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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评价因子的选择与定量获取是长江岸线资源评价的重要内容。以岸线稳定性、岸前水深、岸

前水域宽度以及岸线陆域宽度作为评价因子，在 %&’ 支持下，应用叠加分析与格网分析等技术方

法，定量评价岸前水深和岸前水域宽度，对其中的技术环节作了详细说明；应用分形理论，对江苏长

江段岸线以及可能影响岸线稳定性的岛屿进行了分形分维数计算，并以此为基础，应用多时相的卫

星影像以及一些辅助资料来判断局部岸线的稳定性。在对 ( 个单项因子评价单元的基础上，通过

%&’ 叠加分析获取岸线的综合评价单元，应用因子赋分的方法对每一单元岸线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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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长江拥有巨大的航运潜力和可供港口码头和大耗水、大运量基础工业等布局的宝贵岸

线资源2"3，与国内其它江河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实施沿江开发战略，建设沿江基础

产业带是江苏省提出的进一步开拓经济发展空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岸

线资源是沿江港口开发和产业建设的重要依托，岸线资源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到

沿江产业带建设的进程和质量水平，资源条件的好坏及其利用现状将直接影响沿江产业布

局。因此，科学、合理地评价沿江岸线资源条件是岸线资源研究与利用的首要工作，评价因子

的选择与定量化是实施岸线资源评价的主要内容。在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的支持下，以资

源二号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结合 4567859 ): - ;): 等资料，在 %&’ 支持下，对长江江苏段

岸线资源进行了详细调查与科学评价。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2"<"#3，重点探讨岸线资源评

价因子的定量获取评价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对长江江苏段岸线进行评价，结合通过高分

辨率卫星影像解译的岸线资源利用现状数据，获取不同等级的岸线资源分布和利用情况，为

岸线资源合理利用和沿岸产业城镇的合理布局奠定基础。

! 选择评价因子

本次岸线评价的目的是充分发挥长江的运输优势，合理规划沿江产业布局，实现长江江

苏段岸线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本次岸线资源的评价要综合考虑影响岸线资源的各种要

素，从中挑选主要因素进行评价。

王传胜等2(3选择了岸前水深、岸线稳定性、岸线集疏运条件、岸线城市依托条件以及岸线

陆域宽度等 = 个单项因子评价长江九江—新济洲段的岸线资源，马荣华等2=3选择了岸线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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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岸线稳定性以及岸前航道水域宽度等 # 个因子评价长江苏州段岸线资源，杨荫凯等$%&选

择了水深条件、掩护条件、陆域条件、淤积条件、区位条件、集疏运条件、依托城市规模等因子

评价辽宁省沿海港址资源。上述评价因子可分为包括岸前水深、岸线稳定性、岸前水域宽度等

相对不变因素和包括岸线集疏运条件、岸线城市依托条件等相对可变因素两大类。对于长江

江苏段而言，经济高速发展，沿江开发强度高，一些相对可变因素如岸线交运网络等已经不是

构成岸线制约的关键因素，即使一些地区目前集疏运条件不是十分完备，但也容易或者正在

进行建设完善；同样，岸线城市依托条件也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因此，长江江苏段岸线资源条

件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对不变因素，即岸线自然条件。水深是长江航道维持运行的重

要因素，是不同吨位船舶通行能力的最重要的限制性因子。岸线稳定性影响长江航道的未来

通行情况，也影响已经建设或者将要建设的码头的运营情况，是临江码头建设必须考虑的因

素之一。另外，长江江苏段地处下游，河道洲滩发育，常分为两汊甚至三汊$’、(&，一些水深条件尚

可但位于远离主航道的支汊岸线，尽管水深满足航道要求，但水域宽度不够，船舶停泊、调头

等受到限制。可见，岸前水域宽度构成了岸线资源优劣的限制性因素。因此，本次岸线评价选

取岸线稳定性、岸前水深、岸前水域宽度以及岸线陆域宽度等 ) 个指标作为评价因子。

# 因子定量分析

!"# 岸线稳定性

#*’*’ 江苏段整体岸线的稳定性

用分形理论来解释自然界中不规则、不稳定和具有高度复杂结构的现象，可以收到显著

的效果$’’&，描述分形的有效参数是分形维数，它是反映空间现象的重要参量。利用 ’%(+、’%%)、

’%%,、!--! 年 ./012/3 45 6 745 影像，分别提取岸线和岛屿信息；利用 ’%88 年航摄、’%8% 年

调绘、’%,! 年出版的 ’9+ 万地形图对岸线和岛屿数字化，转绘成 ’9’- 万的岸线图。然后根据

式（’）进行岸线分形分维数计算，计算时采用基于网格的分维计算法 $’!&，计算使用的样本数

均为 ’) 个，计算结果如图 ’。

:;!<"=><’?#=:;"@$ （’）

其中，!<"=为被测线的长度；" 为标度；$ 为待定常数；# 为被测线的分维数。

图 ’ 表明，北岸比南岸复杂，稳定性也差，但南北岸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总体上向着简

单、规则的方向发展，稳定性越来越强。但这一过程存在反复，’%(+A’%%) 年，岸线分维数平

均从 ’*--- ++ 增加到 ’*--’ !，复杂度增加，稳定性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这一阶段岸线开发与

利用的随意性造成的；’%%, 年以来，分维数又从 ’*--’ ! 平均减少到 ’*--- #+，复杂度明显降

低，稳定性增强，这可能是由于这一阶段岸线开发管理力度的加大以及长江河堤护岸工程的

建设造成的。因此，在评价局部岸线稳定性的同时要考虑现有岸线的开发与江岸护坡工程等

因素的影响。

另外，江中岛屿的发育与稳定程度也是影响长江岸线的因素之一，使用式（!）$’#&计算江

图 ’ 长江江苏段岸线分形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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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岛屿的分形分维数，结果如图 #。

$%! &"’( #
# $%$&"’)% （#）

式中，! &"’代表以 " 为量测尺度的某一样本的面积，$&"’为同一样本的周长，% 为截距，# 为分

形维数。

图 # 表明，长江岛屿很不稳定，分汊与聚合现象

不断发生。岛屿数量的不断减少说明岛屿合并是主

要方式。同时，分形维数的变化又说明合并后岛屿的

空间形态很不稳定，边界很不规则，如果不进行人工

干预，稳定性会进一步降低。因此，在评价局部岸线

稳定性的同时要考虑岸线附近岛屿的发育情况。

*+!+# 局部岸线的稳定性

首先对不同年代的岸线建立图形数据库，然后

根据地表覆盖情况、地面调查的江岸护坡以及崩塌

情况、岸线附近有无岛屿以及岛屿的稳定性和发育

等情况对岸线进行分段，并建立属性数据库，最后利

用 ,-. 叠加分析功能综合确定岸线的稳定性程度，共分为 * 级：稳定岸线（多年来江岸处于

相对稳定，冲淤变化小或微冲微淤，并且基本不受附近岛屿的影响或者附近没有岛屿）、较稳

定岸线（多年来江岸处于冲刷状态但一般性护岸可治，并且受到附近岛屿的影响较小）、不稳

定岸线 （多年来江岸岸线摆动幅度较大，处于大冲大淤状态，或者受到附近岛屿的影响较

大）。基本流程如图 *。

!"# 岸前水深

根据岸线的不同用途以及不同吨位船舶的要求，把岸前水深划分为 * 个等级：深水岸

线、中深水岸线和浅水岸线。一般情况下，深水岸线是指距 /0 等深线（航行基准面）#//1
*//0 内长江水深可达 !/0 或以上的岸线，可满足万吨级或以上海轮的航行和停泊需要，是

建设大型港口和大运量临江仓储与工业的必备条件。中深水岸线指距 /0 等深线 #//1*//0
内长江水深可达 21!/0 的岸线，可满足 # ///1!/ /// 吨级之间船舶航行和停靠的水深要

求，有一定的港口和一般临江仓储与工业码头开发的价值。浅水岸线则指距 /0 等深线 #//1
*//0 内长江水深不足 20 的岸线，只能满足不大于 # /// 吨级船舶的航行和停泊需要，港口

和工业码头开发的价值较小。考虑到南通部分岸段、常熟和太仓位于喇叭型长江口，江面宽

阔，因此在实际应用中，这些岸段离岸 ! ///0 水深达 !/0 以上（含 !/0）或 21!/0 的均作为

深水岸线和中深水岸线。

利用 !3!/ /// 水下地形图，首先通过水下等深线建立水深网格文件，然后以 /0 等深线

为基准，根据划分岸前水深的要求，利用 ,-. 的缓冲区功能，建立不同距离的缓冲区，然后与

水深网格进行叠加，运用网格文件的分析计算功能，对格网数值分别减去 20 和 !/0，形成两

个文件，然后对这两个文件重新分类，即大于 / 和小于 / 两类，形成二值文件，最后把大于 /

图 * 岸线稳定性评价流程

456+* 4789 :;<=> 8% ?><@575>A BC<7D<>58% 8E =5CB=@<%F

图 # 长江江苏G上海段岛屿空间分布形态

分形描述

456+# 4=<:><7 HB?:=5I>58% H5<6=<0 8E 5?7<%H ?I<>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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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岸线后方陆域评价流程

$%&’# $()* +,-./ 0,)*%1& ,)* /) 23-(4-/2 *-/2.562,%17 (-17 *%7/, )8 /,2 .%32.6-19

的区域形成矢量多边形文件，如图 :（封三）。据此，确定岸前水深的基本评价单元，以此为基

础建立岸前水深数据库;技术流程如图 <。

!"! 岸前水域宽度

岸前水域宽度是指满足相应水深条件的水域宽度=>?。应用建立岸前水深数据库的方法，

分别建立长江水域水深大于 <@ 和大于 AB@ 的数据库。然后分别与岸前水深数据库叠加，如

果重叠，则连接水域大于 <@ 和大于 AB@ 的数据库，在岸前水深基本评价单元的基础上计算

相应的水域宽度（图 :，封三），然后建立岸前水域宽度数据库，分为 > 级：C（:!#@ 以上）、D
（>!:@E:!#@）、F（>!:@ 以下）!。实际工作中，岸前水深和岸前水域宽度可以同时进行，技术

流程如图 <。

!"# 岸线陆域宽度

岸线陆域是指满足港口陆上用地要求的宽度范围，包括装卸作业、辅助作业、客运站及

其相应的办公、绿化等用地和保留的发展用地范围。对于综合性港口，陆域纵深一般不小于

GBBEA BBB@；一般港口，至少保证 <BBEHBB@ 的陆域宽度"。据此，把岸线陆域宽度分为 > 级：

C（A BBB@ 以上）———陆域宽阔，基本不影响岸线开发利用ID（<BBEA BBB@）———陆域狭窄，对

岸线开发利用有较大限制IF（<BB@ 以下）———陆域宽度不足，岸线开发利用受到严重限制。

实际上，长江江苏段绝大部分后方陆域场地十分开阔，限制后方陆域宽度的主要是山体和临

江建筑，但临江建筑可以进行调整，因此;山体是限制岸线陆域宽度的主要因素。长江江苏段

沿江山体主要有：骚狗山（南京）、幕府山（南京）、栖霞山（南京）、小黄山（江阴）、狼山（南通）

等。岸线陆域宽度通过地形等高线与岸线的叠合很容易获取，技术流程如图 #。

: 综合评价

#"$ 综合评价单元

评价单元的划分是岸线 JKL 分析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划分得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评价结

图 < 获取岸前水深和水域宽度的技术流程

$%&’< $()* +,-./ 0,)*%1& ,)* /) M4-1/%/-/2 /,2 *-/2.8.)1/ 72N/, -17 6.2-7/,

! 一般不小于 :!#@ 可满足万吨级海轮船泊航线和调头的需要；>!:E:!#@，能满足 < BBBEAB BBB 吨级船泊航行与调

头需要；小于 >!:@，只能满足 < BBB 吨级以下船泊航行和调头的需要。

" 殷国兴’江苏省长江岸线资源适宜性评价研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硕士毕业论文，AOOA’

A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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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准确程度。本研究采用单项因子评价单元叠加与自然河段划分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流程

如图 #。首先把单项因子评价单元利用 $%& 进行叠加拆分，获取各单项因子的共同评价单

元，然后叠加自然河段情况，对上述评价单元进一步拆分或合并，最终确定评价单元。

!"# 综合评价

按式（’）进行综合评分，最终确定各评价单元岸线资源条件的好坏，共分 ’ 个等级，其中

一级岸线可满足万吨级及以上船舶航行与停靠的要求，是建设大型港口与码头的必备条件，

二级岸线可满足 ’ ((( 吨级及以上船舶航行与停靠的要求，是临江建设工业码头的必备条

件，三级岸线综合利用条件最差，可作为生态保护、城市生活与旅游等开发利用。

!")
*

# ) !
!$"# （’）

式中，!" 表示第 " 个评价单元的总得分，$"# 表示第 " 个评价单元中第 # 个评价指标的得分，’
个评价指标的同等重要性决定了它们的权重相同。

!"$ 评价结果

根据前述的分析计算，把最终结果分为 ’ 个等级，结果如图 +,封三-。然后把这一评价结

果与根据资源二号卫星影像解译的岸线资源利用现状相叠加，得到不同等级的岸线资源情

况，如表 !。

. 结论与讨论

,!- 岸线稳定性、岸前水深、岸前水域宽度以及岸线陆域宽度是决定岸线资源条件好坏

的重要指标；其中岸线稳定性评价最为复杂。利用分形理论对长江江苏段岸线从整体上进行

了考察和分析，对江中岛屿进行了分形维数计算，认为岛屿的发育与变化是影响附近岸线稳

一级岸线 二级岸线 三级岸线 总长度

南京

南岸 ’’/# 0’/+ *1/# !(*/0

岸线长 度 量 算

原则： 以 河 堤

为准， 没 有 河

堤的岸 段 ， 以

地形图 中 的 水

岸 线 为 标 准 ，

不包括 河 口 长

度。

北岸 !"/1 0(/1 .(/+ "!/(
小计 .’/’ **/* "#/. !"./0

镇江

南岸 +/# 0#/1 1*/’ !((/1
北岸 +/1 !!/" 0(/.
小计 +/# ’1/0 #1/0 !0!/!

常州 !/’ !./0 !1/.
无锡 !0/1 ./+ 0*/" *’/’
苏州 0"/# ’!/’ #1/! !’#/!
扬州 !"/" 0"/(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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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长江江苏段不同等级岸线资源情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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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岸线评价单元的划分过程与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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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因素之一；另外，地质构造、河床变化等都是影响岸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 遥感和 %&’ 在岸线资源评价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遥感是岸线资源数据获取

的直接手段，%&’ 是岸线资源分析评价的主要技术保障，涉及的方法主要有叠加分析和格网

分析等。格网数据便于数据处理、岸线综合分析和评价，应该重视格网数据的制作和运用。

#($ 江苏拥有 )*)+,-. 的长江岸线，岸线资源丰富，其中优良岸线（一、二级）占 **+!/；但

各地市很不均衡，与该地市的岸线拥有量相比，优良岸线拥有率最高的是泰州市，占 )0+1/；

其次是扬州市，占 ,2+0/；然后依次是南京、苏州、无锡、镇江、南通和常州。与整个江苏的岸

线拥有量相比，优良岸线拥有率最高的是南京市，占 00+2/；其次是泰州市，占 1+(/；然后依

次是苏州、扬州、镇江、南通、无锡和常州。根据资源二号卫星影像解译的岸线资源利用现状，

利用率最高的是无锡，其次是苏州，然后依次是南京、镇江、常州、扬州、泰州、南通。这从侧面

反映了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说明科学合理地规划岸线资源，提高岸线利用率，可以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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