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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赤潮灾害是一种海洋生态灾害,它的发生不仅会威胁爆发海域的生态环境安全,造成海洋食物链

的局部中断、破坏生态系统平衡,还可能损坏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已引起各国政府及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赤潮灾害的预测、评估和影响状况,分析了当前赤潮灾害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未来赤潮灾害研究的发展方向,以期为科学防治赤潮灾害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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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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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kind of marine ecological hazard,harmful algal blooms hazard will not only threaten the safe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outburst area,cause partial disruption of the marine food chain and destroy the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but also damage human heal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s
and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various countr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ediction,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s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hazard at home and abroad,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work,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ha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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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赤潮灾害是指因赤潮发生而造成海区生态系

统失去平衡,海洋生物资源局部遭到毁灭或破坏

的海洋生态灾害[1]。 当前,作为世界公害的赤潮

在全球许多沿海海域频繁出现,已遍及我国所有

沿海省市,导致我国成为受赤潮灾害影响严重的

国家之一。 赤潮灾害不仅会威胁爆发海域的生态

环境安全,造成海洋食物链的局部中断、破坏生态

系统平衡,还可能损坏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 因

此,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安全、保障经济健康发

展,开展赤潮灾害研究尤为必要。 不同学者从不

同角度对赤潮灾害进行了针对性研究,本文对已

有相关研究结果进行了概述,希望在综合现有认

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赤潮灾害现象,为科学防

治赤潮灾害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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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赤潮灾害的预测

1. 1摇 经验预测法预测赤潮灾害

赤潮灾害预测是基于对赤潮现有资料和背景

知识的分析,断定在未来时间点或时间段内,某种

程度的赤潮灾害是否发生,可以看作为一个二值

逻辑问题。 赤潮灾害的预测是进行有效防灾、减
灾的基础,常规方法主要包括经验预测法和模型

预测法。
经验预测法一般是对大量赤潮生消过程监测

资料进行分析处理,基于多元统计方法,如判别分

析、主成分分析等,在选择不同的预报因子的同

时,利用一定的判别模式对赤潮进行预测[2]。
赤潮爆发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结

果,诸如气象、气候因素、水动力条件、海水的物理

化学因素等都可能与赤潮形成密切相关,孤立的

考察某些因素来预测赤潮灾害往往表现出明显的

局限性,如陆斗定等[3] 在赤潮预测时仅考虑了赤

潮生物细胞密度和叶绿素 a 的量:当水中赤潮生

物的细胞密度持续上升并逐渐接近安达六郎提出

的赤潮发生的细胞浓度临界值时,可以预报赤潮

即将发生;如果叶绿素 a 的含量从常量上升到 10
mg / m3以上且有迅速增加的趋势,那么赤潮即将

发生。
1. 2摇 模型预测法预测赤潮灾害

模型预测法(数值预测法)主要根据赤潮发

生机理,通过各种物理鄄化学鄄生物耦合生态动力

学数值模型模拟赤潮发生、发展、高潮、维持和消

亡的整个过程而对赤潮进行预测[2]。
Chen 等[4]建立了基于辐射、营养盐和邻域条

件的数值和模糊元胞自动机模型预测荷兰沿海水

体的赤潮,由于网格粗糙使得元胞自动机在很大

程度上传播边界效应导致假象,需要更精细的网

格来改善元胞自动机的性能以减少假象。 Allen
等[5]基于与卫星叶绿素估计值的比较,提出西北

欧洲陆架耦合水动力生态系统模型 MRCS( the
medium resolution continental shelf)预测赤潮事件,
研究中模型和卫星数据都存在不足:模型在较高

阈值和混合层海域处预测能力不高;卫星算法不

能准确反演高富营养化区域的叶绿素浓度。
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

部分专家学者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应用于赤潮预

测。 谢中华等[6] 结合线性相关分析、秩相关分

析、Hoeffding 独立性检验、主成分分析建立人工神

经网络模型;马玉梅等[7] 将改进的三层 BP(back
propagation)神经网络模型运用于夜光藻赤潮的

预测;Velo鄄Su佗rez 等[8]结合主成分分析法与前向

人工神经网络的方法预测赤潮;胡婧[9]、钱振

松[10]分别采用改进的人工神经网络建立了烟台

四十里湾的赤潮预测模型,并构建了智能赤潮预

测系统。 以上研究普遍存在学习样本、检验样本

及指标(见表 1)比较少的问题,这会降低系统的

容错性和可适应性,因此对所建立的模型应持谨

慎态度。
表 1摇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赤潮

Tab. 1 Harmful algal blooms prediction by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model

学习样本 检验样本 指标 文献

93 3

光照、风速、气压、表层水温、pH、盐度、化学耗氧量、溶解氧、

磷酸盐浓度、硅酸盐浓度、硝酸盐浓度、时间、叶绿素、亚硝酸

盐浓度、铵盐浓度、浮游植物细胞浓度

[6]

24 4
水温、溶解氧、盐度、总氮、可溶性无机磷、浮游植物密度、夜

光藻密度
[7]

1998 ~ 2003 年 Dinophys鄄

is acuminata 细胞浓度周

数据

2004 年 Dinophysis acumina鄄

ta 细胞浓度周数据
Dinophysis acuminata 细胞浓度 [8]

37 10
水温、透明度、pH、盐度、化学耗氧量、溶解氧、磷酸盐、总氮、

叶绿素 a、浮游植物密度
[9]

47 16
水温、透明度、pH、盐度、化学耗氧量、溶解氧、磷酸盐、总氮、

叶绿素 a、浮游植物密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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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Wong 等[11鄄12]定义了水动力稳定风险因子 R
预测赤潮(公式 1);Sivapragasam 等[13] 用遗传规

划(genetic programming)建立数学模型预测香港

吐露港赤潮;Roiha 等[14] 采用芬兰气象局(FMI)
操作三维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Baleco 对波罗的海

的赤潮进行集合预测; Dippner[15] 等提出基于

HAMSOM 模型的循环模型和拉格朗日赤潮模型

的数值模型;Zhang 等[16]建立了基于窗口、集成生

态太湖模型[17]的软件(WSE)实现 3 ~ 5 d 的短期

预测。

R=4滋l2

E仔2 (1)

式中:R 为水动力稳定因子;滋 为透光层中藻

类生长率;E 为垂直扩散率;l 为透光层深度。

2摇 赤潮灾害的评估

2. 1摇 赤潮灾害风险评估

赤潮灾害评估是赤潮灾害研究的重要内容。
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评估目的,赤潮灾害评估

可概括为赤潮灾害风险评估和赤潮灾害灾情评

估等。
船舶压载水是携带和传播外来物种的重要途

径。 刘冬[18]、严志宇等[19]、许海梁等[20]、王洪

超[21]对船舶压载水引发赤潮灾害的风险进行了

研究(见表 2)。 但相关研究也存在不足,例如刘

冬、严志宇等和许海梁等确定指标权重方法为层

次分析法、专家评分法或变异系数法,层次分析法

和专家评分法属主观赋权法,不需要具备样本数

据且对一些定性的模糊指标仍可做出判断,但都

局限于专家群体的知识、经验和价值判断[22];变
异系数法是客观法赋权法的一种,当评价指标对

于评价目标来说比较模糊时采用变异系数法是比

较合适的,缺点在于对指标的具体经济意义重视

不够,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在模型方面,专家学

者构建的模型相对简单;在指标准则方面,各专家

学者采用的指标准则较为相似。

表 2摇 船舶压载水引发赤潮的风险研究

Tab. 2 Study on the risk of harmful algal bloom caused by ship爷s ballast water

文献来源 权重确定方法 模型 指标准则层

[18]
层次分析法

专家打分法
Y=1. 217X1 +0. 578X2 +0. 479X3 +0. 178X4 -10. 595

入侵可能性

定殖可能性

扩散可能性

生态危害性

[19] 专家打分法 A = 移
5

n = 1
RiQi

赤潮生物载入的可能性

赤潮生物存活的可能性

赤潮生物定殖的可能性

赤潮生物扩散的可能性

赤潮爆发的可能性

[20] 变异系数法 R = 7 装Ri

载入的可能性

存活的可能性

定殖的可能性

扩散的可能性

爆发的可能性

引入的可能性

[21] /

R1 =
C
C0

= eR伊t;R2 =1-Cij;

R3 =(S赤潮样本数 / S总预测样本数)伊100% ;

R1级 = 3 (R1 伊R2 伊R3)

引入风险

定殖风险

赤潮风险

注:表中 Y 为实测细胞数;X1为天气状况;X2为风向;X3为潮汐类型;X4为水温(刘冬)。 Ri为各指标;Qi为指标权重(严志宇等)。 Ri =移

WiRij / 移Wi 或 Ri =Max(Ri1,Ri2…Rij);R 为风险值;Ri为准则层;Rij为指标层(许海梁等)。 R1为引入风险;C 为预测藻细胞浓度值;C0为

初始藻细胞浓度值;R 为相关参数;R2为定殖风险;Cij为相似离度;R3赤潮风险;R1 级为总风险 (王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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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文世勇等从灾害学角度提出赤潮灾害风险评

估是在一定区域和给定时段内,对风险区内赤潮

爆发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失后果进行定量

分析和评估[1]。 在此基础上,文世勇等根据赤潮

藻类最大比生长速率的氮磷比耐受性模型和赤潮

形成基准细胞密度建立了氮磷比与赤潮暴发时间

的关系模型[23];提出了赤潮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

系(图 1)和赤潮灾害风险评估模型,采用层次分

析法和德尔菲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24鄄25];对渤海

湾海域无毒赤潮、有害赤潮和有毒赤潮三种赤潮

进行了实例评估[24];在实验室培养条件下,以塔

玛亚历山大藻为对象建立了基于营养盐的赤潮危

险度评估模型[26],并在 GIS 平台上实现了评估结

果的空间可视化[24鄄25,27];张晓霞[28] 借鉴文世勇等

的理论方法评估了辽宁沿海 6 市的赤潮风险;
Wang 等[29]提出了评价东海赤潮相对风险的简化

模型;Wu 等[30]对 Wang 等[29] 提出的赤潮风险模

型进行了改进,结合 GIS 技术和统计方法分析了

渤海西南部海域的赤潮事件。 图 1 为文世勇等建

立的赤潮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从致灾因子、孕
灾环境因子和承灾体因子三方面较全面地选取了

与赤潮灾害发生密切相关的因子作为评估指标;
表 3 为张晓霞建立的赤潮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

系,其以灾害发生次数和影响范围作为赤潮灾害

致灾因子指标不能反映赤潮的成因,承灾体脆弱

性指标中的男女比例、耕地比重与赤潮的脆弱性

相关性不大;由表 4 可见,目前赤潮灾害风险评估

模型较为简单。

图 1摇 赤潮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25]

Fig. 1 Index system for risk assessment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hazard

摇 摇 表 3摇 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28]

Tab. 3 Index system for risk assessment of hazard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灾害风险评估

致灾因子

危险性

承灾体

脆弱性

灾害

人员

社会

环境

发生次数

影响范围

人口密度

男女比例

沿海城市旅游人数

经济密度

耕地比重

港口数量

港航面积

渔业用海面积

娱乐用海面积

岸线长度

海洋保护区面积

摇 摇 柴勋[31] 结合组件式 GIS 平台 SuperMap Ob鄄
jects 与 C#开发语言设计与实现了赤潮灾害风险

评估系统,得出了浙江海域赤潮灾害危险度专题

图和赤潮灾害风险专题图; Orme鄄Zavaleta 等[32]

阐述了用综合方法评估蓝藻赤潮风险并提出了概

念模型,该概念模型体现了蓝藻赤潮对人类健康、
野生动物种群生存力、水生生产力与结构的风险,
为蓝藻赤潮风险评估提供了一条思路; 郭皓

等[33]根据水体中不同的赤潮生物细胞密度或

Chl a含量,用 1 ~ 10 表示赤潮的风险指数 DR并设

置四级预警,郭皓等的研究存在不足,以Chl a为
例,并不是所有的藻类体内都以 Chl a 为主且高

Chl a 浓度不一定就是赤潮;Chen 等[34] 建立了一

种结合自组织图谱和模糊信息理论的创新方法来

全面评价赤潮风险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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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赤潮灾害风险评估模型

Tab. 4 Models for risk assessment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hazard

赤潮灾害风险评估模型 文献

t =
(BL / Bo) - 1

滋0 + A 伊 exp(
- ((N / P) - (N / P) opt) 2

2 伊 滓2 )

H1 = 移
n

i = 1
aiFi;H2 = 移

n

i = 1
biMi;HH = 琢H1 + 茁H2;Hv = 移

n

i = 1
ciNi;HR = 棕Hv*HH

H = (a + b*t) -1 / c;V = 移
n

i = 1
aiVi;风险度 = 危险度 伊 易损度

[23鄄27]

H = D1H1 + D2H2;V = 移
n

i,j = 1
TijVij

Risk = f(T) 伊 f(C) 伊 f(A) 伊 f(D) / f(L);Risk = 琢 伊 T 伊 C 伊 A 伊 D / L

[28]

[29]

TH = T 伊 C 伊 A 伊 D 伊 E / L [30]

注:表中 t 为赤潮藻类在某个氮磷比下的暴发时间(d);BL 为形成赤潮时的基准细胞密度(cell / L),Bo 为 某个氮磷比下的初始细胞密度

(cell / L);滋o 为赤潮藻类的初始比生长速率(d -1);N / P 为介质中的氮磷比;(N / P)opt 为在最适赤潮藻类生长的最佳氮磷比;滓 为该赤潮

藻类的耐受度;A 为参数。 H1 为致灾因子危险度;ai 为致灾因子危险度评估中第 i个指标的权重值;Fi 为致灾因子危险度评估中第 i个指

标的标度值;H2 为孕灾环境因子危险度;bi 为孕灾环境因子危险度评估中第 i个指标的权重值;Mi 为孕灾环境因子危险度评估中第 i个指

标的标度值;HH 为赤潮灾害危险度;琢表示致灾因子在危险度评估中的权重值;茁表示孕灾环境因子在危险度评估中的权重值;Hv 为海洋

社会经济易损度;ci 为海洋社会经济易损度评估中第 i个指标的权重值;Ni 为海洋社会经济易损度中第 i个指标的标度值;HR 赤潮灾害风

险指数;棕为海洋社会经济易损度在赤潮灾害风险评估中的权重值。 H为赤潮危险度;a,b,c为参数,且 a = 1,b = 0. 012,c = 0. 1;v为承

灾体易损度;琢 为第 i个承灾体指标的权重;Vi 为第 i个单个承灾体有可能遭受赤潮灾害的破坏程度(文世勇等);H为赤潮危险度;D1、D2

为灾害发生次数、影响范围的权重;H1、H2 分别为灾害发生次数、影响范围的标准化值;Tij 为承灾体脆弱性指标组合权重;Vij 为指标标准

化值(张晓霞等);T 为毒性;C 为赤潮种的细胞密度;A 为赤潮发生的区域;D 表示赤潮事件持续的时间;L 表示从赤潮发生点到海岸线的

最短距离;f(T)、f(C)、f(A)、f(D) 和 f(L) 分别是 T、C、A、D、L的函数(Wang等);TH为赤潮威胁,E为赤潮事件是否靠近渔业或养殖设施

(若赤潮事件靠近渔业或养殖设施,E = 1;否则 E = 0. 5);T、C、A、D、L 同上(Wu 等)

2. 2摇 赤潮灾害灾情评估

灾情评估是对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经

济损失以及间接经济损失进行评估,它是进行有

效的灾害救助、灾害补偿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的重

要依据[35]。
Jin[36] 等 建 立 回 归 模 型 评 估 了 2005 年

Alexandrium fundyense 赤潮对新英格兰缅因州和

马萨诸塞州贝类渔业的直接经济影响;陈舜等[37]

认为赤潮灾害损失评估包括灾前损失预评估(定
性评估)、灾时损失评估(定量初评估) 和灾后损

失实评估 3 级,将赤潮灾害给养殖业造成的经济

损失分为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资源恢

复费用;文世勇等[38] 提出了赤潮灾害经济损失评

估指标包括海水养殖业经济损失评估指标、滨海

旅游业经济损失评估指标、赤潮灾害监测与应急

费用和赤潮灾害处置费用 4 大类。 以上研究多以

海洋养殖业的损失为主, 较少涉及其他方面的

损失。

3摇 赤潮灾害的影响

3. 1摇 赤潮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赤潮灾害的发生将改变海洋环境因素,致使

一些海洋生物不能正常生长、发育和繁殖,破坏了

原有的生态平衡。
Okey 等[39] 结合西佛罗里达州陆架生态系统

平衡营养模型 Ecopath、Ecosim 评估了浮游植物

水华的覆盖对群落系统的潜在影响;Capper 等[40]

分析了美国佛罗里达州搁浅的绿海龟与海牛组织

内是否存在多种赤潮毒素;Branch等[41] 用多元群

落 分 析 (ANOSIM,PERMANOVA,MDS,
SIMPER)、丰度和生物量分析研究了 1994 年的

“黑潮冶(prorocentrum micans,neoceratium furca,
alexandrium catenella,dinophysis acuminate) 对南

非西 海 岸 岩 石 海 岸 潮 间 带 群 落 的 影 响;
Delegrange[42] 进行了为期 45 d 的实验来测定鲈

鱼暴露于不同浓度的赤潮种柔弱伪菱形藻的脆

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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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摇 赤潮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赤潮灾害爆发期间赤潮生物分泌的赤潮毒素

将直接或间接危害到人体健康,使人类社会的医

疗费用增高。
Backer[43] 综述了佛罗里达赤潮对沿海地区

的影响:赤潮期间人们食用被污染区域的贝类会

遭受神经性贝毒、人们可能吸入短裸甲藻毒素,导
致呼吸系统疾病;赤潮的频繁暴发造成与旅游相

关的损失每年超过 2000 万美元;并造成商业性渔

业收入的损失、后期修复损失、医疗负担增加等;
Hoagland等[44] 构建了时间序列、截面回归的暴露

鄄 响应模型来检测佛罗里达州赤潮对人体健康的

影响,并估计了相关的疾病花费。

4摇 分析与展望

本文对赤潮灾害的预测、评估及影响进行了

概述,可帮助了解赤潮灾害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关

键问题,为进一步研究赤潮灾害提供参考资料。
虽然,有关学者已经对赤潮灾害作了大量研究工

作,但赤潮灾害的研究相较于其他灾害如地震、洪
水、台风等灾害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成熟之处,需
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赤潮灾害预测方面,部分学者采用简化的模

式或简单的数学模型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须综合考虑赤潮生态发育

过程和环境参量,选择恰当表征赤潮的因子做出

更准确的预测,同时为了给减灾防灾提供及时迅

速和可靠的科学信息,建立一个赤潮监测、预警和

实时预报系统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赤潮灾害评估方面,赤潮灾害风险评估尚没

有系统成熟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可供参考,导致目

前专家学者对赤潮灾害的评估仍处于摸索尝试阶

段。 因此,加强赤潮灾害形成机理的研究分析仍

是今后研究的重难点。 指标体系应在深刻剖析某

海域赤潮成因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海域选取。 采

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变异系数法和熵值法确

定指标权重,这些方法各自的缺点不可避免地会

对赤潮灾害风险结果造成影响。 因此,未来的研

究中可根据指标数据情况选择组合赋权法校正某

些方法的偏性,使各种赋权方法的优点融为一体,
综合运用和发挥最佳效应。 现有的赤潮灾害评估

模型更多依赖于人为的简单线性假定,今后的研

究可将多个模型的评估结果与实际赤潮发生情况

进行比对后选择最符合实际的评估模型。 此外,
赤潮灾害风险评估的核心要抓住有毒有害赤潮和

由其引起的中毒事件及应突出有毒有害赤潮的风

险区域和时段。 另外,应加强赤潮灾害对海洋生

态系统、 人体健康、 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损失

评估。
赤潮灾害的影响方面,重大的有毒有害赤潮

将导致资源环境破坏、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
把本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

灾害救助、抗灾和灾后恢复,这些影响都有待于今

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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