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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立体化开发的海域资源配置方法研究

李彦平,摇 刘大海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山东 青岛 266061)

摘摇 要: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海域资源稀缺性日益凸显,不同产业用海矛盾不断加

剧。 海域资源立体化配置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未来海域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海域资源

立体化配置以海域立体空间的分层和分配为重点,首先根据海域空间的立体属性,把海域空间分为水面上

方、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五部分。 其次,根据用海活动的需求,把用海主体占用的海域空间分为主要空

间、附占空间和维护空间。 最后,基于“空间排他性冶原则,并综合考虑海域空间连续性、用海活动安全性、
景观性及海洋环境质量等因素,对不同用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的可行性进行了判别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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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thods of marine resources allocation based on
three鄄dimensional development

LI Yan鄄ping,摇 LIU Da鄄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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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marin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are developing both in depth and breadth,the scarcity of marine
resourc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which leads to growing sea鄄use contradictions among different indus鄄
tries. Marine resources allocation based on three鄄dimensional development become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crucial tasks of maritime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Marine resources allocation
based on three鄄dimensional development focuses on strat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arine three鄄dimensional space.
Firstly,according to the attribute of the marine space,it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cluding upper part of the sea
surface,sea surface,water,sea鄄bed and subsoil. Secondly,the marine space occupied by the main sea鄄use units is di鄄
vided into main space,secondary space and maintenance spa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and of sea activities. Final鄄
ly,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different stratification of marine space for different activities is assess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patial exclusion冶,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spatial continuity of marine space,the safety of
sea activities,the landscape and the quality of marine environment also being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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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域是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空间载体,是涉

海资本、劳动力及科技等要素聚集的先决条件,更
是“十三五冶壮大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
海域资源的持续稳定供给保障了海洋经济平稳有

序增长,但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

拓展,近海海洋产业布局愈加密集,用海矛盾不断

加剧,海域资源稀缺性日益凸显。 此外,随着我国

海洋工程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跨海大桥、海底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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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海底电缆管道等大型海洋工程建设规模不断

扩大,由于其穿越距离长,与其它用海活动空间很

容易重叠或交叉,给海洋开发和管理带来诸多

难题。
在此情况下,转变海域“平面化冶管理思路,

从立体角度布局海洋产业、配置用海空间成为解

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缓解

不同产业用海的空间矛盾,还能有效提高海域资

源利用率,实现海域集约节约利用。

1摇 研究现状与实践进展

1. 1摇 海域立体化开发与管理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海域资源配置时,如中国的海洋

功能区划和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澳大利亚大堡

礁的一般利用区、生境保护区、自然保护公园等 8
类分区[1],意大利阿西纳岛保护区的不同区域和

四个区划保护等级的评估等[2],多把海域作为平

面问题来考虑。 近几年,我国海域平面化管理导

致出现交叉用海、重叠用海等矛盾,部分专家学者

开始对海域立体或分层确权管理进行研究,主要

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对海域立体确权的可行性及协调机制进

行研究[3鄄6]。 一般从所有权和物权角度阐述海域

立体确权的法律可行性,从多种海洋资源共生于

同一海域阐述海域立体确权的经济可行性,从遥

感技术、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系统等海洋技术

的成熟和发展阐述海域立体确权的技术可行性,
从改进和优化海域权属管理、海域使用论证、海域

管理行政体系等多角度阐述海域立体确权的管理

可行性。 针对立体开发和确权后的管理,学者们

建议从加强用海者之间沟通、加强权属管理、规
范开发秩序、完善市场配置机制、完善配套制

度、加强行政管理等方面保障用海活动正常

开展。
二是从立体化开发角度对海域使用权的分层

设置方式进行研究。 王淼等[3,6] 根据海域开发利

用活动的方式将海域使用权分为水面层使用权、
水体层使用权、海床层使用权、底土层使用权和综

合使用权,并对海域分层确权的协调机制进行了

研究。 江文斌等[4] 从三维立体层面将海域空间

资源分为水面资源、水体资源、海床资源和底土资

源,并基于此将海域空间资源资产产权分为水面

资源产权、水体资源产权、海床资源产权和底土资

源产权。 翟伟康等[7] 建议通过法律明确水面以

上空间、底土以下空间的权限。
三是基于海域分层确权的海域使用评估研

究。 王淼等[8] 从海域空间层叠利用功能区划的

划分依据出发,构建了海域空间层叠利用立体功

能区划模型,并利用 GIS 技术研究了胶州湾海域

层叠用海兼容方案。 赵琪等[9] 利用层次分析法,
构建了层叠用海兼容性评估的指标体系,并以胶

州湾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1. 2摇 海域立体化开发与管理实践进展

国家海洋局在海域使用管理中也遇到海域

“平面确权冶带来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相关探

索。 2014 年,连云港海滨大道跨海大桥与田湾核

电站温排水区所用海域重叠,导致前者无法确权,
为此国家海洋局与地方海洋主管部门开展研究,
最终提出海域立体确权的概念,把与温排水区重

叠的海域同时确权给跨海大桥所有者,这也是国

家海洋局审批的首例立体确权项目。 2015 年,国
家海洋局采取同样思路,把福建宁德核电厂内的

应急道路跨海桥梁用海与核电取水、港池及外围

保护带用海进行立体确权。
此后,2016 年发布的《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

步规范海上风电用海管理的意见》对风电项目

的海底电缆提出“鼓励实施海上风电项目与其

它开发利用活动使用海域的分层立体开发,最
大限度发挥海域资源效益。 海上风电项目海底

电缆穿越其它开发利用活动海域时,在符合《海
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且利益相关者协调一致

的前提下,可以探索分层确权管理,海底电缆应

适当增加埋深,避免用海活动的相互影响冶,从
政策角度进一步肯定了海域立体化开发和确权

的管理思路。
在今后海域资源配置中,立体化开发模式将

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由于现阶段相关研究多聚

焦于海域使用权的界定、管理和评估等,而从空间

布局角度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从海域立体空间

分层和分配入手,开展立体化海域资源配置方法

研究。 首先对海域立体空间进行分层,其次根据

不同用海活动的方式和特点,确定其使用海域空

间的范围;最后,基于“空间排他性冶原则,并综合

考虑空间连续性、安全性、环境质量、景观性等因

素,设计用海活动立体化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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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海域空间使用特征分析

2. 1摇 海域立体空间分层

基于立体化开发的海域资源配置属于海域资

源空间结构配置的范畴[10],是基于海域空间的三

维立体属性将海域分层,并在不同层布局海洋产

业的海域资源配置模式,即把分布于不同平面的

用海活动布局到同一平面。 因而,对海域空间进

行分层是海域资源立体化配置的重要环节。 《海
域使用管理法》规定我国海域包括内水、领海的

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因此多数学者建议将海

域分为上述四部分[3鄄4,11],也有学者将海域分为水

面以上一定空间、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五部

分[7]。 考虑到跨海大桥桥梁部分仅使用水面上

方这种特殊情况,本文将海域空间在垂直方向上

分为水面上方、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五部分。
2. 2摇 海域空间使用的主体及特点

用海活动占用海域空间的主体(以下简称

“用海主体冶)不同决定了其占用海域空间的范围

和特点各有差异,通过对《海域使用分类体系》中
所列的用海活动进行归纳梳理,从用海主体角度

将海域空间使用分为四种情况。
(1)填海造地使用海域空间,即为形成陆域

向海中吹填、抛填的砂石、泥土等材料永久性占用

海域原有空间,包括建设填海造地、农业填海造地

和废弃物处置填海造地三种情形,这类使用海域

空间的方式最显著特点是彻底改变海域的自然属

性,使原海域空间不复存在。
(2)构筑物和设施使用海域空间,即为达到

海洋开发目的而建设或安装构筑物、设施等使用

海域空间,此类使用海域空间的方式时间持久,包
括码头、防波堤、栈桥等非透水构筑物或透水构筑

物,网箱、灯塔等设施以及海底电缆管道、海底隧

道及其它海底场馆等。 采用桩基础结构型式的透

水构筑物,一般桩基础需要嵌入海床和底土中,并
且构筑物上方露出水面,这种使用海域空间的方

式基本占用了海域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四层

空间;而采用沉箱、抛石等型式的非透水构筑物,
也往往要开挖海床以增加结构物的地基稳定性,
因此一般占用了海域的水面、水体和海床空间。
对于海底电缆管道等设施来说,在近海一般埋设

在海床下 1 ~ 3 m,仅使用海床一层;而海底隧道

及其它海底场馆的埋设深度往往更大,在海床下

深达十米至几十米,且直接在底土层施工,对其它

层用海活动基本无影响。
(3)服务对象使用海域空间,指海洋开发利

用活动的服务对象开展相关活动时使用海域,如
船只在航道航行、码头靠泊,游客在海水浴场或游

乐场游玩等,此类使用海域空间的方式在时间和

空间上具有间断性,而且往往仅使用海域的部分

空间。
(4)水体使用海域空间,指在排水口、温排水

区、污水达标排放区等向海水中排放水体或通过

取水口从海水中取水的情形。 由于海域体积广

阔,从海中取水或向海中排水对海域空间无明显

影响,但用海活动可能对区域海水质量有严格要

求或影响,包括取排水、温排水、污水达标排放等。
2. 3摇 用海活动使用海域空间的范围

基于用海活动需求将其所使用的海域空间分

为三类。
一是主要空间,即为满足用海活动正常开展,

用海主体占用海域最主要的空间,这部分空间是

满足海域开发利用的最直观、最基本也是最重要

的空间。
二是次附占空间,即在满足运营需求的前提

下,用海主体由于其物理属性(体积),除了主要

空间,依然还要占用的另外的海域空间。
三是维护空间,即为满足用海活动正常开展

而进行定期维护、维修时所需要使用的海域空间,
在用海活动正常开展时,一般不占用维护空间。

以航道用海为例,其用海主体是船只,主要空

间为海域的水面部分,但船只还有一部分淹没于

上层水体,一部分占用水面上方,水面上方和水体

就是附占空间;为满足正常航行水深,航道往往需

要定期疏浚,海床和底土属于维护空间。
考虑到某些用海活动本身已经占用了海域多

空间,或其开发利用过程具有很强排他性,无法与

其它用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空间[12鄄13],首先予以

剔除,包括:(1)各类需要填海造地的用海活动,
如码头、工业厂区、城镇(含工业园区)建设区等,
用海方式包括建设填海造地、农业填海造地和废

弃物处置填海造地;(2)各类采用透水和非透水

构筑物建造的码头、栈桥、跨海道路等,用海方式

为透水构筑物和非透水构筑物;(3)围海养殖、盐
田或盐业生产用的蓄水池等,用海方式包括围海

养殖、盐业;(4)各类固体矿产或油气开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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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海方式为矿产开采、平台式油气开采、人工岛

式油气开采。 此外,特殊用海和其他用海也不予

考虑。
由于多数用海活动建设期的用海需求包含海

域的大部分立体空间,故不考虑建设期的用海空

间需求。 基于以上思路,将不同用海活动使用的

海域空间列于表 1。

表 1摇 不同用海活动使用的海域空间

Tab. 1 The marine space used by different activities

用海活动 主要空间 附占空间 维护空间 编号

跨海桥梁及其附属设施 水面上方 / 水面、水体 A

有防浪设施圈围的渔港港池、开敞式渔业码头的港池等 水面 水面上方、水体 海床、底土 B

渔港航道等 水面 水面上方、水体 海床、底土 B

盐业码头的港池 水面 水面上方、水体 海床、底土 B

有防浪设施圈围的船厂港池、开敞式船厂码头的港池,船坞、滑道

等的前沿水域等
水面 水面上方、水体 海床、底土 B

有防浪设施圈围的电厂(站)港池、开敞式电厂(站)专用码头的

港池等
水面 水面上方、水体 海床、底土 B

有防浪设施圈围的企业专用港池、开敞式企业专用码头的港池等 水面 水面上方、水体 海床、底土 B

有防浪设施圈围的港池、开敞式码头的港池等 水面 水面上方、水体 海床、底土 B

交通部门划定的供船只航行使用的海域 水面 水面上方、水体 海床、底土 B

有防浪设施圈围的旅游专用港池、开敞式旅游码头的港池等 水面 水面上方、水体 海床、底土 B

船舶候潮、待泊、联检、避风及进行水上过驳作业等 水面 水面上方、水体、底土 / C

游人游泳、嬉水 水面 水体 / D

开展游艇、帆板、冲浪、潜水、水下观光及垂钓等海上娱乐活动 水面 水体 / E

无须筑堤围割海域,在开敞条件下进行养殖生产 水体 水面 / F

陆上海水养殖场延伸入海的取排水口等 水体 / / G

盐业生产用取排水口 水体 / / G

电厂(站)取排水口 水体 / / G

海水综合利用取排水口等 水体 / / G

取排水口 水体 / / G

受纳指定达标污水的海域 水体 / / G

输油管道 海床 / 水面上方、水面、水体 H

埋设海底通讯光(电)缆、电力电缆、深海排污管道、输水管道及

输送其它物质的管状设施等
海床 / 水面上方、水面、水体 H

海底隧道及其附属设施 底土 / / I

海底水族馆、海底仓库及储罐等及其附属设施 底土 / / I

注:本表所列用海活动,均取自于《海域使用分类体系》第 5 部分———海域使用类型和用海方式,并已剔除不宜进行分层使用海域的用海

活动

3摇 海域资源立体化配置方法与评价

3. 1摇 海域资源立体化配置方法

不同用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时,既要保证用

海需求得到满足,又不能对其他层用海活动造成

影响。 本文以空间排他性为首要原则,并综合考

虑用海活动的安全性、海域空间连续性、环境质量

及景观性等需求,对用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的可

行性进行判别。
(1)空间排他性,即不同用海活动所使用的

海域空间不重叠。 本文主要考虑主要空间和附占

空间,并认为不同用海活动的主要空间重合,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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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层用海可行性;一种用海活动的主要空间或

附占空间与另一用海活动的附占空间重合,需根

据实际情况判别。 空间排他性是本文判别用海活

动分层使用海域首要考虑的因素。
(2)安全性,即既要考虑用海活动中的人、构

筑物、设备或设施等直接面临的危险,也要考虑用

海活动开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
(3)海域空间连续性,即某些用海活动集中

连片使用海域的需求不受影响,大多数构筑物的

建设可能会影响海域空间的连续性。
(4)海洋环境质量,即满足不同用海活动对

海洋环境质量的要求,应从海水水质质量、海洋沉

积物质量、海洋生物质量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综合

考虑。
(5)景观性,即用于滨海旅游海域的自然景

观不被破坏,一般海洋环境污染、不合理的海洋产

业布局等会影响海域的景观价值。
基于以上因素,不同用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

的可行性判别结果列于表 2。
表 2摇 不同用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空间的可行性判别结果

Tab. 2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different stratification of marine space

for different activities

用海活动 A B C D E F G H I

A 伊1 伊2 伊2 伊3 伊3 伊3 姨 姨 伊3

B 伊2 伊1 伊1 伊1 伊1 伊2 姨 姨 姨

C 伊2 伊1 伊1 伊1 伊1 伊2 姨 姨 姨

D 伊3 伊1 伊1 伊1 伊1 伊2 伊3 姨 姨

E 伊3 伊1 伊1 伊1 伊1 伊2 伊3 姨 姨

F 伊3 伊2 伊2 伊2 伊2 伊1 伊1 姨 姨

G 姨 姨 姨 伊3 伊3 伊1 伊1 姨 姨

H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伊1 姨

I 伊3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伊1

注:(1)A、B、C、D、E、F、G、H 代表的用海活动见表 1;(2) 伊1 表示

由于两种用海活动的主要空间重叠而不可行;伊2表示两种用海活

动的主要空间不重叠,但附占空间影响了分层用海的可行性;伊3

表示用海活动的安全性、空间连续性、海洋环境质量、景观性等受

到影响;姨表示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下,两种用海活动可以分层

使用海域

3. 2摇 评价分析

(1)跨海桥梁及附属设施用海仅使用水面上

方空间,由于船舶航行需占用水面上方空间,难以

保证大型船舶通过,故不宜与各类港池、航道和锚

地等用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跨海桥梁及附属设

施与海水浴场的用海空间不重叠,但跨海大桥会

影响海水浴场的空间连续性和景观性,故不建议

两类用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游艇、帆板、冲浪等

海上娱乐活动容易与桥墩发生碰撞事故,且跨海

大桥影响海域的空间连续性和景观性,故不建议

两类用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跨海桥梁及附属设

施可与海底电缆管道等分层使用海域,但需两类

用海活动严格规范施工,避免相互影响;应禁止跨

海桥梁及附属设施与海底隧道及其他海底场馆等

分层使用海域,以防止后者坍塌,影响双方的安

全;跨海桥梁及附属设施与各类取排水口、温排水

区和污水达标排放区在海域空间、海水环境等各

方面基本不会相互影响,故两类用海活动可以分

层使用海域,并且可行性高。
(2)港池、航道等的服务对象为船只,除了使

用水面空间,还附占水面上方和水体两层空间,因
此难以与桥梁、浴场、海水游乐场、海水养殖等用

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港池、航道等对海水质量要

求较低,故与取水口、温排水区甚至污水达标排放

区可以分层使用海域,但后者是否会造成港池、航
道淤积需严格论证。 多数港池、航道需定期疏浚,
船舶候潮、待泊、联检、避风等需要抛锚,这对埋设

在海床中的海底电缆管道会产生较大威胁,故建

议海底电缆管道路由选址尽量避开港池、航道和

锚地,确需分层使用海域需合理增加电缆管道埋

深和保护措施[14鄄16],并要求船只按相关要求作

业。 海底隧道及其他海底场馆等一般埋置深度较

大,与港池、航道等分层使用海域基本不会相互

影响。
(3)浴场和海上游乐场与海底电缆管道、海

底隧道及其它海底场馆等用海活动,不存在竖向

用海空间的冲突,可以分层使用海域,但海底电缆

管道要合理增加埋设深度,并采取一定保护措施。
由于各类排水口、温排水区和污水达标排放区会

对水质有较大影响,且取水口对水质有较高要求,
故不建议浴场和海上游乐场与上述用海活动分层

使用海域。
(4)开放式养殖用海与海底电缆管道、海底

隧道及其它海底场馆等用海活动不存在竖向用海

空间的冲突,可以分层使用海域,但若采用打桩方

式安装养殖设施,会对海底电缆管道产生严重威

胁,应予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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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类取排水口、温排水区及污水达标排

放区域,在空间上对其它用海活动的影响可以忽

略,但需要考虑取水口对水质的要求以及排水口

或温排水区对水质的影响[17],故排水口、温排水

区及污水达标排放与跨海桥梁、港池、航道、海底

电缆管道、海底隧道及其它海底场馆等可以分层

使用海域,但取水口能否与上述用海活动分层使

用海域需要严格论证。
(6)海底电缆管道由于埋设在海床中,故可

与多种用海活动分层使用海域,但必须禁止打桩

行为,并且港池、航道疏浚和船舶抛锚需考虑海底

电缆管道的安全性,需严格论证埋设深度,并增加

保护措施等。
(7)海底隧道及其它海底场馆一般建设在海

床下数十米甚至几十米[18鄄19],一般情况下与其它

用海活动均能实现分层使用海域,但其上方建设

跨海大桥的情况应予以禁止,以防止发生坍塌

危险。

4摇 小摇 结

海域资源立体化配置对于缓解近岸海域稀

缺、解决不同产业用海空间交叉或重叠等问题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海域立体确权的基

础和依据。 本文从用海活动占用海域空间的特点

入手,分析和评价了不同用海活动立体使用海域

空间的可行性。 由于影响用海活动正常开展的因

素多,而且即使是同种用海活动,也会因海域自然

条件、工程规模、施工技术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对其

他用海活动产生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影响,在具

体的海洋开发与管理实践中,应针对具体用海项

目开展针对性论证分析,并严格规范用海行为,并
提出协调用海方案,以避免分层用海时不同用海

活动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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