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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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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海岛保护规划是开展海岛保护与开发活动的重要依据遥 文章从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规划的

内涵尧原则及关键性步骤等方面入手袁探讨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规划的特殊性及要求袁并对其实施

的意义进行了分析曰以辽宁省海岛保护规划的编制为例进行了应用研究袁结果表明袁旅游娱乐类尧保留类尧
工业交通类尧农林牧渔类可成为辽宁省海岛开发利用的主要类型遥
关键词院海岛曰生态系统曰保护与利用规划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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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为有效保护海岛资源袁发展海岛经济袁促进海

岛生态系统健康发展袁我国于 圆园员园 年实施了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曳袁确立了海岛保护规

划制度袁并指出海岛保护规划是从事海岛保护尧利
用活动的依据遥 海岛保护规划制度作为海岛海岸

带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袁同样得到世界上多个沿

海国家的认可袁但具体的实施方式各异袁有的直接

以海岛或海岛保护区规划的方式实施袁有的则体

现于其所在海域的综合性海洋管理中遥 其中 为

知名的是澳大利亚大堡礁国家海洋公园空间规

划袁其实施目的是在保护大堡礁地区的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袁为人类活动提供一定的空间袁如渔业和

旅游业等袁同时提供一个较高保护水平的特定区

域咱员暂 曰美国佛罗里达群岛国家海洋保护区海岛保

护规划则是通过建立了海洋特别保护区体系袁提
供了 圆缘 种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海岛及海域利

用规划区袁该规划的成功实施使得其经验在美国

多个州的海岸带管理规划中得以借鉴袁如马萨诸

塞州海岸带管理规划咱圆暂 遥 虽然我国也已经开始

了海岛保护规划的编制实践袁但由于理论方法研

究还不够深入袁造成规划定位尧目标尧重点内容等

方面并不统一袁在科学性尧严肃性和可操作性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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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大打折扣遥

本文借鉴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概念袁
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规划进行探讨袁就其

编制及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及步骤进行分

析袁以期推动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袁为我国海岛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参考遥
员摇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理

论基础

摇 摇 众多的国际性及区域性的海洋生态系统评估

研究都认为世界上海洋及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生物

多样性在急剧衰减咱猿鄄缘暂 袁并指出野海洋生物多样性

的减少将加剧损害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供给能

力袁抵抗灾害能力袁污染物的消纳能力袁水质净化

能力及应对渔业过度捕捞尧气候变化的能力冶遥
过去的几十年袁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超过人类

历史时期的任何阶段咱远暂 遥 人类对资源环境的需

求量的增长加剧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袁海洋生态

系统的物质供给功能及服务功能性减弱袁呼吁人

类转变海洋科学的管理方式袁在海洋政策领域结

束任务驱动式的海洋管理模式袁由单个的部门性

的海洋管理转变为基于生态系统管理遥
当前袁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式已被广为接

受袁作为表达在陆地尧海岸带及海洋环境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性框架袁为评估生态多样性尧生态系统服

务性及评估实行后的潜在响应方面等发挥作用遥
圆园园猿 年袁东北大西洋环境保护委员会渊韵杂孕粤砸冤和
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渊匀耘蕴悦韵酝冤曾联

合发表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概念野基于

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是一种在对生态系统及其动

力性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对人类活动的综合性管

理袁其目的是确定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关键性因

素并采取相应的管制措施袁从而实现海洋生态系

统物质供给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袁维持生

态系统的完整性冶 咱苑鄄愿暂 遥 美国发布的叶基于生态系

统的海洋管理科学性联合声明曳指出袁当前解决

美国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遇到各种危机的办法

就是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模式管理海洋袁并指出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是一种考虑到包括人类在内

的整个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袁其目标是在保障生

态系统可持续的为人类提供物质及生态服务功能

的同时袁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尧恢复性及多样性遥
海岛作为海域系统的一种特殊地理形态袁其

四周被海水包围袁使得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

态环境地域小单元曰其面积狭小尧地域结构简单尧
物种来源受限尧生物多样性少袁形成了独特的生态

系统遥 这种系统因其封闭性及独立性袁造成其稳

定性差袁易受破坏袁且恢复力弱袁一旦被人类无序尧
无度的开发袁生态环境将遭到破坏且难以恢复遥
为保护海岛生态系统健康袁合理开发利用海岛资

源袁国家实行海岛保护规划制度遥 随着叶全国海

岛保护规划曳的实施袁我国当前各个层级的海岛

保护规划工作也在开展中袁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

保护规划正是应这一背景而产生遥 基于生态系统

的海岛保护规划可以被认为是对国家海洋权益和

生态安全维护尧海岛自然资源尧海岛地区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等综合调研的基础上袁对海岛

陆域及海域生态系统的空间进行分析袁针对特定

的空间尺度袁基于一定的战略目标袁建立合理的海

岛空间开发机制袁确定海岛开发利用类型袁加强海

岛利用者之间的协调统一袁对海岛区域进行战略

性的部署袁以及为达到这种部署所采取的一系列

行动或措施遥
圆摇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过程

圆援 员摇 总体框架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袁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

保护规划的总体框架一般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院
渊员冤明确目标袁有针对性的开展相关调查及

调研遥 首先要明确规划海岛的边界及规划内容组

成袁其次明确规划的性质尧特长和要求袁 后是规

划的总目标遥
渊圆冤综合分析遥 主要是在规划目标明确及相

关数据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袁对规划内容进行分

析与整理袁通过对海岛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袁分析

海岛开发利用的适宜性袁确定海岛开发利用的类

型袁对海岛的保护与开发的潜在冲突进行协调袁对
不同的相关利益者尧代际间的相关利益者等进行

协调遥 利用技术手段渊数学模型尧专家认可等冤对
规划方案进行综合评价遥

渊猿冤规划结果遥 利用上述优选结果制定出初

步的规划方案袁同时向社会公示袁召开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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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利益者的听证会袁根据评审会结果及相关

利益者的意见的进行规划内容修正袁同时报上级

主管部门审批遥
渊源冤规划实施遥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袁开展海

岛保护规划的具体落实遥
渊缘冤执行效果的监测与评估遥 采用相关的技

术手段袁开展不同类型的海岛生态环境监测袁对海

岛规划的执行效果进行监测袁对监测性指标进行

分析袁并对 终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遥
另外袁需要指出的是袁为了保证海岛保护规划

编制及实施公平性尧科学性及可行性袁相关利益者

的参与及必要的财政支持贯穿于海岛保护规划编

制及实施过程的始终遥

图 员摇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规划编制及实施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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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 圆摇 关键性内容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规划较之传统的海

岛规划的关键性内容主要体现在其目标尧原则尧步
骤及规划范围等方面袁具体内容如下院
圆援 圆援 员摇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规划目标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规划较之普通的区

域发展规划袁其目标在维护海岛生态系统健康袁保
障海岛生态服务供给及促进海岛可持续利用方面

更为突出遥 维护海岛生态系统健康就是维护海岛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曰保障海岛生态服务供给就是

保证海岛生态结构完整尧发挥海岛的生态功能袁如
物资供给尧栖息地提供等曰促进海岛可持续利用即

在实现海岛保护与开发的协调袁实现海岛的生态

化开发遥
圆援 圆援 圆摇 基于生态系统海岛保护规划的原则

依据海岛生态系统的特点袁基于生态系统的

海岛保护规划的制定过程中袁以下几个原则需重

点考虑遥
渊员冤生态良好的原则

与陆地相比袁海岛四面环海水尧面积狭小袁地
理环境独特袁岛上生态系统相对独立袁生物多样性

指数较小袁生态系统脆弱遥 规划编制应充分尊重

海岛生态系统的特殊性袁优先考虑岛体尧海岸线尧
岛滩尧植被尧淡水和周边海域等生物群落和非生物

环境的维持与维护遥 主要从维护本地物种多样

性尧维护生物栖息地的异质性尧关键性物种稳定性

等角度考虑遥
渊圆冤经济发展的原则

根据海岛的区位尧资源与环境尧保护和利用现

状尧基础设施条件等特征袁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实

际袁针对各类型尧各区域的海岛袁因地尧因岛制宜袁
提出适宜的发展指引袁形成侧重不同尧强度不同尧
方向不同尧功能不同的差异化发展格局袁实现海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遥
渊猿冤社会繁荣的原则

对于有居民海岛而言袁加强海岛各部门间尧各
行业间的统一协作袁做好相关规划与区划的协调

衔接袁共同推动所在海岛区域的同步发展曰强化海

岛及海域的开发利用袁统筹兼顾海岛尧海洋尧陆地

的开发与保护袁促进海陆共同发展袁实现海岛地区

社会繁荣遥
圆援 圆援 猿摇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关

键性步骤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的几个

关键性步骤遥
海岛功能分类遥 分类管理是海岛环境管理的

科学基础及依据袁对于规范人类开发海岛的经济

行为袁防止盲目决策和盲目开发利用海岛资源具

有重要作用咱怨暂 遥 我国目前开展的海岛保护与利

用规划多为无居民海岛规划遥 根据无居民海岛自

然属性特点袁采用三类二级的体系对无居民海岛

进行功能分类遥 功能分类体系见表 员遥
海岛开发适宜性评估遥 海岛开发的适宜性评

估是根据海岛生态环境尧资源条件与利用潜力尧经
济效益与开发需求进行开发适宜强度的划分袁充
分体现自然尧生态尧经济尧社会的空间均衡遥 在分

析的过程中袁需要将各个自然尧生态尧经济尧社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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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袁在一定的评价单元内反映出来袁并在空间上进

行归类聚集咱员园暂 遥 海岛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实现海

岛合理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袁其评价的科学性

和实践性直接影响着海岛开发的程度和远景遥
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遥 资源环境承载力

指不同尺度区域在一定时期内袁在确保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条件下袁资源环

境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总量的

能力咱员员暂 遥 承载力是衡量区域环境与经济是否协

调发展的重要标志袁通过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研究袁可定量的分析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袁
为该区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具有可操作性

的调控对策遥 如何科学尧客观地评估海岛资源环

境承载力袁是海岛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的技术支

撑遥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种群数

量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法尧资源供需平衡法尧指标体系法和系

统模型法遥
表 员摇 海岛功能分类体系咱员圆暂

栽葬遭援 员 云怎灶糟贼蚤燥灶葬造 糟造葬泽泽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泽赠泽贼藻皂 燥枣 蚤泽造葬灶凿泽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有居民海岛
特殊用途区域

优化开发区域

无居民海岛

保护类

保留类

适度利用类

领海基点所在海岛

国防用途海岛

海洋自然保护区内海岛

旅游娱乐用岛

工业交通用岛

农林牧渔业用岛

公共服务用岛

圆援 猿摇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规划的边界

海岛生态系统不仅包括海岛陆域部分袁还包

括其水下部分及其周边一定范围的海域袁但是对

其周围海域范围的界定尚未有一个标准遥 高俊国

认为海岛生态系统的海域部分包括一定范围内水

文尧气象尧生物尧化学等方面的环境状况袁以及渔

业尧旅游等方面的资源咱员猿暂 遥 张勇认为海岛生态系

统被划分为岛陆尧潮间带及近海三个子系统是比

较合理的袁其中近海子系统的范围是自潮下带向

下至陆架浅海区边缘咱员源暂 遥 另外袁根据韩国海岛保

护法中关于海岛生态系统边界的界定袁其系统外

边界为由其海岸线向海一侧扩展 员 噪皂 的范围遥
根据以上不同专家学者及国外法律中关于海岛生

态系统外边界的界定袁本研究认为海岛保护规划

中单个海岛的规划外边界可界定为由海岸线向海

一侧扩展 员 噪皂 的范围遥
猿摇 实例研究要要要辽宁省海岛保护规划

猿援 员摇 辽宁省海岛概况

辽宁省是我国 北部的沿海省袁辽宁省海岛

呈弧形分布于辽东半岛南岸的黄海北部及渤海之

辽东湾东尧西两侧的浅海陆架上渊图 圆冤遥 根据辽

宁省海岛地名普查渊圆园员圆冤统计结果袁辽宁省共有

海岛 远猿远 个袁岛陆总面积 缘园员援 缘 噪皂圆袁海岸线全长

怨圆圆援 愿缘 噪皂袁潮间带总面积 猿圆员援 愿 噪皂圆遥 无居民海

岛 缘怨圆 个袁全部为基岩岛袁大连市海岛 多遥

图 圆摇 辽宁省海岛分布

云蚤早援 圆 栽澡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蚤泽造葬灶凿泽 蚤灶 蕴蚤葬燥灶蚤灶早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
猿援 圆摇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规划目标

基于国家海洋战略部署尧海岛管理政策形势

和辽宁省海岛资源尧产业和发展的现状袁辽宁海岛

地区在规划期内 基本的目标为推进无居民海岛

合理利用袁海岛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袁海岛对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明显提高遥 在宏观目标框

架下袁海岛应实现提高管控能力袁规范无居民海岛

使用袁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等管理目标袁
同时也应实现修复受损海岛袁推动海岛新能源利

用袁渔业资源和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袁固废和废

水按规定处理和排放等基于生态系统的规划目标

渊表 圆冤袁以保证实现海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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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摇 辽宁省海岛规划目标

栽葬遭援 圆 粤蚤皂泽 枣燥则 蚤泽造葬灶凿泽 蚤灶 蕴蚤葬燥灶蚤灶早 蚤灶 贼澡藻 灶藻曾贼 员园 赠藻葬则泽
宏观目标 基于管理的目标 基于生态系统的规划目标

推进无居民海岛合理利用 特殊用途海岛保护与管控能力大幅提升遥 完成 缘园豫的生态受损海岛的整治修复遥

支持长海县海岛保护与管理示范区建设遥 渔业资源和濒危物种保护管理能力得到加强遥

完成海岛监视监测体系构建并实现业务化运行袁
清理非法用岛活动遥 对 愿园 个无居民海岛实行严格保护遥

制定辽宁省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规范袁优先安排

旅游尧渔业尧工业交通等的无居民海岛使用尧确权

和登记遥
无居民海岛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和固体废物

员园园豫按规定处理和排放遥

海岛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海岛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持续加

强袁居民生产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遥
支持和推动海岛利用风能尧太阳能和海洋能等可

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和海水取暖系统等遥

海岛防灾减灾能力显著提高遥
在遇岩等海岛新建海洋保护区曰推动觉华岛尧长
山群岛等海岛的海洋公园建设曰推动石城黑脸琵

鹭自然保护区尧大连老偏岛要玉皇顶海洋生态自

然保护区升级遥

海岛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支

撑能力明显提高

渔业增养殖尧滨海旅游尧工业尧仓储和海洋交通运

输等特色产业为主的海岛经济竞争力明显增强袁
海岛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大幅提高遥

海岛周边海域的重要渔业水域尧海洋生物资源产

卵场尧索饵场尧洄游通道得到有效保护遥

表 猿摇 辽宁省海岛适宜性评价指标

栽葬遭援 猿 粤贼贼则蚤遭怎贼藻泽 枣燥则 糟造葬泽泽蚤枣赠蚤灶早 贼澡藻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燥枣 蕴蚤葬燥灶蚤灶早 蚤泽造葬灶凿泽
准则层 因素层 指标层

资源 渔业资源 经济鱼类总类与数量尧海洋渔业尧海洋生物资源存量

矿产资源 石油尧金属储量及分布尧潮汐能尧风能尧波能和温差能情况尧资源开采与能源开发条件

港址资源 水深尧掩护条件尧岸线类型

旅游资源 自然景观尧人文景观

淡水资源 淡水资源量

空间资源 海岛面积尧离岸距离

生态 一般生态状况 植被覆盖率尧岛陆生物多样性尧邻近海洋生物多样性

保护生物 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尧濒危珍稀海洋生物和国家级保护生物

环境 环境质量 邻近海域海水环境质量尧邻近海域海洋沉积物质量

灾害摇 摇 台风与风暴潮发生频率尧雾天灾害频率与等级尧地震灾害尧地质稳定性

社会经济 规划情况 所属海洋功能区划

基础设施 登岛交通便利程度尧海岛电力条件尧已有产业基础

区位条件 岛陆区位优势尧岛群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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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援 猿摇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功能类型划分

利用基于生态系统海岛保护规划的原则尧海
岛功能分类和适宜性评价袁划分辽宁省海岛功能

类型遥 从辽宁海岛生态环境尧资源条件与利用潜

力尧经济效益与开发需求根据表 猿 的指标对辽宁

省海岛适宜性进行评价袁作为划分海岛功能类型

的依据渊图 猿冤遥
依据辽宁省海岛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及适宜

性评价分析袁结果表明袁辽宁省无居民海岛 缘怨圆
个袁特殊保护类海岛为 员远怨 个袁保留类海岛为 员圆园
个袁适度利用类海岛 猿园猿 个遥 主要的海岛分类情

况如表 源 所示院
图 猿摇 辽宁省海岛旅游功能适宜性评价图

云蚤早援 猿 栽燥怎则蚤泽皂 泽怎蚤贼葬遭蚤造蚤贼赠 藻增葬造怎葬贼蚤燥灶 燥枣 蕴蚤葬燥灶蚤灶早 蚤泽造葬灶凿泽

表 源摇 辽宁省海岛主要分类

栽葬遭援 源 栽澡藻 皂葬蚤灶造赠 糟造葬泽泽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蕴蚤葬燥灶蚤灶早 蚤泽造葬灶凿泽
主要类型 数量 主要分布区域 管理要求

保留类 员圆园 个 绥中县的西石礁和东石礁尧葫芦岛市的

石砬礁尧观台石礁尧锦州市的西锦凌岛尧
东锦凌岛尧大连市旱坨子尧泡崖大坨

子等遥

保留类海岛在规划期以保护为主袁保持生态系统稳定袁维持海岛利

用现状袁防止海岛资源遭到破坏遥 在不影响海岛生态稳定的情况

下袁可开展少量的观光旅游和渔业生产活动遥

旅游娱乐类 员远圆 个 绥中县龙门礁尧葫芦岛市磨盘山岛尧张
家山岛尧杨家山岛尧锦州市小笔架山尧小
山子礁袁盘锦市鸳鸯岛尧大连市鹿鸣岛尧
青坨子尧大连市的葫芦岛尧蛤蜊岛尧格大

坨子等遥

旅游娱乐用岛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袁要充分考虑海岛地区

的环境尧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平衡发展袁做好旅游用岛的环境管理和

资源可持续评价袁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尧有序尧科学的开发遥

工业交通类 远缘 个 绥中县的三块石礁尧葫芦岛市的黄石

岛尧大海螺山尧大连市的鲁坨子尧前大连

岛尧大黄礁尧 丹东市的丹坨子尧 歪坨

子等遥

工业交通用岛应严格控制袁尽量避免造成海岛灭失袁应通过规划设

计尧保护与补偿等措施保护海岛遥

农林牧渔类 苑园 个 绥中县大石山礁尧葫芦岛市贝贝山礁尧
元鱼礁尧大连市苏坨子尧苇连坨子尧大旱

坨子尧塞大坨子等遥

农林牧渔业用岛袁应对现有水产资源总量进行有效评估袁鼓励建立

海岛周边海域重要物种保护区袁进行关键物种的增殖放流袁控制对

受保护物种的捕捞压力袁科学制订禁捕时间及水域遥 根据生态系

统内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规律建立渔业生产结构袁利用各种营养

物质的循环关系袁建立和谐互补的生产方式遥

源摇 结摇 论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是

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在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中的应

用袁是实现海岛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关键遥
本文借鉴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的理念袁对基

于生态系统的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进行了浅析袁
探讨了其内涵尧生态性原则及关键性步骤等袁分析

了其实施的意义袁并将其在辽宁省海岛保护规划

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袁为今后开展海岛保护与利

用规划的编制实践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遥
参考文献院

咱员暂 阅粤再 允援 在燥灶蚤灶早 造藻泽泽燥灶泽 枣则燥皂 贼澡藻 郧则藻葬贼 月葬则则蚤藻则 砸藻藻枣 酝葬则蚤灶藻 孕葬则噪
咱允暂 援 韵糟藻葬灶 驭 悦燥葬泽贼葬造 酝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圆园园圆袁源缘院员猿怨鄄员缘远援

咱圆暂 哉援 杂援 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悦燥皂皂藻则糟藻援 云造燥则蚤凿葬 噪藻赠泽 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酝葬则蚤灶藻
杂葬灶糟贼怎葬则赠 阅则葬枣贼 砸藻增蚤泽藻凿 酝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孕造葬灶 咱 砸暂援 宰葬泽澡蚤灶早贼燥灶袁



猿园远摇摇 海摇 洋摇 环摇 境摇 科摇 学 第 猿源 卷

阅悦院 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韵糟藻葬灶蚤糟 葬灶凿 粤贼皂燥泽责澡藻则蚤糟 粤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燥灶袁圆园园缘援
咱猿暂 孕藻憎 韵糟藻葬灶泽 悦燥皂皂蚤泽泽蚤燥灶援 粤皂藻则蚤糟葬 鸳泽 造蚤增蚤灶早 燥糟藻葬灶泽院 糟澡葬则贼蚤灶早 葬

糟燥怎则泽藻 枣燥则 泽藻葬 糟澡葬灶早藻援 云蚤灶葬造 则藻责燥则贼 贼燥 悦燥灶早则藻泽泽 葬灶凿 贼澡藻 晕葬贼蚤燥灶
咱砸暂援 宰葬泽澡蚤灶早贼燥灶袁 阅悦院孕藻憎 韵糟藻葬灶泽 悦燥皂皂蚤泽泽蚤燥灶袁 圆园园猿援

咱源暂 哉杂 悦燥皂皂蚤泽泽蚤燥灶 燥灶 韵糟藻葬灶 孕燥造蚤糟赠援 粤灶 燥糟藻葬灶 遭造怎藻责则蚤灶贼 枣燥则 贼澡藻 圆员泽贼
糟藻灶贼怎则赠援 云蚤灶葬造 则藻责燥则贼 燥枣 贼澡藻 哉杂 悦燥皂皂蚤泽泽蚤燥灶 燥灶 燥糟藻葬灶 责燥造蚤糟赠 贼燥 贼澡藻
责则藻泽蚤凿藻灶贼 葬灶凿 糟燥灶早则藻泽泽 咱 砸暂援 宰葬泽澡蚤灶早贼燥灶袁 阅悦院 哉灶蚤贼藻凿 杂贼葬贼藻泽
悦燥皂皂蚤泽泽蚤燥灶 燥灶 韵糟藻葬灶袁 圆园园源援

咱缘暂 酝蚤造造藻灶灶蚤怎皂 耘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粤泽泽藻泽泽皂藻灶贼援 杂赠灶贼澡藻泽蚤泽 则藻责燥则贼咱酝暂援 宰葬泽澡鄄
蚤灶早贼燥灶 阅悦院 陨泽造葬灶凿 孕则藻泽泽袁 圆园园缘援

咱远 暂 宰燥则造凿 砸藻泽燥怎则糟藻泽 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藻援 酝蚤造造藻灶灶蚤怎皂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葬泽泽藻泽泽皂藻灶贼援
泽怎皂皂葬则赠 枣燥则 凿藻糟蚤泽蚤燥灶 原 皂葬噪藻则泽 咱 砸暂援 宰葬泽澡蚤灶早贼燥灶袁 阅悦院 陨泽造葬灶凿
孕则藻泽泽袁 圆园园缘援

咱苑暂 韵杂孕粤砸鄄匀耘蕴悦韵酝援 杂贼葬贼藻皂藻灶贼 燥灶 贼澡藻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葬责责则燥葬糟澡 贼燥 贼澡藻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燥枣 澡怎皂葬灶 葬糟贼蚤增蚤贼蚤藻泽援 云蚤则泽贼 躁燥蚤灶贼 皂蚤灶蚤泽贼藻则蚤葬造 皂藻藻贼蚤灶早 燥枣
贼澡藻 匀藻造泽蚤灶噪蚤 葬灶凿 韵杂孕粤砸 悦燥皂皂蚤泽泽蚤燥灶泽 渊 允酝酝冤 咱 悦暂援 月则藻皂藻灶袁
郧藻则皂葬灶赠袁 圆园园猿援

咱愿暂 陨悦耘杂 葬凿增蚤泽燥则赠 糟燥皂皂蚤贼贼藻藻 燥灶 藻糟燥泽赠泽贼藻皂泽援 砸藻责燥则贼 燥枣 贼澡藻 则藻早蚤燥灶葬造 藻鄄
糟燥泽赠泽贼藻皂 泽贼怎凿赠 早则燥怎责 枣燥则 贼澡藻 晕燥则贼澡 杂藻葬 咱 砸 暂援 阅藻灶皂葬则噪院
陨悦耘杂袁圆园园猿援

咱怨暂 廖连招援 无居民海岛保护规划编制与厦门案例研究咱 允暂 援 海洋

开发与管理袁圆园园苑渊园源冤院圆远鄄猿员援
咱员园暂 孙 伟袁陈 雯袁段学军援 郧陨杂 技术在区域土地开发适宜性分区

中的应用 原 以江苏省为例咱允暂 援 计算机应用研究袁圆园园远渊员圆冤院
圆圆园鄄圆圆猿援

咱员员暂 毛汉英袁余丹林援 区域承载力定量研究方法探讨咱 允暂 援 地球科

学进展袁圆园园员袁员远渊源冤院缘源怨鄄缘缘缘援
咱员圆暂 国家海洋局海岛管理司援 海岛管理文件汇编咱酝暂援 北京院海

洋出版社袁圆园员圆援
咱员猿暂 高俊国袁刘大海援 海岛环境管理的特殊性及其对策咱 允暂 援 海洋

环境科学袁圆园园苑袁圆远渊源冤院猿怨苑鄄源园园援
咱员源暂 张 勇袁张 令袁刘凤喜援 典型海岛生态安全体系研究咱酝暂援 北

京院科学出版社袁圆园员员援

渊上接第 圆缘源 页冤
酝灶圆 垣 呈先升高后趋于稳定遥 总体上袁在相似的暴

露浓度下袁酝灶苑 垣 在幼参中的含量尧砸粤 和 月悦云 均高

于 酝灶圆 垣 遥
参考文献院

咱员暂 牟绍敦袁李元山袁刘 岗袁等援 山东省刺参增养殖技术发展现状

咱允暂 援 海洋湖沼通报袁圆园园园袁渊圆冤院远猿鄄远缘援
咱圆暂 李成林袁宋爱环袁胡 炜袁等援 山东省刺参养殖产业现状分析与

可持续发展对策咱允暂 援 渔业科学进展袁圆园员园袁猿员渊源冤院员圆苑鄄员猿猿援
咱猿暂 蒲红宇袁周德刚袁李子龙袁等援 我国刺参工厂化养殖发展现状

与前景展望咱允暂 援 齐鲁渔业袁圆园员员袁圆愿渊苑冤院缘员鄄缘猿援
咱源暂 张晓燕援 悦怎圆 垣 袁在灶圆 垣 袁孕遭圆 垣 袁悦凿圆 垣 对刺参幼虫的毒性试验

咱允暂 援 海洋科学袁员怨怨源袁圆院怨鄄员圆援
咱缘暂 孙振兴袁陈书秀袁陈 静袁等援 四种重金属对刺参幼参的急性致

毒效应咱允暂 援 海洋通报袁圆园园苑袁圆远渊缘冤院愿园鄄愿远援
咱远暂 陈海刚袁林 钦袁蔡文贵袁等援 猿 种常见海洋贝类对重金属 匀早尧

孕遭 和 悦凿 的累积与释放特征比较咱 允暂 援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袁
圆园园愿袁圆苑渊猿冤院员员远猿鄄员员远苑援

咱苑暂 运耘晕晕陨杂匀 酝 允援 孕则葬糟贼蚤糟葬造 澡葬灶凿遭燥燥噪 燥枣 藻泽贼怎葬则蚤灶藻 葬灶凿 皂葬则蚤灶藻 责燥造造怎鄄
贼蚤燥灶咱酝暂援 月燥糟葬 砸葬贼燥灶袁云蕴院悦砸悦 孕则藻泽泽袁员怨怨苑院圆怨员鄄圆怨圆援

咱愿暂 砸粤陨晕月韵宰 孕 杂援 栽澡藻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燥枣 贼则葬糟藻 皂藻贼葬造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皂葬则蚤灶藻 蚤灶增藻则贼藻遭则葬贼藻泽 咱 悦暂 辕 辕 阅粤蕴蕴陨晕郧耘砸 砸袁 砸粤陨晕月韵宰 孕 杂袁

藻凿泽援 耘糟燥贼燥曾蚤糟燥造燥早赠 燥枣皂藻贼葬造泽 蚤灶 蚤灶增藻则贼藻遭则葬贼藻泽援 月燥糟葬 砸葬贼燥灶院蕴藻憎蚤泽袁
员怨怨猿院源鄄圆猿援

咱怨暂 温茹淑袁郑清梅袁方展强袁等援 敌百虫和高锰酸钾对草鱼鱼种

的急性毒性研究咱允暂 援 水产科学袁圆园园苑袁圆远渊苑冤院源园缘鄄源员园援
咱员园暂 李广丽袁朱春华援 五种化学消毒剂对南美白对虾的急性毒性

试验咱允暂 援 水产科技情报袁圆园园园袁圆苑渊远冤院圆源猿鄄圆源远援
咱员员暂 周永欣袁章宗涉援 水生生物毒性试验方法咱酝暂援 北京院农业出

版社袁员怨愿怨院猿源鄄猿怨援
咱员圆暂 方如康援 环境学词典咱酝暂援 北京院科学出版社袁圆园园猿院员圆苑鄄员圆愿援
咱员猿暂 陈 勇袁高 峰袁刘国山袁等援 温度尧盐度和光照周期对刺参生长

及行为的影响咱允暂 援 水产学报袁圆园园苑袁猿员渊缘冤院远愿苑鄄远怨员援
咱员源暂 酝哉砸粤阅韵 酝 粤袁灾粤在匝哉耘在 允 粤援 栽澡藻 灶燥贼蚤燥灶 燥枣 澡燥则皂藻泽蚤泽 葬灶凿 贼澡藻

凿燥泽藻 则藻泽责燥灶泽藻 贼澡藻燥则赠院粤 怎灶蚤枣蚤藻凿 葬责责则燥葬糟澡咱 允暂 援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栽澡藻燥鄄
则藻贼蚤糟葬造 月蚤燥造燥早赠袁圆园园苑袁圆源源院源愿怨鄄源怨怨援

咱员缘暂 何华敏袁黄鹤忠袁范皖苏袁等援 乌苏里拟鲿的不可逆点尧窒息

点及其对 缘 种常见渔药的敏感性研究咱 允暂 援 海洋科学袁圆园员员袁
猿缘渊源冤院圆远鄄猿圆援

咱员远暂 刘铁钢袁赵 文袁郭 凯援 刺参养殖过程中毒物的毒理及毒性研

究概况咱允暂 援 北京农业袁圆园员员袁圆员院员员鄄员猿援
咱员苑暂 赵元凤袁吴益春袁吕景才袁等援 重金属铅在刺参组织的蓄积尧

分配尧排放规律研究咱允暂 援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袁圆园园愿袁圆苑渊源冤院
员远苑苑鄄员远愿园援

咱员愿暂 丁 君袁张学辉袁丁 鸣袁等援 幼刺参不同部位对 在灶圆 垣 尧悦怎圆 垣 的

蓄积动力学研究咱允暂 援 海洋环境科学袁圆园园愿袁圆苑渊源冤院猿缘怨鄄猿远圆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