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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将大连市围填海资源区划分为原生湿地渊基岩海岸尧砂质海岸尧淤泥质海岸冤和人工湿地渊养殖池

塘尧水库尧盐田冤的基础上袁评估了大连市围填海资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袁并结合通过遥感影像所提取的

圆园园园 年尧圆园员园 年大连市不同类型岸线长度和面积数据袁构建基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围填海资源潜力评估模

型并对大连市围填海资源潜力进行评估袁结果表明袁大连市围填海资源区潜力值袁人工湿地 跃 原生湿地袁原
生湿地围填海资源潜力为院砂质海岸 跃 粉砂淤泥质海岸 跃 岩石性海岸曰人工湿地围填海资源潜力为院养殖

池塘 跃 近岸水库 跃 盐田遥
关键词院 围填海资源曰生态系统功能曰潜力评估

中图分类号院载猿圆员曰载猿苑摇 摇 摇 文献标识码院粤摇 摇 摇 文章编号院员园园苑鄄远猿猿远渊圆园员缘冤园圆鄄园员怨源鄄园缘

粤泽泽藻泽泽皂藻灶贼 燥枣 贼澡藻 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 遭葬泽藻凿
燥灶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蚤灶 阅葬造蚤葬灶 悦蚤贼赠

蕴陨哉 杂澡怎鄄曾蚤袁摇 在匀粤晕郧 匀葬燥袁摇 在匀粤晕郧 孕藻灶早鄄躁蚤袁摇 杂哉晕 杂澡怎鄄赠葬灶袁摇 杂哉晕 匝蚤灶鄄遭葬灶早袁摇 再粤晕 允蚤鄄泽澡怎灶
渊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酝葬则蚤灶藻 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 酝燥灶蚤贼燥则蚤灶早 悦藻灶贼藻则袁 运藻赠 蕴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燥枣 杂藻葬 粤则藻葬泽 酝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栽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赠 杂韵粤袁阅葬造蚤葬灶 员员远园圆猿袁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陨灶 贼澡蚤泽 泽贼怎凿赠袁 贼澡藻 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扎燥灶藻泽渊砸砸在冤 蚤灶 阅葬造蚤葬灶 憎藻则藻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贼憎燥 糟葬贼藻早燥则蚤藻泽袁 燥则蚤早蚤灶葬造
憎藻贼造葬灶凿 葬灶凿 葬则贼蚤枣蚤糟蚤葬造 憎藻贼造葬灶凿袁 燥枣 憎澡蚤糟澡 袁 燥则蚤早蚤灶葬造 憎藻贼造葬灶凿 皂葬蚤灶造赠 憎葬泽 糟燥皂责燥泽藻凿 燥枣 遭藻凿则燥糟噪 糟燥葬泽贼袁 泽葬灶凿赠 糟燥葬泽贼 葬灶凿
糟造葬赠 糟燥葬泽贼袁 憎澡蚤造藻 葬则贼蚤枣蚤糟蚤葬造 燥灶藻 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枣葬则皂 责燥灶凿袁 遭则蚤灶藻 责葬灶 葬灶凿 则藻泽藻则增燥蚤则援 栽澡藻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泽藻则增蚤糟藻 增葬造怎藻泽 燥枣 贼澡藻 砸砸在
燥枣 阅葬造蚤葬灶 糟燥葬泽贼 憎藻则藻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凿袁 贼澡藻 糟燥葬泽贼 葬则藻葬 葬灶凿 造藻灶早贼澡 凿葬贼葬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贼赠责藻泽 燥枣 阅葬造蚤葬灶 糟燥葬泽贼 蚤灶 圆园园园 葬灶凿 圆园员园 憎藻则藻
藻曾贼则葬糟贼藻凿 枣则燥皂 贼澡藻 则藻皂燥贼藻 泽藻灶泽蚤灶早 蚤皂葬早藻泽袁 贼澡藻 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 枣燥则 阅葬造蚤葬灶 糟燥葬泽贼 憎藻则藻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葬泽泽藻泽泽皂藻灶贼 皂燥凿藻造 遭葬泽藻凿 燥灶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砸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 增葬造怎藻 燥枣 阅葬造蚤葬灶
糟燥葬泽贼 蚤泽 贼澡葬贼院 葬则贼蚤枣蚤糟蚤葬造 憎藻贼造葬灶凿业燥则蚤早蚤灶葬造 憎藻贼造葬灶凿袁 贼澡藻 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 增葬造怎藻 燥枣 燥则蚤早蚤灶葬造 憎藻贼造葬灶凿 蚤泽 贼澡葬贼院
泽葬灶凿赠 糟燥葬泽贼 跃 糟造葬赠 糟燥泽贼 跃 遭藻凿则燥糟噪 糟燥葬泽贼曰 贼澡藻 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 增葬造怎藻 燥枣 葬则贼蚤枣蚤糟蚤葬造 憎藻贼造葬灶凿 蚤泽 贼澡葬贼院 枣葬则皂
责燥灶凿 跃 则藻泽藻则增燥蚤则 跃 遭则蚤灶藻 责葬灶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曰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曰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 葬泽泽藻泽泽皂藻灶贼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鄄园猿鄄园圆袁修订日期院圆园员源鄄园怨鄄园怨
基金项目院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基金渊圆园员圆园员冤曰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渊圆园员源园缘园园苑冤
作者简介院刘述锡渊员怨苑员鄄冤袁男袁辽宁大连人袁高级工程师袁硕士学位袁主要从事海洋生态尧海洋监测与评价技术研究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泽曾造蚤怎岳

灶皂藻皂糟援 燥则早援 糟灶

摇 摇 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袁城市建设用地

需求迅速膨胀袁稀缺的土地资源逐步成为制约经

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袁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开始通过围填海工程缓解土地供需紧张的矛盾遥
因为围填海工程带来的生态问题日趋严重袁如海

洋生态系统退化尧海洋环境污染加剧尧近岸海岛消

失等咱员暂 袁所以围填海活动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成

为海岸带区域的研究热点遥 国内相关研究表明袁
围填海导致海洋自然景观向人工景观转变袁形成

许多破碎化景观咱圆暂 曰海湾水面束狭袁有些海湾已



第 圆 期 刘述锡袁等院基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大连市围填海资源潜力评估 员怨缘摇摇
名存实亡袁海湾完整性遭到破坏变形咱猿暂 曰纳潮量

减小袁 海湾自净能力变差袁 湾内污染严重咱源暂 曰诸
多岛屿由于围填海活动影响已经与陆地相连失去

独立性袁滩涂面积在逐渐缩减袁自然岸线的大幅缩

减咱缘暂 曰围填海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失巨大咱远暂 曰
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袁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损

失价值逐渐加大咱苑鄄愿暂 曰围填海开发活动影响海洋资

源咱怨暂 曰严重影响海域生态环境效应袁要严格控制

围填海工程咱员园暂 等遥 围填海活动多集中于近岸海

域袁丰富的生态系统多样性不仅为人类提供丰富

的资源渊食品尧药物尧原材料尧矿产等冤以及生产和

生活空间袁而且能为人类提供非物质性的生态系

统服务咱员员暂 遥 目前对于围填海活动的相关研究袁多
是基于其负面影响而进行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

的定性尧半定量或者定量评估遥 事实上袁围填海区

域本身属于海域空间资源的一种类型袁归于海洋

资源范畴遥 本研究把围填海区域作为一种资源类

型袁识别了围填海资源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类型类

别袁以大连市 圆园园园 耀 圆园员园 年 员园 葬 间海岸线和围填

面积变化为基础数据袁估算围填海资源区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袁结合资源数量和资源开发程度等指

标袁对大连市围填海资源潜力进行评估袁提出近岸

海域优先围填的生态系统类型袁为围填海管理政

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研究区概况

大连市岸线资源丰富袁岸线长度约占辽宁省

的 苑园豫 袁居全国沿海城市首位遥 自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

代起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袁大连市围填海呈现规

模化袁主要用于围海养殖及盐田开发袁如庄河尧瓦
房店尧旅顺等地兴起了大规模的围海养殖活动曰填
海建港和建设石油及其它工业园区袁如保税区填

海工程尧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建设遥 大连市的太平

湾尧葫芦山湾尧董家口湾尧普兰店湾尧大窑湾海湾面

积减少都超过 圆园豫 袁是海湾围填海活动比较严重

的区域咱员暂 遥
员援 圆摇 围填海区生态分类划分

在充分分析大连地区湿地资源现状的基础

上袁借鉴湿地与湿地公约咱员圆暂中的湿地分类系统研

究成果袁将大连围填海区域滨海湿地划分为原生

湿地和人工湿地两大类袁原生湿地按底质类型分

为基岩海岸袁砂质海岸袁淤泥质海岸等 猿 类袁人工

湿地按使用方式划分为养殖池塘尧水库尧盐田 猿
类袁共计 远 类 渊表 员冤袁基本涵盖了围填海资源

区域遥
表 员摇 大连市滨海湿地围填海区域分类概况

栽葬遭援 员 韵怎贼造蚤灶藻 燥枣 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葬则藻葬 蚤灶 阅葬造蚤葬灶爷泽 憎藻贼造葬灶凿
湿地类型

类别玉 类别域 面积 辕 噪皂圆 比例 辕 渊豫 冤

原生湿地 岩石性海岸 缘远 源援 缘圆
原生湿地 砂质海岸 圆员怨 员苑援 远愿
原生湿地 粉砂淤泥质海岸 圆圆圆 员苑援 怨圆
人工湿地 近岸水库 员远 员援 圆怨
人工湿地 养殖池塘 猿怨远 猿员援 怨远
人工湿地 盐田 猿猿园 圆远援 远猿

员援 猿摇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与服务价值估算

围填海生态系统类型及其服务功能类型参照

刘述锡等咱员猿暂给出的结果遥 以大连市海域面积 圆援 怨
伊 员园源 噪皂圆为基数袁渊员冤通过已知总面积的各类型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围填海区不同类型服务功能

的生态系统面积所占比例曰渊圆冤通过已知单位面

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围填海区不同生态系统面

积袁分类计算围填海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遥 近岸

海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详见表 圆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 资源数量和资源开发程度

以 圆园园园 年尧圆园员园 年岸线矢量数据为基础袁结
合对应的遥感图像进行数据提取遥 其中袁岩石性

岸线尧粉砂淤泥岸线尧砂质岸线及填海造地 大范

围为海岸线向陆 员 噪皂 以内曰围海养殖尧盐田和其

他方式围海渊包括港池等冤分开袁面积计算为遥感

图像呈现出的区域袁不以 员 噪皂 范围为界限曰水库

的提取是在海岸线向陆 缘 噪皂 范围内的水库数据遥
大连市 圆园园园 年和 圆园员园 年的不同类型岸线类型面

积和长度的统计信息见下表 猿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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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摇 近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计算

栽葬遭援 圆 杂藻则增蚤糟藻 增葬造怎藻 燥枣 糟燥葬泽贼葬造 葬则藻葬 蚤灶 阅葬造蚤葬灶 糟蚤贼赠
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分类 分类内涵 计算方法及依据 服务价值

供给服务 食品供给 可从海洋生物中获得

的食物价值咱员源暂 遥 本文

指海岸带区域养殖和

捕捞水产品市场交易

价值遥

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估算咱员缘暂 遥 依据叶大连

市统计年鉴 圆园员园曳 咱员远暂给出捕捞和养殖水产

品产量袁按照面积比例进行产量分配袁按照

圆园园怨 年海水产品综合价格和淡水产品综合

平均价格分别为 圆怨源苑园 元 辕 贼 和 员员苑园园 元 辕 贼
计算淤

海水水产品渔业总产值

缘员怨远源源 万元袁淡水 愿苑园怨援
圆源怨 万元袁食品供给总价

值约为 缘援 猿 伊 员园缘万元

原材料供给 工业食品生产提供的

原盐

圆园园怨 年大连原盐产量 圆怨 万吨渊大连统计年

鉴 圆园员园冤袁原盐市场价格 猿园园 元 辕 贼袁当年盐业

的产值为 愿援 苑 伊 员园苑元

围填海区原材料供给服

务的年价值约为 猿援 圆 伊
员园苑元

基因资源供给 人们已利用或者可利

用的海洋生物遗传基

因资源袁其价值与区域

内的海洋生物物种数

量直接相关咱员苑暂

由于大连市海洋生物资源丰富袁参考单位面

积生态系统提供基因资源价值渊远 耀 员员圆冤
溢 辕 澡皂圆窑年咱员愿鄄员怨暂 袁本文以人民币汇率按 员
颐 苑援 缘 溢 计算渊下同冤袁取其平均值即 源源圆援 缘
元 辕 澡皂圆窑葬

基因资源服务的年价值

约为 员援 圆猿 伊 员园苑元

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 主要来自于浮游植物

等对温室气体 悦韵圆 的

吸收与固定咱圆园暂 袁本文

采用海域初级生产力

价值

采用我国的造林成本 圆缘园 元 辕 贼 和国际碳税

标准 员缘园 美元 辕 贼 的平均值 远猿缘 元 辕 贼 作为碳

税标准遥 取渤海和北黄海的年平均初级生

产力均值 源远猿援 苑猿缘 早悦 辕 皂圆 窑年咱圆员暂 袁则大连

海岸带生态系统每年固碳 缘远援 苑 伊 员园源 贼遥

气候调节服务年价值为

猿援 远园 伊 员园愿元

水质净化 表现为对进入近岸海

域 晕 和 孕 的生物净化袁
以及对 悦韵阅 和石油烃

的去除咱员员暂

参考辽宁近海水质净化价值 愿援 圆源 伊 员园源 元 辕
渊噪皂圆 援 葬冤 咱员员暂 袁结合大连围填海区域提供水

质净化功能的区域面积

水质净化调节服务的年

价值约为 源援 员园 伊 员园苑元

生物控制 海洋生物对一些有害

生物与疾病的生物调

节与控制咱员源暂

采用专家评估法估算遥 单位面积近海水域

的生物控制服务价值和生物控制服务的价

值分别为 猿愿 溢 辕 澡皂圆窑年咱圆圆暂 和 源园 溢 辕 澡皂圆 窑
年渊取中值冤 咱员怨暂 遥 取二者的平均值 猿怨 溢 辕
澡皂圆窑年袁 即 圆怨圆援 缘 元 辕 澡皂圆窑年

有害生物与疾病的生物

调节与控制服务的年价

值约为 员援 猿圆 伊 员园苑元

干扰调节 由岩石性海岸尧砂质海

岸和粉砂淤泥质海岸

提供的对各种环境波

动包容尧 衰减及综合

作用咱员源暂

采用成果参照法估算遥 单位面积近海水域

的干扰调节服务价值为 愿愿 溢 辕 澡皂圆 窑年袁即
远远园 元 辕 澡皂圆窑年咱圆圆暂

干扰调节服务年价值约

为 猿援 圆愿 伊 员园苑元

人文社会服务 科研文化 与海洋有关的科学研

究尧知识体系认知以及

精神尧艺术和教育等的

非商业性贡献咱员源暂

采用专家评估法估算遥 单位面积近海水域

的精神文化服务价值为 远圆 溢 辕 澡皂圆 窑年袁即
源远缘 元 辕 澡皂圆窑年咱圆圆暂

科研文化价值为 圆援 猿 伊
员园苑元

旅游娱乐 沿海岸线的旅游资源

如海水浴场资源尧海岛

生态旅游资源尧滨海湿

地自然景观和地质地

貌景观咱员员暂

根据海洋旅游区域旅游人数和人均消费支

出计算遥 圆园园怨 年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源远园
伊 员园愿元袁使用岸线资源 员猿怨噪皂渊大连统计年

鉴 圆园员园冤袁以沿海旅游总收入的 远园豫计咱员员暂

旅游娱乐服务价值约为

圆援 苑远 伊 员园员园元遥

淤 农业部渔业局市场与加工处援 圆园员园 年全国水产品批发市场运行情况援 市场动态袁圆园员园援



第 圆 期 刘述锡袁等院基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大连市围填海资源潜力评估 员怨苑摇摇
表 猿摇 圆园园园 年和 圆园员园 年大连市不同类型岸线长度和面积

栽葬遭援 猿 蕴藻灶早贼澡 葬灶凿 葬则藻葬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糟燥葬泽贼造蚤灶藻 蚤灶 阅葬造蚤葬灶 糟蚤贼赠 蚤灶 圆园园园 葬灶凿 圆园员园
序号 类型 圆园员园 面积 辕 噪皂圆 圆园园园 面积 辕 噪皂圆 圆园员园 长度 辕 噪皂 圆园园园 长度 辕 噪皂
员 岩石性岸线 圆园员援 源苑 圆员员援 员怨 圆员苑援 苑源 圆远愿援 苑源
圆 砂质岸线 圆员圆援 怨源 圆员圆援 苑远 员苑缘援 怨圆 圆苑圆援 苑缘
猿 粉砂淤泥岸线 圆缘援 怨猿 圆远援 愿愿 圆怨援 圆 源怨援 缘愿
源 围海养殖 源缘园援 缘员 圆怨愿援 猿远 缘圆源援 愿圆 猿员远援 苑愿
缘 盐田 源员员援 园怨 源园缘援 园怨 员源苑援 缘怨 员愿远援 员缘
远 水库 愿援 圆远 缘援 苑怨 圆愿源援 员远 员源怨援 怨源
苑 其他方式围海 原 原 愿援 缘源 远援 怨猿

总计 员猿员园援 圆 员员远园援 园苑 员猿愿苑援 怨苑 员圆缘园援 愿苑
摇 摇 由表 猿 可知袁总体上来看袁圆园员园 年大连市不

同岸线总面积和总长度比其 圆园园园 年不同岸线总

面积和总长度分别增加了 员缘园援 员猿 噪皂圆 和 员猿苑援 员园
噪皂袁其中 员园 葬 间大连市自然湿地岸线的总面积和

总长度与分别减少了 员园援 源怨 噪皂圆和 员远愿援 圆员 噪皂袁而
以围填海工程建立的人工湿地岸线的总面积和总

长度与分别增加了 员远园援 远圆 噪皂圆和 猿园缘援 猿员 噪皂袁就
单一湿地类型而言袁面积下降 大的是基岩岸线袁
减少了 怨援 苑圆 噪皂圆袁岸线长度下降 大的是砂质岸

线袁减少了 怨远援 愿猿 噪皂遥 围海养殖是 圆园园园 至 圆园员园
年间大连市新增岸线面积和长度 快的用海方

式袁员园 葬 间新增岸线的总面积和总长度分别为

员缘圆援 员缘 噪皂圆和 圆园愿援 园源 噪皂遥
圆援 圆摇 评价方法与结果

围填海资源潜力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参

照刘述锡等咱员猿暂提出的方法袁采用功效系数法进行

指标标准化袁采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

重渊表 源冤袁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遥
表 源摇 大连市围填海资源区潜力评价指标值和权重

栽葬遭援 源 灾葬造怎藻 葬灶凿 憎藻蚤早澡贼 燥枣 藻增葬造怎葬贼蚤灶早 蚤灶凿蚤糟葬贼燥则 蚤灶 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扎燥灶藻泽
围填海

资源区

供给服务价

值 辕亿元

调节服务价

值 辕亿元

文化服务价

值 辕亿元

资源功能区

面积 辕 噪皂圆
所占海岸线

资源长度 辕 噪皂
己开发功能区

面积 辕功能区

总面积

己开发功能区岸

线长度 辕功能区岸

线总长度

岩石性海岸 园援 缘渊园援 园园愿冤 园援 苑圆渊园援 源圆源冤 员苑援 园员渊园援 员源员冤 圆园员援 源苑渊园援 源猿苑冤 圆员苑援 苑源渊园援 源员缘冤 园援 园源远渊园援 园愿愿冤 园援 员怨渊园援 园园园冤
砂质海岸 员援 苑渊园援 园猿猿冤 员援 圆圆渊园援 苑员愿冤 远远援 缘远渊园援 缘缘猿冤 圆员圆援 怨源渊园援 源远猿冤 员苑缘援 怨圆渊园援 猿猿缘冤 园援 园园员渊园援 园园园冤 园援 猿远渊园援 猿缘员冤
粉砂淤泥质海岸 员援 苑渊园援 园猿猿冤 员援 圆猿渊园援 苑圆源冤 远苑援 源远渊园援 缘远员冤 圆缘援 怨猿渊园援 园源园冤 圆怨援 圆园渊园援 园缘远冤 园援 园猿缘渊园援 园远苑冤 园援 源员渊园援 源苑园冤
近岸水库 园援 员渊园援 园园园冤 园援 园远渊园援 园猿缘冤 源援 愿远源渊园援 园源园冤 愿援 圆远渊园援 园园园冤 园援 园园渊园援 园园园冤 园援 源圆苑渊园援 愿猿远冤 原 渊 原 冤
养殖池塘 源愿渊员援 园园园冤 员援 苑渊员援 园园园冤 员圆园援 猿源渊员援 园园园冤 源缘园援 缘员渊员援 园园园冤 缘圆源援 愿圆渊员援 园园园冤 园援 缘员园渊员援 园园园冤 园援 远远渊员援 园园园冤
盐田 愿援 苑渊园援 员愿园冤 园援 园园渊园援 园园园冤 园援 园园渊园援 园园园冤 源员员援 园怨渊园援 怨员员冤 员源苑援 缘怨渊园援 圆愿员冤 园援 园员缘渊园援 园圆苑冤 园援 圆员渊园援 园猿远冤
权重 园援 圆猿园园 园援 员园圆愿 园援 员圆愿圆 园援 员园怨缘 园援 员圆苑园 园援 员远苑员 园援 员猿猿怨
摇 注院括号内是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摇 摇 通过计算围填海资源潜力综合评价指数渊表
缘冤袁将大连市围填海资源区的原生湿地和人工湿

地及各类型生态系统进行比较袁围填海资源潜力

是人工湿地 跃原生湿地遥 原生湿地围填海资源潜

力为院 砂质海岸 渊园援 圆怨猿 冤 跃 粉砂淤泥质海岸

渊园郾 圆源园冤 跃 岩石性海岸渊园援 员苑怨冤遥 在人工湿地围

填海资源潜力为院养殖池塘渊园援 怨怨愿冤 跃 近岸水库

渊园援 源愿猿冤 跃盐田渊园援 员愿远冤遥
猿摇 结摇 论

渊员冤人工湿地的围填海资源潜力大于原生湿

地袁应当是当前围填海资源开发的主要对象遥
渊圆冤就单一湿地类型而言袁养殖池塘围填海

资源潜力综合评价指数 高袁且该类型湿地面积

现存量 大袁 适宜开发填海工程遥
表 缘摇 大连市围填海资源潜力综合评价指数

栽葬遭援 缘 悦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 藻增葬造怎葬贼蚤燥灶 蚤灶凿藻曾 燥枣 则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 则藻鄄
泽燥怎则糟藻 责燥贼藻灶贼蚤葬造 蚤灶 阅葬造蚤葬灶 糟蚤贼赠

湿地类型类别玉 湿地类型类别域 综合分值

原生湿地

岩石性海岸 园援 员苑怨
砂质海岸 园援 圆怨猿

粉砂淤泥质海岸 园援 圆源园

人工湿地

近岸水库 园援 源愿猿
养殖池塘 园援 怨怨愿

盐田 园援 员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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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渊猿冤岩石性海岸围填海资源潜力综合评价指

数 低袁其在 圆园园园 耀 圆园员园 年间面积下降 大袁由
于岩石性海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

意义袁因此岩石性海岸在围填海决策方面应是重

要保护对象遥
渊源冤围填海资源潜力评价需要统筹兼顾袁充

分挖掘围填海的资源潜力袁解决供需矛盾袁形成围

填海资源支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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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愿暂 肖建红袁陈东景袁徐 敏袁等援 围填海对潮滩湿地生态系统服务

影响评估要要要以江苏省为例咱 允暂 援 海洋湖沼通报袁圆园员园渊源冤院
怨缘鄄员园园援

咱怨暂 于定勇袁王昌海袁刘洪超援 基于 孕杂砸 模型的围填海对海洋资源

影响评价方法研究咱 允暂 援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院自然科学版袁
圆园员员袁源员渊苑 辕 愿冤院员苑园鄄员苑缘援

咱员园暂 刘述锡袁马玉艳袁卞正和援 围填海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方法研

究咱允暂 援 海洋通报袁圆园员园袁圆怨渊远冤院苑园苑鄄苑员员援
咱员员暂 张 华袁康 旭袁王 利袁等援 辽宁近海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

值测评咱允暂 援 资源科学袁圆园员园袁猿圆渊员冤院员苑苑鄄员愿猿援
咱员圆暂 李禄康援 湿地与湿地公约咱 允暂 援 世界林业研究袁圆园园员袁员源渊员冤院

员鄄苑援
咱员猿暂 刘述锡袁孙淑艳援 基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围填海资源潜力评估

方法初探咱允暂 援 中国渔业经济袁圆园员猿袁猿员渊员冤院员缘园鄄员缘源援
咱员源暂 张朝晖袁吕吉斌袁丁德文援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与计量

咱允暂 援 海岸工程袁圆园园苑袁圆远渊员冤院缘苑鄄远猿援
咱员缘暂 王金南援 环境经济学要理论尧方法尧政策咱酝暂援 北京院清华大

学出版社袁员怨怨源援
咱员远暂 大连市统计局援 大连统计年鉴 圆园员园咱酝暂援 北京院中国统计出

版社袁圆园员园援
咱员苑暂 王其翔袁唐学玺援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与分类咱 允暂 援 海洋

环境科学袁圆园员园袁圆怨渊员冤院员猿员鄄员猿愿援
咱员愿暂 阅耘 郧砸韵韵栽 砸 杂袁宰陨蕴杂韵晕 酝 粤袁月韵哉酝粤晕杂袁砸 酝 允援 粤 贼赠责燥造燥早赠

枣燥则 贼澡藻 糟造葬泽泽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袁 凿藻泽糟则蚤责贼蚤燥灶 葬灶凿 增葬造怎葬贼蚤燥灶 燥枣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泽袁早燥燥凿泽 葬灶凿 泽藻则增蚤糟藻泽咱 允暂 援 耘糟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耘糟燥灶燥皂蚤糟泽袁圆园园圆袁
源员渊猿冤院猿怨猿鄄源园愿援

咱员怨暂 吴姗姗袁刘容子袁齐连明袁等援 渤海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

值评估咱允暂 援 中国人口援 资源与环境袁圆园园愿袁员愿渊圆冤院远缘鄄远怨援
咱圆园暂 彭本荣袁洪华生袁陈伟琪袁等援 填海造地生态损害评估院理论尧

方法及应用研究咱允暂 援 自然资源学报袁圆园园缘袁圆园渊缘冤院员鄄员猿援
咱圆员暂 檀赛春袁石广玉援 中国近海初级生产力的遥感研究及其时空

演化咱允暂 援 地理学报袁圆园园远袁远员渊员员冤院员员愿怨鄄员员怨怨援
咱圆圆暂 悦韵杂栽粤晕在粤 砸袁阅鸳粤砸郧耘 砸袁阅耘 郧砸韵韵栽 砸袁藻贼 葬造援 栽澡藻 增葬造怎藻 燥枣

贼澡藻 憎燥则造凿鸳泽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泽藻则增蚤糟藻泽 葬灶凿 灶葬贼怎则葬造 糟葬责蚤贼葬造咱 允暂 援 晕葬贼怎则藻袁
员怨怨苑袁猿愿苑院圆缘猿鄄圆远园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