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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针对填海造地巨大的工程影响和极其缺乏平面设计准则的现实需要袁引入海洋生态约束
的核心价值判断标准和环境流体动力学模型袁通过对不同填海造地平面设计方案的海洋环境扰动
能力模拟袁评判填海造地平面设计准则和方法遥 在具体模拟过程中袁按照填海造地平面设计的要
素分为形态类要素尧间距类要素尧组合方式类要素 3 大类别 5 个模拟组 19 种工况袁依次对比模拟
了不同工况在水动力学特征渊流场和流速冤和水体交换能力上的影响差异遥 进而通过评判工况优
劣袁分析不同规划要素条件变量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袁从而总结了 5 组工况下的相关填海造地区域
平面设计在形态类要素尧间距类要素尧组合方式类要素方面的准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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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海岸带地区最前沿的填海造地区域是国
土空间开发和优化利用的关键地带，也必然在我国
今后一段时期内的沿海地区再工业化、城镇化过程
中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1]。然而，填海造地工程是从
根本上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人类活动，过量、无节
制、
不尊重现实条件的填海造地势必引发巨大环境负
效益[2]。而现行填海造地管控，
多是从面积合理性[3]、
工
[4]
程环境影响评估 、开发的建议和制度设计[5]等方面
开展，并不过多涉及城市规划领域。这使得国家海
洋管理部门在填海造地规划中虽然鼓励离岸人工
岛 [6]的形式，但是一直没有对其形态、间距、组合方
式等平面设计准则的详细要求。在相关实践中，填
海人工岛的形态也因此纷杂，产生的环境影响错综
复杂。
针对上述问题，理论界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
多是在具体案例[7-8]上就事论事或者国外经验[9]的总
结介绍，缺乏系统、客观的对填海造地规划平面设
计方法和原则的梳理。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就是

针对填海造地区域的特殊性 [10-11]，树立生态约束评
判在填海造地规划平面设计中的首要价值地位，进
而通过定量化的模拟分析比较，系统总结相关平面
设计准则，从而使今后的相关设计实践能够最大限
度地发挥来之不易的土地空间效益，并减少其对近
海环境的扰动和影响[12]。

1

海洋生态约束定量化模拟研究的
技术路线

1.1 研究初衷与方向
填海造地规划有类似于陆上城市规划的一面，
如：在其规划设计中决定填海区平面设计的因素很
多，海洋景观、交通运输、工程成本、市政设施等都
能影响平面布局。但是也因为填海区的用地范围的
强刚性、环境影响的未定性等特殊性[10-11]，填海方案
对于近海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才是考察其平面设
计优劣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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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基于生态环境约束的填海区平面设计，才
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填海造地工程对于海洋和海
岸带地区环境的扰动，既保障工程自身的可持续
性，也维护区域的协调发展。而监测、模拟近岸海域
生态环境约束变化的载体和途径较为丰富，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基础决定性载体是海域水体的循环能
力，因为其强弱不仅可以影响水体交换、泥沙清淤
等物理过程，同样会作用于水质、微生物环境乃至
鱼类生存等化学生物过程。由此，基于环境流体动
力学的水工生态模型是实现本文研究目标的有效
途径。通过对不同填海造地平面设计要素进行环境
流体动力学的水工生态过程模拟，是判断不同方案
对近海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方案优劣，进而
总结相关设计准则的重要途径。
1.2 技术路线
本文选用 EFDC（Environmental Fluid Dynamics
Code）三维数学模型。该模型最早是由美国弗吉尼
亚州海洋研究所 Amrick 等根据多个数学模型集成
研发的综合模型，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
三维网格矢量切分，应用不同数学模块，模拟该区
域在一定时间段内的流体运动过程，
从而定量化的验
证研究对象对于环境的影响程度。其在国内外已有广
水库[14]、
湖泊[15]以及海洋[16]等水
泛应用，
在包括河口[13]、
域均可应用。
在具体模拟技术路线上，本文研究假定填海造
地规模恒定条件下的不同平面设计方案（以典型工
况组的形式呈现），在一定模拟海域流场内，对周边
海域的水体动力学特征（流场和流速的变化）和水
体交换率进行模拟，从而比较不同平面设计要素的
环境扰动差异。
在水体动力学特征的模拟中，为了科学、准确
地分析不同方案对近海水域流场和流速的影响，并
便于表述其变化规律，研究者将整个潮汐的模拟过
程分为 4 个典型阶段，即涨急时段、高潮时段、落急
时段、低潮时段，以分别表征潮水快速上涨、保持较
高水位、快速下降和保持较低水位 （这一天中的 4
个特征时段）。其对应的流场分别为涨急流场、高潮
流场、落急流场和低潮流场。而在模拟结果的价值
判断上，水体流场改变越小、产生的环流等不利流
场越少的方案越佳，流速相对较大的方案也更利于
水体的循环。从而综合判定不同方案在不同流场下
和全天过程中的综合环境影响。
在水体交换率的模拟中，采取示踪剂的方式，

模拟水体交换过程中局部水域内示踪剂含量的变化。
在实验中，假设研究区域示踪剂初始浓度为 2 mg/L，
海域边界示踪剂浓度为 0，示踪剂质点到达区域开
边界后即完全消失，从区域外流入研究区域的水总
是
“纯净水”
。通过模拟研究区域内示踪剂浓度降为 0
的完整
“水体交换过程”
，交换能力越强的方案越佳，
从而判断不同方案对于近海海域水体循环的影响。

2

海洋生态约束模型的构建

2.1 模拟研究区域
为了使 EFDC 模型的模拟尽量贴近真实情况，
本
文研究选取秦皇岛市七里海附近（辽东湾海域）的真
实海域为假定填海区域，
并以该海域的实际水文条件
作为模型参数（见图 1）。所选区域半径为 12 500 m，
三面环陆，西南侧与外海相连，海底为淤泥质平缓
地形，平均水深 22 m。区内潮汐主要为不规则半日
潮，潮流以往复流为主，最大潮差为 2.8 m。并设定
半径为 4 000 m 的特定区域，为各工况计算水体交
换率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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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拟研究区域示意图

×104

构建模型将模拟区域共划分为 2 906 个网格，
采用曲线正交网格，格距 6~40 m，并在垂直方向分
为等间距的两层。初始水位取模型外海边界初始时
刻的平均值，初始流速假定为 0。
2.2 模拟研究工况
依据前述模拟技术路线，为保证工况的可比性
和定量化研究结果比对的科学性，将研究工况分为
形态类要素、间距类要素、组合方式类要素 3 大类
别 5 个模拟组 19 种工况。并根据不同要素极差变
化的需要，设定边界条件，形成如表 1 所示的模拟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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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模拟工况条件设定

类别

组别

人工岛
形态类

形态组

要素

间距类
要素

工况编号

条件设定

1-1

矩形

1-2

三角形

1-4

新月形

1-3

锯齿形

2-1

湖口宽度 100尧长度 2 000

2-3

湖口宽度 300尧长度 1 000

湖口组

2-2

岛岛

3-1

间距组

3-2

岛岸

4-1

间距组

组合方式

组合

类要素

方式组

圆形

1-5
1-6
局部

单位院m

3-3
4-2
4-3
5-1

有机形
湖口宽度 300尧长度 2 000
两岛间距 100
两岛间距 300
两岛间距 500
岛岸间距 100

串联式

443.5

并联式

5-4

散布式

放射式

2.3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是检验构建模型误差率，保证定量实
验可靠性的重要手段。通常采取构建模型模拟结果
与历史真实时段的真实数据的比对，衡量误差率的
大小。本文研究根据所掌握的数据，选用 2006 年 8
月 1 日-9 月 1 日和 2000 年 9 月 15 日-10 月 15 日
两个历史时段，用模拟结果与辽东湾观测站的实测
潮位、流速和流向进行对比。具体方根误差计算过
程限于篇幅，请参见文献[17]。结果表明，该构建模
型误差率均在合理区间内，可以较好地对模拟区域
的水流过程进行动态模拟。

3

×104
444.5

444.0

5-2
5-3

会产生小环流；高潮时段，工况 1-2 和 1-4 在突出
部位右侧会产生逆时针的环流，工况 1-5 在南侧靠
近岛的区域产生逆时针的环流，工况 1-6 在东南侧
靠近岛的区域产生逆时针的环流；落急时段，工况
1-1 和 1-2 的环流均存在于岛的西侧边界，工况 14、
1-5 和 1-6 的环流均存在于被岛包围的半封闭区
域内。
而在局部湖口形态的各工况模拟上：
4 个时段
的模拟结果均表明大区域内水流的运动主要仍是
由开边界水位控制的。根据工况 2-1、2-2 和 2-3 的
潮流场，在其周围区域选取 4 个特征点（A、B、C、D
点位置如图 2），分析各工况在各特征点的流速随时
间变化规律，可形成如图 3 所示的变化曲线图。

岛岸间距 300
岛岸间距 500

海洋生态约束模型模拟结果的比较

3.1 形态类要素的模拟结果比较
3.1.1 形态类要素工况变化对海域水动力的影响

比较 运用海洋生态约束模型，对上述形态类要素
工况进行定量化模拟，其中在人工岛形态各工况的
比较上，不难发现：人工岛形状变化造成的潮流场
差异主要集中在人工岛邻近区域，而对整体海域影
响不大（见表 2）。这是由于填海水域的潮流运动主
要由开边界（即更大水域）的水位控制的。而在 4 个
模拟时段上：涨急时段，工况 1-5 和 1-6 在岛周围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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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

50

X

51

4
52 ×10

(a) 工况 2-1（湖口宽度 100 m、湖长 2 000 m）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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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0

Depth/m

443.5

443.0

442.5

442.0

50

X

51

4
52 ×10

(b) 工况 2-2（湖口宽度 300 m、湖长 2 000 m）
×104
444.5

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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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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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工况 2-3（湖口宽度 300 m、湖长 1 000 m）
图 2 局部湖口组工况特征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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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工岛形态工况组模拟流场示意表
涨急流场

高潮流场

落急流场

低潮流场

工况 1-1

工况 1-2

工况 1-3

工况 1-4

工况 1-5

工况 1-6

数据表明，
在外围区域的 A 点和 D 点，
工况 2-1、
2-2 和 2-3 的流速 变 化 规律 相 同， 且 流 速 差 异
很小；
对于湖口处和内湖里的 C 点、B 点，整体上，工
况 2-1 和 2-2 的流速变化规律相反，即前者增大
时，后者减小，反之亦然。工况 2-2 和 2-3 的流速变
化规律一样，但两方案的速度变化存在延迟，即对
于相同的速度，工况 2-3 比工况 2-2 延迟到达。
此外，工况 2-1 和 2-2 的速度随时间波动较
大，工况 2-3 的速度随时间波动较小。

3.1.2

形态类要素工况变化对水体交换能力的影

响比较 研究区域内人工岛形态各工况的半交换
时间分布如图 4 所示。模拟结果表明，对于整个研
究区域，虽然各工况水体交换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基本相同，水体交换能力大小差异较大。前 55 h，工
况 1-1、1-2 和 1-3 填海水域内示踪质的分布基本
相同，第 56~390 h 则差异较大，这一阶段，工况 1-1
示踪质的含量最小，
1-3 次之，
1-2 最大。而工况 1-4、
1-5 和 1-6 由于岛岸线较复杂，岛周围区域存在水
流流动性较差的水体，故其水体交换能力比前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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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h

时间 /h

(a) A 点

时间 /h

时间 /h

(b) B 点

图 4 形态类要素工况水体交换率变化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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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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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h

(c) C 点

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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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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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2 ×10

(a) 工况 3-1（岛间距 100 m）
×104
444.5

444.0

Depth/m

443.5

时间 /h

(d) D 点

图 3 局部湖口组工况特征点流速变化曲线图

工况差很多。各工况水体交换率从大到小依次为：
1-1、
1-6、
1-3、1-2、1-5、1-4。
而局部湖口形态各工况（见图 4），对于整个研
究区域，前 79 h，水体中示踪剂含量分布几乎一样。
第 80~720 h，工况 2-1 的水体交换率比 2-2 稍大，
且两者均远大于 2-3；示踪剂的浓度在湖内和通道
处有较大的差异，其余区域示踪剂的浓度含量基本
上相同。
在第 720 小时，各工况在研究区域内示踪剂浓
度最大的区域均为湖内水体。基本上，工况 2-1 的
水体交换率最大，2-3 的水体交换率最小。
3.2 间距类要素的模拟结果比较
3.2.1 间距类要素工况变化对海域水动力的影响
比较

模拟结果再次显示：间距类要素的变化造成

443.0

442.5

442.0

50

X

51

4
52 ×10

(b) 工况 3-2（岛间距 300 m）
×104
444.5

444.0

Depth/m

443.5

443.0

442.5

442.0

50

X

51

(c) 工况 3-3（岛间距 500 m）

4
52 ×10

图 5 岛岛间距组工况特征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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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潮流场差异主要集中在人工岛邻近区域，而对整
体海域影响不大（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数据）。
其中在岛岛间距方面：各工况均是在落急时段时，
填岛西侧形成小的逆时针涡旋，水流也流速较小。
低潮时段时，填岛的西南侧和西侧存在环流，且水
流流速较小，在 1~3 cm/s 之间。而在岛岸间距方面
则无环流等不利流场。
在工况 3-1、3-2 和 3-3 的填岛周围区域选取 4
个特征点（A、B、C、D 点位置如图 5），分析岛岛间距
各工况的流速随时间变化规律，可得出曲线如图 6
所示。

速度最大，3-2 次之，
3-1 的速度最小。
对于间距水道内的 B 点，工况 3-2 和 3-3 的速
度差异较小，都与 3-1 的速度相差较大。大小依次
为 3-1、3-2、3-3。
在靠海侧的 C、D 两点，各工况的速度变化规律
几乎完全相同，且其速度值也相差很小。
在工况 4-1、4-2 和 4-3 的填岛周围区域选取 4
个特征点（A、B、C、D 点位置如图 7），分析岛岸间距
各工况的流速随时间变化规律，可得出曲线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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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况 4-1（岛岸距离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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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况 4-2（岛岸距离 3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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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点
图 6 岛岛间距组工况特征点流速变化曲线图

对于近岸处的 A 点，工况 3-1、3-2 和 3-3 的速
度变化规律一样，但大小存在差异；整体上，3-3 的

50

X

51

4
52 ×10

(c) 工况 4-3（岛岸距离 500 m）
图 7 岛岸间距组工况特征点位置示意图

对于近岸侧的 A 点，各工况的变化规律相同，
其中，4-3 的流速整体最大，
4-2 次之，4-1 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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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间距水道内的 B 点，各工况的速度变化存
在延迟现象，4-1 比 4-2 延迟达到峰值，4-2 又比
4-3 延迟达到峰值，但基本流速规律近似。
对于靠海侧的 C 点，各工况的速度变化规律一
样，数值几乎相同。
对于 D 点，各工况的速度变化也存在延迟现
象，其中，4-2 延迟于 4-3 和 4-1 达到极值。除少数
点外，4-3 的速度最大，4-1 次之，
4-2 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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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工况的水体交换率在前 24 h 的变化不稳定，为
先增后减；在第 25~47 h 增幅较小，在第 48~163 h
迅速增加；在第 164~720 h 趋于稳定。
岛岸间距方面：工况 4-1、4-2 和 4-3 水体交换
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相同，且大小差异很小。第 65~
106 h，工况 4-1 的水体交换率比 4-2 和 4-3 稍大；
第 114~158 h，4-3 比 4-1 和 4-2 大。方案 2-1、2-2
和 2-3 的水体交换率在前 24 h 的变化不稳定，为先
增后减；
在第 25~167 h，
除在两个小时段内有所减小
外其余时段均处于迅速增加状态；在第 168~720 h
趋于稳定。

时间 /h

(a) A 点
时间 /h

时间 /h

(b) B 点
时间 /h

图 9 间距类要素工况水体交换率变化统计图

3.3 组合方式类要素的模拟结果比较
3.3.1 组合方式类要素工况变化对海域水动力的
时间 /h

(c) C 点

时间 /h

(c) D 点

3.2.2

图 8 岛岸间距组工况特征点流速变化曲线图

间距类要素工况变化对水体交换能力的影

响比较 研究区域内间距类要素各工况的半交换
时间分布如图 9 所示。模拟结果表明：
岛岛间距方面：工况 3-1、3-2 和 3-3 水体交换
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相同，但其大小存在差异，前
两种工况几乎相同，3-1 稍大，二者均明显大于 3-

影响比较 通过模型模拟，同样的人工岛组合方式
的变化对于潮流场的影响仍然主要体现在间隔水道
附近区域，
而对整体海域影响不大。而且，
工况 5-1、
5-2、
5-3 和 5-4 的流速分布规律基本相同。在各工况
周围区域分别选取 4 个特征点 （A、
B、
C、
D 点位置如
图 10），
分析各特征点的流速变化曲线如图 11 所示。
对于近岸侧的 A 点，各工况流速变化规律基本
相同，大小有一定差异，依次为：
5-3、5-4、5-2、5-1；
其中，5-2 和 5-4 的速度差异很小，5-3 的速度比
5-1 高 0.03~7.18 cm/s。对于填海区域一侧的 B 点，
各工况流速变化规律就有一定差异。尤其是工况 52 有显著不同。整体上，
各工况的速度从大到小依次

为：
5-2、
5-3、
5-4、
5-1。5-2 比 5-1 高 0.38~8.13 cm/s。
对于填海区域另一侧的 C 点，各工况流速变化规律
几乎完全相同，且其速度差异很小。整体上，各工况
的速度主要分布在 10~25 cm/s 之间。对于靠海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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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况 5-2
×104
444.5

时间 /h

(c) C 点

444.0

Depth/m

443.5

443.0

442.5

时间 /h

442.0

50

X

51

(d) D 点

4
52 ×10

(c) 工况 5-3

3.3.2

×104
444.5

444.0

Depth/m

443.5

443.0

442.5

442.0

50

X

51

4
52 ×10

(d) 工况 5-4
图 10 组合方式组工况特征点位置示意图

的 D 点，各工况流速变化规律基本相同，且速度差
异也较小，速度大小主要分布在 5~15 cm/s 之间，从
大到小依次为：5-1、5-4、5-2、5-3。

图 11 组合方式组工况特征点流速变化曲线图

组合方式类要素工况变化对水体交换能力

的影响比较 研究区域内组合方式类要素各工况
的半交换时间分布如图 12 所示。模拟结果表明，前
58 h，各工况水体中示踪剂含量分布几乎一样。第
59~149 h，工况 5-3 与 5-4 的差异较小，且比 5-1
和5-2 水体示踪质的浓度稍大。工况 5-1 在第 175 h，
水体中的示踪剂含量达 0.1 mg/L；其他工况在第
180 h，水体中的示踪剂含量达到 0.1 mg/L。
综合计算表明，各工况的水体交换率随时间的
变化规律相同，并且其数值差异也非常小。都表现
为在前 33 h 的先增后减，在第 34~52 h 和第 122~
153 h 缓慢增加，在第 53~121 h 的迅速增加状态，
第 134~720 h 的基本趋于稳定。工况 5-1 的水体交
换能力比其它工况稍强，其它工况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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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h

图 12 组合方式类要素工况水体交换率变化统计图

4

填海造地平面形态优选的方法原则

4.1 填海区平面形态的选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保护自然岸线原则: 进行填海造地工程建
设，应尽量不用或少用原有自然岸线，要避免采取
截弯取直等破坏自然岸线的填海造地方式。
（2）延长人工岸线原则: 填海工程的平面轮廓
设计要尽量增加人工岸线的曲折度，增加人工岸线
的长度，提高新形成土地的价值。
（3）提升景观效果原则: 对填海形成的新上地
进行开发利用时，要注重景观的建设，一般要在人
工岸线向陆域一侧留出一定宽度的景观区域，营造
人与海洋亲近的空间环境和条件。
4.2 填海区间距要素的选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岛岛间距
岛间距对填海水域流场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岛
周围区域，对其他水域的影响很小，对填海水域流
速分布及水体交换能力的影响较大。
（2）岛岸距离
岛岸距离对填海水域流场的影响主要发生在
岛周围区域，对其他水域的影响很小，对填海水域
流速分布及水体交换能力的影响较大。
（3）水道宽度/方向
水道宽度/方向对填海水域流场、流速分布及水
体交换能力的影响较大。对于不同水道宽度，其流
场基本相同，流速分布和水体交换能力在水道内水
体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不同水道方向，其流场、流速
分布和水体交换能力相差较大。
4.3 填海区组合方式的选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结构形式决定了新建土地的平面组合方式，经
过规划设计也可对应发展一定的功能。填海单元在
各自形态选择上考虑水动力环境并合理规划有利
于区域稳定性的平面形状。当若干单元组合在一起
时，不仅要从整体上保证对于水动力环境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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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对其内部水体的流通与循环进行专门的研究
和设计。组合方式对填海水域流场和水体交换能力
的影响较小，对填海水域的流速分布的影响较大。
多区块组合型在水体循环方面要优于整体型。
其中散布式能够形成多条内部水道，可实现多方向
设置水体进出口的要求，因而可以有效改善内部水
体循环的水力学条件。串联式与并联式只能形成垂
直于岸线或者顺岸方向的独立水道，前者因路径简
单直接，受到潮汐作用能够保证水循环，后者在顺
岸方向上易受到主单元的影响。

5

海洋约束模型模拟分析结论

本文基于海洋生态约束，以海洋水动力模拟为
切入点，利用环境流体动力学模型，定量分析了填
海人工岛的形态类要素、间距类要素、组合方式类
要素 3 大类别 5 个模拟组 19 种工况的数据。进而
通过比较各工况在典型海域内流场、流速、水体交
换等的差异，分析填海区域对于内部水体和周边水
体的水质、泥沙淤积、海岸冲刷等的综合影响，从而
得出了各组工况的优劣综合排序：
（1） 人工岛形态组各工况优劣依次为：1-1、13、
1-2、1-5、1-6、1-4。
（2） 局部湖口组各工况优劣依次为：2-2、2-1、
2-3。
（3） 岛岛间距组各工况优劣依次为：3-1、3-2、
3-3。
（4） 岛岸间距组各工况优劣依次为：4-3、4-1、
4-2。
（5） 组合方式组各工况优劣依次为：5-1、5-2、
5-4、5-3。
此外，分析工况设定的不同规划条件变量对于
海域环境影响的差别。还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人工岛形态越复杂 （如工况 1-4、1-5、16），越容易产生局部环流、过低流速区域等不利的
水动力情况；且尖锐形状（如工况 1-2、1-4、1-5）的
突出部位处容易产生逆时针环流，并易受到海水冲
刷作用的影响；各工况中形成的半封闭区域（大于
50%封闭）是不利于水体交换和流场的关键区域。
（2）局部湖口宽度对于内部水域的影响要大于
湖口长度的影响；湖口宽度越大（即开口越大，如工
况 2-2、2-3），入口处的流速越小，周边整体区域内
的水体交换越差，但湖内水体的交换能力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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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长度越大（或内湖水域面积较大的，如工况 21、2-2），泥沙淤积越弱，周边整体区域内的水体交
换越强，但湖内水体的交换能力会稍差。
（3）人工岛之间的间距越小 （如工况 3-1），间
距水道内的海水流速越快，但是近岸侧的流速会下
降；间距越大（如工况 3-3），间距水道内的海水流速
下降越明显，
水体交换能力越弱。
（4）人工岛与海岸间距越大 （如工况 4-3），近
岸水域的水流速越快，水体交换越好。
（5）人工岛串联式组合方式（工况 5-1）在近岸
侧能够促进海水流动，且整体水体交换能力最强；
而放射式组合方式（工况 5-3），由于流场的相互干
扰，在外海侧海水流动最好，近岸的生态敏感区则
水体交换最差。
在上述基础上，可以归纳出填海造地规划形态
设计准则如下：
（1）在人工岛形态选择上的优劣依次为矩形、
三角形、圆形、锯齿形、有机形、
新月形。并应尽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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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尖锐突出的形状和半封闭区域的数量。
（2）在填海区域内部水域设计上，应更注意湖
口通道的设计，特别是应重点选择湖口宽度较小，
内部水域面积较大的设计。
（3）在人工岛间距的确定上，应在满足通航、防
灾等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尽量缩小间距，以加快水
道内的水体流速，防止泥沙淤积。
（4）在满足施工经济成本的前提下，应使填海
人工岛尽量远离海岸，即应尽可能加大岛岸间距，
以改善近海水体循环能力。
（5）在多个填海人工岛的组合上，应优先采用
平行于海岸的串联式布局，其次选用垂直于海岸延
伸较多的并联式布局和分布差异比较随机的散步
式布局，尽量避免采用以一个主岛为核心的放射式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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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General Layout Design Method for Sea Reclamation Area Based on
Qualification Simula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Constraint
ZHANG He, YE Hao-ru, JIANG Wei, JIA Meng-yua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院Aimed at the enormous influence of sea reclamation projects and the absence of general layout design
code, this paper simulates the ecological anti-jamming capacity of different reclamation layouts and studies the
layout design code and method of sea reclamation areas through the use of the value criter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constraint and the EFDC model. In the simulation process, the layout featur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morphology factor, distance factor, and compound mode factor, which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5 simulation
groups and 19 situations. All these situations are simulated and compared in terms of influence on hydrodynamic
character is tics (Flow Field and Flow Velocity) and water exchange capacity. By evaluat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yout design factors' s influences o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concludes the
criteria of shape element, space element and combination mode element in the plane design of relevant
reclamation areas under five working conditions.
Key words院marine ecological constraint; EFDC model; sea reclamation; layout design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