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 卷第 2 期
2019 年 4 月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Vol. 38摇 No. 2
April摇 2019

近 25 年来我国海岸线开发强度变化研究

张摇 云,摇 宋德瑞,摇 张建丽,摇 赵建华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3)

摘摇 要:海岸线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扩张的重要空间基础,成为沿海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

因素。 本文基于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15 年 4 个时期的遥感影像提取岸线数据,计算 25 年来我国

大陆海岸线开发强度变化量及年均变化速度,研究其时空演变规律,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海岸线开发

强度变化速度保持增长趋势,空间分布上以长江入海口为分界线,北方沿海城市普遍高于南方,时空演变

形态呈现“三期冶和“两型冶两种特征;(2)重度开发岸线多分布于山东、辽宁和浙江三省,而天津、江苏和

上海范围内其所占本省已开发利用岸线总长度的比例较大,均大于 70% ;(3)近 25 年来,我国大陆海岸线

开发强度指数,以上海市为分界线,北方沿海城市指数全部高于 0. 6,均高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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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hanges of coastline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 China recent 25years

ZHANG Yun,摇 SONG De鄄rui,摇 ZHANG Jian鄄li,摇 ZHAO Jian鄄hua
(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Dalian 116023,China)

Abstract:Coastline resources are the important spatial basis of socio鄄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expansion,
which have become the key factor in the socio鄄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astal cities.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extracted from 1990,2000,2010 and 2015,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change of the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the aver鄄
age annual variation rate of the coastline was calculated to study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25 years,and studi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laws of time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mainland
coastline. The conclusions were followed:(1) China爷 s coastline development intensity growth rate to maintain the
growth trend,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s the dividing line,the northern coastal cities gener鄄
ally higher than the south,the evolution of time and space showed the “three冶 and “two冶. (2)During the research pe鄄
riod,the highly utilization coastline was mostly distributed in Shandong,Liaoning and Zhejiang provinces. The percent鄄
age of utilization in total length of developed coastline was larger over 70% in Tianjin,Jiangsu and Shanghai. (3) In
the recent 25 years,the trend of the continental coastline development intensity index to Shanghai as the dividing line,
The northern coastal cities was over 0. 6,which wa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e southern coastal cities.
Key words:coastline resources;development intensity;change speed;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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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和工

业化对海域资源索取加重,海岸线开发利用强度

不断增加,据国家海洋局相关数据统计,25 年来,
距海岸线 1 km 范围内海域被开发占用面积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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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80% 。 根据我国大陆海岸线遥感解译结果,
1990 年以来自然岸线锐减,至 2015 年末相比减

少了 31. 94% ;而人工岸线 25 年来,相比增长了

75. 21% 。 海岸线开发强度不断增强,为沿海地区

经济建设和人口增长提供了发展和生存空间的同

时,也带来了生态退化、环境恶化、资源衰退等问

题。 研究不同时期大陆海岸线开发强度的变化趋

势,控制自然岸线减少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海岸线开发强度的研究较少,

多集中于海域使用管理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1鄄3]、
海域 使 用 时 空 数 据 管 理[4鄄5]、 海 域 使 用 权 管

理[6鄄8]、围填海工程的生态补偿[9]、海域使用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10鄄12] 等方面,而关于海域空间资源

开发强度分析[13鄄16] 研究较少。 以往的研究受数

据等的影响,海岸线长度的研究已日趋成熟,而海

岸线空间位置的大尺度和长时间的变迁研究较

少,缺乏较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以

国家海洋局海量的遥感影像为基础,结合遥感和

GIS 技术,提取 1990 年以来我国的大陆海岸线,
作为本底监测数据,构建海岸线开发强度变化计

算模型,分析海岸线开发强度的空间分布规律,为
海洋经济发展及海域资源使用综合管理提供理论

支撑。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数据来源

本研究参考中国海洋经济[17]、海洋法律制

度[18]以及海域使用管理的发展历程[2],选取了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15 年 4 个时期(9
~11 月)的海岸带遥感影像数据(表 1)。 因研究

时间和空间范围较大,遥感影像的质量和精度不

一致,参考 Yun Zhang 等的影像预处理技术和方

法[19],完成影像的配准、校正、匀色和镶嵌等统一

标准化预处理,控制误差范围在 1 个像素之内。
表 1摇 数据来源与说明

Tab. 1 The data sources and description

年份 时间 遥感数据类型 空间分辨率 / m 景数 / 景

1990 9 ~ 11 月 Landsat TM 30 12

2000 9 ~ 11 月 Landsat ETM+ 30 12

2010 9 ~ 11 月 Landsat TM 30 54

2015 9 ~ 11 月 HJ-1A 30 52

1. 2摇 研究方法

从定量研究已开发利用岸线的使用强度角度

出发,提出海岸线开发强度理念,指单位海岸线开

发利用的海域使用面积,即:两个时期内自然岸线

向人工岸线转变或人工岸线向海推进的人为开发

海域使用面积,与占用大陆海岸线长度的比值。
依据两个时期的大陆海岸线类型与空间位置

变化情况,提取新时期大陆海岸线类型为人工岸

线的岸段;以每个岸段为单元,绘制垂直于大陆海

岸线主体走向的剖面与另一时期大陆海岸线相

交;分别计算出相交的剖面面积和两个交点间的

大陆海岸线长度,剖面面积除以两交点间的岸线

长度,得到单位长度大陆岸线的海域开发利用面

积,即为海岸线开发强度。 计算公式如下:

P = 1
n移

n

i = 1

Si

Li
(1)

式中:P 为大陆海岸线开发强度;Si为第 i 个
剖面的面积;Li为第 i 个剖面上的两交点间的大陆

海岸线长度;n 为垂直大陆海岸线主体走向的剖

面数量。 海岸线长度单位为千米(km),剖面的面

积单位为公顷(hm2),故海岸线开发强度的单位

为公顷 /千米(hm2 / km)。
为了计算海岸线开发强度年均变化速度,构

建模型:

SY = P
Y (2)

式中:SY 为海岸线开发强度年均变化速度;Y
为岸线变化时间间隔;P 为海岸线开发强度。

以地级市为单位,计算各市的大陆海岸线开

发强度指数,反映区域范围内海岸线开发利用的

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E =
Ds + Dm

Dl + Dn
(3)

式中:E 为大陆海岸线开发强度指数;Ds为重

度开发岸线长度;Dm为中度开发岸线长度;Dl为

轻度开发岸线长度;Dn为未开发岸线长度;E 值越

大表示岸线开发强度越高。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岸线开发强度变化特征

本次提取的海岸线(瞬时海陆分界线),包括

中国大陆地区和海南岛,不含台湾、舟山市和三沙

市,统称为大陆海岸线。 我们将预处理后的影像

采用色差 Canny 算子岸线自动提取技术[19],完成

海岸线信息的提取,并经过拓扑处理,以及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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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鄄克吕格投影下量算长度(表 2),与 2015 年中

国海洋统计年鉴公布的 18 000 km 海岸线[20]进行

对比,结果发现二者相差约 600 km。

表 2摇 四个时期我国大陆海岸线长度(单位:km)

Tab. 2 The length of Chinese continental coastline in four periods (unit:km)

行政区划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总长度 人工岸线 总长度 人工岸线 总长度 人工岸线 总长度 人工岸线

辽宁 1880. 38 947. 41 1972. 96 1217. 72 2168. 17 1618. 99 2346. 62 1841. 23

河北 406. 33 274. 25 436. 43 351. 84 573. 95 498. 50 640. 30 567. 51

天津 144. 51 131. 73 154. 09 150. 64 265. 67 264. 62 309. 42 308. 83

山东 2494. 59 934. 20 2558. 10 1203. 48 2662. 88 1554. 19 2830. 16 1745. 16

江苏 810. 12 460. 72 841. 17 649. 98 892. 52 714. 33 919. 30 771. 67

上海 174. 00 113. 69 186. 83 185. 37 192. 46 191. 05 194. 63 193. 21

浙江 1908. 77 559. 29 2027. 49 983. 20 2071. 45 1181. 93 2002. 11 1154. 71

福建 2997. 71 901. 49 2911. 54 1023. 79 2931. 45 1279. 42 2942. 63 1353. 36

广东 3200. 27 1207. 14 3206. 98 1608. 27 3072. 99 1714. 03 3088. 96 1747. 94

广西 1610. 93 271. 95 1594. 43 357. 09 1387. 86 530. 93 1416. 19 578. 30

海南 1626. 03 283. 54 1559. 01 373. 12 1519. 92 420. 56 1562. 26 476. 64

摇 摇 由表 2 可以看出,自 1990 年以来,我国人工

岸线长度逐年增加,至 2015 年底人工岸线总长度

已达 10 841. 27 km,占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度的

58. 16% , 25 年 来 新 增 人 工 岸 线 长 度 达 到

4 653郾 79 km,从侧面反应了,可持续开发利用的

海岸线长度正在逐年减少。
采用公式(1)和(2)分别计算出 1990 ~ 2000

年、2000 ~ 2010 年、2010 ~ 2015 年和 1990 ~ 2015
年 4 个时间段的大陆海岸线的平均开发强度和年

均变化速度(图 1 和图 2)。

图 1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开发强度(hm2 / km)
Fig. 1 Strength degree on the Chinese coastline use

(hm2 / km)

由图 1 可看出,我国海岸线资源的开发利用

强度逐年加大,天津市和江苏省开发强度增长幅

度最大,2000 ~ 2010 年 10 a 间,海岸线开发强度

图 2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开发强度变化速度[ hm2 /
(km·a)]

Fig. 2 Speed rate on the Chinese coastline use[ hm2 /
(km·a)]

达到 94. 41 hm2 / km 和 83. 86 hm2 / km,相比 1990
~ 2000 年时期分别增长了 3 倍和 2 倍。 由图 2 可

以看出,海岸线开发强度平均变化速度逐年增加,
天津市和江苏省变化尤其明显,1990 ~ 2015 年 25
年间,达到了 3. 17 hm2 / ( km·a) 和 2. 94 hm2 /
(km·a);而海南省和广东省变化速度最小,分别

为 0. 50 hm2 / (km·a)和 0. 83 hm2 / (km·a)。
整体来看,我国海岸线开发强度变化空间分

布,以长江入海口为分界线,北部沿海城市开发强

度及变化速度普遍高于南部沿海城市,其时空演

变特征可以归纳为“三期冶和“两型冶。
“三期冶可概括为起步期、加速期和高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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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0 年 ~ 2000 年为起步期,此时期全国

海岸线开发强度平均速度低于 2 hm2 / km。 2000
年以前,我国海域开发活动以海洋渔业、海洋盐业

和海洋运输业等传统海域开发利用为主,对于改

变海岸线和海域空间属性的行为较缓慢。
(2)2000 年 ~ 2010 年为加速期,此时期全国

海岸线开发强度平均速度是起步期的 2 倍。 随着

全球海洋开发热潮和人类对高质量生活空间的追

求,促使海洋产业高速发展,配套的围填海行为逐

步扩大,同时沿海城市的海陆界线加速了向海一

侧的扩张,这些都加速了海岸开发的强度。
(3)2010 年 ~ 2015 年为高潮期,此时期全国

海岸线开发强度平均速度仅用了 5 a 时间完成了

加速期的两倍。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的出台,首次将海域物权制度在民事基本法

律中得到确立,是海洋综合管理真正走向法制化

管理时期的重要标志,海洋开发迎来了一个新高

潮。 随着土地资源的紧缺,加快了滨海城市和临

港工业区的建设,进而推动大规模的围填海项目,
标志着海岸开发进入了高潮期。

“两型冶可概括为持续增长型和波动增长型。
(1)持续增长型。 1990 年以来,海岸线开发

强度变化速度保持持续增长的区域,主要有辽宁、

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西 8 个区

域,表明海域开发一直处于加速增长阶段。 各省

各时期的增长速度差异比较显著,2000 ~ 2010 年

与 1990 ~ 2000 年相比变化速度增长较为明显的

为天津市和江苏省,增长速率分别为 2. 61% 和

2. 19% ;而 2010 ~ 2015 年与 2000 ~ 2010 年相比

天津市增速有所减缓,同比下降了 2. 36% 。
(2)波动增长型。 海岸线开发强度变化速度

保持波动增长的区域,主要有上海、广东和海南 3
个区域,均在 2000 ~ 2010 年期间下降,而 2010 ~
2015 年期间迅速增长,增长速率最大的为海南

省,同比增长了 2. 67% 。
2. 2摇 岸线开发强度类型分析

为了形象与真实的展现我国大陆海岸线开发

强度几何空间变化形态,依据 1990 ~ 2015 年大陆

海岸线开发强度数值范围,参考中国大陆海岸线

变化特征[21]、海岸线资源保护与利用[22] 及遥感

影像精度范围,根据分等定级方法,将大陆海岸线

开发强度划分为:重度开发岸线、中度开发岸线、
轻度开发岸线和未开发岸线 4 个类别(本研究划

分类型为相对结果,未开发岸线为该时期内的岸

线未被利用或空间位置变化不明显)。 海岸线开

发强度类型划分标准如表 3 所示。
表 3摇 海岸线开发强度划分标准(单位:hm2 / km)

Tab. 3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strength degree on the mainland coastline(unit:hm2 / km)

分类标准 未开发岸线 轻度开发岸线 中度开发岸线 重度开发岸线

集约度变化值 X X= 0 0 <X<= 10 10 <X<= 50 X> 50

摇 摇 依据海岸线开发强度类型划分标准,以 1990
年岸线为基准,计算出 1990 ~ 2015 年期间我国大

陆海岸线开发强度分类的统计结果(表 4)。

表 4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开发强度类型岸线长度(单位:km)

Tab. 4 The length of various type strength degree of China爷s continental coastline(unit:km)

行政区划 未开发岸线 轻度开发岸线 中度开发岸线 重度开发岸线

辽宁 848. 62 123. 20 358. 36 550. 20

河北 131. 91 18. 29 69. 47 186. 66

天津 31. 20 10. 74 11. 07 91. 51

山东 1324. 61 170. 04 331. 62 668. 30

江苏 223. 77 43. 96 118. 01 424. 38

上海 6. 05 3. 27 43. 88 120. 79

浙江 1092. 88 114. 08 201. 79 499. 81

福建 1878. 66 328. 54 500. 77 289. 64

广东 1920. 82 223. 66 648. 23 407. 59

广西 1041. 14 121. 55 340. 61 107. 67

海南 1225. 83 109. 27 256. 90 3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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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整体来看,我国海岸线已开发利用类型中重

度开发岸线和中度开发岸线比重较大,占已开发

利用岸线总长度的比例为 44. 82%和 38. 23% ,占
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度的比例为 19. 29% 和

16. 45% 。
从空间分布范围来看,我国北方沿海城市大

陆海岸线开发强度普遍高于南方,整体上北方岸

线开发利用比例大于南方,综合分析如下。
(1)未开发岸线多分布于长江入海口以南区

域,其中海南、广西、福建和广东未利用区岸线所

占比例高于 60% ;而上海、天津和江苏未利用岸

线占有率不足 30% 。
(2)轻度开发岸线多分布于福建、广东和山

东,其中福建省轻度开发岸线最长为 328. 54 km,
占全国轻度开发岸线长度的比例为 25. 51% ;从
各省范围内轻度开发岸线长度占本省已开发利用

岸线总长度的比例来看,较高的省为福建、海南和

广西,均大于 20% 。
(3)中度开发岸线多分布于广东、福建和辽

宁,其中广东省中度开发岸线最长为 648. 23 km,
占全国中度开发岸线长度的比例为 22. 32% ;从
各省范围内中度开发岸线长度占本省已开发利用

岸线总长度的比例来看,较高的省为海南、广西和

广东,均大于 50% 。
(4)重度开发岸线多分布于山东、辽宁和浙

江,其中山东省强度开发岸线最长为 668. 30 km,
占全国强度开发岸线长度的比例为 19. 62% ;从
各省范围内重度开发岸线长度占本省已开发利用

岸线总长度的比例来看,较高的省为天津、江苏和

上海,均大于 70% 。
2. 3摇 岸线开发强度分析

由海岸线开发强度指数 E 计算公式(3),计
算出 1990 ~ 2015 年期间我国大陆海岸线开发强

度指数,如图 3 所示。
由我国大陆海岸线开发强度指数计算结果分

析,可得出整体布局情况与未开发岸线类型的保

有量成反比,以上海市为分界线,上海市及北方沿

海城市海岸线开发强度指数全部高于 0. 6,上海

市最高,达 17. 66,其次是天津市,指数为 2. 45(分
析原因是滨海新城区和临港工业区的人为开发活

动引起);而南方沿海城市海岸线开发强度指数

都低于 0. 6,海南省最低,指数仅为 0. 22。

图 3摇 我国大陆海岸线开发强度指数

Fig. 3 Strength degree index of China爷s continental coastline

3摇 结摇 论

(1)1990 年以来,我国海岸线开发强度变化

速度保持增长趋势,空间分布上以长江入海口为

分界线,北方沿海城市开发强度及变化速度普遍

高于南方,时空演变形态呈现“三期冶和“两型冶两
种特征。

(2)重度开发岸线多分布于山东、辽宁和浙

江,总长度超过全国的 50% ;从各省范围内重度

开发岸线长度占本省已开发利用岸线总长度的比

例来看,天津、江苏和上海较大,均大于 70% 。
(3)近 25 a 来,我国大陆海岸线开发强度指

数,以上海市为分界线,北方沿海城市指数全部高

于 0. 6,上海市最高为 17. 66;而南方沿海城市指

数均低于 0. 6,海南省最低仅为 0. 22。
(4)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海洋开发活动加剧,势必影响海域空间资源开

发利用趋势,如何在保护中开发利用海岸线,探索

其开发利用形态,合理开发利用海岸线空间资源

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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