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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滨海海上风电场建设对近岸海洋生态

环境的累积影响评价

张晶磊,摇 杨摇 红,摇 王春峰,摇 丁摇 骏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上海 201306)

摘摇 要:近年来海上风电事业高速发展,而短期内在较小的区域之中建设多个海上风电场会对海洋生态环

境造成累积影响。 通过对海上风电场建设的累积影响识别,综合运用情景分析法、GIS 方法、赋值计算法,
结合滨海县海上风电场建设的实际情况,定量分析并评价了海上风电场建设对近岸海域海洋水质和海洋

生物造成的累积影响。 研究表明:多个海上风电场建设对近岸海域和风电场区附近海域的生态环境累积

影响较大,根据风电场建设规模变化设定的三种情景的累积影响综合得分分别为 0. 475、0. 508、0. 640,说
明海上风电场建设产生的累积影响随建设数量和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评价结果表明短期内多个海上风电

场建设对近岸海洋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较大,应在该海域内合理谨慎地开发海上风电,加强风电场建设管

理以及采取有效的生态补偿措施以降低累积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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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ulative impacts assessmen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on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Binhai,Jiangsu

ZHANG Jing鄄lei,摇 YANG Hong,摇 WANG Chun鄄feng,摇 DING Jun
(College of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offshore wind farms
in small area has a cumulative effect on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uring a short period. Through the identifi鄄
cation of cumulative impact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wind farm construction in Binhai county,the accumulative effect of
offshore wind farm construction on marine water quality,and marine organism we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by the
methods of scene analysis,GIS technology and assignment calcu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ultiple offshore wind
farm construction had a great cumulative effect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offshore areas and wind farm areas. The
synthesis score of three scenes was 0. 475,0. 508 and 0. 640,which indicated the cumulative effect increased with the
quantity and scale of wind farm. The results of assessment showed that multiple offshore wind farm construction had
great effect on th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uring a short period,so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in a reasonable and prudent way,strengthe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take effectiv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asures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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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风能作为新兴可再生能源,相比其他能源具

有更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已经成为我国能

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苏省可供开发陆上风

电场的资源有限,但海洋风能资源丰富,成为我国

海上风电重点发展区域[1]。 截至 2017 年底,江苏

沿海区域包括已建、在建和规划未建的海上风电

场数量接近 30 个,装机容量近千万千瓦,这对促

进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 风能虽

然是清洁能源,但海上风电场在建设和运营过程

中会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如施工期打

桩和电缆敷设破坏底栖生态环境,造成底栖生物

损失。 同时施工引起海域悬浮泥沙增加,形成高

浓度扩散场,造成水体溶解氧降低,导致海洋生物

损失和死亡[3鄄5],风电场施工期和运营期的水下噪

声会对海洋生物造成一定影响,研究表明长时间

的水下噪声会造成鱼类听力损失、行为模式改变

等[6],而风机运行产生的水上噪声则会对鸟类的

飞行迁徙和栖息产生一定干扰[3]。 江苏盐城滨

海县地理条件优越、风能资源丰富,受政策、成本

导向使这里成为近岸海上风电场建设较为密集的

区域。 由于海上风电场占海面积大,建设区域邻

近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以及多种鱼类的产

卵场,生态环境较为敏感。 而目前海上风电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仅侧重单一项目的环境影响,大都

未全面考虑短时期内在较小区域内密集建设海上

风电场对区域海洋生态所产生的累积环境影响,
由此会对区域海洋生态环境带来潜在负面

问题[7]。
累积环境影响是指当一项行动与其他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时,对自然环境扰

动的累积效应[8]。 美国和加拿大是最早开展累

积影响研究的国家,然而累积影响评价在实际应

用中仍未广泛普及,但研究尺度和领域逐步加大、
拓宽。 有关累积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的方法包括

矩阵法、网络法、幕景分析法、系统动力学法、GIS
方法等[9],Monique 等对加拿大水域的五年研究

案例进行分析,建立了水域累积环境影响评价的

框架[10];韦丹等采用数学模型法建立了锦州湾港

口建设对水动力条件和水体交换的环境累积影响

评价方法,采用矩阵法和定性分析法对海洋生态

环境进行了评价[11];璀瑔结合幕景分析和环境容

量法对山东济宁开发区建设的累积影响进行了评

价研究,表明幕景分析法是一种有效的累积影响

评价方法[12];沈汇超等运用 GIS 图形叠置,构建

了生态敏感区的建设项目对越冬水鸟生境的累积

影响评价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影响减缓措

施[13]。 本文主要以滨海北区多个近岸海上风电

场工程为例,采用情景分析与 GIS 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其对附近海域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以期建

立适宜的区域累积环境影响分析的方法。 同时通

过对一个区域在建及已建项目的累积环境影响识

别及评价,可以较完整地提供一个区域内多项建

设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信息,通过评价这些影响,
提出相关对策措施,从而提高环境评价的有效性,
同时对开发行动的类型、速度和空间布局进行有

效管理[14鄄15]。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域工程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江苏省滨海县北区海域,评价

区域总面积约为 3920 km2,分别建设有 100 MW
海上风电场工程和 400 MW 海上风电场工程。 两

项工程距岸分别为 7. 5 km 和 22 km,涉及海域面

积分别约为 30 km2和 250 km2。 两个风电场边缘

最短距离约为 11 km,中心相距约 17 km。 风电场

距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西侧实验区最

近距离为 0. 4 km,距离南侧实验区最近距离为

9. 8 km。 风电场周边分布有小黄鱼、银鲳、带鱼和

银姑鱼的产卵场[16鄄18],研究区域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研究区域

Fig. 1 Map of study region

1. 2摇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的海洋环境和渔业资源调查的实际数据;
海上风电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相关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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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累积影响因子识别

研究区域内海上风电场建设规模从 100 MW
增加至 500 MW,占海面积从 30 km2 增加到 280
km2,随着占海面积的扩大,且风电场在长期运行

后,在空间和时间上通过加和或协同作用产生累

积影响。 根据海上风电场建设规模和运行特点以

及区域环境现状,针对不同环境要素产生的影响

在时空上体现的累积性,对海上风电建设的累积

影响进行识别(表 1)。

表 1摇 累积影响识别[19]

Tab. 1 Cumulative impact identification

环境要素
100 MW 海上

风电场

400 MW 海上

风电场
累积影响

水环境质量 + * + ** + ***

沉积物质量 - * - * - *

渔业资源 + * + * + *

底栖生物 - * - *** - ***

海洋生物 - ** - *** - ***

鸟类 - * - * - **

生物多样性 - * - ** - **

海洋景观 - * - * - *

注:* 有轻微不利影响,** 有一般不利影响,*** 有严重不

利影响,- 长期影响,+短期影响

由于风机基础、升压站基础以及海底电缆的

敷设会造成悬浮物浓度增加,造成海洋生物损失,
随着施工结束这种影响会慢慢减弱。 同时风机基

础会改变近岸海域水动力条件,海水交换受到一

定程度的影响,降低海水自净能力,导致污染物在

工程区域及周边海域逐渐累积;由于大量风机柱

分布在区域内,将原本连续的一片海域分割为工

程区外、工程区内等多个相对孤立的区域,导致海

洋生境面积和规模发生变化,从而对海洋生物产

生累积影响;风机基础和海底电缆占用底栖空间,
造成底栖生物丧失栖息地和生物损失,多个风电

场的建设扩大了占海面积,长期对底栖生物产生

累积影响[20]。
1. 4摇 情景设定与插值分析

幕景分析法又称为情景分析法,某一情景可

以代表在某一时刻下的人类活动与环境状况,通
过设定一系列情景并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人

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通常与 GIS 或环境数学模

型结合使用[19]。 为分析海上风电场建设对区域

海洋水环境、生物生态和底栖环境的累积影响,根
据风电场建设规模的变化而设定三个不同情景:
情景 1 为无海上风电场建设;情景 2 为有一个规

模为 100 MW 的海上风电场建设;情景 3 为有两

个规模分别为 100 MW 和 400 MW 的海上风电场

建设。 通过对比不同情景下的环境状况,评价海

上风电场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
ARCGIS 10. 3 软件中的克里金插值法是在有

限区域内对区域变化量进行无偏最优估计的一种

地统计学方法[21鄄22],通过对实际监测数据进行插

值分析,得出研究区域在不同情景下的环境状态。
1. 5摇 指标权重与评价等级确定

在评价海洋生态环境时应考虑到非生物因子

和生物因子[22],因此选取水环境综合质量、浮游

生物量、底栖生物量为海上风电场对海洋生态环

境累积影响的评价指标。 水环境综合质量能反映

出研究区域海水水质的特征,可以体现风电场建

设对海水质量和生物生存条件的影响,水环境综

合质量的参评项目和计算方法参照文献进行计

算[23];浮游生物量能反映出研究区域海洋生物生

态环境的特征;底栖生物量能反映出研究区域底

栖环境的特征。
结合 2014 年至 2016 年实际调查的结果,查

阅分析近年来的海洋环境和渔业资源统计年鉴,
划定了累积影响评价指标等级与分类标准。 水环

境综合质量的等级与分类参照了罗先香的研究方

法[24];浮游生物量和底栖生物量根据实际调查结

果以自然断裂法进行分类[25],通过专家咨询确定

不同等级的赋值分数。 由于风电场施工期集中在

秋季,同时秋季环境状况相比春季而言较差,为评

价风电场建设在最不利的自然条件下产生的累积

影响,故本文选取秋季的调查数据研究风电场建

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 评价权重参照层

次分析法的相关原理,根据 1 ~ 9 级及其倒数的标

度方法进行两两比较,通过构造判断矩阵计算进

行确定[26鄄27]。 根据上述方法确定了评价指标等

级分类标准、赋值和权重,如表 2 所示。
1. 6摇 累积环境影响评价

利用 ARCGIS 面积统计工具对插值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采用公式(1)计算得出不同评价指标

得分,将插值得出的图形结果转化为数值结

果[28]。 例如评价指标 Y 的插值结果为:不同环境

等级的面积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比分别是 I 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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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II 级为 25% ,III 级为 15% ,IV 为 10% ,则评

价指标 Y 的得分为 0. 25伊50% +0. 5伊25% +0郾 75伊
15% +1. 00伊10% =0. 463。

WI=PI=BI=移n
i=1E i伊Si (1)

式中:WI 为水环境综合质量指数;PI 为浮游

生物量指数;BI 为底栖生物量指数;n 为评价等级

的数量;Si为第 i 类环境等级的总面积占评价区域

面积的比值;E i为第 i 类环境等级的赋值分,如表

2 所示。

表 2摇 评价指标等级分类标准、赋值和权重

Tab. 2 Grad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and weight of evaluation index

环境等级 水环境综合质量 浮游生物量 / 伊103 ind·m-3 底栖生物量 / g·m-2 赋值

I 级 臆0. 75 >300 >75 0. 25

II 级 0. 75<WI臆1. 00 150臆PI<300 50臆BI<75 0. 50

III 级 1. 00<WI臆1. 25 75臆PI<150 25臆BI<50 0. 75

IV 级 >1. 25 <75 <25 1. 00

权重 0. 110 0. 309 0. 581 —

摇 摇 为分析多个风电场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综

合累积环境影响,按公式(2)计算累积影响综合

指数[28],综合指数的大小可以体现海上风电场建

设对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程度。 根据相

关研究文献以及咨询专家,将累积影响综合指数

划分为 4 个评价等级,如表 3 所示。
CEI=WI伊XWI+PI伊XPI+BI伊XBI (2)

式中:CEI 为累积影响综合指数;WI 为水环

境综合质量指数;PI 为浮游生物量指数;BI 为底

栖生物量指数;XWI、XPI、XBI为各评价指标对应的

权重值,如表 2 所示。

表 3摇 海上风电工程累积影响评价等级

Tab. 3 Assessment grade of cumul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 score

累积影响综合指数

CEI
评价等级

CEI臆0. 4 累积影响较小

0. 4<CEI臆0. 6 累积影响一般

0. 6<CEI臆0. 8 累积影响较大

CEI>0. 8 累积影响严重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生态环境变化

本文结合 2014 年至 2016 年的实际调查数

据,根据表 2 的等级与分类标准,利用 ARCGIS 插

值方法得出研究区域内不同情景下不同评价指标

的环境状况分布图,图 2(a、b、c)分别为情景 1、2、
3 的水环境综合质量状况分布图;图 2(d、e、f)为

浮游生物量状况分布图;图 2(g、h、i)为底栖生物

量状况分布图。 根据插值分析结果,利用面积统

计工具,得出不同等级面积大小和占比情况,结果

如表 4 ~ 6 所示。
从不同环境等级的分布来看,各评价指标的 I

级区域面积均有所减小,III、IV 级区域面积均有

所增加,其中 I 级区域主要分布在离岸较远的海

域,IV 级区域主要集中在近岸海域和风电场建设

区域内,表明近岸海域和风电场区附近的海洋生

态环境受风电场建设的影响较大,远离工程区的

海域环境受到的影响有限。
从不同环境要素来看,水环境综合质量在情

景 1 下有 65. 38% 的区域为 I 级,没有出现 IV 级

区域 (图 2a), 在情景 3 下 I 级区域降低至

10郾 78% ,IV 级区域达到了 16. 70% (图 2c),区域

海洋水环境质量变化明显,风电场区内海水水质

的平均超标率有所增加,风电场区南北侧鱼类产

卵场所在海域的水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浮游

生物量(图 2d ~ f)和底栖生物量(图 2g ~ i)的水

平随着风电场建设的规模扩大而降低,近岸海域

和风电场区的生物量水平有明显降低,主要为 IV
级,在远离风电场区和近岸的海域生物量水平良

好,对鱼类产卵场的影响较小,由此可见海上风电

场建设对生物环境和底栖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
影响范围主要为近岸海域和风电场区附近的

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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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不同情景下不同评价指标的环境等级分布

Fig. 2 Environmental grade distribution maps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indexes under different scenes

表 4摇 不同情景下水环境综合质量不同等级的面积与比例

Tab. 4 The area and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grades of comprehensive water quality under different scenes

环境等级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面积 / km2 比例 / (% ) 面积 / km2 比例 / (% ) 面积 / km2 比例 / (% )

I 级 2562. 96 65. 38 2014. 67 51. 39 422. 42 10. 78
II 级 1094. 49 27. 92 1018. 38 25. 98 1899. 16 48. 44
III 级 262. 55 6. 70 684. 69 17. 47 943. 81 24. 08
IV 级 0 0. 00 202. 26 5. 16 654. 61 16. 70

表 5摇 不同情景下浮游生物量不同等级的面积与比例

Tab. 5 The area and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grades of planktonic biomass under different scenes

环境等级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面积 / km2 比例 / (% ) 面积 / km2 比例 / (% ) 面积 / km2 比例 / (% )

I 级 2035. 21 51. 92 1533. 25 39. 11 1028. 34 26. 23
II 级 807. 80 20. 61 1036. 76 26. 45 1020. 31 26. 03
III 级 895. 39 22. 84 782. 94 19. 97 964. 98 24. 62
IV 级 181. 60 4. 63 567. 05 14. 47 906. 37 23. 12

表 6摇 不同情景下底栖生物量不同等级的面积与比例

Tab. 6 The area and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grades of benthic biomass under different scenes

环境等级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面积 / km2 比例 / (% ) 面积 / km2 比例 / (% ) 面积 / km2 比例 / (% )

I 级 1399. 69 35. 71 1833. 81 46. 78 770. 74 19. 66
II 级 1372. 76 35. 02 707. 16 18. 04 1041. 13 26. 56
III 级 722. 46 18. 43 731. 23 18. 65 942. 76 24. 05
IV 级 425. 09 10. 84 647. 80 16. 53 1165. 37 29.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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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累积环境影响

通过赋值计算得出各评价指标指数和累积影

响综合指数,结果如表 7 所示。 从不同的评价指

标来看,三种情景下的水环境综合质量指数分别

为 0. 353、0. 441、0. 617,浮游生物量指数分别为

0. 450、0. 525、0. 612,底栖生物量指数分别为

0郾 511、0. 512、0. 660。 通过情景 2、情景 3 与情景

1 的比较可以看出,海上风电场建设对水环境综

合质量的累积影响程度最大,对浮游生物的累积

影响程度次之。 底栖生物量在原始情景下处于较

低水平,情景 2 与情景 1 的得分变化很小,情景 3
较情景 1 的得分增加了 0. 149,说明风电场建设

对底栖环境的影响和风电场的规模大小有关。
从累积环境影响综合得分来看,三种情景的

累积环境影响综合得分分别为 0. 475、0. 508 和

0. 640,情景 2 较情景 1 增加了 0. 033,情景 3 较情

景 1 增加了 0. 165。 说明仅有 100MW 海上风电

场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一般,而多个

海上风电场的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

较大。
表 7摇 累积环境影响得分与情景比较结果

Tab. 7 Cumul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 score under different scenes

项目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水环境综合

质量指数
0. 353 0. 441 (+0. 088) 0. 617 (+0. 264)

浮游生物

量指数
0. 450 0. 525 (+0. 075) 0. 612 (+0. 162)

底栖生物

量指数
0. 511 0. 512 (+0. 001) 0. 660 (+0. 149)

累积影响

综合指数
0. 475 0. 508 (+0. 033) 0. 640 (+0. 165)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当前情景与情景 1 相比较的差值

从宋文玲[29] 评价风电场对盐城自然保护区

的累积生态影响的结果来看,多个风电场建设会

造成保护区植被破坏、生物量减少、景观破碎,对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带来不同程度的累积影响;潘
高娃[30]对内蒙古陆上风电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

进行了分析,认为同一地区集中建设多个风电场

的时候,占地面积和干扰面积就会累积性增大,直
接影响到土地利用格局,从而影响到社会发展,牧
民生活。 这与本文得出的同一海域密集建设的多

个风电场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较大的结论

较为一致,说明在较小的区域内密集开发建设风

电场会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不利的累积影响。
2. 3摇 讨论

本文以幕景分析法为框架,将地理信息系统

(GIS)技术与数学模型计算法相结合,构建了累

积影响综合评价模型,对比分析不同情景下各评

价指标以及累积环境影响综合指数,定量评价多

个海上风电场建设对海洋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
得出如下结论:研究区域海洋水环境综合质量指

数由 0. 353 上升到 0. 617,浮游生物量指数 0. 450
上升到 0. 612,底栖生物量指数由 0. 511 上升到

0. 660,近岸海域和风电场区附近海域的海水水

质、海洋生物受到海上风电场建设的影响较大。
三个情景下的累积影响综合指数分别为 0. 475、
0. 508、0. 640,表明海上风电场建设对区域海洋生

态环境的累积影响会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而

增大。

3摇 结摇 论

(1)本文选取的水环境综合质量仅能体现区

域海洋水环境质量的总体状况,参评的污染物因

子缺乏针对海上风电场建设的特点。 海上风电场

建设除了对海洋生物的生物量产生影响之外,对
生物群落结构、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是需要考虑

和研究的,同时海上风电场建设所产生的噪声污

染和对海洋鱼类、鸟类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本文

仅从海洋水环境质量、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三个

方面对海上风电场建设的累积影响进行了评价分

析,因此如何更为全面、科学地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与海上风电工程相关的评价指标以及评价等级的

划分是今后海上风电场累积影响评价研究的重点

工作。
(2)本文以研究区域风电场建设的实际情况

为依据设定了三个情景,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结

合区域内其他人类活动以及自然环境变化等因素

进一步设定多个情景。 本文采用 GIS 技术与综合

指数法对累积影响进行了定量评价,但研究所提

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全面性和实用性上有所欠

缺,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以期更为准确地评价

海上风电场建设的累积环境影响。
(3)海上风电场运行年限长,一般可达 20 a

之久,而本文研究的时间尺度较短,风电场长期运

营后对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程度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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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因此应在风电场运营后对累积影响进行跟

踪评价,并与当前评价结果进行比较,以反映海上

风电场运营期对海洋生态环境累积影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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