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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填海工程海堤生态化建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围填海工程海堤生态化的建设原则、范围、内容、方法、技术要求和技术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围填海工程新建海堤生态化建设工作，已建海堤的生态化建设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286-2013《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T 15918-2010《海洋学综合术语》 

GB/T 18190-2017《海洋学术语 海洋地质学》 

GB/T 51015-2014《海堤工程设计规范》 

JTS 154-2018《防波堤与护岸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围填海工程 sea reclamation and enclosure project 

筑堤围割海域并最终填成陆域的工程。 

3.2  

海堤 sea dike 

为防御风暴潮（洪）水和波浪对防护区的危害而修筑的堤防工程。 

[GB/T 51015-2014，定义 2.0.1] 

3.3  

海堤生态化建设 sea dik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保证海堤防潮御灾能力，优化海堤空间布局，采用生态材料，恢复生物群落，在堤前、堤身、堤后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的活动。 

3.4  

堤脚线 dike toe line 

海堤迎海坡和背海坡与滩面或地面的交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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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海堤的堤脚线分为迎海坡堤脚线和背海坡堤脚线，迎海坡堤脚线即海堤迎海坡与滩面的交界线，背海坡堤脚线

即海堤背海坡与地面的交界线。 

3.5  

堤前带 front zone of sea dike 

海堤的迎海坡堤脚线向海一定宽度范围的区域。 

3.6  

堤身带 body zone of sea dike 

海堤迎海坡堤脚线与背海坡堤脚线之间的区域。 

3.7  

堤后带 back zone of sea dike 

海堤的背海坡堤脚线向陆一定宽度范围的区域。 

3.8  

空隙率 air void 

迎海坡护面层内的总空隙占护面层总体积的百分率。 

3.9  

综合坡比 comprehensive slope ratio 

堤顶（含挡浪墙的海堤以挡浪墙顶为堤顶）外缘线和迎海坡堤脚线的高程差与两者水平距离的比值。 

3.10  

植被覆盖率 vegetation plant cover rate 

某一区域植物垂直投影面积与该区域面积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3.11  

潮间带宽度占比 intertidal width proportion 

海堤堤前带内的潮间带宽度与整个堤前带宽度的比值。 

4 总则 

4.1 建设范围 

围填海工程海堤的生态化建设范围包括堤前带、堤身带、堤后带三个区域（见图 1）。 

堤前带——1 级海堤为迎海坡堤脚线向海侧宽度不低于 300m 的区域；2、3 级海堤为宽度不低于

200m 的区域；4、5 级海堤为宽度不低于 100m 的区域。 

堤身带——海堤迎海坡堤脚线与背海坡堤脚线之间的区域。 

堤后带——背海坡堤脚线向陆侧一定宽度的区域，区域内有水系和绿地的，应将其全部纳入堤后带。 

如确因后方陆域建设有特殊要求的，建设范围可不包含堤后带。 

 保护核电站、化工、港口、油田等特殊工程项目的专用海堤，应参照本标准并结合各行业的相关规

定，确定生态建设范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E%82%E7%9B%B4%E6%8A%95%E5%BD%B1%E9%9D%A2%E7%A7%AF/1587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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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堤前带；2-堤身带；3-堤后带  

图 1 海堤生态化建设范围示意图 

4.2 建设原则 

a) 安全性原则。海堤生态化建设以保障海堤的防灾减灾安全功能要求为前提，在满足安全要求基

础上统筹考虑其生态建设。 

b) 生态性原则。海堤生态化建设应以恢复海岸的生态功能为目标，减缓人类在海堤建设过程中对

海域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c) 适宜性原则。秉持生态保护、因地制宜的理念，根据区域地质地貌特点、水文动力条件、气候

特征，采用不同的结构、材料对海堤进行科学设计。 

4.3 建设内容 

在保障海堤防灾减灾功能的前提下，通过海岸防护工程设施和生态保护修复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实

现海堤生态化，恢复海域一定的生态功能。海堤生态化建设一般应覆盖堤前带、堤身带、堤后带三部分。

各部分应具有以下结构特征和功能： 

a) 堤前带具有一定的滩面宽度、稳定的岸滩结构、适宜的生物群落。 

b) 堤身带具有安全达标的堤防结构、一定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能力。 

c) 堤后带具有一定的陆向辐射宽度，稳定的生态系统。  

不同区域、不同海岸类型上的海堤生态化建设内容列于表1。 

表 1 海堤生态化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 

海岸类型 

河口、海湾区域 开敞海区 

粉砂 

淤泥质 
砂（砾）质 基岩 

粉砂 

淤泥质 
砂（砾）质 基岩 

堤前带 
地貌恢复 ★ ★ ☆ ★ ★ ☆ 

生境修复 ★ ★ ☆ ★ ☆ ☆ 

堤身带 
迎海坡 

结构型式

生态化 
★ ★ ★ ★ ★ ★ 

材料 

生态化 
★ ★ ★ ☆ ☆ ☆ 

植被覆盖 ☆ ☆ ☆ ☆ ☆ ☆ 

背海坡 植被覆盖 ★ ★ ★ ★ ★ ★ 

堤后带 生态空间营造 ☆ ☆ ☆ ☆ ☆ ☆ 

注 1：★重点建设内容；☆可选建设内容。 

注 2：海堤建设占用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等的，“生境修复”应选重点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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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堤前带 

5.1.1 粉砂淤泥质海岸 

a) 堤前地貌恢复。堤前带地貌应以保护和自然恢复为主，必要时应采取人工修复措施；应尽可能

恢复工程前的近岸海域地形地貌；应根据海岸自然环境条件，采用生态方法，促进泥沙落淤，

滩面不稳定的岸段可采用潜堤、突堤、丁坝等工程措施进行地貌恢复；海堤外侧存在养殖塘、

废弃堤坝等不具备安全和生态功能的近岸构筑物设施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平整、拆除等措施，

恢复海岸原有形态，扩大潮间带湿地面积，改善水动力环境条件，恢复与提升岸滩生态功能。 

b) 生境修复。可采用堤前增设多孔隙生态材料等方式为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繁殖环境；针对生

境受损的区域，可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特性，采取清除外来物种、改良基质等措施，提高其生态

功能。 

5.1.2 砂（砾）质海岸 

a) 堤前地貌恢复。可采用一定的人工措施抵御浪流对海岸的侵蚀，维护岸滩的稳定；必要时可采

取人工补沙、沙滩养护等工程措施，保护和恢复砂（砾）质海岸自然形态，提高沙滩品质，恢

复沙滩功能。 

b) 生境修复。以自然恢复为主，条件适宜区域可补植乡土性沙生植物。 

5.1.3 基岩海岸 

基岩海岸堤前带的生态化建设以自然恢复为主。 

5.2 堤身带 

5.2.1 一般规定 

a) 生态化海堤的堤身建设应充分发挥自然恢复的作用，着力于改善生物生长栖息活动的空间。 

b)  海堤平面形态宜结合地形地貌布设，避免水动力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应尽可能避免单纯的直线

化、规则化。 

c)  海堤平面形态可考虑多种组合式布置，主堤与离岸堤、突堤、潜堤、滩涂植被等组合，形成生

态保护与防灾减灾协同增效的综合体系。 

5.2.2 结构型式生态化 

a) 海堤断面型式除满足海堤综合功能外，应重视对原生态的保护，保持和周边环境的协调性。 

b)  海堤的结构型式应根据地形、地质、波浪潮汐特性以及生态要求，选用适宜的堤型，确保岸坡

稳定、保持水土。 

c) 注重结构断面的比选，断面型式应有利于缓坡入海，可根据以下顺序选取：斜坡式断面、复式

断面、直立式断面，各种典型的断面型式见图2、图3、图4。 

d) 护面、镇压层、堤脚以安全优先，综合生态、经济等因素，采用多空隙、表面粗糙的结构型式。 

e) 波能强的海区宜采取多种消浪措施，降低堤顶高程，增强堤身带生态功能。 

f) 海堤断面设计应适当考虑亲水性，护面坡度应适当放缓，条件允许的岸段可增设阶梯式护面等

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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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斜坡式堤 

 

 

b）有堆石棱体的斜坡式堤 

 

 

c）有消浪平台的斜坡式堤 

 

 

d）设置镇压平台的斜坡式堤 

    说明： 

1-防浪墙；2-临海侧护坡；3-反滤；4-背海侧护坡；5-棱体；6-消浪平台；7-护脚；8-堤顶； 

9-堤身抛石；10-堤身填土；11-排水垫层；12-子堤；13-护坡垫层；14-前滩；15-后滩 

 

图 2 典型斜坡式海堤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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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防浪墙；2-墙身；3-护脚；4-临海侧护坡；5-反滤；6-背海侧护坡；7-堤顶； 

8-堤身抛石；9-堤身填土；10-排水垫层；11-子堤；12-护坡垫层；13-前滩；14 后滩 

 

图 3 典型直立式海堤断面图 

 

a）下部斜坡、上部直立的复式断面 

 

b）上下两级直立的复式断面 

 

c）下部直立、上部斜坡的复式断面  

说明： 

1-防浪墙；2-墙身；3-护脚；4-临海侧护坡；5-反滤；6-背海侧护坡；7-堤顶； 

8-堤身抛石；9-堤身填土；10-排水垫层；11-子堤；12-护坡垫层；13-前滩；14 后滩 

 

图 4 典型复式海堤断面图 

5.2.3 材料生态化 

a)  应采用绿色环保、适宜当地海域生态系统的无害化建筑材料，以利于植物生长和藻类、贝类附

着，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 

b)  护面材料宜按以下顺序选定：生物类、天然石料类、人工块体类；鼓励采用多孔透水类新型材

料。 

c) 坡脚有抗冲要求的堤段，宜采用块石、框格、人工块体等材料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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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植被覆盖 

a) 物种的选择应以乡土性为主。 

b) 迎海坡植物种植。适宜种植植物的迎海坡，应进行植被覆盖。 

c) 背海坡植物种植。背海坡在满足对越浪水体抗冲要求的前提下，以灌草结合的方式进行植被覆

盖。 

5.3 堤后带 

堤后带的生态化建设要求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生态空间包括堤后带范围内的湿地、水系、绿

地等。 

6 技术指标 

海堤生态化建设控制指标见表2。 

6.1 堤前带技术指标 

6.1.1 粉砂淤泥质海岸 

粉砂淤泥质海岸地貌剖面见图5示意图。 

6.1.1.1 潮间带宽度占比 

通过自然淤积或人工措施，尽量恢复潮间带宽度。 

a) 海堤迎海坡堤脚线位于中潮位以上的，潮间带宽度占比应为100%。 

b) 海堤迎海坡堤脚线位于中潮位和平均大潮低潮位之间的，潮间带宽度占比应在50%以上。 

c) 海堤迎海坡堤脚线位于平均大潮低潮位以下且堤前带不具备生态建设条件的，对潮间带宽度占

比可不做要求。 

d)  海堤前沿海域为航道等特殊用途、前沿水下地形自然坡比条件不适宜的，经严格论证，对潮间

带宽度占比可不做要求。 

 

 

图 5 粉砂淤泥质海岸地貌剖面示意图 



T/CAOE 1-2020 

8 

6.1.1.2 滩面稳定性 

堤前带应保持滩面稳定，防止冲刷。 

6.1.1.3 植被覆盖率 

海堤占用海域有乡土植被覆盖的应进行植被恢复，河口、海湾区堤前带中潮位以上范围的植被覆盖

率宜在30%以上。 

6.1.1.4 生境恢复 

新建海堤应采取措施恢复工程前的动植物生境，维持堤前生物群落结构稳定。 

6.1.2 砂（砾）质海岸 

砂（砾）质海岸地貌剖面见图6示意图 。  

应保持原有砂（砾）质海岸的地貌结构完整和潮间带宽度不减少并防止滩面冲刷。 

 

图 6  砂（砾）质海岸地貌剖面示意图 

6.2 堤身带技术指标 

6.2.1 迎海坡 

6.2.1.1 空隙率 

为保障生物的生境空间，宜采用天然块石或人工块体护面，不宜采用浆砌、灌砌块石和混凝土面板。

采用人工块体等护面的空隙率应在40%以上，采用天然块石干砌或植被护面的可不考虑空隙率。 

6.2.1.2 综合坡比 

海堤断面型式宜采用斜坡式或复式结构，综合坡比宜为1:1.5~1:5。 

砂（砾）质海岸、基岩海岸、红树林等生物海岸、桩柱基础的海堤或确因空间制约等因素无法满足

要求时，经充分论证后可适当放宽综合坡比要求。 

6.2.1.3 植被覆盖率 

河口海湾内，护面适宜种植植物的迎海坡，适宜区内可适当进行植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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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生态材料护面占比 

生态材料是指绿色环保，有利于海堤生态功能体现的各类材料，如植物、天然块石、生物礁石、多

孔隙混凝土制件等及其组合。 

河口海湾内，适宜采用生态材料进行护面的（包括镇压层和护脚面层），生态材料护面表面积占总

迎海面表面积的比值应在30%以上。 

6.2.2 背海坡 

背海坡的植被覆盖率应在50%以上。 

6.3 堤后带技术指标 

对具备生态空间建设条件的，应开展生态建设。 

表2 海堤生态化建设控制指标 

区域 技术指标 粉砂淤泥质海岸 
砂（砾）质

海岸 
基岩海岸 

堤前带 

潮间带宽度占比 

①海堤迎海坡堤脚线位于中潮位以上的，潮间带宽度占

比应为 100% 

②海堤迎海坡堤脚线位于中潮位和平均大潮低潮位之

间的，潮间带宽度占比应在 50%以上 

③海堤迎海坡堤脚线位于平均大潮低潮位以下且堤前

带不具备生态建设条件的，对潮间带宽度占比可不做要

求 

④海堤前沿海域为航道等特殊用途、前沿水下地形自然

坡比条件不适宜的，经严格论证，对潮间带宽度占比可

不做要求 

潮间带 

宽度不减少 
—— 

滩面稳定性 防止堤前带冲刷 
防止 

滩面冲刷 
—— 

植被覆盖率* 
河口、海湾区堤前带中潮位以上范围的植被覆盖率宜在

30%以上 
—— —— 

堤
身
带 

迎
海
坡 

空隙率 
护面空隙率应在 40%以上（采用天然块石干砌、植被护

面的除外） 

同“粉砂淤

泥质海岸”

要求 

同“粉砂

淤泥质海

岸”要求 

综合坡比 
向海侧堤型宜采用斜坡式或复式结构，综合坡比宜为

1:1.5~1:5 
—— —— 

材料生态护面占

比 

适宜采用生态材料进行生态护面的，生态材料护面表面

积占总迎海面的表面积比值应在30%以上 

同“粉砂淤

泥质海岸”

要求 

同“粉砂

淤泥质海

岸”要求 

背
海
坡 

植被覆盖率 植被覆盖率占比 50%以上 

同“粉砂淤

泥质海岸”

要求 

同“粉砂

淤泥质海

岸”要求 

堤后带 生态空间营造 对具备生态空间建设条件的，应开展生态建设 

注：海堤占用海域有乡土植被覆盖的适用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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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堤生态化建设 

海堤生态化建设应调查分析当地水文、地质、地形、生物等自然条件，优化海堤工程设计，采取工

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减缓修建海堤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 

海堤生态化建设单位应根据本标准的要求编制海堤生态化建设方案，方案应包括堤前带、堤身带、

堤后带的具体生态化设计内容，以及与本标准各项指标的符合性分析，并对建设方案的生态效果进行评

估。建设方案应包含正文和相应的图件、图集及相关附件；文字表述应简洁流畅，报告图、表及附件应

齐全、清晰、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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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护面层空隙率计算方法 

 

图 A.1 典型护面层剖面图 

空隙率计算公式如下： 

 

P——护面层的空隙率； 

 V0——护面层包络范围的总体积； 

 V1——护面层块体自身所占的体积，单个护面块体的体积与总个数的乘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