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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本文以辽宁省辽东湾海域为例袁收集了 圆园园苑尧圆园园愿 和 圆园员员 年海洋生物资源大面调查数据和 圆园园苑
耀 圆园员园 年 员圆愿 个涉海建设项目中海洋生物现状调查数据袁采用基于 郧陨杂 的空间插值和空间分析功能袁结合

专家评估法袁将两种尺度下的数据渊辽东湾的大面调查数据与现有涉海建设项目中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数

据冤有机结合袁实现了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评估数据的标准化遥 结果表明袁该方法兼顾了海洋生物资源损害

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袁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袁是对海洋生态补偿工作的有益探索遥
关键词院海洋生物资源曰损害评估曰数据标准化曰空间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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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洋生态资源为人类提供了资源和生态服

务袁不仅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
是人类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咱员暂 遥 然而袁
随着经济发展对海洋资源开发的需要袁近年来涉

海建设项目骤增袁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一

定程度的影响袁并对海洋生物资源造成了 直接

的损害袁如填海造地永久性占用水域袁导致海洋生

物资源栖息地丧失袁对底栖生物群落产生较大威

胁咱圆暂 袁项目建设用海产生的悬浮物会导致游泳能

力弱的鱼卵尧仔稚鱼的死亡从而影响渔业资源量

的补充咱猿鄄源暂等袁因此有必要对建设项目用海对海洋

生物资源造成的损害进行生态补偿遥



员园圆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猿源 卷

目前袁关于涉海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造

成的损害袁按照野谁开发尧谁保护袁谁收益尧谁补

偿冶的原则袁辽宁省已开展此项生态补偿工作遥
根据叶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

程曳渊杂悦 辕 栽 怨员员园 原 圆园园苑冤 咱缘暂 袁要求建设项目对海洋

生物资源造成的影响进行现状调查评估袁以海洋

生物资源密度数据作为基础袁进行资源损失量和

生态补偿金额的计算袁并对造成损害的水域进行

后续的生态环境修复等保护措施遥
然而由于各评价单位所采用的现状调查数据

因调查时间尧调查方式等差异袁使数据空间差异的

随机性和主观性显著偏大袁导致相近海区相似工

程的生态补偿评估数据差异明显袁对资源损失量

和生态补偿金额的计算产生较大影响袁对公有共

用生物资源的生态补偿工作的严肃性和公平性造

成了不良影响遥 基于上述情况袁本文以辽宁省辽

东湾海域为例袁探讨运用基于 郧陨杂 的空间插值分

析和空间分析功能袁结合专家评估法实现辽东湾

海域内涉海建设项目中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评估数

据的标准化袁以期为辽宁省海洋生物资源损害的

生态补偿工作提供有益参考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为辽宁省管辖的辽东湾海域袁位于

我国渤海 北部袁是渤海三大湾之一袁本文研究海

域面积约 圆愿猿园园 噪皂圆遥 因渤海海峡将辽宁省管辖

海域分为渤海渊辽东湾冤和黄海渊黄海北部冤两部

分袁海洋生物区系因水文尧环境等有较大差异袁故
可将辽东湾海域和黄海北部海域作为独立的单元

进行研究袁本文选取辽东湾海域进行实例研究

渊图 员冤遥
员援 圆摇 研究方法

员援 圆援 员摇 数据标准化的原则

因海洋生物资源密度具有空间概念袁数据的

标准化采用了地理学中的区域分异理论咱远暂 袁即根

据辽东湾海域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将其分区袁
划分子海域袁然后定量评估各个子海域的海洋生

物资源袁计算其资源密度均值遥
对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评估数据实行标准化袁

其目的是便于海洋部门科学尧有效的开展海洋生

态补偿工作袁需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遥 归纳起来袁
其原则如下院渊员冤科学性原则袁基于海洋生物资源

图 员摇 研究区域与 圆园园苑 年海洋生物资源大面调查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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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属性对其进行定量评价遥 表现在采用的评

价数据时效性强尧覆盖面大袁涵盖了研究区域袁大
面调查的调查方式及方法统一遥 渊圆冤整体性原

则袁与海洋功能区划有效衔接遥 海洋功能区划是

我国海洋管理部门在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末期提出并

组织开展的一项海洋管理的基础性工作袁其目的

在于加强海洋综合管理袁协调解决海洋开发利用

和环境保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遥 促进海洋经济持

续尧快速尧健康发展咱苑暂 遥 海洋功能区划本身就是

对海域资源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综合考量的成

果袁因此在进行子海域划分时袁充分考虑与海洋功

能区的范围有效衔接袁子海域范围不分割海洋功

能区划中的 小区化单位遥 渊猿冤可操作性原则袁
海洋生物资源损害的生态补偿工作袁圆园园远 年已在

辽宁省开展袁圆园员园 年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袁数据的

标准化需兼顾已开展的生态补偿工作袁保证此项

工作的有序推进袁与之前工作的平稳接续遥 渊源冤
可调整性原则遥 海洋生物资源是动态变化的袁用
于评估海洋生物损害的密度数据具有时效性袁可
结合海洋生物资源的历史演变随时间调整用于生

态补偿的评估数据遥
员援 圆援 圆摇 数据来源

大尺度数据来源于笔者单位 圆园园苑 年尧圆园园愿
年和 圆园员员 年春尧秋两季的辽东湾海域大面调查袁
调查内容包括游泳动物渊噪早 辕 噪皂圆 冤尧鱼卵尧仔稚鱼

渊蚤灶凿 辕 皂猿 冤尧浮游动物 渊 皂早 辕 皂猿 冤 和底栖生物 渊 早 辕
噪皂圆冤遥 调查站位为网格状设计袁基本覆盖辽东湾

海域袁每个年份站位设置稍有差别袁但同一年春尧
秋两季的调查站位均保持一致渊图 员冤遥

收集同一时间段小尺度海洋生物现状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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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袁即 圆园园苑 年至 圆园员园 年辽宁省海域内涉海工程

的海域使用论证及海洋环境评价报告书中的海洋

生物生态现状调查数据袁共收集 员圆愿 个涉海工程

的海洋生物生态现状调查数据袁并提取各个建设

项目海洋生物调查数据的密度均值遥
员援 圆援 猿摇 研究方法

数据标准化可分为如下步骤院首先袁在专家评

估法的支持下袁对辽东湾海域进行子海域的划分曰
然后袁将两种尺度下渊海洋生物资源大面调查和

单个涉海建设项目中的现状调查冤的数据有机结

合袁计算各子海域海洋生物资源密度均值遥 具体

方法如下院
将收集到的 圆园园苑 年至 圆园员园 年涉海建设项目

的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数据袁根据其用海位置与各

个子海域范围的叠置情况袁将其归入各个子海域袁
计算出各个子海域范围内所有涉海建设项目海洋

生物资源现状调查密度均值遥 与此同时袁将 圆园园苑
年尧圆园园愿 年和 圆园员员 年每年春尧秋两季的站位密度

均值作为基准值袁基于 葬则糟郧陨杂 软件的地统计模块

渊郧藻燥泽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 葬灶葬造赠泽贼冤袁采用普通克里格渊韵则凿蚤灶葬则赠
运则蚤早蚤灶早冤空间插值法袁对辽东湾海域各个年份的海

洋生物资源密度进行插值分析袁并输出密度栅格

数据袁栅格大小为 园援 缘忆 伊 园援 缘忆遥 利用 郧陨杂 的空间

分析功能渊杂责葬贼蚤葬造 葬灶葬造赠泽贼冤袁对插值得到的密度分

布栅格图根据各个子海域范围进行分割袁运算输

出对应的各子海域密度分布栅格图袁提取各子海

域海洋生物资源密度均值遥 根据专家咨询意见袁
确定两种尺度下调查数据的权重袁对两种尺度下

各个子海域海洋生物资源密度均值加权平均袁得
出 终的各个子海域海洋生物资源密度的标准化

数据遥
两种尺度调查数据权重的确定袁采用基于德

尔菲法的专家评估方法咱愿鄄怨暂 袁向来自海洋管理部

门尧海洋生态与环境领域的专家共 员圆 人发放调查

表袁要求专家定量确定两种尺度数据的权重比例遥
共发放 员圆 份调查表袁回收 员圆 份调查表袁经统计袁
专家确定的大尺度数据与小尺度数据权重比例集

中在 园援 苑颐 园援 猿 耀 园援 源颐 园援 远 范围内袁采取去掉 高值

和 低值后的其余值进行算术平均的方法袁得出

两种尺度下调查数据权重为院大尺度调查数据权

重为 园援 远袁小尺度调查数据权重为 园援 源遥
员援 圆援 源摇 子海域划分方法

首先袁在收集现有资料如辽宁省海洋功能区

划渊圆园员员 耀 圆园圆园冤及辽东湾沿海各重点发展区规

划的基础上袁对辽东湾沿海进行了现场踏勘袁进一

步获得相关规划资料和形成感性认识遥 然后袁对
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袁综合考虑其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袁具体表现如下院员冤海域划分不分割海

洋功能区划 小区划单元曰圆冤海洋生态类型相似

的区域划分为同一子海域袁如海洋底质类型袁海洋

保护区及海洋经济生物的野三场一道冶等曰猿冤将辽

东湾海域未来的重点发展区域纳入海域划分的指

标中袁子海域划分不分割各个重点发展区域袁保证

子海域划分的前瞻性遥 基于上述原则袁对辽东湾

海域进行初步划分袁划分结果征询专家意见袁根据

专家反馈意见调整子海域划分范围遥 经过两轮的

专家征询袁形成 终的子海域划分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圆援 员摇 子海域划分尧空间插值与空间分析

经征询专家意见袁将辽东湾海域划分为 怨 个

子海域渊图 圆冤袁其中玉 耀峪子海域为沿岸子海域袁
由辽东湾沿岸从东至西布局袁御子海域为近海子

海域遥

图 圆摇 辽东湾海域子海域划分

云蚤早援 圆 阅蚤增蚤泽蚤燥灶 燥枣 泽怎遭泽藻贼 泽藻葬 葬藻则葬泽 蚤灶 蕴蚤葬燥凿燥灶早 月葬赠
基于 郧陨杂 的地统计分析模块中的普通克里格

插值袁对海洋生物资源每年的密度值进行空间插

值分析袁可对辽东湾海域内海洋生物资源密度进

行有效的估算袁通过空间分析功能袁结合划分的子

海域袁即可分析对应的 怨 个子海域海洋生物资源

密度分布袁并提取各子海域密度均值遥 图 猿 为

圆园园苑 年游泳动物大面调查数据空间插值分析输

出的密度分布栅格图袁图 源 为栅格图与 怨 个子海

域匹配后的密度分布栅格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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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猿摇 圆园园苑 年游泳动物空间插值分析

云蚤早援 猿 杂责葬贼蚤葬造 蚤灶贼藻则燥造葬贼蚤燥灶 燥枣 灶藻噪贼燥灶 蚤灶 圆园园苑 蚤灶 蕴蚤葬燥凿燥灶早 月葬赠
空间插值是一项基本的空间分析技术袁可根

据已知的空间数据估计渊预测冤未知空间的数据

值咱员园鄄员员暂 遥 根 据 叶 海 域 使 用 论 证 技 术 导 则 曳
渊圆园员园冤 咱员圆暂的要求袁涉海建设项目进行海洋生物资

源现状调查袁其一级论证范围 大约 圆圆缘 噪皂圆 渊员缘
噪皂 伊员缘 噪皂冤袁调查站位数不少于 员圆 个遥 单个涉

海建设项目袁其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评估数据的计

算往往采用取站位调查数据算术平均值的方法袁
而大尺度调查袁其研究范围远远超过了一级论证

要求的调查范围袁本文研究中辽东湾海域面积约

圆愿猿园园 噪皂圆袁按照一级论证的要求其调查站位数约

员缘园园 个袁而受调查经费以及人力尧物力的限制袁如
此密集站位设置的调查往往是不可能的遥 如

圆园园苑 年各类别海洋生物资源调查站位均少于 远园
个渊图 圆冤袁远远少于理论站位数袁若采用算术平均

值的方法袁则会产生较大的误差遥 空间插值方法

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袁能根据有限的站点数据

通过空间插值的方法去分析研究区域内海洋生物

资源密度分布及其变化趋势遥 目前袁空间插值法

在海洋生态学领域的应用已极为广泛袁王立华咱员猿暂

通过对海洋渔业环境因子插值方法的筛选认为袁
克里格算法渊韵运冤能更加准确的反映渔业环境要

素时空分布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袁 林琳咱员员暂 尧 张

伟咱员远暂 尧刘春洋咱员苑暂和李纯厚咱员愿暂 通过对浮游植物丰

度尧底栖生物密度的插值优化及海湾生态系统健

康评价方法构建表明克里格算法在海洋生态空间

插值分析领域具有较广泛的优越性袁其插值精度

要高于其他插值方法遥 因此袁本文选取普通克里

格插值法渊韵运冤对海洋生物资源密度数据进行空

间插值运算遥

图 源摇 圆园园苑 年游泳动物各子海域密度分布

云蚤早援 源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遭蚤燥皂葬泽泽 燥枣 灶藻噪贼燥灶 蚤灶 怨 泽怎遭泽藻贼 泽藻葬 葬则藻葬泽 燥枣蕴蚤葬燥凿燥灶早 月葬赠 蚤灶 圆园园苑
圆援 圆摇 数据标准化结果特征分析

将各年度海洋生物资源 怨 个子海域的密度均

值进行年际平均袁即可得出大尺度下 怨 个子海域

海洋生物资源密度均值遥 图 缘 为 怨 个子海域两种

尺度下海洋生物资源密度均值及加权平均后的

终结果遥 由图 缘 可以看出袁总体上两种尺度下的



第 员 期 刘修泽袁等院基于 郧陨杂 和专家评估法的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评估数据标准化方法 员园缘摇摇
计算出来的海洋生物资源密度均值在 怨 个子海域

的变化趋势相似袁但两种尺度计算的密度均值在

不同海洋生物资源中的比例因所处空间范围不同

渊所处子海域不同冤而有所差异袁如游泳动物和底

栖生物的密度均值在两种尺度下互有交叉袁而浮

游动物和鱼卵在大尺度下的密度均值普遍低于小

尺度密度均值袁仔尧稚鱼则表现为相反的结果袁即
大尺度下的密度均值高于小尺度的密度均值遥

图 缘摇 辽东湾子海域海洋生物资源密度均值分布

注院御子海域由于未收集到涉海建设项目资料袁故两种尺度及加权平均结果相同袁均为大尺度下的计算结果遥
云蚤早援 缘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葬增藻则葬早藻 凿藻灶泽蚤贼赠 燥枣 造蚤增蚤灶早 皂葬则蚤灶藻 则藻泽燥怎则糟藻 蚤灶灶蚤灶藻 泽怎遭泽藻贼 泽藻葬 葬藻则葬泽 蚤灶 蕴蚤葬燥凿燥灶早 月葬赠

摇 摇 由图 缘 可见袁两种尺度下 缘 种海洋生物资源

密度均值在 怨 个子海域的变化趋势总体上相同袁
表明两种尺度下的计算结果有较好的契合性袁均
能体现辽东湾海域范围下海洋生物资源密度的变

化趋势遥 由空间插值分析可知袁海洋生物资源分

布具有不均匀性袁即在不同空间范围所表现出的

密度值等级差异明显渊图 猿冤遥 基于海洋生物资源

分布不均匀的角度袁在不考虑人为因素渊如调查

时间尧调查方式冤的影响下袁相邻海域的涉海建设

项目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调查数据有差异是客观存

在的袁如图 源 所示袁位于游泳动物密度值变化剧烈

的区域的两个相邻涉海建设项目袁会因评价范围

的差异导致游泳动物密度均值产生较大差异遥 本

文的研究将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在辽东湾海域范

围内进行量化袁能较好的保证海洋生物资源损害

的生态补偿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遥
同时袁由图 缘 亦可知同一个子海域袁两种尺度

下的 缘 种海洋生物资源密度均值的趋势不同袁如
玉子海域袁游泳动物和浮游动物的密度均值表现

为大尺度低于小尺度袁鱼卵和仔尧稚鱼表现为大尺

度与小尺度差异较小袁而底栖生物表现为大尺度

高于小尺度遥 虽然由于两种尺度数据的来源不

同袁对这种差异难以进行定量分析袁但仍可以定性

判断差异来自于 猿 个方面院员冤两种尺度的数据在

时间序列上不完全匹配袁生物群落的时间演替对

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曰圆冤海洋生物资源数据因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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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尺度不同袁表现出的空间属性有差别袁表现在密

度均值上有差异曰猿冤人为因素渊如调查时间尧调查

方式冤对单个涉海建设项目的海洋生物资源现状

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影响遥 目前袁我国海洋生态补

偿工作尚处于起步尧探索阶段咱员怨鄄圆员暂 遥 本文将两种

尺度下的调查数据进行加权平均袁一方面减小了

人为因素产生的误差袁在辽宁省海域这个尺度下

进行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评估数据的标准化袁便于

辽宁省海洋生态补偿工作开展的科学性和公平

性曰另一方面袁也保证了海洋生态补偿工作中与之

前工作的有效接续和平稳过渡遥
猿摇 结摇 论

渊员冤本文以辽东湾海域作为实证研究区袁基
于 郧陨杂 的空间插值技术和空间分析功能袁结合专

家评估法袁对研究区进行了子海域划分袁并计算了

各子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密度均值袁实现了研究

区域大尺度渊大面调查冤数据与小尺度渊现有涉海

建设项目中海洋生物现状调查冤 数据的有机

结合遥
渊圆冤本文研究是对海洋生物资源损害评估数

据标准化的有益探索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尧实用性

和可操作性袁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袁能较好的服务

于海洋生态补偿工作遥
渊猿冤受收集的数据限制袁两种尺度的数据处

理方式未按照季节开展此项标准化曰收集的现有

涉海建设项目也未能完全覆盖辽东湾海域袁对研

究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遥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

一步加强数据的收集和质量控制袁以保证数据的

有效性和可利用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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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员源暂 蔡文贵袁贾晓平袁李纯厚援 基于 郧陨杂 的粤西海域浮游植物的

时空变化分析咱允暂 援 生态学报袁圆园园源袁圆源渊员园园冤院圆员源猿鄄圆员源愿援
咱员缘暂 林 琳袁李纯厚袁杜飞雁袁等援 基于 郧陨杂 的大亚湾海域生态环境

质量综合评价咱允暂 援 南方水产袁圆园园苑袁猿渊 缘冤 院员怨鄄圆缘援
咱员远暂 张 伟袁李纯厚袁贾晓平袁等援 底栖生物生物量空间插值方法研

究咱允暂 援 海洋通报袁圆园员园袁圆怨渊 猿冤 院 猿缘员鄄猿缘远援
咱员苑暂 刘春洋袁李轶平袁董 婧援 基于 郧陨杂 的海洋底栖生物栖息密度

空间插值方法咱允暂 援 海洋环境科学袁圆园员圆袁猿员渊猿冤院源源猿鄄源源苑援
咱员愿暂 李纯厚袁林 琳袁徐姗楠袁等援 海湾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构建

及在大 亚 湾 的 应 用 咱 允 暂 援 生 态 学 报袁 圆园员猿袁 猿猿 渊 远 冤 院
员苑怨愿鄄员愿员园援

咱员怨暂 廖一波袁寿 鹿袁曾江宁袁等援 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现状与

展望咱允暂 援 海洋开发与管理袁圆园员员袁猿院源苑鄄缘员援
咱圆园暂 郑 伟袁徐 元袁石洪华袁等援 海洋生态补偿理论及技术体系初

步构建咱允暂 援 海洋环境科学袁圆园员员袁猿园渊远冤院愿苑苑鄄愿愿园援
咱圆员暂 苗丽娟袁于永海袁索安宁袁等援 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成本

核算体系研究咱允暂 援 海洋开发与管理袁圆园员猿袁员员院远愿鄄苑缘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