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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长江干流岸线南京段为例，首先从港口布局对岸线资源条件的要求入手，选取岸线稳定

性、岸线前沿水深两个主要因子，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划分科学合理的评价单元，对岸线资源进行评

价，将其划分为一、二、三级；其次根据岸线承担功能的重要程度及其对港口布局的生态敏感性的大

小，将岸线划分为生态敏感岸段、生态较敏感岸段和生态不敏感岸段；最后综合考虑岸线资源条件

和生态敏感性，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原则，确定不同岸段港口布局的取向，将其划分为港口优先布局

岸段、港口有条件布局岸段、港口从缓布局岸段、禁止港口布局岸段。

关 键 词：港口布局；岸线资源评价；生态敏感性分析；长江干流；南京

中图分类号：#/01；71:1<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28.8:（-..0）./2.4012.4

地处水陆交错带的内河岸线，首先是一种特殊的国土资源，具有港口（含公用港口与工

业用港口）、供水、旅游、城市形象、生物多样性保护、养殖等多种功能；其次在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对其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必将快速影响与其毗邻的河流的水质、生物，破

坏河势和运输航道，加剧洪涝灾害的发生等。内河岸线又是一种稀缺资源，科学合理地加以

开发利用，显得尤为重要。在岸线的多种功能中，对生态环境破坏程度最大的当属其港口功

能，所以，合理布局港口是岸线资源开发利用的首要课题。已有研究侧重于从岸线作为资源

的角度入手，通过选择影响港口开发的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岸线资源进行评价 >1?4@，指出适于

港口布局的岸段，而对岸线的生态环境缺乏考虑。本文以长江干流岸线南京段为例，提出基

于岸线资源评价与岸线生态敏感性分析的港口布局优化研究的理念与方法，为长江岸线港

口的合理布局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1 数据来源和获取方法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121. 至 -..-21. 的资源 - 号卫星影像数据，-..-2.: 的

’ABCDAE *)F 遥感影像数据，1;:-、1;;/ 与 1;;: 年的 1G1.. ...、1G0. ...、1G1. ... 地形图数

据，1;;4 年的 1G1. ... 水下地形图数据，1;;4 年的 1G4. ... 航道图数据，-..8 年 : 月份的

实际调查资料和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数据获取方法：首先对遥感影像进行纠正和配

准———资源 - 号卫星影像以 1;:-、1;;/、1;;: 年的 1G1.. ...、1G0. ...、1G1. ... 地形图为

底图进行配准，’ABCDAE *)F 以配准好的资源 - 号卫星影像数据为底图进行配准，接着将两

种影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融合，最后利用 HI+ 量算功能获取岸线长度数据。利用 1;;4
年的 1G1. ... 水下地形图，通过水下等深线建立水深网格文件，根据划分岸前水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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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 的缓冲区功能，建立缓冲区，然后与水深网络进行叠加，结合 &’(" """ 航道图数据，

获取不同岸段的岸线前沿水深数据。根据实际调查资料和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确定不同

岸段的岸线稳定性。

! 长江干流南京段岸线资源概况

据资源 ! 号卫星影像与 )*+,-*. /01 遥感影像融合解译结果!，南京长江干流岸线全长

&234! 56 （其中南岸长约 &"74! 56，北岸长约 2&4" 56），约占全省长江干流岸线总长的

!!489，居全省第一位。从总体上看，具有江面宽阔、岸线顺直稳定、航道水深条件优越等良好

的自然基础。同时，南京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发达，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配套能力强，交通便

利，劳动力资源丰富。凭借这些条件，南京成为承接全球重化工产业转移、发展基础产业的最

佳场所之一，对岸线资源的港口开发需求旺盛。南京又是主城滨江的特大城市，城市人口众

多，对滨江旅游资源与长江的供水功能需求强大。南京还具有面积较大的洲滩湿地，对长江

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南京长江岸线资源需要承担的功能齐

全，是长江沿岸研究岸线资源开发的典型区域之一。通过研究，寻找南京长江岸线港口合理

布局的方法，将对其它地区的港口布局具有指导意义。

: 长江干流南京段港口布局中的相关研究

!"# 长江干流南京段岸线资源评价

岸线前沿水深、岸线稳定性、岸前水域宽度、后方陆域场地宽度等自然因素与岸线集疏

运条件、岸线城市依托条件等人文因子是评价岸线资源港口布局的主要因子;!、2<&"=。对于长江

南京段而言，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沿江开发强度高，人文因子已不是岸线制约的关键因子，岸

线资源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对稳定的自然条件。而南京除小部分岸段因山脉阻挡，后

方陆域场地狭窄外，绝大部分岸段后方陆域场地均十分开阔，不构成开发的限制条件。另外，

流经南京的长江江面宽阔，除部分夹江岸段外，岸前航道水域宽度对岸线利用也不构成制

约。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岸线稳定性、岸线前沿水深 ! 个主要因子作为评价因子，兼顾考虑岸

前航道水域和后方陆域场地宽度 ! 个限制性因子。采用单项因子评价单元叠加的方法划分最

终评价单元。遵循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的原则，以限制性因素的等级为评价岸段最终的

等级，将南京市长江岸线资源划分为一、二、三级。其中一级岸线指 " 6 等深线外 &"" 6 以内水

深达>( 6 或以上，岸线稳定或微冲不淤，航道水域宽度与后方陆域宽度佳，可满足 &" """. 级

或以上船舶进出和停泊需要的岸线；二级岸线指 " 6 等深线外 &"" 6 以内水深在 3<(6 之间，

岸线冲刷或微淤，航道水域宽度与陆域宽度佳，可满足 & """ . 级以上船舶进出和停泊需要

的岸线；三级岸线指距 " 6 等深线 &"" 6 内水深不足 3 6，稳定性条件差，航道水域宽度或

后方陆域场地狭窄，只能满足 & """ . 级以下船舶航行和停泊需要的岸线，港口开发价值相

对较小。

!"$ 长江干流南京段岸线港口布局的生态敏感性分析

生态敏感性是指生态系统对各种干扰的敏感程度，它反映生态系统遇到干扰时发生生

态环境问题的难易程度和可能性大小，或者是在同样的外来干扰强度下，生态系统产生生态

问题的可能性大小;&&=。目前?国内外对于生态系统敏感性的研究从内容上来说有针对某一单一

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如对酸沉降、盐渍化、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等;&!<&3=，也有针对人类综合开发活

动的;&8、&@=。从研究区域来说，有国家尺度的;&!、&(=、区域或流域尺度的;&:、&8、&2=、城市尺度的;&@=，还有

针对大陆架的;!"=，但还没有针对长江岸线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说，主要是通过选择评价因

!长江岸线长度的量算方法：在有人工河堤的岸段，以人工河堤的长度作为岸线的长度；在无人工河堤的岸段，以 &’

&" """ 地形图中的水岸线的长度作为岸线的长度；与长江相连的河口不计算在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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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划分评价单元，再采用一定的方法算出评价结果。本文主要通过生态敏感与较敏感岸段

的确定来分析长江岸线生态系统对港口布局的生态敏感性，为科学确定港口布局岸段、保证

岸线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从生态敏感性的涵义中可以看出，在外来干扰确定的情况下，生态敏感性大小主要取决

于以下 # 个方面：

一是生态系统承担的功能。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为自己所需而赋予生态系统的，

如古文化遗址等人文景观；另一类是生态系统本身所具有的、为人类所需的，如供水、涵养水

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在所有这些功能中，对人类的重要性越大，或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类对其需求越旺盛的功能，越需要加以保护，不能被破坏。因此，笔者认为具有这种功

能的地区其生态敏感性也越高。

二是生态系统本身的本底属性。对于同样的干扰，不同本底属性的生态系统遭破坏的可

能性大小不同。

本文以优先保护岸线生态系统中对人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能为原则，对生态敏感

与较敏感岸段的确定，主要根据岸线承担功能的重要程度及其对港口布局所产生负面影响

的生态敏感性大小，不探讨岸线生态系统的本底属性对港口布局的生态敏感性大小。

?(#(& 生态敏感岸段的确定

生态敏感岸段就是生态敏感性高的岸段，其抵抗人类开发建设活动的能力低，结构和服

务功能易遭到破坏，而且工程与生物措施难以修复或恢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岸段。

港口布局对岸线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造成水、大气、噪声等环境污染；造成

一定水域的侵蚀或冲积@#&、##A。

除了港口功能外，长江干流南京段岸线还承担着下列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利用湿地

净化水污染、利用节点（具有束流、导流及稳定河势的作用，一般不能布局水工建筑物）控制

河势、供水、排水、旅游、体现滨水城市形象、建设过江桥隧等。其中，对水污染敏感的功能主

要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供水；对侵蚀或冲积敏感的功能是利用节点控制河势。

根据前面的分析及文献@#?B#!A的观点，结合长江干流南京段岸线的实际情况，本文确定

下列岸段为生态敏感岸段：饮用水源取水口上下游 C$$ 6 岸段!、生物多样性保护岸段、对河

势控制有重要影响的节点段、城市主城区和旅游景观所在的岸段。另外，过江桥隧的占用已

使岸线失去了港口布局的功能，所以，本文将过江桥隧所在的岸段也作为生态敏感岸段。

?(#(# 生态较敏感岸段的确定

由于水的流动性，对水质要求必须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DE ?>?>F#$$#）@#’A规定

的"类及以上的生态敏感岸段，如饮用水源地上下游 C$$ 6 岸段、生物多样性保护岸段等，

为确保它们的水质，必须在其上下游相邻岸段设立过渡岸段，为其它岸段开发产生的污水提

供净化空间。这样的过渡岸段，水质标准较高，不得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DE ?>?>F
#$$#）规定的#类标准，对港口布局比较敏感，本文将这样的岸段确定为生态较敏感岸段。根

据研究，江苏长江干流污染物混合区的范围向上、下游一般不超过 # G6@#>A。因此，将这类生态

敏感岸段的外围向上、下游各至少 # G6 范围设为生态较敏感岸段。另外，从物种保护、环境

净化及满足人们对旅游景观需求的角度，本文将一般的堤外湿地（即不存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功能的湿地）岸段、南京上游与安徽交界处的岸段也确定为生态较敏感岸段。

除敏感与较敏感岸段以外的其它岸段为生态不敏感岸段（图 &，见封三）。

!"! 长江干流南京段岸线港口布局取向

综合考虑岸线资源条件与岸线港口布局的生态敏感性，以生态保护优先为原则，确定岸

线港口布局的取向（表 &，图 #，见封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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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长江干流南京段岸线港口布局取向

#$%&’ ( )*+’,-$-+., ./ 0+1-*+%2-+,3 4.*-1 +, 5$-’*/*.,- ./ -6’ 7$,3-8’ 9+:’* ;$+,1-*’$; +, <$,=+,3

岸线资源

条件等级

岸线的生态敏感性

不敏感 较敏感 敏感

一级 (" """ - 级及以上港口优先布局岸段

港口有条件布局岸段，依具体情况

而具体分析
禁止港口布局岸段

二级 ( """ - 级及以上港口优先布局岸段

港口有条件布局岸段，依具体情况

而具体分析
禁止港口布局岸段

三级
近期作为港口开发的条件尚不具备，预留为

远景港口布局岸段
禁止港口布局岸段 禁止港口布局岸段

（(）港口优先布局岸线。岸线资源条件为一、二级，生态不敏感的岸段，可作为港口优先

布局的岸段。其中的一级岸线为 (" """ - 级及以上港口优先布局岸段，二级岸线为 ( """ -
级及以上港口优先布局岸段。

（!）港口有条件布局岸线。岸线资源条件为一、二级，生态较敏感的岸段，依具体情况作

具体分析。处于饮用水源地上下游 >"" ; 岸段、生物多样性保护岸段上下游的生态较敏感岸

段，可以布局一些港口，但要禁止排放的污染物影响生态敏感岸段的水质；一般湿地所在的

较敏感岸段，可以布局港口，但要以不围垦、少破坏湿地为前提；南京上游与安徽交界处的生

态较敏感岸段，可以布局港口，但必须污染小。

（?）港口从缓布局岸线。因岸线前沿水深和岸线稳定性影响而使岸线资源为三级，但生

态不敏感的岸段，近期尚不具备作为港口开发的岸线资源条件，可待岸线资源条件改善后再

加以利用，因此，可以预留为远景港口布局岸段。

（@）禁止港口布局岸线。生态敏感的岸段，不管其岸线资源条件如何，都为禁止港口布局

岸段。生态较敏感的三级岸线，以及因山体阻挡而使后方陆域场地宽度受限制的三级岸线，

也为禁止港口布局岸段。

@ 结语

内河岸线具有多种功能，各种功能对岸域的生态要求有较大差异，对岸域生态环境的影

响也不同。其中，易对岸域生态环境产生破坏的主要是港口功能。只有科学合理地布局港口，

才有助于实现沿线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所以A加强对岸线资源港口布局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有别于以往仅从岸线资源条件角度分析港口布局适宜岸段的局限

性，突出了岸域生态环境在港口布局中的作用，从岸线资源条件和岸线港口布局的生态敏感

性两个角度入手对岸线港口布局的取向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期对岸线港口布局起一定的指

导作用。

本文对岸线资源条件的评价仅选择了相对稳定的自然因素，而对包括港口布局现状在

内的相对可变的人文因素缺乏考虑，同时对岸线港口布局的生态敏感性的分析主要是从港

口布局对岸线承担功能的影响角度入手，缺乏对岸线生态系统本底属性的定量分析，这些工

作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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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长江干流通流南京段岸线港口布局的生态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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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长江干流南京段岸线港口布局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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