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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根据 圆园园猿 年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的本底调查资料袁应用 耘糟燥责葬贼澡 憎蚤贼澡 耘糟燥泽蚤皂渊耘憎耘冤软
件中的 耘糟燥责葬贼澡 模块袁本研究构建了该区域的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简易模型袁初步评估了该区域的初始生态

系统稳定性遥 结果表明院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初始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主要以牧食食物链为主袁
缘源援 园园豫的能量通过牧食食物链向上传递遥 系统各功能组营养级在 员援 园园 耀 源援 猿苑遥 系统总流量为 圆员怨源远援 苑园
贼 辕 噪皂圆 辕 葬袁系统总初级生产力 怨缘园园援 园园 贼 辕 噪皂圆 辕 葬遥 系统的能量流动主要集中在 远 个营养级袁来自初级生产者

的转化效率为 员源援 圆园豫 袁来自碎屑的转化效率为 员猿援 远园豫 袁系统平均转化效率为 员猿援 愿园豫 遥 系统初级生产力

与总呼吸量的比值为 源援 缘员袁连接指数为 园援 圆苑袁杂食指数为 园援 圆员袁云蚤灶灶 循环指数为 圆援 远圆豫 袁平均能流路径为

圆援 圆圆遥 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成熟度和稳定性较低袁系统尚未发展成熟袁还有较大的

发展空间袁可为鱼类等主要消费群体提供较多的能量供给遥 本研究结果可为海州湾人工鱼礁效果评价提

供重要的基础数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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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生态通道模型渊耘糟燥责葬贼澡冤作为一种反映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特征变化趋势的评估模型袁已在

全球众多水域生态系统的评估中得到广泛应

用咱员暂 遥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运用该模型对

湖泊咱圆鄄猿暂 尧海湾咱源鄄缘暂 尧河口咱远暂 等水域的生态系统进

行了研究遥 目前袁关于近岸水域人工鱼礁区生态

系统发育程度的评价应用较少咱苑鄄愿暂 遥
连云港海州湾海域是江苏近海重要渔场之

一袁受过度捕捞和用海工程等影响近年来该海域

也出现了渔场生态环境恶化袁渔业资源衰退现象遥
为此袁当地政府结合转产转业项目自 圆园园猿 年秋季

开始投放人工鱼礁袁用以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袁养
护渔业资源遥 为了评价人工鱼礁建设效果袁研究

人员曾先后对该海域进行了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

调查研究咱怨鄄员猿暂 袁但关于生态系统结构特征和营养

流动情况的研究尚未见报道袁而这方面的数据对

于评价该海域生态修复效果极为重要袁也是了解

人工鱼礁投放前生态系统状况的基础资料遥 基于

此袁本研究根据 圆园园猿 年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

复水域生物资源调查资料袁利用 耘糟燥责葬贼澡 软件构

建该区域的生态通道模型袁得出了该海区在人工

鱼礁投放前生态系统物种间能量流动情况和系统

健康状况指标袁以期为人工鱼礁建设后从生态系

统能流结构和特征的角度来评价人工鱼礁生态修

复效果及海洋牧场的管理方式提供科学依据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于连云港海州湾渔

业生态修复水域 圆园园猿 年度 缘 月渊春季冤尧愿 月渊夏
季冤和 员园 月渊秋季冤渔业资源大面调查袁其中游泳

生物调查使用有翼单囊拖网袁底栖生物调查使用

阿氏拖网袁浮游生物调查使用浅海玉尧域和芋浮游

生物网遥 样品鉴定和分析按照叶海洋调查规范曳
渊 郧月 辕 栽员圆苑远猿援 远鄄圆园园苑 冤 执 行咱员源暂 遥 调 查 区 域

猿源毅缘圆援 园园忆 耀 猿源毅 缘愿援 园园忆 晕尧 员员怨毅 圆员援 员缘园忆 耀 员员怨毅
猿源援 愿园园忆耘袁如图 员遥

图 员摇 海州湾研究区域

云蚤早援 员 杂贼怎凿赠蚤灶早葬则藻葬 燥枣 贼澡藻匀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员援 圆摇 耘糟燥责葬贼澡 模型建立
员援 圆援 员摇 功能组划分

构建模型所需功能组通常既可以选择生态学
或分类学地位相似物种的集合袁也可选择单个物
种或单个物种某个生长阶段渊幼体或成体冤的集
合袁而且一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或生态功能的物
种袁也可单独列为一个功能组遥 例如袁林群等咱员缘暂

在研究渤海生态系统时将鳀鱼渊耘灶早则葬怎造蚤泽躁葬责燥灶蚤鄄
糟怎泽冤尧小黄鱼渊 蕴葬则蚤皂蚤糟澡贼澡赠泽责燥造赠葬糟贼蚤泽冤口虾蛄渊韵则葬鄄
贼燥泽择怎蚤造造葬燥则葬贼燥则蚤葬冤 等单独列为功能组遥 段 丽 杰
等咱员远暂在研究珠江口近海生态系统时将具有重要
经济价值的竹筴鱼渊栽则葬糟澡怎则怎泽 躁葬责藻灶蚤糟怎泽冤尧蓝圆鰺
渊阅藻糟葬责贼藻则怎泽皂葬则怎葬凿泽蚤冤尧刺鲳渊孕泽藻灶燥责泽蚤泽葬灶燥皂葬造葬冤列
为独立功能组曰吴忠鑫等咱苑暂 在研究荣成俚岛人工
鱼礁区生态系统时将生物量较多且生态功能重要
的许氏平鮋渊杂藻遭葬泽贼藻泽泽糟澡造藻早藻造蚤匀蚤早藻灶凿燥则枣冤尧大泷六线
鱼渊匀藻曾葬早则葬皂皂燥泽燥贼葬噪蚤蚤冤袁刺参渊韵责造燥责葬灶葬曾藻造葬贼怎泽晕葬鄄
噪葬蚤冤等单独列为功能组曰李云凯等咱圆暂 在研究太湖
生态系统时将青鱼 渊 责蚤糟藻怎泽冤尧鲢鱼 渊匀赠责燥责澡贼澡葬造鄄
皂蚤糟澡贼澡赠泽皂燥造蚤贼则蚤曾冤尧 鲫鱼 渊 悦葬则葬泽泽蚤怎泽葬怎则葬贼怎泽 冤尧 鳙鱼
渊匀赠责燥责澡贼澡葬造皂蚤糟澡贼澡赠泽灶燥遭蚤造蚤泽冤尧鲤鱼渊悦赠责则蚤灶怎泽糟葬则责蚤燥冤
等在太湖中具有代表性的鱼种单独研究遥

根据对象生物的生态位袁习性及食性特点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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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海洋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模型共划分成 员源 个功能组遥 分别为院碎屑尧浮游
植物尧浮游动物尧头足类尧虾类尧蟹类尧软体类尧棘皮
类尧杂食性鱼类尧口虾蛄尧小黄鱼尧鯷尧肉食性鱼类
渊黄鮟鱇冤袁草食性鱼类等遥
员援 圆援 圆摇 参数确定

功能组的生物量通过现场调查计算得出袁单
位与能流单位相同渊湿重袁贼 辕 噪皂圆 辕 葬冤遥 由于部分
功能组是由多个物种组成袁孕 辕 月渊生产量 辕生物量冤
与 匝 辕 月渊消费量 辕生物量冤难以得到袁因而参考纬
度和生态系统特征与海州湾大体相同的渤海咱员缘暂

中的功能组袁并参考 云蚤泽澡遭葬泽藻 数据库中的数据来
确定 孕 辕 月 与 匝 辕 月 的值遥 功能组的食物组成主要
来自于采样鱼类的胃含物分析和相关文献
数据咱员苑鄄圆园暂 遥

员援 圆援 猿摇 模型调试

为了使模型保持平衡袁需要对模型进行多次
调试袁 终使得各功能组的 耘耘渊生态营养效率袁
耘糟燥贼则燥责澡蚤糟 耘枣枣蚤糟蚤藻灶糟赠冤臆员遥 当初次输入数据袁运行
模型后袁总会有一些功能组的 耘耘 跃 员渊不平衡功能
组冤袁通过反复调整不平衡功能组各项参数袁直至
所有功能组的 耘耘臆员袁模型保持平衡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
耘糟燥责葬贼澡 模型

通过对模型的不断调试袁得出连云港海州湾
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 耘糟燥责葬贼澡 模型渊如表 员
所示冤遥

表 员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 耘糟燥责葬贼澡 模型

栽葬遭援 员 杂怎皂皂葬则赠 燥枣 蚤灶责怎贼 葬灶凿 燥怎贼责怎贼 责葬则葬皂藻贼藻则泽 燥枣 贼澡藻 匀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皂燥凿藻造
组别 功能组 营养级 生物量 辕 贼窑噪皂 原圆 葬 原员 孕 辕 月 匝 辕 月 耘耘
员 鯷 耘灶早则葬怎造蚤泽躁葬责燥灶蚤糟怎泽 猿援 猿源 员援 缘园 猿援 园员 员园援 圆园 园援 远圆
圆 肉食性鱼类 悦葬则灶蚤增燥则燥怎泽 枣蚤泽澡藻泽 源援 员源 园援 怨愿 园援 愿园 源援 缘园 园援 圆圆
猿 小黄鱼 蕴葬则蚤皂蚤糟澡贼澡赠泽责燥造赠葬糟贼蚤泽 猿援 怨猿 园援 愿园 源援 缘园 圆援 员园 园援 苑怨
源 杂食性鱼类 韵皂灶蚤增燥则燥怎泽 枣蚤泽澡 猿援 苑猿 猿援 圆园 源援 远园 苑援 远园 园援 猿猿
缘 口虾蛄 韵则葬贼燥泽择怎蚤造造葬燥则葬贼燥则蚤葬 猿援 愿愿 园援 远园 愿援 园园 圆愿援 怨园 园援 缘愿
远 软体类 酝燥造造怎泽糟葬 圆援 源园 圆源援 苑园 愿援 圆园 员苑援 圆园 园援 苑猿
苑 蟹类 悦则葬遭泽 猿援 缘愿 苑援 怨园 缘援 缘园 员圆援 园园 园援 远远
愿 虾类 杂澡则蚤皂责泽 猿援 源圆 猿援 缘苑 愿援 园园 圆愿援 怨园 园援 源愿
怨 棘皮类 耘糟澡蚤灶燥凿藻则皂葬贼葬 圆援 源远 员猿援 缘园 源援 缘园 源援 苑园 园援 苑员
员园 草食性鱼类 匀藻则遭蚤增燥则燥怎泽 枣蚤泽澡藻泽 圆援 源猿 圆援 愿源 员猿援 远缘 员员援 远缘 园援 缘苑
员员 头足类 悦藻责澡葬造燥责燥凿 猿援 怨员 源援 圆园 怨援 员园 员缘援 缘园 园援 苑苑
员圆 浮游动物 在燥燥责造葬灶噪贼燥灶 圆援 员员 员缘援 园园 猿园援 园园 员愿园援 园园 园援 猿圆
员猿 浮游植物 孕澡赠贼燥责造葬灶噪贼燥灶 员援 园园 圆缘援 园园 猿愿园援 园园 园援 圆员
员源 碎屑 阅藻贼则蚤贼怎泽 员援 园园 员缘园援 园园 园援 员圆

圆援 圆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营养
级结构

从表 圆 可以看出袁低营养级能流在系统中占
较大比例袁营养级 陨 流向碎屑的能流为 员园员源源援 园园
贼 辕 噪皂圆 辕 葬袁占总流入碎屑量的 缘猿援 源园豫 遥 位于营养
级 陨 的功能组为碎屑和浮游植物袁碎屑不是有机
体袁没有呼吸作用袁浮游植物的呼吸量没有进入系
统内部循环利用袁因此袁营养级 陨 的呼吸量为 园遥

对于营养级域袁其输出量为 园袁说明处于营养级域
的功能组渊浮游动物冤的能量没有流到系统外袁全
部在系统内循环利用遥 对于营养级吁和 灾陨袁其各
项能量均占总能量的极小部分袁如生产量仅占总
量的 园援 园猿豫 袁说明营养级吁和 灾陨 的功能组能量
被系统利用极少遥 因此袁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
域能流主要在 陨 耀 陨灾 营养级之间流动遥

表 圆摇 营养级间的总能流

栽葬遭援 圆 栽燥贼葬造藻灶藻则早赠 枣造燥憎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则燥责澡蚤糟 造藻增藻造泽 蚤灶 贼澡藻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营养级

能流 辕 贼窑噪皂 原圆 葬 原员

输入 被摄食量 输出 流向碎屑 呼吸 生产

灾陨 园援 园园 园援 园苑 园援 员员 园援 员园 园援 圆愿
吁 园援 圆愿 员援 愿苑 圆援 缘源 圆援 猿员 苑援 园员
郁 苑援 园员 员苑援 缘苑 圆远援 远员 圆怨援 源苑 愿园援 远源
芋 远苑援 缘苑 猿源援 猿愿 怨员援 远圆 缘苑援 怨苑 圆远源援 远园
域 圆猿圆援 园园 园援 园园 员圆员远援 园园 圆源员猿援 园园 圆猿员怨援 园园
玉 园 猿愿缘远援 园园 缘苑圆远援 园园 员园员源源援 园园 园援 园园 员怨园园园援 园园

总计 园 源员远苑援 园园 缘苑苑怨援 愿园 员员源愿园援 苑园 圆缘园圆援 苑园 圆员远苑员援 圆园
脱离循环 圆苑缘援 缘园
总生产量 圆员怨源远援 苑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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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 猿摇 各功能组间的混合营养效应

图 圆 为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各功

能组间的混合营养效应分析袁图中白点为正效应袁
表明对应功能组的生物量会随该功能组生物量的

增加而增加曰黑点为负效应袁表现为抑制作用遥 从

图中可以看出袁碎屑尧浮游植物作为被捕食者渊饵
料生物冤袁对大多数功能组有积极效应遥 草食性

鱼类和杂食性鱼类之间的负效应较为明显袁原因

可能是二者存在食物间的竞争遥 此外袁生态系统

受捕捞的负面影响也比较显著袁渔业对营养级较

高的肉食性鱼类尧杂食性鱼类以及受底拖网作业

方式影响较大的虾类尧蟹类功能组的负效应显著遥

图 圆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各功能组间的混合营养效

应分析

云蚤早援 圆 栽澡藻 皂蚤曾藻凿 贼则燥责澡蚤糟 蚤皂责葬糟贼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早则燥怎责泽 蚤灶 匀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圆援 源摇 营养级间的能量转换效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能量主要在 远 个营

养级间流动袁各营养级间的能量转换效率见表 猿遥
由表 猿 可以看出袁初级生产者到营养级 陨陨 的转化

效率为 怨援 缘园豫 袁略高于来自碎屑的转化效率袁为
远援 怨园豫 遥 初级生产者转化效率为 员源援 圆园豫 袁碎屑

转化效率为 员猿援 远园豫 袁 总的能量转化效率为

员猿郾 愿园豫 袁高于林德曼 员园援 园园豫转换效率咱圆员暂 遥 在能

量流动比例中袁来源于碎屑的占 源远援 园园豫 袁来源于

初级生产者的占 缘源援 园园豫 遥 因此袁该水域生态系

统能量通道以牧食食物链为主袁总的能量转化效

率高于林德曼所估计的水体平均能量转化效率袁
表明该系统比较有活力遥

表 猿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各营养级间的能量转化效率

栽葬遭援 猿 栽则葬灶泽枣藻则 藻枣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燥枣 凿蚤泽糟则藻贼藻 贼则燥责澡蚤糟 造藻增藻造
来源 辕营养级 域 芋 郁 吁 遇

初级生产者 辕 渊豫 冤 怨援 缘园 员缘援 圆园 员圆援 园园 员猿援 缘园 怨援 圆园
碎屑 辕 渊豫 冤 远援 怨园 员源援 缘园 员猿援 缘园 员源援 远园 怨援 缘园

总能流 辕 渊豫 冤 愿援 猿园 员源援 苑园 员圆援 苑园 员圆援 远园 愿援 怨园
碎屑所占能流比 园援 源远

初级生产者转化效率 辕 渊豫 冤 员源援 圆园
碎屑转化效率 辕 渊豫 冤 员猿援 远园
总转化效率 辕 渊豫 冤 员猿援 愿园

圆援 缘 生态特征参数分析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总体特

征参数见表 源遥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系统总

流量为 圆员怨源远援 苑园 贼 辕 噪皂圆 辕 葬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

为 怨缘园园援 园园 贼 辕 噪皂圆 辕 葬遥
连接指数是系统中各物种间的连接紧密程度袁

值越大表明连接越紧密遥 系统杂食指数是消费者

所捕食种群的营养级的方差袁值越小表明消费者捕

食的物种越少遥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连接指

数和系统杂食指数分别为 园援 圆苑 和 园援 圆员遥 表明海州

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中各物种连接不够

紧密袁捕食关系不够复杂袁系统还不够成熟遥
表 源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统计学参数

栽葬遭援 源 杂怎皂皂葬则赠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贼澡藻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葬贼贼则蚤遭怎贼藻泽 蚤灶 燥枣 贼澡藻
匀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特征指标 结果

总消耗量 辕 贼窑噪皂 原圆 葬 原员 圆缘园圆援 苑园
总输出 辕 贼窑噪皂 原圆 葬 原 员 缘苑苑怨援 愿园
总流入碎屑量 辕 贼窑噪皂 原圆 葬 原员 员员源愿园援 苑园
系统总流量 辕 贼窑噪皂 原圆 葬 原 员 圆员怨源远援 苑园
系统总生产力 辕 贼窑噪皂 原圆 葬 原员 员园圆猿苑援 苑园
平均捕捞等级 猿援 缘怨
总效率渊糟葬贼糟澡 辕 灶藻贼 责援 责援 冤 园援 园员
系统净初级生产力 辕 贼窑噪皂 原圆 葬 原 员 怨缘园园援 园园
初级生产力 辕呼吸 源援 缘园
连接指数 园援 圆苑
系统杂食指数 园援 圆员
圆援 远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通道

图 猿 为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能

量流动简图遥 可以看出袁该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

动途径有两条院淤牧食食物链院浮游植物要 跃 浮游

动物要 跃软体类要 跃 鯷要 跃 小黄鱼要 跃 肉食性鱼

类遥 于碎屑食物链院再循环有机物要 跃碎屑要 跃浮

游动物要 跃软体类要 跃 鯷要 跃 小黄鱼要 跃 肉食性

鱼类遥 可以看出袁浮游动物在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

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该水域浮游动物优势种类主要有桡足类尧介形类尧
多毛类和毛颚类袁这些种类不仅是浮游植物的摄食

者袁还是软体类袁鯷及多种鱼类幼体的主要饵料遥



源远摇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猿源 卷

图 猿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简图

云蚤早援 猿 云造燥憎糟澡葬则贼 燥枣 贼则燥责澡蚤糟 蚤灶贼藻则葬糟贼蚤燥灶 蚤灶 贼澡藻 糟燥葬泽贼葬造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燥枣 贼澡藻 匀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圆援 苑摇 能量流动效率分析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

动效 率 为 员猿援 愿园豫 袁 来 自 初 级 生 产 者 的 为

员源郾 圆园豫 袁来自碎屑的为 员猿援 远园豫 袁高于林德曼估

算的转化率渊即水生生态系统转化效率平均为

员园援 园园豫 冤咱圆员暂 袁但低于中国近海水域生态效率袁如
闽南 原台湾浅滩咱圆圆暂和厦门海域 员远援 员园豫 咱圆猿暂 袁渤海

员远援 圆园豫 咱员缘暂等遥 能量转化效率较高的主要原因院
其一可能是该水域浮游动植物较多袁生产力较高曰
其二是可能由于调查数据尚不够充分袁部分数据

参考同纬度其他海域生态系统模型遥
与其它同纬度或特征相似的生态系统相比

渊如表 缘 所示冤袁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

生态态统能量流处于上游水平袁低于发育程度较

高的加拉帕格斯群岛遥 栽孕孕 辕 栽砸渊总初级生产力 辕
总呼吸量冤是反映系统成熟度状况的重要参数袁
一个成熟生态系统没有多余的生产量再利用袁
栽孕孕 辕 栽砸 值应接近于 员遥 但在生态系统发育的早

期袁总初级生产力超过系统总呼吸量袁其值大于

员遥 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的 圆园园猿 年

栽孕孕 辕 栽砸 值为 源援 缘员渊见表 缘冤袁表明该水域生态系

统很不成熟遥 成熟系统的另一特征是物质再循环

的比例较高袁能流的循环路径较长遥 荣成俚岛人

工鱼礁区的 云悦陨渊循环指数冤为 园援 园缘袁云酝蕴渊平均

能流路径冤 为 圆援 远圆曰枸杞岛海藻场的 云酝蕴 为

圆郾 怨缘遥 本模型中 云悦陨 为 园援 园猿尧云酝蕴 为 圆援 圆圆 袁表明

系统生产力中贡献给物质和能量再循环的比例较

低袁系统能量在系统中流动的路径较短遥 连接指

数渊悦陨冤是系统中各物种间的连接紧密程度袁值越

大表明连接越紧密袁系统杂食指数渊杂韵陨冤是消费

者所捕食种群的营养级的方差袁值越小表明消费

者捕食的物种越少遥 悦陨 和 杂韵陨 的值越大袁系统越

成熟遥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 悦陨
为 园援 圆苑袁杂韵陨 为 园援 圆员袁表明该系统的成熟度和稳

定性较低袁食物网结构相对单一遥 综上袁连云港海

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成熟度和稳定

性较低袁是一个正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遥

表 缘摇 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与其他模型系统特征参数的比较

栽葬遭援 缘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泽赠泽贼藻皂 葬贼贼则蚤遭怎贼藻泽 燥枣 匀葬蚤扎澡燥怎 月葬赠 葬则贼蚤枣蚤糟蚤葬造 则藻藻枣 皂燥凿藻造 憎蚤贼澡 燥贼澡藻则 皂燥凿藻造泽

研究区
系统总流量

栽杂栽 辕 贼窑噪皂 原圆 葬 原员
总初级
生产力

栽孕孕 辕 贼窑噪皂 原圆 葬 原 员

总初级
生产力 辕
总呼吸量
栽孕孕 辕 栽砸

连接
指数
悦陨

系统
杂食
指数
杂韵陨

循环
指数
云悦陨

平均
能流
路径
云酝蕴

加拉帕格斯岩礁区咱圆源暂 怨源愿缘园援 园园 员猿圆缘园援 园园 园援 源愿 园援 员远 园援 圆缘 原 原
地中海加泰罗尼亚咱圆缘暂 员远缘苑援 园园 猿愿远援 远愿 员援 员愿 园援 圆园 园援 员怨 园援 圆缘 源援 圆苑
嵊泗人工鱼礁区咱圆远暂 缘员远园援 园园 员苑猿园援 员远 员援 猿怨 原 原 原 原
枸杞岛海藻场咱圆苑暂 圆愿园员怨援 怨怨 员员远园源援 园园 员援 圆缘 园援 圆圆 园援 猿猿 原 圆援 怨缘
渤海 员怨怨圆 年咱员缘暂 猿猿员远援 园园 员缘远远援 员猿 愿援 源园 原 园援 猿源 原 原
荣成俚岛人工鱼礁区咱苑暂 员园苑愿远援 远愿 源员猿源援 苑员 员援 愿源 园援 圆园 园援 员圆 园援 园缘 圆援 远圆
本研究 圆员怨源远援 苑园 员园圆猿苑援 苑园 源援 缘员 园援 圆苑 园援 圆员 园援 园猿 圆援 圆圆



第 员 期 张摇 硕袁等院连云港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能量流动模型初探 源苑摇摇摇
圆援 愿摇 模型总体质量评价

酝燥则蚤泽泽藻贼贼藻咱圆愿暂对全球 员缘园 个 耘糟燥责葬贼澡 模型的质

量进行评价袁结果显示指数在 园援 员远 耀 园援 远愿袁本研

究构建的模型的指数为 园援 源员袁表明该模型输入数

据的可靠性较好袁模型的可信度较高但在模型的

构建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生态问题考虑不充分袁
如模型包含的部分数据来自不同月份尧功能组还

需进一步细化袁模型部分功能组的胃含物分析和

鉴定仍存在一定困难袁部分功能组胃含物数据参

考邻近的渤海生态系统咱员缘暂 遥
猿摇 结摇 论

渊员冤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能流主要在 陨
耀 灾陨 营养级之间流动遥

渊圆冤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碎屑尧浮游植

物对大多数功能组有积极效应曰渔业对营养级较

高的肉食性鱼类袁杂食性鱼类以及受底拖网作业

方式影响较大的虾类袁蟹类功能组的负效应显著遥
渊猿冤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的能

量通道以牧食食物链为主袁总的能量转化效率高

于平均袁系统比较有活力遥
渊源冤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中各

物种连接不够紧密袁捕食关系不够复杂袁系统还不

够成熟遥
渊缘冤海州湾渔业生态修复水域生态系统尚未

发展成熟袁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袁可为鱼类等主要

消费群体提供较多的能量供给遥
参考文献院

咱员暂 酝韵砸砸陨杂杂耘栽栽耘 蕴援 悦燥皂责造藻曾蚤贼赠袁悦燥泽贼 葬灶凿 匝怎葬造蚤贼赠 燥枣 耘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酝燥凿藻造泽 葬灶凿 栽澡藻蚤则 陨皂责葬糟贼 燥灶 砸藻泽蚤造蚤藻灶糟藻院 粤 悦燥皂责葬则葬贼蚤增藻 粤灶葬造赠鄄
泽蚤泽袁憎蚤贼澡 耘皂责澡葬泽蚤泽 燥灶 酝葬则蚤灶藻 酝葬皂皂葬造泽 葬灶凿 贼澡藻 郧怎造枣 燥枣 杂贼援 蕴葬憎鄄
则藻灶糟藻咱阅暂 援 灾葬灶糟燥怎增藻则院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月则蚤贼蚤泽澡 悦燥造怎皂遭蚤葬袁圆园园苑援

咱圆暂 李云凯袁宋 兵袁陈 勇袁等援 太湖生态系统发育的 耘糟燥责葬贼澡 憎蚤贼澡
耘糟燥泽蚤皂 动态模拟咱允暂 援 中国水产科学袁圆园园怨袁员远渊圆冤院圆缘苑鄄圆远缘援

咱猿暂 郑文军援 基于能量通道模型的淀山湖生态系统研究咱阅暂援 上
海院上海海洋大学袁圆园员园援

咱源暂 王雪辉袁杜飞雁袁邱永松袁等援 大亚湾海域生态系统模型研究

陨院能量流动模型初探咱允暂 援 南方水产袁圆园园缘袁员渊猿冤院员鄄愿援
咱缘暂 陈作志袁邱永松袁贾晓平袁等援 基于 耘糟燥责葬贼澡 模型的北部湾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咱允暂 援 中国水产科学袁圆园园愿袁员缘渊猿冤院源远园鄄源远愿援
咱远暂 林 群袁金显仕袁郭学武援 基于 耘糟燥责葬贼澡 模型的长江口及毗邻水

域生态系统结构和能量流动研究咱允暂 援 水生态学杂志袁圆园园怨袁圆
渊圆冤院圆愿鄄猿远援

咱苑暂 吴中鑫袁张秀梅袁张 磊袁等援 基于 耘糟燥责葬贼澡 模型的荣城俚岛人

工鱼礁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评价咱 允暂 援 应用生态学报袁
圆园员圆袁圆猿渊员园冤院圆愿苑愿鄄圆愿愿远援

咱愿暂 李永刚袁汪振华袁章守宇袁等援 嵊泗人工鱼礁海区生态系统能

量流动模型初探咱允暂 援 海洋渔业袁圆园园苑袁圆怨渊猿冤院圆圆远鄄圆猿猿 援
咱怨暂 卢 璐袁张 硕袁赵裕青袁等援海州湾人工鱼礁海域沉积物中重金属生

态风险的分析咱允暂援大连海洋大学学报袁圆园员员袁圆远渊园圆冤院员圆远鄄员猿圆援
咱员园暂 杨 柳袁张 硕袁孙满昌袁等援 海州湾人工鱼礁区浮游植物与环

境因子关系的研究咱允暂 援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袁圆园员员袁圆园渊园猿冤院
源源缘鄄源缘园援

咱员员暂 孙习武袁张 硕袁赵裕青袁等援 海州湾人工鱼礁海域鱼类和大型

无脊椎动物群落组成及结构特征咱 允暂 援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袁
圆园员园袁员怨渊源冤院缘园缘鄄缘员猿援

咱员圆暂 孙习武袁孙满昌袁张 硕袁等援 海州湾人工鱼礁二期工程海域大

型底栖生物初步研究咱允暂 援 生物学杂志袁圆园员员袁圆愿渊员冤院缘苑鄄远员援
咱员猿暂 张 虎袁刘培延袁汤建华袁等援 海州湾人工鱼礁大型底栖生物调

查咱允暂 援 海洋渔业袁圆园园愿袁猿园渊圆冤院怨苑鄄员园源援
咱员源暂 郧月 辕 栽员圆苑远猿援 远鄄圆园园苑袁海洋调查规范鄄第 远 部分院海洋生物调查

咱杂暂援
咱员缘暂 林 群袁金显仕援 基于营养通道模型的渤海生态系统结构十年

变化比较咱允暂 援 生态学报袁圆园园怨袁圆怨渊苑冤院猿远员源鄄猿远圆园援
咱员远暂 段丽杰援 基于 耘憎耘 的珠江口渔业和近海生态系统模拟研究

咱阅暂援 广州院中山大学袁圆园园怨援
咱员苑暂 杨纪明援 渤海无脊椎动物的食性和营养级研究咱 允暂 援 现代渔

业信息袁圆园园员袁员远渊怨冤曰愿鄄员远援
咱员愿暂 杨纪明援 渤海鱼类的食性和营养级研究咱允暂 援 现代渔业信息袁

圆园园员袁员远渊员园冤院员园鄄员怨援
咱员怨暂 杨纪明袁谭雪静援 渤海 猿 种头足类食性分析咱 允暂 援 海洋科学袁

圆园园园袁圆源渊源冤院缘猿鄄缘缘援
咱圆园暂 林龙山援 长江口近海小黄鱼食性及营养级分析咱 允暂 援 海洋渔

业袁圆园园苑袁圆怨渊员冤院源源鄄源愿援
咱圆员暂 蕴陨晕阅耘酝粤晕 砸援 栽澡藻 贼则燥责澡蚤糟鄄凿赠灶葬皂蚤糟 葬泽责藻糟贼 燥枣 藻糟燥造燥早赠咱允暂 援 耘糟燥造鄄

燥早赠袁员怨源圆袁圆猿院猿怨怨鄄源员愿援
咱圆圆暂 肖方森援 闽南一台湾浅滩海域生态系统渔业容纳量咱 允暂 援 台

湾海峡袁圆园园猿袁圆圆渊源冤院源源怨鄄源缘远援
咱圆猿暂 卢振彬援 厦门海域渔业资源评估咱 允暂 援 热带海洋袁圆园园园袁员怨

渊圆冤院缘员鄄缘远援
咱圆源暂 砸哉陨在 阅允袁 宰韵蕴蕴云 酝援 栽澡藻 月燥造蚤增葬则 糟澡葬灶灶藻造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燥枣 贼澡藻 郧葬鄄

造葬责葬早燥泽 皂葬则蚤灶藻 则藻泽藻则增藻院 耘灶藻则早赠 枣造燥憎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 葬灶凿 则燥造藻 燥枣 噪藻赠鄄
泽贼燥灶藻 早则燥怎责泽咱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杂藻葬 砸藻泽藻葬则糟澡袁圆园员员袁远远院员圆猿鄄员猿源援

咱圆缘暂 悦韵蕴蕴 酝袁孕粤蕴韵酝耘砸粤陨袁栽哉阅耘蕴粤 杂袁藻贼 葬造援 栽则燥责澡蚤糟 枣造燥憎泽 袁藻糟燥鄄
泽赠泽贼藻皂 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藻 葬灶凿 枣蚤泽澡蚤灶早 蚤皂责葬糟贼泽 蚤灶 贼澡藻 杂燥怎贼澡 悦葬贼葬造葬灶 杂藻葬袁
灶燥则贼澡憎藻泽贼藻则灶 酝藻凿蚤贼藻则则葬灶藻葬灶 咱 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酝葬则蚤灶藻 杂赠泽贼藻皂泽袁
圆园园远袁缘怨院远猿鄄怨远援

咱圆远暂 尹增强袁章守宇袁汪振华袁等援 浙江嵊泗人工鱼礁区小黄鱼生

长特征与资源合理利用的初步研究咱 允暂 援 中国生态农业学

报袁圆园员园袁员愿渊猿冤院缘愿愿鄄缘怨源 援
咱圆苑暂 赵 静袁章守宇袁许 敏援 枸杞海藻场生态系统能量流动模型初

探咱允暂 援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袁圆园员园袁员怨渊员冤院怨愿鄄员园源援
咱圆愿暂 酝韵砸陨杂杂耘栽栽耘 蕴袁匀粤酝酝陨蕴蕴 酝韵袁杂粤灾耘晕运韵云云 悦援 栽澡藻 贼则燥责澡蚤糟

则燥造藻 燥枣 皂葬则蚤灶藻 皂葬皂皂葬造泽 蚤灶 贼澡藻 灶燥则贼澡藻则灶 早燥造枣 燥枣 杂贼援 蕴葬憎则藻灶糟藻
咱允暂 援 酝葬则蚤灶藻 酝葬皂皂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袁圆园园远袁圆圆院苑源鄄员园猿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