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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在钦州市海岸线保护

与利用规划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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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科学评估海岸线生态服务价值(ESV)是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前提,有助于判别海岸线保护与

利用级别,有助于优化海岸线的管理。 本文以广西钦州市海岸线为研究对象,以海岸线向海陆两侧各 1
km 区域为研究范围,评估了钦州市海岸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探索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在编制海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中的应用,结果表明:ESV 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茅尾海北部、七十二泾、三娘湾以及大

风江部分地区,ESV 较低的区域分布在钦江入海口、金鼓江南部以及大风江西南侧部分地区; ESV 评估可

以从海岸线资源环境特征上把控其保护级别与开发利用价值,并为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编制提供基

础支撑。 研究成果可为海岸线规划管理以及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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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assessment in coastli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of Qi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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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ESV) of coastline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coastli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which is conducive to identifying the level of coastli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optimizing coastline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the coastline and areas within 1 km of each side of it in Qinzhou,
Guangxi was selected as a case study to evaluate ESV of the coastline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ESV in the coast鄄
li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igher ESV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Maowei sea,Seventy鄄two brook,Sanniang bay and Dafeng river,whereas lower ESV are in the estuary of Qin鄄
jiang River,the south part of Jingu River and the south鄄west part of Dafeng River. ESV can guide and control the pro鄄
tection level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value from coastlin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and can
provide basic support for the coastli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astlin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nd especially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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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海岸线

自然形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围海养殖、工业与城

镇化、港口码头建设等大规模的填海造地活动使

得自然岸线比例降低,此外,海岸侵蚀[1]、沙滩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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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滨海湿地退化[2] 等资源环境问题的存在,严
重制约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3]。 针对现状环境

问题,制定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构建集约节

约、优化高效的海岸线利用格局是实现海岸线生

态安全的基本保障和重要途径。 多数学者对海岸

线(带)管理的研究集中在规划管理的理论基础、
构建方法、规划流程、管理方式等方面[1,3鄄9],而针

对海岸线(带)规划所依据的指标方面研究较少,
科学家在研究海岸线(带)管理方案时常常以定

性分析为主,不能很好地为决策者和公众所理解

和认可[10]。 目前,基于生态系统的区域综合管理

越来越受到科学家、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推

崇[10鄄12],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ESV)能够以货币化的形式量化生态系统对

人类的重要程度,它能反映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

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

与效用[13鄄14]。 本文以广西钦州市大陆岸线为研

究对象,开展其 ESV 的评估,并探索 ESV 在海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中的作用,以期为海岸线规划

管理及生态安全保障提供科学依据。
钦州市地处广西南部沿海,北部湾北岸,位于

21毅35忆N—22毅41忆N,107毅27忆E—109毅56忆E 之间,北
与南宁市接壤,东与北海市和玉林市相连,南邻钦

州湾,西与防城港市毗邻。 钦州市沿海地区地势

北高南低,属丘陵地貌类型,全部水域属南海。 西

部为茅尾海,海内红树林广布;东部为大风江;中
部主要为工业开发区;南部为辽阔的钦州湾,其海

岸线曲折,形成了钦州港、豹子港等港口。 钦州沿

海资源丰富,拥有 500 多种海洋鱼类,十几种蟹

类。 另外,钦州沿海拥有国家级旅游景区茅尾海

国家海洋公园、三娘湾、龙门群岛和素有海上“活
化石冶 之称的红树林海洋保护区,以及沙角和

大环半岛滨海生态旅游村等丰富多彩的滨海旅游

资源。 本文研究的海岸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于 2008 年批复的广西大陆海岸线钦州部

分,总长 562. 64 km,岸线东起丹竹江和大风江一

线与北海市相邻,西至茅岭江鄄龙门岛西部与防城

港市相邻。 由于海岸线为陆海分界的线,不具备

空间属性,为科学评估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本研

究将研究区由海岸线向两侧扩展延伸,即以海

岸线为中心向陆海两侧各延伸 1 km 的带状区域

(图 1)。

图 1摇 研究区

Fig. 1 Sketch map of study area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数据源及技术路线

研究选取 Landsat OLI_TIRS 30 m 卫星遥感

数据作为数据源,拍摄时间为 2016鄄10鄄09,图幅号

为 125鄄45。 基于 ENVI 和 ArcGIS 软件,通过人机

交互的方法进行遥感影像分类,然后结合野外调

查数据和现场勘测,进行人工解译修正。 按照研

究要求,将研究区分为:林地(包括常绿阔叶林、
常绿针叶林、防护林、经济林等)、耕地(包括水

田、旱地)、灌草丛、水域、滩涂、红树林、居民工矿

用地、未利用地 8 类。 为研究价值需要,结合钦州

市海岸带自然地理环境,将林地划为森林生态系

统,耕地划为农田生态系统,灌草丛划为草地生态

系统、水域划为水体生态系统,滩涂划为湿地生态

系统,居民工矿用地、未利用地的价值参考荒漠。
另外,由于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其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单独计算。 除遥感数据之外,本研究还

包括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植被覆盖度以及一些规

划资料和统计数据(表 1)。
本研究以评估海岸线 ESV 为主要手段,探究

海岸线资源环境状态,以此为依据编制海岸线保

护与利用规划。 研究首先从自然特征、生态环境、
人类活动等方面对钦州市海岸线资源进行全面了

解;其次,对研究区进行 ESV 评估,并将评估结果

映射在海岸线上;最后,基于 ESV 以及研究区开

发利用需求等进行海岸线功能定位和保护分级。
具体技术路线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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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研究数据

Tab. 1 Data list in the research

序号 数据名称 数据格式 数据时间 数据来源

1 遥感影像 *. tif 2016鄄10鄄09 地理空间数据云

2 海岸线数据 *. shp 2008 年
2008 年广西政府批复的海岸线

钦州部分矢量数据集

3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 *. tif 2016 年全年平均值 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4 植被覆盖度(VFC) *. tif 2016 年全年平均值 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

5
钦州市粮食产量、耕地

面积、粮食价格
统计数据 2016 年 钦州统计年鉴

6 规划资料 文本数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2鄄2020)》、《钦州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06鄄2020)》、《钦州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2015鄄

2024)》等

7 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

钦州市海洋经济统计资料、《钦州统计年鉴 2016》、《钦州市 2016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2016》、

《钦州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等

图 2摇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技术路线

Fig. 2 Flow chart of the coastli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based on ESV

1. 2摇 ESV 评估方法

目前,ESV 评估的方法有很多,Costanza 等[13]

1997 年在《Nature》上发表了《The value of world爷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一文,文章对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划分和评估,将全

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 17 大类,为大区域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法,但
他的方法在某些生态系统价值估算上存在误差。
谢高地、鲁春霞等[15鄄16]参考 Costanza 的研究,制定

了我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他定义 1
个当量因子为 1 hm2全国平均产量的农田每年粮

食产量的经济价值,在生态系统服务体系中对应

为农田生态系统的食物生产功能的价值,1 个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为当年全

国平均粮食单产市场价值的 1 / 7,得到我国陆地

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适合中

国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
本研究以 2016 年为时间点,以海岸线向海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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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分别 1 km 的区域为研究区,ESV 评估按照陆

海分离,分别计算的方式进行。 陆域采用基于当

量因子的 ESV 估算模型评估其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该模型主要包括 3 个部分:(1)确定各生态系

统:对遥感影像人工解译分类、类型合并,并计算

得到各生态系统类型的面积;(2)计算当量:根据

粮食价格及产量计算 1 个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
(3)生物量修正:选取 NPP 和 VFC 组成修正因

子[17]修正评估结果。
海域根据文献[18]和联合国千年评估[19] 提出

的类别划分原则,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区实

际情况确定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指标体系

(表 2),按照公式计算得到。 海域 ESV 评估模型

包括以下 3 部分:(1)划分海域范围:利用《广西

壮族自治区海洋功能区划(2012鄄2020)》,识别农

渔业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矿产与能源区、旅游

休闲娱乐区、港口航运区、海洋保护区、 特殊利用

区以及保留区 8 类功能区;(2)计算 ESV:利用表

2 中各生态系统服务的效益评价指标和价值转换

参考值计算得到单位面积 ESV;(3) 空间化:将
ESV 计算结果叠加到各功能区。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海洋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取

性,研究区一些 ESV 评价指标只能选取整个钦州

市海域资料来代替研究区带状海域的评价指标

值,比如取统计资料中钦州市渔业总价值与钦州

市海域总面积比值来代替研究区海域的渔业供给

价值量。
根据海陆两域的评估结果,利用 GIS 空间分

析将价值映射到海岸线上,具体做法是:在 Arc鄄
GIS 10. 2 中求取以海岸线上各栅格为中心,以
1 km 为半径内所有栅格价值量均值,将其作为海

岸线上中心栅格的价值量。
表 2摇 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指标体系及价值转化指标

Tab. 2 Classification and conversion index system of marine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效益评价指标(Qi) 价值转换参考值(Ui)

食品供给 农渔业年生产总量 单位农渔业产品市场价格

原材料供给 海矿年生产总量

红树林药物资源生物量

生物医药年总价值、单位海矿市场价值、药物单价

海水利用年总量 建设同等效力的水库所花费的费用

掉落物转换为饵料的年生产总量 单位面积饵料市场价值

基因资源供给 区域面积 单位面积基因供给经验价值(6 ~ 112 美元·hm-2 [13] )

保护土壤 年保护和累积表土氮、磷、钾总和 氮、磷、钾化肥平均市场价格

污染物处理 海洋:年入海污染物排放量;

红树林:根据专家经验,每 hm2红树林处理

污水的能力

工业处理污染物成本

气候调节 光合作用吸收 CO2量 美国碳税率和造林成本均值(191. 42 元·t-1)

气体调节 光合作用释放 O2量 造林成本与工业制氧法均值(325 元·t-1)

生物控制 区域面积
单位面积生物控制经验价值(取 39 美元·hm-2 与 62. 4 美

元·hm-2最高值的 80% [13,19] )

干扰调节 区域面积 单位面积干扰调节经验价值(88 美元·hm-2 [13] )

减灾 红树林海堤长度 单位长度红树林减灾价值(8 万元·km-1 [18鄄19] )

旅游娱乐 区域面积 滨海旅游业总收入;

单位面积湿地旅游娱乐经验价值(574 美元·hm-2 [13] )

科研文化 海洋:利用论文著作年发表量;

红树林:区域面积

政府海洋类科研投资;

单位面积湿地科研文化经验价值(881 美元·hm-2 [13] )

注:表中价值转换参考值(Ui)以年(a)为时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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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ESV 评估模型中所用公式及其变量

Tab. 3 Formulas and variables in the ESV evaluation model

序号 公式含义 公式内容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变量单位

1 陆域 ESV 计算公式 ESVn =En·Dij·Ri2 ESVn n 年份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
元·hm-2

En n 年份单位农田生态系统提供

的食物生产服务价值
元·hm-2

Dij 中国陆地第 i 类生态系统的第 j

类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当量

因子

—

Ri2 第 i 个像元的生物量调整系数 g·m-2

2 海域 ESV 计算公式
ESVn = 移

n

i = 1

Qi 伊 Ui 伊 Ri1

A
Qi

第 i 种 ESV 的效益评价指标,

即通过遥感反演或者统计资料

计算所确定的各种能体现特定

生态服务功能的参数

—

Ui
效益评价指标转换为经济价值

ESVn所确定的价值转换参考值
—

Ri1

修正因子,是指利用消费价格

指数修正到研究当年的价格

水平

—

A 具有特定生态服务功能的研究区面积 hm2

3 1 个当量因子

价 值 的 计 算

公式

En =
Pn·Qn

M( )
n

· 1
7 Pn

n 年份钦州市粮食作物的平均

单价
元·kg-1

Qn
n 年份钦州市粮食作物的总

产量
kg

Mn n 年份钦州市耕地面积 hm2

4 生 物 量 修 正

因子
Ri =

NPPi

NPPmean
+

VFCi

VFC( )
mean

NPPi
第 i 个像元所对应的植被净初

级生产力

0. 01gC·

(m2·a) -1

VFCi
第 i 个像元所对应的植被覆

盖度

0. 01gC·

(m2·a) -1

NPPmean
研究区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

均值

0. 01gC·

(m2·a) -1

VFCmean 研究区域植被覆盖度均值
0. 01gC·

(m2·a) -1

1. 3摇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方法

海岸线功能类别和保护级别划定主要基于 2
种途径:淤ESV 评估结果;于土地利用和海洋功能

区划的功能定位。 研究采用综合评价、分类判别

分析方法,结合海岸带生态保护的目标、海洋功能

区定位、规划期内社会经济发展,在与已有规划和

区划相协调的基础上,分析海岸线区域环境问题、
资源利用的适宜性、生态保护的适宜性等,参考

《海岸线调查统计技术规程(试行)》 [20] 和《海岸

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 [21],从海岸线功能用途

以及保护级别角度进行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具体类别及划分原则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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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海岸线功能类别及保护级别规划

Tab. 4 The planning type of coastli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海岸线规划类型 含义 划分原则

功能

用途
渔业岸线

指渔港、渔业基础设施、围海养殖等渔业生产活动

所占用的海岸线

周边海域具有丰富的渔业物种资源或良好

的渔业资源增殖条件

工业岸线 指工业生产活动占用的海岸线
交通便利、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偏低,其开发

不能影响自然生态环境

港口岸线 指港口建设所占用的海岸线
水深条件适宜,具有良好的港口、码头等港

址资源

旅游岸线 指滨海旅游开发活动所占用的海岸线

具有良好的旅游资源条件,适宜开展滨海

观光、海上运动、亲海娱乐活动;其开发不

能影响自然岸线的保护

城乡建设

岸线

指用于城镇建设填海造地、道路、广场、海岸防护

工程形成的海岸线

以原本城乡建设选址为基准,按照“保护优

先冶的原则适当选址

保护岸线
是指生态保护区附近的,或者附近分布有珍稀生

物物种、典型生态系统或典型地貌景观的海岸线

周围有自然保护区、珍惜生物物种、典型生

态系统或典型地貌景观的岸线

保留岸线
是指当前利用方向不明确或规划期内保留资源作

为储备的岸线

按照当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选择未开发

的岸线作为保留岸线

保护

级别

严格保护 是指自然形态保持完好、生态功能与资源价值显著的自然岸线以及军事设施利用的海岸线,如

保护岸线

限制开发
自然形态保持基本完整、生态功能与资源价值较好、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海岸线,如渔业、旅游

和保留岸线

优化利用
人工化程度较高、海岸防护与开发利用条件较好的海岸线,如工业岸线、港口岸线、城乡建设

岸线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摇 ESV 评估结果

按照价值分布情况,将 2016 年广西钦州市海

岸线 ESV 评估结果分为高( >50000 元 / hm2·a)、
中(30000 ~ 50000 元 / hm2 ·a)、低( <30000 元 /
hm2·a)三个等级(图 3)。 图 3 显示,钦州市海岸

线上 ESV 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茅尾海北部、七
十二泾、三娘湾以及大风江少部分地区。 ESV 较

低的区域分布在钦江入海口、金鼓江南部以及大

风江西南侧小部分地区。 从空间角度来看,由于

茅尾海北侧分布有国家级的红树林保护区,人类

活动干扰程度低,所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金鼓

江沿岸属于建筑港口区,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

高,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大,所以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低;七十二泾、三娘湾地区属于旅游休闲

娱乐区,其文化服务价值较高,因此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相对较高。

图 3 钦州市海岸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

Fig.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ESV of Qinzhou coastline

2. 2摇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结果

按照功能将海岸线定位划分为渔业岸线、工
业岸线、港口岸线、旅游岸线、城乡建设岸线、保护

岸线、保留岸线 7 类,按照保护要求划分为严格保

护、限制开发和优化利用 3 种保护级别(图 4)。
研究结果统计表明,钦州市海岸线利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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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中,保护和保留岸线最长,分别为 182. 09 km
和 132. 87 km,占岸线总长的 32. 36%和 23. 62% 。
保护岸段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条件较好、ESV 较

高的地区,如茅尾海北部、七十二泾和三娘湾部分

地区、大风江红树林保护区等。 保留岸段主要分

布在沙井岛北侧、大风江口部分地区等。 其次是

工业、渔业岸线,分别为 89. 78 km 和 67. 92 km,
占比 15. 96%和 12% 。 工业岸线主要分布在工业

基础较好且交通发达,ESV 较低的地区,包括金鼓

江、大榄坪沿海。 渔业岸线主要分布在茅尾海北

侧、犀牛脚渔港段、三娘湾东侧以及大风江西侧

等。 其余三类分别为旅游、城建和港口岸线,长度

分别为 40. 64 km、34. 73 km 和 14. 61 km,占比

7郾 22% 、6. 17% 、2. 60% 。 旅游岸线集中分布在以

旅游为发展方向、ESV 偏高的旅游区,如沙井岛东

侧、七十二泾、鹿耳环江东西两侧、犀牛脚镇沿海

及三娘湾部分区域。 城乡建设岸线集中分布在

ESV 稍低的人口密集区,如滨海新城、金鼓江、大
灶江南侧以及大风江西侧沿海。

海岸线保护分级结果显示,严格保护岸段总

长度 280. 76 km,占钦州总岸线长度的 49. 9% ,限
制开发岸段总长度为 142. 76 km,占比 25. 37% ,
优化利用岸段 139. 12 km,占比 24. 73% 。 其中,
严格保护岸段主要分布在茅尾海、大风江、鹿耳环

江及三娘湾周围;限制开发岸段主要分布在茅尾

海部分以渔业功能为主的岸线、沙井岛东侧、七十

二泾周围及三娘湾部分以旅游功能为主的海岸

线;优化利用岸段主要分布在辣椒槌北侧、金鼓江

沿岸,海岸线保护级别的划分结果与海岸线生态

服务价值具有较大的相关性。
2. 3摇 ESV 与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关系分析

ESV 能够为解决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提供量化参考,ESV 较高说明该区域生态系统与

生态过程本身的固有功能属性价值较高以及能够

提供给人类生存的物质资料较多,人类活动对此

区域生态环境的干预影响相对较大,治理成本远

大于开发收益;反之,则说明该区域生态系统与生

态过程对于维持人类生存的效用较低,人类活动

对该区域生态环境的干预影响较小,相对来说适

合进行开发利用活动。 因此,在确定海岸线保护

级别时,对于 ESV 较高的区域,适合以保育方向

为主,重视其生态属性和功能价值,严格保护这些

岸段;尽量将开发利用强度较大的活动规划在价

图 4摇 钦州市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分布图

Fig. 4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lanning types of coastli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 Qinzhou

值较低的区域,以保障岸线开发利用与生态功能

相适应。

3摇 结论

(1)按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将钦

州市海岸线分为高 ( > 50000 元 / hm2 · a)、 中

(30000 ~ 50000 元 / hm2·a)、低( <30000 元 / hm2

·a)三个等级,ESV 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茅尾

海北部、七十二泾、三娘湾以及大风江少部分地

区,ESV 较低的区域分布在钦江入海口、金鼓江南

部以及大风江西南侧小部分地区。
(2)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基础,辅之以土

地利用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将钦州市海岸线按照

利用功能划分为渔业岸线、工业岸线、港口岸线、
旅游岸线、城乡建设岸线、保护岸线和保留岸线 7
大类,按照保护级别划分为严格保护、限制开发及

优化利用 3 个级别。
(3)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应用至海岸线保护

与利用规划中,总结起来就是 ESV 较高的地区适

合以保护功能为主,严格保护这些岸段,此类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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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一些改变海岸自然形态和影响生态功能的开

发利用活动,ESV 偏低的区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适当的开发利用活动,这一原则也体现了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
(4)本文中利用地理空间分析的方法将评估

的带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映射到海岸线上

的方法值得借鉴,研究为海岸线保护与管理政策

的制定提供了科学支撑。
另外,由本研究可以得出,评估 ESV 可以从

岸线自然环境本质特征上明确海岸线适合开发或

者保护,能够帮助人们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关键

区域和敏感点,掌握海岸线(带)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时空状态,将其用在海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中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 综合来看,评估 ESV 有

助于科学认识海岸资源,将 ESV 应用到海岸线规

划中一方面能够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

海岸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通过 ESV 值

能够更全面的了解海岸线周围的生境、生物学性

质以及生态系统过程,用于规划海岸线的保护与

利用更为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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