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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评价研究
—以江苏滨海县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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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轮海洋功能区划修编在即，为平衡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关系，开展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
研究成为合理确定海域功能的重要依据。本文构建了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评价模型，从环境生态现状、资源现状、开发现状
和社会经济需求四方面选取评价指标，建立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江苏滨海县作为研究
区，以滨海县各海洋功能区为评价单元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滨海县海洋功能区总体开发潜力较高，环境生态和资源
现状等自然条件较好，开发潜力大，但海域开发现状和社会经济需求等社会条件较差，影响了海洋功能区开发的技术支持与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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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marine functional areas:
a case study on Binhai County of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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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revision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ing is imminent.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loita鄄
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on the de鄄
velopment potential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function of sea area ratio鄄

nally. In this paper, an evaluation model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es is establish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es is established by selecting evaluation indexes from four as鄄
pects院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status, resource statu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needs. The repre鄄

sentative Binhai County of Jiangsu Province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area, and the marine functional areas of Binhai

County were taken as evaluation unit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es in Binhai County is high, and the natural conditions such as environment, ecology and resources
are good, and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is great. But the social conditions such a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social and eco鄄
nomic needs are poor, which affects the technical support and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unctional zones.
Keywords：marine functional zone; development potential; Binhai County

开发潜力评价是对区域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能力
进行评价，最早由 Gunn 等 （1979） 在分析得克萨

斯州的旅游资源时提出。当前开发潜力评价研究主
要包括两类：对耕地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价 （张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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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08；胡晓宇 等， 2015） 和对旅游资源开发
潜力的评价 （廉同辉 等，2010；李泽 等， 2011），

会经济条件，从海洋环境生态现状、资源现状、开

潜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德尔菲法确定各指标得

针对不同海洋功能区，评价指标选取略有差异，从

主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建立开发
分，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评估资源开
发潜力。针对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过于主观的问
题，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引入了灰色模型 （汪侠
等，2007）、熵权法 （张丹 等，2008） 和正态云模
型 （叶达 等，2016） 等方法。

随着我国海洋开发的推进以及海洋功能区划的
落实 （栾维新 等，2002；王权明 等，2016），对海
洋资源及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的评价也开始引起研
究者的关注，并从单纯的对自然资源如海洋能源的
开发潜力评价 （AFOsorio et al，2016） 发展到结合

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条件对海洋产业进行开发潜力
评价 （李华 等，2017）。王江涛 等 （2008） 首次提

发现状和社会经济需求四方面综合考虑选择指标构
建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表 1）。
而反映功能区各自的不同情况。
农渔业区的主要功能是海水增养殖和捕捞，对
于水环境和资源要求较高，选择水质、沉积物、生
物、浮游动物四个指标评价环境生态现状，选择渔
业资源量和滩涂资源面积指标评价资源现状和养
殖对象的生长环境。开发现状主要是水产品养殖
活动的开发情况，选择养殖面积指标进行评价。社
会经济需求方面主要是水产品消费，选择年末总人
口进行评价。
港口航运区的主要功能是工农业产品集疏运，
对水深和腹地经济发展要求高，选择水深评价资源

出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概念，海洋功能区开发潜

现状，选择万吨级泊位占比和吞吐量评价港口开发
现状，选择临港工业产值评价社会经济需求，综合

力，就是功能区在主导开发方向上的潜在可持续利
用能力，海洋功能区的开发潜力评价，就是对海洋

评价港口所依赖腹地的经济发展。虽然该区对环境
要求较低，但须符合该区水质标准，选择水质和沉

功能区主导开发方向上的潜在可持续利用能力进行
评价，并以天津市及河北省港口功能区为例进行开

积物评价环境生态现状。
旅游休闲娱乐区的主要功能是开发利用海岸带

发潜力评价。
虽然诸多学者对不同资源开发潜力评价进行了

和海上旅游资源，对环境、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条
件要求高，选择水质、沉积物评价环境生态现状，

大量研究，总结出了研究的大致流程，但具体的评
价指标及选取方法、权重确定方法及综合评价方法

选择旅游资源量评价资源现状，进而评价海滨和海
上风景是否吸引游客，选择交通通达度评价社会经

还要根据具体研究选择。目前我国开发潜力评价多
是对区域内某一资源进行评价，或对不同区域的相

济需求。旅游区级别越高，开发程度越高，越能吸
引游客。

同资源横向分析比较，少有结合社会属性对某一区
域的开发潜力进行综合评价。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
评价虽然已有相关研究，但主要针对特定功能区进

滨海县特殊利用区主要为排污倾倒用海，开发
利用程度较低，选择水质、沉积物指标评价水环境
现状，选择水深指标评价资源现状，综合评价特殊

行横向比较，综合评价较少。本文拟选择江苏滨海
县海洋功能区为研究单元，针对不同海洋功能区，
构建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洋功能区开发潜
力进行综合研究，为滨海县后续海洋开发提供科学

利用区的环境容量。
1.2 权重确定
本文借鉴对耕地和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评价，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对于不同海

依据与建议。

洋功能区建立相应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按照
T.L.Saaty 的 1~9 标度法表示，两两比较重要性，依
据专家咨询调查结果，得到各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
的权重。对权重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确定各指标
权重 （表 1）。
1.3 指标说明
（1） 水质 （C）
1 ，评价各海洋功能区的水质条

1

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与评价方法

1.1 评价指标选取

根据 《海洋功能区管理条例》 中的海域使用管
理要求和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国内外开发潜力评
价研究成果，结合滨海县海洋功能区种类和自然社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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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功能区类型

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评价指标权重表

（2）

水质 （C1）

0.150 2

式中 P 为沉积物的重金属指数，Ci 为沉积物中第 i

环境生态现状

沉积物 （C2）
生物 （C3）

0.093 4

准值。根据 《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 年
（登记表）》 中海洋环境保护的要求，标准值选取

浮游动物 （C）
4
渔业资源 （C）
5
滩涂资源 （C）
6
养殖面积 （C）
7

社会经济需求

年末总人口 （C8）

环境生态状况

沉积物 （C2）

资源现状
开发现状
社会经济需求
环境生态现状
资源现状
开发现状
社会经济需求

特殊利用区

i

指标权重

开发现状

乐区

移 CC

指标层

资源现状

旅游休闲娱

n

准则层

农渔业区

港口航运区

P= 1
n

环境生态现状
资源现状

水质 （C1）

水深 （C9）

深水泊位占比 （C10）
吞吐量 （C11）

临港工业产值 （C12）
水质 （C1）

沉积物 （C2）

旅游资源 （C13）

旅游区级别 （C14）
交通通达度 （C15）
水质 （C1）

沉积物 （C2）
水深 （C9）

0.031 7
0.172 3
0.070 9
0.260 2
0.107 1
0.114 1
0.045 7
0.045 7
0.121 1
0.124 2
0.369 8
0.293 5
0.161 4
0.049 3
0.345 6
0.125 0
0.318 7
0.539 6
0.163 4
0.297 0

各海洋功能区来说，石油类和富营养化指数为成本
型指标，指数越低，水质越好，开发潜力越大。指
标中，富营养化指数根据 COD、无机氮、磷酸盐
实测数据按富营养化指数计算公式 （邹景忠 等，
1983） 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E = CCOD 伊 CIN 伊 CIP
4500

（1）

式中 E 表示海水的富营养化指数， CCOD、 CIN、 CIP
分别为实测的海水化学耗氧量、溶解态无机氮和活
性磷酸盐量值。石油类和富营养化指数参照标准值
进行评分，采取均权法得到水质得分。
（2） 沉积物 （C）
2 ，评价各海洋功能区的沉积
物条件，影响因子包括重金属指数、石油类、硫化
物和有机碳指数。对于各海洋功能区来说，上述影
响因子均属于成本型指标，指数越低，沉积物条件
越好，开发潜力越大。指标中，重金属指数因子选
择铅、镉、铬、汞、砷 5 种重金属按沉积物重金属
指数计算公式 （Hakanson，1980） 得到，计算公式
如下：

i = 1

0

种重金属的实测浓度， C0 为重金属浓度的评价标

《海水水质标准》 中的一类标准值。重金属指数、
石油类、硫化物和有机碳指数参照标准值评分，采
取均权法得到沉积物得分。
（3） 生物 （C）
3 ，评价农渔业区海洋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和农渔业区海水捕捞养殖的产量，影响因
子为生物多样性指数，生物多样性指数越高，开发
潜力越大。
（4） 浮游生物 （C4），评价农渔业区生态系统

的初级、次级生产力以及渔获量，影响因子为浮游
生物量现状值，浮游生物量现状值越高，开发潜力
越大。
（5） 渔业资源 （C5），评价农渔业区渔业资源

的规模程度、海水捕捞渔获量等，影响因子为渔业
资源量现状值，渔业资源量越大，开发潜力越大。
（6） 滩涂资源 （C6），评价农渔业区围垦造田

和海水养殖的规模程度，影响因子为滩涂面积，滩
涂面积越大，开发潜力越大。
（7） 养殖面积 （C7），评价农渔业区海水养殖
空间资源的开发程度，影响因子为已开发养殖面
积，该指标为成本型指标，已开发养殖面积越大，
开发潜力越小。
（8） 年末总人口 （C）
8 ，评价依托区域人口对
农渔业区开发，尤其是海水捕捞与养殖的需求程
度。根据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2016）》，江苏省人
均水产品消费量 17.9 kg，随着地区人口的增长，
水产品消费总量上升，对海洋捕捞和养殖需求加
大，也即对农渔业区需求越大，后续开发潜力越
大。影响因子为年末总人口数量。
（9） 水深 （C）
9 ，评价港口航运区港口开发建

设依托海域资源条件，以及特殊利用区污染物容量
规模，水深越深，开发潜力越大。
（10） 深水泊位占比 （C10），评价港口航运区
可容纳船只数量及吨位、港口开发和运营规模，影
响因子为万吨级泊位占比，万吨级泊位占比越大，
开发潜力越大。
（11） 吞吐量 （C11），评价港口航运区的生产
http://hytb.nmdis.org.cn

114

海 洋

39 卷

通 报

分）、4A （0.8 分）、5A （1 分） 五个级别。旅游区

经营活动规模、港口地位和影响，港口吞吐量越
大，开发潜力越大。

级别越高，开发潜力越大。
（15） 交通通达度 （C15），评价旅游休闲娱乐

（12） 临港工业产值 （C12），评价港口航运区
发展依托区域的临港工业对港口航运区开发的需

区的交通通达度和便捷度，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

公路、铁路、航空各赋值 0.3，三种均有赋值 1。
交通通达度越好，开发潜力越大。

求程度，沿海城市临港工业产值越高，对海运需
求量越大，开发潜力越大。滨海县工业目前正在

1.4 数据处理
评价指标的量化包括三种方式。
（1） 定性指标进行量化分级。水质 （石油类和
富营养化指数）、沉积物 （重金属指数、石油类、

调整至临海工业园内，临港工业产值与全县工业
产值相差不大，因此采用全县工业产值数据进行
计算。
（13） 旅游资源 （C13），评价旅游休闲娱乐区

硫化物和有机碳指数）、生物、浮游动物指标根据

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因子包括自然旅游资
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类旅游资源各赋值 0.5。
（14） 旅游区级别 （C14），评价旅游休闲娱乐

各影响因子处理结果，参考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
标准值 （徐敏 等， 2017） 进行量化打分 （表 2），
分值区间为 [0， 1] 。含有多个影响因子的指标，

区已开发旅游资源的规模和质量，采用定性分析的
方法，分为 1A （0.2 分）、 2A （0.4 分）、 3A （0.6

按均权法得到最终指标得分。

表 2 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标准值

富营养化指数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0，1)

[1，3)

[3，9)

[9，25)

[25，+肄)

海水石油类 （mg/L）

[0，0.03)

[0.03，0.05)

[0.05，0.3)

[0.3，0.5)

[0.5，+肄)

沉积物石油类 （伊10-6）

[0，250)

[250，500)

[500，1 000)

[1 000，1 500)

[1 500，+肄)

沉积物中硫化物 （伊10-6）

[0，150)

[150，300)

[300，500)

[500，600)

[600，+肄)

浮游动物生物量 （mg/m3）

（150，250]

（100，150]

（50，100]

（30，50]

[0，30]

沉积物重金属指数

沉积物总有机碳指数 （伊10-2）
生物多样性指数
分值

[0，1)
[0，1)

（3，4]

[1，0.8)

[1，2)
[1，2)

（2，3]

[0.8，0.6)

（2） 采用标准化处理。滩涂资源、养殖面积、
吞吐量、工业产值指标标准化为单位岸线值 （王

江涛， 2009） 便于比较。江苏省海洋产业发展在
我国处于领先地位，虽然滨海县为优化开发区，
但开发水平较低，远低于省均值，近期规划期内，
以达到省均值水平为规划目标，因此采用江苏省
均值作为标准，对渔业资源、滩涂资源、养殖面
积、 吞吐量、 工业产值进 行量化 ， 分 值 区 间 为

[0，1]。
（3） 德尔菲法即专家打分法，开发潜力评价指
标体系中难以量化的自然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包括

水深、旅游区级别、旅游资源和交通通达度，采取
德尔菲法进行量化，分值区间为 [0， 1] ，便于进
行后续计算工作。
1.5 评价模型

采用指标加权集成模型评价海洋功能区的开发

http://hytb.nmdis.org.cn

[2，4)
[2，3)

（1，2]

[0.6，0.4)

[4，8)
[3，4)

（0.5，1]

[0.4，0.2)

[8，+肄)
[4，+肄)
[0，0.5]
[0.2，0)

潜力，计算公式如下：
n

V =移V i 伊 W i
i=1

（3）

式中： V 为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指标评价值； W i
为各指标的权重。对于海洋功能区综合开发潜力评
价，也采用此模型进行，此时 V 为海洋功能区开
发潜力值，W i 为各海洋功能区的权重。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滨海县地处江苏省东北部、盐城市中部及东北
部，介于 33毅43忆N-34毅23忆N， 119毅37忆E-120毅20忆E
之间，海域面积 533 km2，内起滨海县海岸线，全
长 44.46 km，南北两侧为滨海与射阳、滨海与响水
的海域分界线，外侧至领海外缘线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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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毅 00忆 E

120毅 10忆 E

120毅 20忆 E

120毅 30忆 E

120毅40忆 E

34毅 30忆 N

34毅 20忆 N

34毅 10忆 N

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根 据 《江 苏 省 海 洋 功 能 区 划 （2011 -2020

年）》，滨海县目前已规划海洋功能区五种，包括农
渔业区、港口航运区、旅游娱乐区、特殊利用区和
保留区。其中保留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不进行开发
活动，数据资料较少，不进行评价。本文所指滨海

县海洋功能区包括滨海北农渔业区、滨海南农渔业
区、滨海港口航运区、滨海港口航运区 玉 、 域 、
芋、废黄河口旅游休闲娱乐区、海口枢纽旅游休闲
娱乐区、滨海港特殊利用区玉、域、滨海中山河口
特殊利用区共 11 个海洋功能区 （表 3）。

表 3 滨海县海洋功能区划表
功能区名称

位置

地理坐标

面积 （公顷）

滨海北农渔业区

位于滨海县北侧海域，中山河口南侧，0 m 等深线以内

1 326

滨海南农渔业区

位于滨海县南侧海域，扁担河口北侧，0 m 等深线以内

120.07毅E，34.36毅N；120.12毅E，34.37毅N；
120.20毅E，34.33毅N；120.11毅E，34.36毅N。

滨海港口航运区

主体位于 0 m 等深线内，码头延伸至 10 m 等深线处

1 400

滨海港口航运区玉

位于滨海港口航运区和废黄河口东部保留区之间，
10~20 m 等深线之间

120.22毅E，34.34毅N；120.26毅E，34.33毅N；
120.28毅E，34.28毅N；120.27毅E，34.28毅N。

滨海港口航运区域

位于废黄河口北侧，10 m 等深线处

滨海港口航运区芋

位于废黄河口东部保留区北侧，10~20 m 等深线之间

废黄河口旅游
休闲娱乐区

位于废黄河口附近，0 m 等深线以内

海口枢纽旅游
休闲娱乐区

位于扁担河口附近，0 m 等深线以内

120.32毅E，34.12毅N；120.33毅E，34.12毅N；
120.32毅E，34.11毅N；120.33毅E，34.11毅N。

0 010

位于废黄河口北侧，5~10 m 等深线之间

120.34毅E，34.28毅N；

0 078

滨海港特殊利用区玉

位于滨海北农渔业区和滨海港口航运区之间，0 m 等深线以内

中山河口特殊利用区

位于中山河口附近，5~10 m 等深线之间

滨海港特殊利用区域

120.29毅E，34.21毅N；120.30毅E，34.21毅N；
120.32毅E，34.14毅N；120.31毅E，34.14毅N。
120.33毅E，34.39毅N；120.38毅E，34.38毅N；
120.38毅E，34.36毅N；120.33毅E，34.36毅N。
120.36毅E，34.29毅N；120.41毅E，34.29毅N；
120.41毅E，34.28毅N；120.36毅E，34.28毅N。
120.56毅E，34.56毅N；120.59毅E，34.56毅N；
120.59毅E，34.54毅N；120.56毅E，34.54毅N。
120.28毅E，34.27毅N；120.29毅E，34.27毅N；
120.28毅E，34.22毅N；120.27毅E，34.25毅N。
120.20毅E，34.33毅N；
120.13毅E，34.42毅N；

1 494

1 512
0 804
0 507
0 564

0 010
1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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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海洋生态环境数据引自 2016 年原国家海洋局

南通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在滨海县海域开展的海洋
监测实测数据，监测要素包括石油类、无机氮、磷
酸盐、重金属 （铅、镉、铬、汞、砷等）、生物多
样性、生物丰富度、浮游生物、渔业资源量等。滨
海县滩涂资源和养殖面积来自 《江苏省滨海县海洋
生 物 资 源 养 护 与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规 划 （2018 2022）》，滨海县年末总人口、滨海港吞吐量及临港
工业产值来自 《2016 年 1-12 月滨海县国民经济主
要指标完成情况》。

3

一类型功能区依据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
价，得到各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得分如下表 （表

农渔业区

滨海北农渔业区

滨海南农渔业区

水质

0.720 0

0.869 0

0.564 0

0.537 0

浮游动物
渔业资源
滩涂资源
养殖面积
年末总人口
开发潜力

经济需求方面降低了开发潜力。
表5

1.000 0
0.577 0
0.212 0
0.645 9
0.619 8
0.321 2
0.578 1

港口航运区

滨海港

水质

0.764 0
1.000 0

沉积物
水深条件
优势资源占比
吞吐量

0.500 0

滨海港玉

滨海港域

滨海港芋

1.000 0

1.000 0

1.000 0

0.779 0
1.000 0

1.000 0

1.000 0

0.115 3

0.115 3

0.016 6
0.305 4

0.016 6
0.366 6

0.779 0

0.914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0.016 6

0.016 6

0.115 3

0.115 3

0.366 6

0.372 8

港口航运区开发潜力较低。水质潜力得分均高
于 0.7，沉积物中重金属指数均低于 0.4，石油类、
硫化物和有机碳指数均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对

1.000 0
0.556 0
0.256 0
0.645 9
0.619 8
0.321 2
0.597 5

开发潜力较大。滨海港自然条件优越，是江苏省少
有的深水贴岸段，港口功能区港池主体位于 0~5 m
水深区域，航道延伸至 10 m 水深区，三个锚地水
深均为 20 m 及以上，泊位均为万吨级及以上。但
社会经济条件较差，年港口吞吐量 200 万吨，仅占
江苏省港口年吞吐量的 1.66 % ，远低于江苏省省
均水平。 2016 年滨海县工业产值 191 亿元，占江
苏 2016 年工业产值的 0.54 %，得分 0.115 3，工业

发展落后导致港口发展需求小，码头以货物转运为
主，难以支撑后续发展。

滨海县农渔业区开发潜力较高，南区略高于北
区。水质得分较好，其中北区受滨海港影响较南区
得分低 0.149。沉积物指标中重金属指数均低于
0.4，石油类、硫化物和有机碳均符合一类海水水
质标准，参照标准值得到两区沉积物得分均为满

分 1，开发利用潜力大。生物和浮游动物指标参照
标准值得分均较好，潜力较大。两区的渔业资源捕
捞强度均较大，南农渔业区渔业资源量仅为江苏省
平均渔业资源量的 25.6 %，北农渔业区为 21.2 %，
远低于省均水平，渔业资源衰退严重，海洋捕捞剩
余潜力小。海水养殖是滨海县农渔业区开发的主要
途径之一，滩涂作为养殖的重要场所，面积越大，
开发潜力越高。滨海县滩涂资源条件较好，近岸滩
http://hytb.nmdis.org.cn

滨海县港口航运区指标得分表

港口航运区污染物容纳量较大，开发潜力较大。由
于港口航运区对环境生态要求较低，因此环境生态

表 4 滨海县农渔业区指标得分表

生物

位岸线总人口仅占江苏省的 32.12 % ，人口数量
少，对农渔业区的捕捞和养殖需求量较小，从社会

开发潜力

对于滨海县海洋功能区，按开发主导方向对同

沉积物

涂面积 15 400 公顷，已开发养殖面积 5 466.64 公
顷，滩涂资源量与开发现状都较好。滨海县年末单

临港工业产值

结果与分析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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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滨海县旅游休闲娱乐区指标得分表

旅游休闲娱乐区

古黄河口旅游休闲
娱乐区

海口枢纽旅游休闲
娱乐区

水质

0.826 0

0.854 0

1.000 0

0.500 0

沉积物
旅游资源
旅游区级别
交通通达度
开发潜力

1.000 0
0.500 0
0.300 0
0.686 4

1.000 0
0.000 0

0.300 0
0.455 6

滨海县旅游休闲娱乐区开发潜力较高，古黄河
口略高于海口枢纽区。水质、沉积物潜力均高于
0.8，海水作为该区一项主要的旅游资源，条件较
好，自然环境优美，能够吸引游客。同时自然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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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游资源丰富，尤其是古黄河口区，自然、人文

发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均较好，且当前开发程度较

资源兼备。古黄河口旅游休闲娱乐区规划建设月亮

小，开发潜力大。但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经济发展

湾景区，为 5A 级景区，旅游区级别规划高，有利

对海洋开发所能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较少，难以

于形成高级旅游休闲度假区，但旅游业发展较晚，

支撑对功能区的开发和利用，导致滨海县海洋功能

当前旅游区开发建设不足，且交通方式只有公路，

区除农渔业区外开发都较落后，同时影响了港口航

完善后开发潜力还将提高。海口枢纽区当前尚未规

运区、旅游休闲娱乐区的开发需求，导致海洋功能

划建设景区，因此开发潜力受当前未开发的现状影

区开发潜力降低。滨海县海洋经济发展以第一产业

响较低。

发展为主，主要依靠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因此农
表7

特殊利用区

中山河口特殊
利用区

水质

0.684 0
1.000 0

沉积物

0.600 0

水深

0.710 7

开发潜力

渔业区的发展潜力对滨海向海洋功能区发展潜力至

滨海县特殊利用区指标得分表
滨海港特殊
利用区玉

滨海港特殊
利用区域

关重要，其次是港口航运区、旅游休闲娱乐区和特
殊利用区。随着滨海县经济的发展，港口航运区与

1.000 0

1.000 0

旅游休闲娱乐区开发潜力上升空间较大，从而推动
滨海县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提高。

0.744 0

0.821 0

0.000 0

1.000 0

0.564 9

0.903 4

特殊利用区发展潜力较高。水质、沉积物、水
深条件都较好，环境容量大，排污容纳量大，利于
排污倾倒。但特殊利用区 玉 属近岸直接向海洋排
放，不符合国家对排污倾倒用海的水深要求，应当

改变该功能区的位置，重新选划排污倾倒区，采用
离岸深水排放方式。
依据各类型海洋功能区在滨海县海洋开发中的
重要性，采用层次分析法得到滨海县四种海洋功能
区在开发潜力评价中所占权重 （表 8）。
表8

滨海县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权重表

海洋功能区类型

权重

农渔业区

0.556 2

港口航运区
旅游休闲娱乐区
特殊利用区

0.248 8
0.114 2
0.080 8

对于同一主导开发方向的海洋功能区，采取均
权法得到该开发方向上的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
滨海县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评价最终结果见表 9。
表 9 滨海县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得分表

功能区类型

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得分

农渔业区

0.587 8

港口航运区
旅游休闲娱乐区
特殊利用区
滨海县

0.358 9
0.567 3
0.726 3
0.539 7

滨海县海洋功能区总体开发潜力较高，海洋开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从环境生态现状、资源现状、开发现状和
社会经济需求四方面选取指标建立海洋功能区开发
潜力评价体系，以滨海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得
到以下结论：
（1） 滨海县海洋功能区生态现状与资源现状得
分均较好，提升了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自然条件

是海洋功能区开发的基础，良好的自然条件为海洋
功能区规划与开发带来极大的便利与经济效益，是
海洋功能区后续开发必须考虑的因素。
（2） 滨海县海洋功能区开发现状与社会经济需

求得分较低，影响了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社会经
济条件是海洋功能区开发的极大助力，能够带动海
洋功能区的开发需求并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在无
形中增加海洋功能区后续的开发潜力。
滨海县尤其是北农渔业区应大力开展渔业资源
增殖放流活动，并确保增殖放流活动切实有效，缓
解农渔业区资源量下降的情况，同时加大监管力
度，确保伏季休渔制度实行，加大对当地渔民的科
普教育，让渔民意识到保护是开发的前提，从而实
现可持续发展。推进临港工业发展，加强工业基础
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促进临港工业和经济发展，
带动港口航运发展，促使滨海港从转运码头发展为
后方工业区的货运码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
便利发达的海陆空交通网，对县内旅游资源进行挖
掘和宣传，促进旅游业发展，可以边发展边规划边
http://hytb.nmdi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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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制定好发展规划并注意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的
保护，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对特殊利用区重
新规划，特殊利用区玉处建议采用离岸深水排放方
式，重新选划排污区，建议水深在 10 m 以上。
4.2 讨论
海洋功能区划自 2002 年实行起，定位规划海

域的主导功能，确定规划功能区的使用管理要求和
环境要求，从而建立起海域开发及利用活动的秩
序。尽管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功能
区划的目标之一，但当前的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强调
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对开发利用和海洋保护的协调
不够，在海域可持续开发利用上考虑不足。目前国
家正在进行“多规合一”的海洋空间规划，对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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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同辉, 王金叶, 程道品, 2010.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潜力评价指
标体系及评价模型——
—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9(12): 1613-1619.

栾维新, 阿东, 2002.中国海洋功能区划的基本方案.人文地理, (3): 9395.

李泽, 孙才志, 邹玮, 2011. 中国海岛县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 . 资源
科学, 33(7): 1408-1417.

功能区的规划分布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
要求。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评价，从环境资源现

王江涛, 徐伟, 崔晓健, 2009. 海洋功能区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状、生态现状、开发现状、社会经济需求四方面对
海洋功能区进行评价，不仅关注开发，也关注限制

王泉斌, 王晶, 张志卫, 等, 2018. 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景观

与保护，为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奠定良好基础。本
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针对不同海洋功能区
的开发潜力评价体系，并选取实例开展实证研究，
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指标体系中定性评价较
多，旅游资源、旅游区级别等指标采取专家打分
法，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均采取打分方法，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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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评价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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