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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1.1 背景 

海滩是一种重要的滨海自然资源，具有海岸景观、生态护岸、旅游休闲

等功能。我国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但海滩分布不均衡，北部主要分布于辽

宁、河北和山东沿海，南部主要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沿海，天津、

上海、江苏、浙江沿岸则很少发育海滩。 

随着沿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各种海岸工程建设逐渐兴起，如渔港、防

波堤、海砂开采、围填海造地等。由于早期建设中，人们缺乏对海岸带地形

地貌演变规律的科学认知，工程建设未充分考虑对工程区附近海岸、海滩地

形地貌演变的影响，往往造成海岸侵蚀、海滩退化等灾害的发生和加剧。另

一方面，随着滨海地区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聚居于滨海城区，也提

高了城市生活岸线海滩工程建设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侵蚀受损海岸、海滩

的修复与养护，城市生活岸线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建设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国海滩养护修复工程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目前，辽宁、河北、

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省区，均有海滩

整治、修复工程在研或者在建。据了解，在近十几年的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

实践中，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统一、规范的工程验收技术方

法和要求，一般都是根据设计文件，由参加单位各方临时确定验收技术要求，

难于保障工程验收质量。 

2015 年 7 月，参考国外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理论研究成果和我国沿海砂

质海岸动力地貌研究成果，总结我国海滩整治修复工程建设实践经验，本标

准编制团队编写、出版了《中国海滩养护手册》（第 1 版）；2017 年 11 月完成

了《海滩养护与修复技术指南》、《海滩质量评价与分级》等两个行业标准的

编写；2018 年 11 月，上述两个标准正式发布，标准编号分别为 HY/T 255-2018、

HY/T 254-2018。 

基于上述工作，为规范海滩养护、修复工程验收工作程序，完善海滩养

护与修复工程相关标准体系，根据相关工作安排，拟开展“海滩养护与修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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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验收技术方法”的标准编制工作。 

1.2 目的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推动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方法的标准

化，指导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工作，完善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

建设技术体系，促进海滩修复养护健康可持续发展。 

1.3 意义 

1.3.1 完善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技术体系 

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发展历史较短，亟需开展并完善海滩养护

与修复工程整个技术体系的标准化工作。验收是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建设的

重要环节之一，也是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标准

的编写，将从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工作方面完善海滩养护与修复技术体

系。 

1.3.2 加强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质量控制与管理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必须保证工程质量，除了需要有严谨的设计、可靠

的施工外，工程验收是一道重要的质量环节。本标准为加强海滩养护与修复

工程质量管理服务，确保海滩修复与养护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是实现设计

预期效果的重要保障。 

1.3.3 规范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工作 

我国海滩养护修复工程相对国外来说起步较晚，2005 年以来，与砂质岸

线侵蚀退化逐步加剧和滨海城市生活岸线沙滩资源需求增大等情况相适应，

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逐渐兴起。但经过调查、了解，目前并没有适用于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的验收标准或规范。此前，实际的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

验收一般采用一事一议形式，由相关参建单位临时制订验收方案，没有统一

标准，有较大随意性，难于把握工程验收相关技术要点，使得竣工后海滩的

质量存在一定隐患。本标准送审稿在参考我国已有的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整

个技术体系成果基础上，拟通过对近十几年来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

工作相关问题、经验、理论的总结和分析，从验收内容、验收技术指标、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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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程序等方面开展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行业标准研究，制订一套适用于

我国大部分地区海岸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的技术标准，用于指导我国海

岸带生态修复工程之海滩修复工程验收工作。 

 

二、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自然资源（海洋领域）标准制

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8】26 号），《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

收技术方法》海洋行业标准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负责起草。 

2.2 计划项目编号 

201810014-T。 

2.3 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和参加单位 

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为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参加单位有自然资源

部海岛研究中心、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河海大学、

珠海格力地产有限公司等。 

2.4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制主要工作过程包括以下 4 个阶段：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

送审阶段、报批阶段。 

2.4.1 起草阶段 

近年来，标准编制工作组承担了大量海岸带调查和研究项目，包括海洋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我国砂质海岸生境养护与修复技术研究与示范”与“海岛

旅游海滩管理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沙质岸滩风暴效应地

貌过程模式拓展研究”、“台湾海峡西岸强潮砂质海滩地貌动力学过程研究”等；

完成了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相关的专著、译著多部，其中的《中国海滩养护

技术手册》（2015 年 7 月第 1 版）已经成为指导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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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考；发表相关科研论文 100 余篇，已经完成两部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相

关的行业标准的编写。 

2005 年以来标准编写工作组所在项目组已经完成了福建、广东、广西、

浙江等地海滩养护修复工程建设项目的可研和设计项目合计约 80 项，竣工的

建设项目 40 余项，取得了良好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 

基于上述工作基础，系统总结近十年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工作

经验、问题，参考交通水运、水利等行业工程验收标准，开展了本海滩养护

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方法起草编写工作。 

起草标准期间所开展的工作包括： 

1）研究过程 

（1）资料收集 

收集交通水运、水利、海岸、海洋工程验收程序与标准，作为本标准编

写的参考资料；收集国内现有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设计文件资料，了解现有

的验收方法；到国内从事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的相关单位调研，交流工程验

收方法，充实本标准相关内容。 

（2）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研究 

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结合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方案研究与设计的技术

体系特点，研究工程验收的内容、程序、技术指标等，形成适合我国现状的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体系。 

（3）海滩养护工程验收技术实施和应用 

针对我国在建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和规划建设的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

根据本标准制定的海滩养护与修复验收技术方法，编制工程验收实施方案，

开展工程验收试验和实践。在试验和实践基础上，逐步完成本标准各项条款。 

2）相关文献、资料及管理规范查阅 

通过包括且不限于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学位论文等数据库，查阅

关于海滩养护与修复验收技术的自然科学以及管理、法律、经济等社会科学

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把握国内外海滩养护技术研究动态，掌握国外海滩

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的最新方法和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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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机构调研 

本次标准编制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组分别与福建省厦门市海洋渔业局、

广东省珠海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广西钦州海洋局以及其他各业主单位进行

讨论；广泛征求国内同行意见和建议；使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与我

国海滩现状和海滩养护需求相结合，在验证海滩养护和修复工程验收技术的

同时，不断发现问题，改进并完善海滩养护与修复技术。 

2018 年初形成本标准初稿。随即征求了行业内资深专家吴桑云、夏东兴

等人的意见，对标准草稿进行了修改完善。专家主要针对一些术语定义、语

言表述、单元工程划分、验收时间等提出一些问题，同时建议丰富验收内容

与程序，并细化、量化各项指标质量级别判定数以及单元工程总体质量系数

的计算方法等，编写组针对上述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逐条修改，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 

2.4.2 征求意见阶段 

编写组本标准编写情况于 2018 年 8 月~10 月，邀请季则舟、李增光、陈

兴俊等三位专家对标准草稿修改稿进行了函审审查，并根据你专家函审意见

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2019 年 5 月~8 月，标准编写组将本标准修改稿送（邮）至国内 25 家单

位和部门的高级专家征求意见，收到回函单位 23 个、22 份意见，采纳意见

72 条，部分采纳 8 条，未采纳 21 条。编写组按照各单位提出的意见，修改完

善标准。 

2.4.3 送审阶段 

2019 年 8 月~9 月形成标准送审稿，编写组根据海洋三所科技处安排，组

织了技术审查前标准送审稿内部审查会；编写组按照专家审查意见对标准稿

进行了修改、补充。 

2019 年 12 月 13 日，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保

护分技术委员会在厦门召开了《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方法》（送审稿）

第 1 次专家审查会，并邀请业内 9 名专家对该指南进行评审，各位专家在本

身专业领域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2020 年 9 月 11 日，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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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保护分技术委员会再次于厦门召开了《海滩养护与

修复工程验收技术方法》（送审稿）专家审查会，邀请业内 9 名专家对该标准

进行审查，审查组认为，该标准填补了国内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领域的

空白，总体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一致同意《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

方法》（送审稿）通过审查。 

2.4.4 报批阶段 

本标准编写组根据《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方法》（送审稿）专家

审查意见，对该（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

技术方法》（报批稿），报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5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 

序号 姓名 主要工作 

1 雷 刚 标准策划、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研究和设计、统稿 

2 蔡 锋 
标准策划、技术指导，参与前言、 

验收内容与技术要求等章节编写 

3 戚洪帅 
标准研究，参与术语和定义、 

验收内容与技术要求、标准附录等章节编写 

4 刘建辉 
标准研究，参与规范性引用文件、 

验收内容与技术要求、标准附录等章节编写 

5 朱 君 
标准研究，参与术语和定义、验收内容 

与技术要求、标准适用范围等章节编写 

6 郑吉祥 参与验收内容与技术要求章节编写 

7 于 帆 
参与术语和定义章节、验收内容 

与技术要求等章节编写 

8 赵绍华 参与验收内容与技术要求章节编写、标准修改等 

9 曹惠美 参与验收程序章节编写 

10 郑金海 参与标准研究、基本规定章节编写 

11 林 强 参与标准研究、验收评定章节编写 

12 张 弛 参与标准研究、标准附录内容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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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及论据 

3.1 编制原则 

3.1.1 依法依规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不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

规划、管理办法、指导性意见等进行深入研究，并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 

3.1.2 科学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技术方法的制定参考了国内海滩养护与修复相关研究成果和本标

准编制团队多年在海滩养护和修复项目的方案研究、工程设计、施工咨询服

务等工作中的经验和认识，以及国家现有与海滩环境调查、环境质量控制、

数据采集和分析等相关的标准和规范，严格遵循制定程序，保证编制过程的

科学性。 

3.1.3 可行性原则 

本标准从过程控制、局部与整体的衔接、工程总体效果、技术控制因素

便于获得等出发，在编制验收工作的各个部分时，综合考虑了我国海滩养护

与修复工程的实际情况、开展海滩开发工作的实际需求，将海滩养护与修复

工程验收工作流程进行合理分解，使其更具有实用性、可行性。 

 

3.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及论据 

3.2.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相关的术语和定义，包括海滩、

滩肩、滩肩外缘线、海滩坡度、含泥量、海滩修复、海滩养护、单元工程和

工程验收等。 

本标准规定了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的基本规定、验收内容与技术要

求、验收程序、验收评定、验收文件、验收表格格式等。 

本标准适用于砂质、砾质海滩的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亦可作为海滩养

护与修复工程设计、施工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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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

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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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3.8-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8 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GB/T 17501 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   

GB/T 18190-2017 海洋学术语 海洋地质学 

GB 18668-2002 海洋沉积物质量 

HY/T 255-2018 海滩养护与修复技术指南 

JTS 257-2008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SL 634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堤防工程 

3.2.3 基本规定和要求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方可开展工程验收，设计文件

包括原始设计文件和设计变更文件。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一般包括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 

主体工程即是人工养护修复而成的海滩。基于国内大多数修复海滩的长

度，结合设计文件，将主体工程每 200 m 岸线作为一个独立验收岸段（图 1），

按填充物料设计分层划分单元工程；不足 200 m 的部分亦作为一个独立验收

岸段进行划分。 

附属工程则一般包括排水管涵改造（归并、接长）、拦沙堤坝、离岸堤、

沙袋坝、海滩管涵端部固定装饰（人工礁石）等构筑物和修复海滩后滨植被

景观工程、其他景观工程等。依据附属工程结构的类型及其依附性，附属工

程仅按结构独立性进行单元划分。 

3.2.4 验收内容和技术要求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一般包括单元工程验收和竣工验收；单元工程

验收是竣工验收的基础，竣工验收需要在各单元工程验收完成的基础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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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 单元工程验收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主要包括两部内容：一是形态、结构，包括各

单元工程的边界、高程、坡度等；二是养护与修复海滩的质量，包括回填物

料的沉积物质量、粒度特征、碎屑矿物组成等，因此对单元工程验收内容作

出以下规定。 

根据设计分层和未分层的主体工程的结构属性和特点，设计分层的主体

工程，其单元工程形态和结构验收技术指标设置见表 1 和表 2；设计未分层的

主体工程，验收指标按表 3 要求。附属工程的单元工程验收则参考已经发布

的标准，应符合 SL 634-2012 之 3.1 等标准条款的规定。 

根据不同类型海滩沉积物粒度结构特征，结合海滩稳定性与景观性要求，

砂质沉积物和卵石的验收应分别满足如下各方面指标。砂质沉积物验收内容

包括粒度特征、碎屑矿物组成、沉积物质量，验收技术指标见表 4。卵石验收

内容包括粒度特征、粒形特征、破碎率、岩性，碎石验收内容包括粒度特征、

级配、岩性，块石验收内容包括重量、尺寸，验收技术指标见表 5。 

 

 

表 1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表层单元工程形态和结构验收技术指标表 

项目及说明 

边界 形态 

陆侧边界 海侧边界 构筑物边界 滩肩外缘线 滩肩高程 单元工程厚度 

施工面陆

侧与原地

形交界线

位置 

施工面海

侧与垫层

砂顶面交

界线位置 

施工面与相邻

构筑物（拦沙

堤、丁坝等）

交界线位置 

设计施工滩

肩外边界线 

顶面抽测点

高程 

表层砂或者表

层卵石层厚度 

允许偏差 ±0.5 m ±0.5 m ±0.5 m ±0.5 m ±0.1 m ±0.1 m 

测量比例尺 1:500 1:500 1:500 1:500 1:200 1:200 

检测要素 边界线平面坐标 
测量断面点高程，每100 m设置

1条，不足100 m部分加设1条 

检测方法 采用全站仪、RTK-GPS实地测量，应符合GB/T 175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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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形态和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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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垫层单元工程形态和结构验收技术指标表 

项目及说明 

边界 形态 

陆侧边界 海侧边界 构筑物边界 顶面外缘线 顶面高程 海滩坡度 

垫层砂顶面

与原地形的

交界线位置 

垫层砂滩坡

与原地形的

交界线位置 

施工面与相

邻构筑物

（拦沙堤、

丁坝等）交

界线位置 

垫层单元工

程顶面与坡

面交界线 

垫层单元工

程平面顶面

抽测点高程 

滩肩外缘线和

设计施工外边

界线之间滩面

的平均坡度(º) 

允许偏差 ±0.5 m ±0.5 m ±0.5 m ±0.5 m ±0.1 m ±15% 

测量比例尺 1:500 1:500 1:500 1:500 1:200 1:200 

检测要素 边界线平面坐标 

测量断面点高程，每100 m设

置1条，不足100 m部分加设1

条 

检测方法 采用全站仪、RTK-GPS实地测量，应符合GB/T 17501的规定 

 

表 3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未设计分层单元工程形态和结构验收技术指标表 

项目及说明 

边界 形态 

陆侧边界 海侧边界 构筑物边界 滩肩外缘线 滩肩高程 海滩坡度 

施工面陆

侧与原地

形交界线

位置 

施工面海

侧与垫层

砂顶面交

界线位置 

施工面与相

邻构筑物

（拦沙堤、

丁坝等）交

界线位置 

设计施工滩

肩外边界线 

顶面抽测

点高程 

滩肩外缘线

和设计施工

外边界线之

间滩面的平

均坡度(º) 

允许偏差 ±0.5 m ±0.5 m ±0.5 m ±0.5 m ±0.1 m ±15% 

测量比例尺 1:500 1:500 1:500 1:500 1:200 1:200 

检测要素 边界线平面坐标 

测量断面点高程，每100 m

设置1条，不足100 m部分

加设1条 

检测方法 采用全站仪、RTK-GPS实地测量，应符合GB/T 175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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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单元工程砂质填充物料质量验收技术指标表 

 

项目 相关参数 说明或设计参考值 允许偏差范围 检测单元和要求 检测方法 

砂 

粒度 

平均粒径 设计粒径 ±1/4φ 

垫层砂：每批待检

方量不大于 2000 

m
3，取样数量不少

于 3 个，抽样检验

合格率不低于

80%；表层砂：每

批待检方量不大

于 1000 m
3，取样

数量不少于 3 个，

抽样检验合格率

不低于 80%。 

筛分法和激光粒度法，

平均粒径和分选系数采

用 Folk-Ward 法计算 
分选系数 

表层砂：<0.7 

垫层砂：<1.0 
±0.1 

沉积物质量 一类或二类 符合设计要求 按 GB 18668-2002 规定 

沉积物 

组成 

生物碎屑含量 <3.0% ±0.5% 盐酸分解测定 

含泥量 <2.0% ±0.5% 激光粒度分析法 

暗色矿物含量 <3.0% ±0.5% 镜检法 

(石英+长石)碎屑含量 >90% ±2.0% 镜检法 

石英碎屑含量 >80% ±1.5% 镜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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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单元工程其他填充物料质量验收技术指标表 

 

项目 相关参数 说明或设计参考值 允许偏差 检测单元和要求 数量 检测方法 

卵石 

粒度 
平均粒径 设计粒径 ±1/5 设计值 

每批待检方量不大于

2000 m
3，抽样检验合

格率不低于 80%。 

不少于 3 样，每样不

少于 100 粒卵石 

筛分法或卡尺测量 

粒度参数用 Folk-Ward

法计算 分选系数 <2.0 ±0.5 

粒形 
磨圆度 圆形、亚圆形 / 不少于 50 粒 

磨圆度 

标准颗粒比对 

球度（克鲁宾） >0.5 ±0.2 不少于 50 粒 卡尺测量 

岩性 耐风化的岩石 / 不少于 50 粒 肉眼、镜检 

破碎率 <5% ±1.0% 不小于 1m×1m 样方 现场样方统计 

碎石 
粒度 

平均粒径 设计粒径（mm） ±1/5 设计值 
每 2000 m

3，抽样检验

合格率不低于 80%。 

不少于 3 样，每样不

少于 100 粒碎石 

现场测量 

粒度参数用 Folk-Ward

法计算 分选系数 <1.0 ±0.3 

岩性 耐风化的岩石 / 不少于 30 粒 肉眼、镜检 

块石 
重量 30～50 kg / 

每 3000 m
3
 

不少于 20 粒 秤测或体积估算 

最大直径 20～40 cm / 不少于 20 粒 现场取样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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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工修复与养护海滩的稳定性，单元工程填充物料方量的

允许偏差应低于设计值的 2%。填充物料方量计算主要采用断面法或

网格法，通过工程前后地形对比计算单元工程填充物料方量。根据海

滩岸线形态不同，平直岸段采用断面法即可，要求相邻断面间距不大

于 50 m；而复杂岸段则应采用网格法较为准确，要求测图比例尺不

低于 1:1000。 

3.2.4.2 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是否通过主要基于工程设计要求，检查工程量和工程质

量。测量岸滩的地形地貌形态与附属工程结构，绘制工程竣工图，检

查各项工程边界，核查工程量。竣工验收时测量比例尺可适当增加，

但需能够整体衡量工程量，平面形态测量比例尺不小于 1:2000，断面

位置与比例尺应和单元工程验收设置一致，应符合 GB/T 17501 的规

定。 

基于填充物料和工程结构的考量，竣工验收应开展钻孔或探槽查

验，查验内容包括不同填筑层厚度、不同单元工程填充物料性质等。

竣工验收钻孔或探槽布设采用随机方式，沿岸线走向均匀分布，间距

不大于 200 m，滩肩不小于 3 个、滩面不小于 2 个，钻孔或探槽需要

穿透施工填充物料层，获取数据包括表层砂（卵石）和垫层砂（砾石）

厚度及相关粒度、粒形属性参数。相关验收内容和技术要求参照表 4、

表 5。 

3.2.5 验收程序 

3.2.5.1 单元工程验收 

考虑到人工修复和养护海滩的动态调整过程，应在单元工程施工

完成后 15 天内完成验收，可避免因海滩动态调整而导致的工程量估

算误差过大。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由第三方完成的测量检验登记

表，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确认，可以作为项目单元工程验收资料。

施工单位应首先对已经完成的单元工程施工质量进行自检，并填写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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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记录。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应填写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

向监理单位申请复核。 

基于验收时间的紧迫性，结合验收整体流程，监理单位收到申请

后，应在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复核内容应包括：a）核查施工单

位报验材料是否真实、齐全。b）对照施工图纸及施工技术要求，结

合平行检测和跟踪检测结果等，复核单元工程质量是否达到本标准要

求。c）在施工单位提交的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审表中填写复核

记录，并签署单元工程施工质量评定意见，核定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等

级；相关责任人履行相应签认手续。d）对单元工程验收中主要问题，

作出处理决定或提出解决意见。 

3.2.5.2 竣工验收 

考虑到人工修复和养护海滩的实时动态变化及其潜在的迅速调

整过程，施工单位应在各单元工程验收完成 2 个月内开展竣工验收工

作。而建设单位在收到项目竣工验收申请后，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

现场查验，并组织竣工验收会并完成以下各项工作：a）查验竣工验

收资料包括施工过程岸滩动态监测报告，项目建设、设计、施工、监

理报告，单元工程验收相关资料，工程竣工图，现场检验报告，以及

其它需要提供的文件、资料；b）对竣工验收中的主要问题，作出处

理决定或提出解决意见；c）通过竣工验收报告，签署竣工验收意见

书。 

3.2.6 工程验收相关技术要求 

3.2.6.1 单元工程验收评定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单元工程验收评审等级分为不合格和合格

两个等级。根据设计文件中海滩各项核心要素，考虑到人工修复和养

护后海滩的稳定性，单元工程合格等级应符合以下要求：a）各项检

验指标合格率皆≥80%，且不合格点未出现三点以上连续集中分布；b）

各项报验资料应完整、规范；c）各参建单位对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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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评定结论未提出不合格证据。未能满足上述各项要求的单元工程，

则视为不合格。 

3.2.6.2 工程竣工验收评定 

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竣工验收评审等级分为不合格和合格两个

等级。结合单元工程验收要求，整个工程的竣工验收合格等级应符合

以下要求：a）应符合 3.3.5.2 约定的要求；b）各单元工程质量验收

合格；c）各项报验资料应完整、规范；d）各参建单位对竣工验收评

定结论未提出不合格证据。未能满足上述各项要求的工程，则视为不

合格。 

3.3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 年 10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2009 年 12 月； 

《全国海岛保护规划》（2010～2020 年），2012 年 4 月；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2012 年 3 月； 

《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2015-2020 年）》，2015

年 7 月； 

《关于全面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2016 年 6 月；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2017 年 3 月； 

《中国海滩养护技术手册》，2015 年 7 月； 

《海滩养护与修复技术指南》，HY/T 255-2018； 

《海滩质量评价与分级》，HY/T 254-2018。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及预

期的经济效果 

4.1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 

标准编写过程中，编写组根据近十几年来国内海滩养护与修复工

程验收工作发展现状，在分析、吸收了海岸、水利工程相关标准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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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内最新研究成果和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针对海滩养护与

修复工程验收的应用技术体系，充分体现了本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

和可操作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编写组在编

写的过程中，与厦门市海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海控淇澳旅游

有限公司、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合作，分别对为厦门环岛

路(长尾礁五通段)岸线整治与沙滩修复工程、珠海唐家湾滨海公园

（一期）沙滩修复工程、日照港港口岸线退港还海修复整治工程等 3

个项目的工程验收，进行了本标准相关条款的试验应用，通过试用完

成对本标准相关条款的验证；并通过对试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

解决，进而修改和完善本标准。 

验证表明，该标准给出了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的技术方法， 

包括验收因子和技术指标，以及验收程序和验收时间要求等，可以满

足一般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工作需要，对规范我国海滩养护与修

复工程验收具有重要意义。 

4.2 预期的经济效果 

标准的实施将推动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的标准化，提高

海滩保护、修复效果，提高自然岸线保有率和生态护岸功能。 

本标准实施的经济效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本标准

实施有利于推进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标准化和推广，有利于增加

海滩规模、提高海滩质量，拓展和提高滨海旅游休闲空间，有利于滨

海旅游业的发展，增加旅游收入；其次，随着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成

功建设，滨海环境改善，有利于提升修复海滩区域环境价值，进而提

高海滩所在区域社会经济价值；第三，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成功建设

有利于提高修复区海岸防护能力，减少台风、风暴潮对沙滩后方市政

设施的侵蚀、破坏，有间接的经济效益；第四，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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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岸生态环境有一定的优化和促进作用。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当前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无冲突。 

本标准编制团队已经编制完成的《海滩养护与修复技术指南》

（HY/T 255-2018）和《海滩质量评价与分级》（HY/T 254-2018）两

个行业标准，是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最早的两个行业标准。本标

准的编写，是对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技术体系的完善，对规范我

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建设和管理有重要意义。 

六、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推荐性

行业标准的建议 

2005 年以来，我国沿海省市相继开展了海湾整治修复相关工程

建设，海滩养护与修复是其中重要的一类整治修复工程。据不完全统

计，截止 2019 年底，我国完成的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有 80 余项；目

前尚无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标准。 

本标准通过对我国 10 多年来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建设、验收等

相关工作经验的总结，并参考相关的海岸、水利工程验收技术标准，

制定了该套适合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的技术方法，可用于指

导今后我国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的验收。因此，本标准定位为海洋行

业标准。 

七、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 

组织有关人员参加海滩养护与修复工程有关的各项活动，培训班

等。及时了解该标准的内容、编制思路，尤其是熟悉海滩养护与修复

工程验收技术流程、要求。 

通过所参与设计的或正在进行的沙滩养护与修复工程，宣传海滩

养护与修复工程验收技术，推广应用本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