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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CAOE 21《海岸带生态减灾修复技术导则》分为 11个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红树林；

——第 3部分：盐沼；

——第 4部分：珊瑚礁；

——第 5部分：海草床；

——第 6部分：牡蛎礁；

——第 7部分：砂质海岸；

——第 8部分：海堤生态化建设；

——第 9部分：连岛海堤和沿岸建设工程整治改造；

——第 10部分：围填海工程海堤生态化建设；

——第 11部分：监管监测。

本部分为 T/CAOE 21的第 4部分，与第 1部分配套使用。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的要求编写。

本部分由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提出。

本部分由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浙江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牛文涛、肖家光、陈新平、何方、田鹏、王伟、于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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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生态减灾修复技术导则

第 4部分：珊瑚礁

1 范围

T/CAOE 21 的本部分规定了珊瑚礁生态减灾修复的工作流程、资料收集与调查、适宜

性评估、实施方案编制、珊瑚礁生态修复、跟踪监测与效果评估、质量控制以及成果与归档

等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海岸带生态减灾修复中的珊瑚礁生态减灾修复工作，其他珊瑚礁修复工作

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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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2763.2海洋调查规范 第 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3海洋调查规范 第 3部分：海洋气象观测

GB/T 12763.4海洋调查规范 第 4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 14914.2-2019海洋观测规范 第 2部分：海滨观测

T/CAOE 20.5-2020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 第 5部分：珊瑚礁

T/CAOE 21.1-2020海岸带生态减灾修复技术导则 第 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珊瑚礁 coral reef

由活珊瑚和已死亡的珊瑚骨骼所构成的特殊海底生境。

3.2

造礁石珊瑚 scleractinian corals

六放珊瑚亚纲石珊瑚目下有共生虫黄藻、碳酸钙骨骼和造礁能力的珊瑚种类的统称。

3.3

覆盖率 coverage rate/ratio

某种生物或基质垂直投影长度或面积占断面线长度或样方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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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硬珊瑚补充量 hard coral recruitment

单位面积内造礁石珊瑚幼体的数量。

3.5

珊瑚有性繁殖 coral sexual reproduction

由珊瑚亲本产生的生殖配子，经精子与卵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再由受精卵发育成新个

体的繁殖方式。

3.6

珊瑚无性繁殖 coral asexual reproduction

不经由生殖细胞结合的受精过程，由珊瑚组织碎片直接产生新个体的繁殖方式。

3.7

人工生物礁 artificial reefs

可以为珊瑚幼虫提供附着基质和稳固底质的人工三维结构体。材料主要为石灰石、混凝

土或陶瓷等。

4 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按照 T/CAOE 21.1-2020中 6规定的要求执行。

5 资料收集与调查

5.1 资料收集

珊瑚礁生态减灾修复资料包括工程区概况、珊瑚、珊瑚礁生境、礁栖生物、威胁因素（人

类活动和自然灾害）。具体要素、获取方式及应用范围详见表 1。

表 1 珊瑚礁生态减灾修复调查内容

类别 调查项目 调查要素 获取方式
应用范围

减灾功能
评估

适宜性
评估

生态效果
评估

工程
区概
况

自然条件
区域位置、范围、地形地貌、

海岸防护现状
资料搜集 ★ ★

当地政策 法律法规、规划衔接 资料搜集 ★

珊瑚 珊瑚群落

造礁石珊瑚种类、活珊瑚覆
盖率、珊瑚死亡率、硬珊瑚
补充量、珊瑚白化与病害情
况、珊瑚灾害折损、成活率

（移植）

资料搜集+
现场调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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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珊瑚礁生态减灾修复调查内容（续）

类别 调查项目 调查要素 获取方式
应用范围

减灾功能
评估

适宜性
评估

生态效果
评估

珊瑚
礁生
境

海水

盐度、pH、DO、硝酸盐、亚
硝酸盐、氨氮、总氮、总磷、
活性磷酸盐、叶绿素 a、悬浮

物、油类

现场调查 ★

水文、气象
水温、透明度、水深、海浪、

海流、潮位、年降雨量
资料搜集+
现场调查

★ ★

沉积物
沉积物粒度、泥沙沉降速率、

礁石区泥沙覆盖情况
现场调查 ★

基质
礁石、碎石、沙、泥等的覆

盖率
现场调查 ★ ★

礁栖
生物

珊瑚礁鱼类 种类、丰度与体长范围 现场调查 ★ ★

大型底栖动物
珊瑚礁常见大型底栖动物的

种类、密度
现场调查 ★ ★

大型底栖藻类 种类、覆盖率 现场调查 ★ ★

人类
活动

海岸带工程

海岸带已有施工工程和最近
完成的工程项目信息，如围
填海、岸堤、码头、桥梁、
栈桥等，侵占珊瑚礁范围及

面积

资料搜集+
社会调查+
现场调查

★

疏浚、采石、
采沙

近五年内珊瑚礁分布区内海
底疏浚、采石、采沙范围及

采挖量

资料搜集+
社会调查+
现场调查

★

旅游开发
近五年内珊瑚礁相关的旅游

开发情况

资料搜集+
社会调查+
现场调查

★

排污及温排水
珊瑚礁分布区和附近海域污

水及温排水排放信息

资料搜集+
社会调查+
现场调查

★

渔业捕捞
近五年内珊瑚礁分布区内渔

业捕捞情况

资料搜集+
社会调查+
现场调查

★

水产养殖
近五年内珊瑚礁分布区内水

产养殖情况

资料搜集+
社会调查+
现场调查

★

水面和海底人
工设施

珊瑚礁分布区内水面和海底
人工设施情况

现场调查 ★

海洋垃圾
珊瑚礁分布区内水面、海底

海洋垃圾种类和数量
现场调查 ★

突发事故
近五年内珊瑚礁分布区及周
边沉船、搁浅、危化品泄露、
溢油等海上突发事故信息

资料搜集+
社会调查

★

自然
灾害

台风
近五年内影响目标区域的台

风资料
资料搜集 ★ ★

极端高温或极
端低温

近五年内影响目标区域的极
端高温或极端低温资料

资料搜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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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现场调查

5.2.1 生态系统现状调查

5.2.1.1 调查要素

调查要素详见表 1。

5.2.1.2 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按调查要素的不同分为生物生态、环境生态和威胁要素三类，具体方法如下：

a）生物生态

表 2 生物生态调查方法

内容 要求

珊瑚

群落

造礁石珊瑚种类

应符合 T/CAOE 20.5-2020中 7.3的规定

活珊瑚覆盖率

珊瑚死亡率

硬珊瑚补充量

珊瑚白化与病害情况

珊瑚灾害折损

采用截线样点法统计有受损珊瑚分布的 10cm 刻度点

的数量，该数量除以 500，即为该样带的受损珊瑚覆盖

率，单位以%计。

珊瑚礁受损类型的判定依据为：

①移位：珊瑚礁石偏离原有位置；

②倾覆：珊瑚礁石偏离原有位置，并呈倾覆状态；

③破碎：珊瑚骨骼断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部分；

④擦伤：珊瑚部分骨骼轻微破损或擦伤。

珊瑚礁鱼类

应符合 T/CAOE 20.5-2020中 7.2、7.5和 7.6的规定大型底栖动物

大型底栖藻类

b）环境生态

表 3 环境生态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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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要求

海水 应符合 GB/T 12763.4的规定

气象 应符合 GB/T 12763.3的规定

水

文

海浪
观测时间 风暴潮期间

观测水深 工程区附近海域

海浪 观测技术要求

①应符合 GB/T 12763.2的规定；

②于风暴前在修复工程区典型断面（一般不少于 3个站点，

断面要求具体参见附录 A）处布放波浪观测仪器，采样频率

一般不低于为 2Hz。礁区及近岸浅水区波浪观测方法如下：

布设 3个浪潮仪组成的观测阵列，横向范围涵盖礁前斜坡、

礁坪、近岸区域，相邻仪器之间高程差为 0.1m~2.0m，采样

频率一般不低于为 2Hz。

海流 观测时间、站

位布设、技术

要求

应符合 GB/T 14914.2-2019的规定
水位

沉积物
应符合 T/CAOE 20.5-2020中 7.10、7.11和 7.12的规定

基质

注：调查中涉及的水深基面均为当地平均海平面。

c）威胁因素

威胁因素（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的调查指标、调查范围、调查频次和技术要求应符合

T/CAOE 20.5-2020中 7.13和 7.14的规定。

5.2.1.3 调查频率

珊瑚礁生态减灾修复前，开展至少 1次生态系统现状调查。

珊瑚礁生态减灾修复过程中和完成后的 2年~3年内，逐年开展生态系统现状跟踪监测，

其中修复完成后至少开展 2次生态系统现状跟踪监测。珊瑚、礁栖生物和威胁因素每年开展

1次调查，其他要素宜开展季节性调查。

调查期间，如遇台风、风暴潮天气，现场调查应在风暴潮预警解除后 10d内开展。

5.2.2 减灾功能现场观测

5.2.2.1 测量断面与测点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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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功能现场观测采取断面观测方式，所选取的珊瑚礁断面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设

置断面 2个~3个，每个断面测点不少于 2 个，其中向海侧的最前端（向海点）和向陆侧的

后端（向陆点）各布设 1个测点。

5.2.2.2 观测要素与方法

减灾功能现场观测要素包括前测点和后测点处的波高和潮位。波高、周期等海浪要素和

水位的观测方法按照 GB/T 12763.2的相关规定执行。

5.2.2.3 观测时间

减灾功能现场观测时段应包含整个风暴潮影响期间（风暴潮预警前 1d~3d至风暴潮预警

解除）。

6 适宜性评估

6.1 生态系统本底状况评估

生态系统本底状况评估按照 T/CAOE 20.5-2020中 10规定的要求执行。

6.2 减灾功能评估

6.2.1 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为波高衰减率，计算方法见公式（1）：

��袀 �
����袀
��

� ���⺁ (1)

式中：

RWL——风暴潮期间，波浪经过宽度为 L的珊瑚礁后，波高衰减量（H0-HL）与原波高

H0的比值百分数；

H0——珊瑚礁向海侧（前测点）的有效波高，单位为米（m）；

�袀——珊瑚礁向陆侧（后测点）的有效波高，单位为米（m）。

6.2.2 评估内容

珊瑚礁对风暴潮和海浪的消减效果。

6.2.3 评估方法

具体评估方法参见附录 A。

6.2.4 减灾能力

根据波高衰减率将减灾能力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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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波高衰减率对应的珊瑚礁减灾能力

波高衰减率 减灾能力等级

RwL≥40% 优

40%＞RwL≥30% 良

30%＞RwL≥20% 中

RwL＜20% 差

6.3 修复适宜性评估

6.3.1 评估指标

判定珊瑚礁生态修复适宜性的基本指标详见表 5。

表 5 珊瑚礁生态修复适宜性基本判定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适宜性条件 改造可能性

环境生态

水温 适宜温度为 18℃~30℃，最适温度为 23℃~27℃

难改造

盐度 正常生长盐度为 27~40，最适盐度为 34~37

pH
适合造礁石珊瑚生长的平均 pH值范围为

8.1~8.25

水深、光照
水深小于 15米，保证区域的光照强度大于表层

的 2%

波浪、海流与

潮流

合适的波浪、海流和潮流强度，阈值受珊瑚种

类和地形的影响，因地制宜；尽量避免选择常

遭受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区域

污染物 符合国家一类水质标准 难改造，需采

取措施改善水

质状况，时限

过长
沉积物

水质清澈（透明度>3m）；平均悬浮物浓度低

于 10mg/L，沉积速率低于 10mg/（cm2·d）

底质 较硬的基底，如基岩、礁石
可改造，基底

稳固

生物生态

珊瑚群落
不存在未知的或无法解决的引发珊瑚群落死

亡、白化或病害的压力源
难改造

大型底栖藻类 大型藻类覆盖率较低的区域

可改造，人工

放流和敌害清

除

植食性鱼类和

大型底栖动物

植食性鱼类和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和密度较高

的区域

珊瑚敌害生物

长棘海星、小核果螺等珊瑚敌害生物密度较低

的区域，一般长棘海星密度低于 15只/公顷，

小核果螺密度低于 2只/m2

表 5 珊瑚礁生态修复适宜性基本判定指标（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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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适宜性条件 改造可能性

规划与人

为干扰

规划符合性
符合当地区划和规划，远离海洋倾废区、盐场、

电厂取排水口、码头、航道等

难改造，需要

协调区域规划

海岸工程建设
周边不存在影响底质和底栖群落的大型海岸建

设

水产养殖 周边无大面积海水养殖活动

旅游生活
避免选择周边存在旅游区、居民生活区等人类

活动较为密集的区域

6.3.2 拟修复区域的适宜性判定

拟修复区域可划分为适宜修复区、可改造修复区和不适宜修复区，判定依据如下：

——满足表 5中所有的适宜性条件，各项适宜性分析可行的拟修复区域，为适宜修复区；

——满足表 5中所有“难改造”的适宜性条件，但不满足任意“可改造”的适宜性条件，

生境改造可行，且改造后可满足珊瑚礁修复条件的拟修复区域，为可改造修复区；

——不满足表 5中任意“难改造”的适宜性条件，或生境改造不可行、与当地规划相冲

突、环境影响大的拟修复区域，为不适宜修复区。

7 实施方案编制

实施方案编制按照 T/CAOE 21.1-2020中 7.3规定的要求执行。

8 珊瑚礁生态修复

8.1 生境修复

8.1.1 基底稳固

进行珊瑚礁修复前，应确认底质条件是否发生退化。若退化，应进行基底稳固。常见方

法包括：

——在碎石上铺设钢丝网或嵌锁混凝土块；

——利用人工生物礁，稳固珊瑚礁基底碎屑。

8.1.2 生物放流和敌害清除

进行珊瑚礁修复前，应确认生物群落是否发生退化。若退化，应进行生物放流和敌害清

除。常见方法包括：

——放流植食性鱼类（如篮子鱼、雀鲷、蝴蝶鱼、刺尾鱼等）和大型底栖动物（如海胆、

马蹄螺等）以控制修复区内的藻类数量；

——人工清除修复区内的长棘海星、小核果螺等珊瑚敌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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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珊瑚幼体培育

8.2.1 幼体培育种类的选取

用于珊瑚幼体培育的候选种类应借鉴修复区内珊瑚礁的历史资料与数据，如修复区无相

关历史资料，可借鉴周边相同类型珊瑚礁的数据资料。具体种类选取原则如下：

——候选物种宜为修复区内或邻近海域的优势种或历史分布种；

——候选物种对修复区内的环境限制因子耐受性较高；

——应兼顾培育珊瑚的生长速率和移植存活率，各种类型的珊瑚混合培育移植。

8.2.2 有性繁殖培育

珊瑚有性繁殖培育具体流程如下：

a）收集珊瑚精卵细胞

于每年的 3月~6 月，在水温第一次达到 26℃时，在满月之前的几个晚上（一般为日落

后的 2h~4h）收集珊瑚精卵细胞。收集方式为安置收集网，网布采用浮游动物网，在网的顶

端装有一个收集瓶，收集珊瑚的精卵细胞。

b）室内诱导变态与附着

收集到的珊瑚精卵细胞在室内培育缸内完成受精和变态发育。投放附带珊瑚藻的陶瓦等

材料基质，诱使珊瑚幼虫附着。

c）幼体培育

经数月或 1年的室内培育或苗圃培育，使珊瑚幼体长至可供移植的规格（至少 1cm）。

8.2.3 无性繁殖培育

珊瑚无性繁殖培育具体流程如下：

a）培育地点选择

培育地点适宜性评估应与珊瑚修复适应性评估一致。按照 6.3规定的要求执行。

b）苗圃架设

用铁锤将苗圃框架的竖桩打入海底，然后将苗圃其他框架拼接组装起来。组装完成后在

苗圃附近放置位置标记浮球。

c）珊瑚种苗采集

珊瑚种苗采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珊瑚种苗具有合法来源；

——所选取的供体珊瑚应为健康成体，个体较大，且不能存在白化、疾病或部分组织死

亡的情况；

——种苗大小一般为 0.5cm~5cm，所采集的珊瑚组织不能超过供体珊瑚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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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时间不宜选在珊瑚繁殖季节；

——应从较大范围内采集珊瑚种苗。

d）珊瑚苗种运输

运输过程中避免水温超过 30℃，同时也要避免强烈光照和晃动。

e）珊瑚苗种固定

将苗种固定到苗圃的方式包括胶水固定、捆绑固定、扦插固定和悬挂培育，可根据珊瑚

形状选择合适的固定方式。

f）水下苗圃抚育

珊瑚水下苗圃抚育每季度进行一次，内容包括珊瑚病虫害防治、大型藻类清除、死亡珊

瑚补植、苗圃框架维护等。

8.2.4 底播移植

珊瑚幼体培育至可移植规格后，将珊瑚移植块从苗圃上移出，运送至修复区进行底播移

植。珊瑚种苗底播移植具体流程如下：

a）移植地点的选择

移植地点适宜性评估应与珊瑚修复适应性评估一致。按照 6.3规定的要求执行。

b）移植珊瑚大小的选择

移植珊瑚的成活率和移植珊瑚的大小密切相关，较大的移植块生存率相对较高。移植珊

瑚块大小范围一般在 5cm~10cm之间，标准的大小随物种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

c）移植方式

底播移植固定方式包括直接底播、扦插固定、胶水固定和捆绑固定，根据移植珊瑚种类

进行合理选择，保证移植珊瑚能够在基质上紧密固定。

d）移植珊瑚的密度和宽度

移植珊瑚的密度参照邻近海域健康珊瑚礁中的珊瑚覆盖率，建议不低于 15%。为确保

移植后的防浪减灾效果，移植宽度建议不小于 200米。

e）移植时间的选择

选择接近最适温度的时间段，运输时避免移植珊瑚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缩短运输时间。

8.3 人工生物礁投放

8.3.1 人工生物礁的设计原则

人工生物礁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礁体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不易发生滑动和翻滚；

——礁体尽量选取成本较低、耐腐蚀、耐撞击、不易破损，且不会造成海水污染的材料；

——礁体的设计应有利于增加表面积和形成不同大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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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人工礁形状包括：球状、平板状、盒状、桌状、圆柱状等。

8.3.2 人工礁的布设与投放

人工礁的布设与投放应遵循以下原则：

——礁体的投放和单位礁体的设置应以矩阵分布为宜，尽量选择不同形状、类型与材料

的礁体，有序间隔排列；

——礁体的设置方向应与海流方向交叉；

——选择合理的礁体间距和布局，以扩大对礁栖生物的诱集；

——人工礁礁前斜坡宜达到一定坡度（坡顶角≥120o）以达到预期的降低风暴潮、海浪

等海洋动力灾害效果；礁坪也应达到一定长度（不小于 200米）以增加沿礁摩阻损耗。

8.4 管护

8.4.1 管护频率

移植初期管护频率宜每周一次，待珊瑚成活率趋于稳定，管护频率可降为每月至每季度

一次。

8.4.2 管护措施

常见的管护措施包括：

——定期观测移植珊瑚的存活情况，当成活率<75%时应开展补充移植；

——对移植珊瑚的生长状况进行监测，及时清理患病和白化的个体或组织；

——及时清除病害虫、污损生物和外来入侵生物，防控珊瑚敌害生物；

——人工清除或通过放流植食性鱼类等措施控制藻类规模；

——定期清理修复区内的海洋垃圾。

9 跟踪监测与效果评估

9.1 跟踪监测与调查

9.1.1 跟踪监测

按照 5.2规定的要求执行。

9.1.2 灾后调查

按照 5.2规定的要求执行。

9.2 效果评估

9.2.1 减灾功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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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6.2规定的要求执行。

9.2.2 生态效果评估

9.2.2.1 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按照 T/CAOE 20.5中 10规定的要求执行。

9.2.2.2 选取参照系

以珊瑚礁生态减灾修复前及邻近未实施生态修复的珊瑚礁为参照系评估珊瑚修复效果。

具体按照 T/CAOE 20.5-2020中 10.2规定的要求执行。

9.2.2.3 评估时间和频次

珊瑚礁生物群落修复效果评估宜在修复项目实施 2年~3年内逐年评估。珊瑚礁修复的

减灾效果评估宜在修复项目实施 5年~10年后开展。

9.2.2.4 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可分为单指标评估和多指标综合评估，具体如下：

a）单指标评估

珊瑚和其他生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恢复，以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前为参照系，计算各指标

的恢复率，计算方法见公式（2）：

��銸 �
��銸���
��

� ���⺁ (2)

式中：

��銸——生态修复后第 j 年评估指标 i 的生态修复率；

��——评估指标 i 在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前的指标背景值；

��銸——生态修复后第 j 年评估指标 i 的指标值。

根据恢复率��銸的大小，将单一指标评估的生态修复趋势划分为三个等级：I级，显著改

善；II级，改善；III级，基本无变化（表 6）。

表 6 单一指标生态效果评估标准

效果等级 I 级/显著改善 II 级/改善 III 级/基本无变化

��銸≥50% 25%≤��銸＜50% ��銸＜25%

b）多指标综合评估

根据单一指标的计算结果，可得到修复区域内珊瑚礁生态系统综合恢复率，计算方法见

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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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銸 � ���
� ��銸�
�

(3)

式中：

�銸——生态修复后修复区域内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综合恢复率；

��銸——生态修复第 j 年评估指标 i 的生态修复率；

�——计算的单一指标数量。

根据综合恢复率�銸的大小，将多指标综合评估的生态修复趋势划分为三个等级：I级，

显著改善；II级，改善；III级，基本无变化（表 7）。

表 7 综合指标生态效果评估标准

效果等级 I 级/显著改善 II 级/改善 III 级/基本无变化

�銸≥50% 25%≤�銸＜50% �銸＜25%

10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按照 T/CAOE 21.1-2020中 8规定的要求执行。

11 成果与归档

成果与归档按照 T/CAOE 21.1-2020中 9规定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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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珊瑚礁减灾功能评估方法

A.1 评估方法的选取

本文件提出 3种方法定量评估珊瑚礁海岸减灾功能，分别为现场观测法、物理模型法和

数值模型法。各方法遵循一致性原则，误差在合理范围之内（＜10%）。

评估方法的选取，原则上，应结合区域的现场条件、经济条件、技术设备以及实验条件

综合考虑。在条件允许时，应首先优先考虑现场观测法直接测量计算风暴潮期间珊瑚礁海岸

的波高衰减率。当条件有限，如近些年没有风暴潮影响评估区域，无法进行风暴潮灾害期间

的现场观测时，可采用其它方法；如物理模型实验条件允许，可采用物理模型进行评估，要

确保原型参数与海洋水动力参数真实可靠；当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评估时，应注意选取可靠的

数值模型、确保珊瑚作用合理准确的参数化；如果条件允许，同时采用经验公式法、物理模

型、理论模型和数值模型法时，应各方法遵循一致性原则，误差应在合理范围之内，总体上，

物理模型法和数值模型法的结果要优先于经验公式法结果，物理模型试验结果和数值模拟方

法可取平均值。

A.2 现场观测法

a）现场观测方法的适用性

现场观测方法适用于受灾频繁，且经济条件许可的待评估区域。在评估年份，应至少有

一次台风风暴潮对待评估区域造成明显影响，引起显著的风暴增水。

b）技术方案设计

采用现场观测方法时，应根据珊瑚礁海洋减灾功能评估需要设计技术方案，主要内容包

括：

1) 测量断面与测点选取；

2) 观测要素；

3) 测量时间；

4) 测量仪器；

5) 仪器安装及布置；

6) 观测资料分析及减灾功能评估。

c）测量断面与测点

现场观测可采取断面观测方式，所选取的珊瑚礁应具有典型性，即断面应尽量与波浪传

播方向平行，且断面的珊瑚礁分布特征应当能较好地反应整个珊瑚礁的情况。设置断面 2

个~3 个，每个断面测点不少于 3个，其中向海侧的最前端（前测点）和向陆侧的后端（后

测点）各布设 1个测点，有条件时可在两点之间布放多个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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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观测要素

现场观测最主要的目的是直接观测波高在珊瑚礁海岸的衰减，即需要测得珊瑚礁典型断

面的宽度袀�，断面向海前段测点的波高�0，波浪传播经过整个珊瑚礁断面后的波高�袀。

e）观测时间

海洋水动力参数观测时段应包含整个风暴潮影响期间，珊瑚礁参数宜在风暴潮来临前测

量。

f）观测数据分析及计算

若所用观测仪器具备配套数据分析软件，直接将观测数据导入数据分析软件即可得到各

时段有效波高。对于不具备配套数据分析软件的观测仪器，现场观测得到的数据为水面随时

间波动的数据，可首先进行潮波分离，再对分离得到的波浪信号应用能谱分析方法计算得到

测量时段的有效波高。

一次观测时长可达数小时至数天，应选取其中最不利（水深最大、最高最大）时段，将

观测断面前后测点的有效波高�0和�袀带入公式（1），计算得到波浪在通过珊瑚礁海岸的波

高衰减率��袀。

A.3 物理模型法

A.3.1 物理模型试验法的适用性

区域海洋灾害频率较低（评估年份内未发生影响待评估区域的风暴潮）或观测条件限制

等导致无法进行现场观测的情况下，可采用物理模型试验方法。与经验公式法相比，物理模

型实验法的优势在于可以评估具有形态复杂、分布不均的珊瑚礁海洋减灾效果。

A.3.2 技术方法

A.3.2.1 模型选取

物理模型需要选取模型礁体，可根据珊瑚区域的结构特征，按照长度相似准则确定模型

的尺寸，长度相似比尺�袀按式（A.1）计算：

�袀 �
袀�
袀�

(A.1)

式中：

袀�——原型的特征长度；

袀�——模型的特征长度。

当珊瑚礁礁前水深较深时（>10米），物理模型纵向长度和水深可以不按照长度相似比

尺�袀、而是根据水槽的实际高度进行模拟，但此时应将深水波波高按照能量守恒转换为有限

水深波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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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2 模型布置

根据实际珊瑚礁分布特征布置模型，应尽可能地考虑珊瑚粗糙度的摩擦效应。礁体高度

袀��可根据长度相似比尺分别按式（A.2）计算：

袀�� � 袀��
�袀

(A.2)

式中：

袀��——原型礁体的特征宽度；

袀�——模型礁体的特征宽度。

A.3.2.3 水位和波浪条件

根据待评估礁坪近岸潮汐及波浪特征，模型水动力参数中波高和水位可采用长度相似比

尺推求，按式（A.3）和式（A.4）计算。当珊瑚礁礁前水深较深（>10米），模型纵向长度

和实验水深无法按照长度相似比尺模拟时，应将深水波波高按照能量守恒转换为有限水深波

波高再进行造波模拟。模型试验与原型参数还应符合重力相似准则，即原型弗洛德数与模型

弗洛德数相等。根据长度相似比尺及重力相似准则，得到模型中波浪周期与真实海况周期的

关系按式（A.5）计算：

(A.3)

(A.4)

(A.5)

式中：

���——原型水动力参数的特征有效波高；

���——模型水动力参数的特征有效波高；

��——原型水动力参数的特征水位；

��——模型水动力参数的特征水位；

��——原型水动力参数的特征有效波周期；

��——模型水动力参数的特征有效波周期。

A.3.2.4 水槽及测量仪器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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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模型实验的水槽首端应布设具备主动吸波功能的造波设备。模型布置在水槽中，与

造波设备相隔一定距离。在模型区后设置消波设备。实验室通常采用数字波高仪测量波浪在

礁坪区的传播衰减，可将波高仪布置在模型区及其前后，波高仪测点宜不少于 3个（模型区

的前、中、后边缘各一个）。

A.3.3 试验数据分析及计算

利用模型试验得到的数据，将试验工况的水位、波高、周期等水动力参数及礁坪的宽度、

高度等参数以公式（A.3）-公式（A.5）计算相应的参数，并将待评估原型珊瑚礁减灾区前

后的波高�� � ���和�袀 � �袀��以及评估断面礁坪宽度 袀 � 袀��带入到公式（1），即可计算得

到波高衰减率��袀。

A.4 数值模型法

A.4.1 数值模拟法的适用性

在区域海洋灾害频率较低（评估年份内未发生影响待评估区域的风暴潮）或经济技术条

件不允许采用现场观测方法时，若掌握了珊瑚礁区域的长度、宽度等分布区域特征，以及珊

瑚礁种类、覆盖率等特征参数、水动力条件，且有成熟的数值模拟技术条件时，可采用此法

评估珊瑚礁减灾功能。

A.4.2 数值模式

在平均潮位下，礁冠通常淹没在浅水中，波浪作用于礁前斜坡，受非线性变浅作用影响，

在礁冠处波浪容易发生破碎并损耗大量能量，破碎波传播一定的距离后在礁坪上重新生成垂

直于海岸方向的行进波，该过程如图 A.1所示。

图 A.1 波浪在珊瑚礁海岸地形上的传播变形过程

波浪从深海向近岸珊瑚礁传播过程中，受到水深急剧变化和底床摩擦的影响，发生浅化、

破碎和沿礁衰减。

现有的数值模型可以采用常用的模拟海流和海浪传播的数值模型，通过对珊瑚礁区域的

相关参数进行修正模拟该区域海浪和海流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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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常用的数值模型，是将礁体区视为多孔介质的方式来模拟珊瑚礁区域海浪和海

流特征。另一类是使用专门的珊瑚礁区域的波流运动模型，这一类模型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如将礁体区视为多孔介质进行空间平均推导得到的该区域的波流运动流体控制方程。具体的

数值模拟可根据实际需求和计算能力等条件选择合适的数值模型。

本导则给出将礁体区视为多孔介质的礁体区波流运动流体控制方程，具体如下：

该模型将礁体视为多孔介质，对 N-S 方程进行空间平均推导得到，模型控制方程如式

（A.6）~式（A.7）。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波浪在礁体区传播衰减的过程。

� ��
���

� � (A.6)

� ��
��

+ �銸
� ��
��銸

�� �
�
� �
���

+ �� + � �2 ��
�����銸

� �2 ��'�銸'

��銸
� �� (A.7)

式中：

�� ——i（二维问题中 i=1,2；三维问题中 i=1,2,3）方向的空间平均速度；

� ——空间平均压力；

�——流体密度；

��——i方向的重力加速度；

�——流体运动粘度；

��'�銸' ——空间平均雷诺应力，可采用 k-e 紊流模型求解；

�� ——空间平均礁体作用力。

礁体作用力��可概化为拖曳力项和惯性力项，可分别按式（A.8）和式（A.9）计算其对

水体作用的拖曳力和惯性力。

�� �
�
2
����� � (A.8)

�� � ���
��2

4
��
��

(A.9)

式中：

��——拖曳力；

��——惯性力；

��——拖曳力系数（可根据珊瑚礁特性进行确定）；

��——惯性力系数（可根据珊瑚礁特性进行确定）；

�——流体的密度，单位为 kg/m3；

D——直径，单位为 m；

�——水流速度，单位为 m/s。

A.4.3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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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评估减灾功能时，应采用真实尺度进行模拟计算，并将模拟得到的待

评估珊瑚礁礁坪前后的波高��和�袀以及评估断面礁坪宽度 袀 � 袀�带入到公式（1）（见本文

件 6.2.1），即可计算得到波高衰减率��袀。

A.5 评估方法的选取

评估方法的选取，应结合区域的现场条件、经济条件、技术设备以及实验条件综合考虑。

在条件允许时，应优先考虑现场观测法直接测量计算风暴潮期间珊瑚礁坪的波高消减率。当

条件有限，如近些年没有风暴潮影响评估区域，无法进行风暴潮灾害期间的现场观测式，可

采用其他方法；如物理模型实验条件允许，可采用物理模型进行评估，要确保原型礁坪参数

与海洋水动力参数真实可靠；当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评估时，应注意选取可靠的数值模型、确

保珊瑚礁礁坪特征合理准确的参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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