要素均不会发生变化，影响主要为鱼类补偿效果。 

根据环评报告，人工鱼巢布设主要是针对工程对鲤、鲫等产粘草基质卵的鱼

类的产卵场可能造成损失的补偿措施，水生维管植物是这类鱼类的重要产卵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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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规划布设 10000m2人工鱼巢用于补偿该类型鱼类可能的损失量。 

参考长江上游江津段人工鱼巢布设效果评估结果（张俊华，李红涛等.长江上

游人工鱼巢增殖效果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9，58(18):89-92+97.）显示：长江

江津段共检测到鱼类产卵 4 批次，监测期间共计采集样方 30 个（12.5m2/个），人

工鱼巢布设期间单年度共计黏附鱼卵 5.67 亿粒，平均密度 56677 粒/m2，卵粒孵

化率 40.69%，仔鱼成活率 15.57%，稚鱼成活率 4.27%。 

据此计算八卦洲原计划布设人工鱼巢 10000m2，连续布设 3 年，在不考虑其

他因素导致的损失量情况下，理论单年度鱼巢布设鱼类补偿效果换算稚鱼成活量

计算公式为： 

理论稚鱼成活量=人工鱼巢面积*着卵密度*卵粒孵化率*仔鱼成活率*稚鱼成

活率 

计算结果为 153.32 万尾/年，三年总成活量为 459.97 万尾。此数据可作为人

工鱼巢效果量化补偿的依据之一。 

4.4 替代方案环境影响 

鱼类增殖放流是通过有计划地开展放流特有或经济鱼类种苗，可以增加鱼类

资源中低、幼龄鱼类数量，扩大群体规模，储备足够量的繁殖后备群体，是恢复

天然渔业资源、降低工程施工对渔业资源损失补偿的重要手段。本工程的开展可

能会对江段的鱼类资源造成一定损失，故原方案采用人工鱼巢方式补偿鱼类（尤

其是鲤、鲫等产粘草基质卵的鱼类），但由于受客观因素限制，人工鱼巢难以实

现，采用增殖放流的方式同样可以起到补偿鱼类资源损失的作用。 

人工鱼巢为鲤、鲫等产粘草基质卵的鱼类提供合适的产卵场，鱼卵正常孵化

后能补偿流域鱼类资源，替换为增殖放流后，由于放流物种采用的同样是鲤、鲫

等产粘草基质卵的鱼类鱼苗，也能够补偿同样的流域鱼类资源，同时还降低了鱼

卵孵化为成鱼的不确定性。但放流物种如果为非本地土著种，可能会对流域鱼类

种质资源结构产生一定影响，故须对放流鱼类物种须严格要求，才能更好地替代

人工鱼巢的补偿效应。 

4.5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 

根据环评报告，工程风险防范措施主要包括事故溢油防范措施、取水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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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由于本次变动为施工后环保措施变动，人工鱼巢调改为增殖放流，不

影响工程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 

5 结论 

本次调整是根据《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整治工程初设报告咨询评估报告》和《关于长江

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的要求，在不改

变原人工鱼巢经费和人工鱼巢补偿效果的前提下，根据当前市场价格、鱼苗育种

规律、市场供应情况以及方案可操作性方便，编制完成，满足环评报告和初设报

告中生态补偿的要求，将生态影响降低到最低。 

人工鱼巢调改为增殖放流后，原环评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标准均未发

生变化，经计算分析增殖放流基本能替代人工鱼巢的生态补偿效应，原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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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人工鱼巢投资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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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环审[2017]1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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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人工鱼巢设计实施方案——长江南京河段八卦洲汊道河道

整治工程生态保护及生态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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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更清单的通

知》（环办〔2015〕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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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

环评函〔2020〕6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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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

接》的通知（苏环办〔2021〕1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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