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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角模型的烟台市海洋经济脆弱性评价

王玉梅,摇 姬元雪,摇 郑楠楠,摇 孙海燕,摇 丁俊新

(鲁东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摇 要:随着我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快速推进,海洋资源耗竭与生态环境问题频发,海洋经济脆弱性日益引

人关注。 本文基于三角模型,从压力、敏感性和应对性三个方面构建了沿海城市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指标体系,并以我国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烟台作为研究区域,对其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状态与趋势进行评

价分析。 研究表明:2004—2014 年,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状态由中脆弱度下降为低脆弱度,整体来

看,海洋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状态不断降低,而未来系统的脆弱性将以敏感性为主导;系统的脆弱性变化趋

势由早期的无序发展转向了后期的 T5(低脆弱度)方向,中后期系统脆弱性稳定有序降低,表明烟台市海

洋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已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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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marine 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
Yantai based on triangula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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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25,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our national marine development strategy,the exhaus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eco鄄environmental problems frequently occur,which ge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marine e鄄
conomy. Based on triangle model,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index system for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coastal urban
marine economic system on pressure,sensitivity and temporariness,taking the earliest coastal open city of Yantai as the
research area,the state and trend of its vulnerability of marine economic system a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tate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marine economic system in Yantai has reduced from medium vulnerability to
low vulnerability in 2004—2014. On the whole,the state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marine economic system in Yantai con鄄
tinues reducing,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future system will be leaded by sensitivity. The change of the trend of sys鄄
tem vulnerability from unordered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to T5 (low vulnerability) in the later period and the stably
and orderly decrease of the trend of system vulnerability in the middle鄄later period indicate that the marine economy in
Yantai has been developing steadily and entering a healthy development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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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沿海地区是世界上人口和经济最为密集的区

域,海洋为人类提供了大量赖以生存的商品和服

务,海洋经济在沿海地区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然而,随着海洋资源需求的日益增长,对海洋环境

造成了广泛的、有些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损害[1]。
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海洋生态系统都出现了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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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2]。 沿海城市作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是
沿海脆弱性研究的热点区域之一[3]。 在国内外

市场波动、海洋资源环境退化、自然灾害及气候变

化等多种压力的扰动下,海洋经济较易受到冲击

扰动,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海洋资源的地区和产

业,表现出显著的脆弱性特征。
1970 年脆弱性概念首先出现于自然灾害的

研究中,因此其早期概念与自然灾害中“风险冶的
概念相似,是指系统或其组分暴露于灾害等不利

影响而遭受损害的程度或可能性,常用于自然灾

害与气候变化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中[4];而社会学

领域则更侧重经济、制度、权利等人文驱动因素对

脆弱性的影响作用,认为脆弱性是社会个体或群

体承受或应对不利影响的能力[5]。 随着脆弱性

研究在灾害学、地理学,生态学、气候变化、可持续

发展、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日渐兴起,脆弱性的

概念内涵也不断丰富与发展。 目前,虽然由于学

科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的不同,在脆弱性概

念界定、要素构成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总

体发展趋势是在 “风险冶、 “敏感性冶、 “应对能

力冶、“暴露冶等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逐渐融

合成一个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等多

要素、多维度特征的综合概念体系[6]。
1999 年,联合国将“经济脆弱性冶作为度量国

家和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7],在
经济危机背景下,经济脆弱性日益引人关注[8],
并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种新视

角[9]。 经济脆弱性的概念衍生于脆弱性概念,目
前尚未达成共识。 Lino B. [10] 认为经济脆弱性是

一个经济体因经济开放而产生的外部冲击影响的

暴露(暴露是指一个系统承受扰动压力的性质和

程度);国内的多数学者则认为脆弱性是经济系

统对内外扰动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不足而使系统

易受损害的一种内在属性或状态[9],是系统的暴

露、敏感性与恢复应对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7,11]。
综上,本文认为海洋经济脆弱性是指海洋经济系

统受内部结构的制约,系统(子系统或系统组分)
对内外扰动(冲击或压力)的敏感性及应对能力,
是系统的一种内在属性。 其中,系统的内部结构

特征是系统脆弱性产生的直接、主要原因,而扰动

是系统脆弱性发生变化的驱动因素[5];敏感性是

指扰动因素作用于海洋经济系统时,系统、子系统

或其组分可能产生的状态变化及易损程度,受系

统内部结构特征与外部压力的共同影响;应对能

力是指海洋经济系统预测、应对、抵抗扰动带来的

不利影响,并从不利影响中恢复的能力。
目前国外学者侧重于自然灾害或气候变化扰

动造成的海岸带社会经济脆弱性、自然环境脆弱

性和生态脆弱性研究[12],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背

景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脆弱性越来越受到

国际社会的关注[13]。 国内海洋经济脆弱性研究

相对较为滞后,但近几年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

注,如李晓琴[14]对海洋经济脆弱性的相关研究成

果进行了梳理与评述;李博等[7] 采用集对分析法

探讨了大连市海洋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演变趋势与

影响因素;孙才志等[11]运用数据包络分析与核密

度估计模型探讨了环渤海城市海洋经济的脆弱性

演变与空间格局。 脆弱性评价是揭示经济发展

“瓶颈冶的重要手段,对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制

约因子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4]。 从近年来海洋经济脆弱性评估的研究成

果来看,主要侧重于脆弱性整体演变趋势和影响

因素的分析与评估,而较少涉及各个时段的脆弱

性状态类型与发展过程。 总体来看,国内外海洋

经济脆弱性的研究滞后于其它研究领域,研究成

果相对较少,急需从不同区域尺度、不同层次开展

脆弱性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 本文从可持续发

展视角,构建沿海城市海洋经济脆弱性评价体系,
采用三角模型对烟台市海洋经济脆弱性进行综合

测度分析,明确烟台市海洋经济脆弱性的类型与

演化趋势,旨在推动与促进城市海洋经济脆弱性

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同时为制定降低海洋经济脆

弱性的政策措施,提高海洋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

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研究区概况

烟台市地处山东省胶东半岛北部,倚渤黄两

海,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对应海域面积约 2. 6
万 km2,海岸线长达 909. 1 km,约占山东省的

27. 2% ,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为烟

台市发展海洋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全国

最早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之一,烟台市海洋产业

基础较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主要海洋产业产值

由 2004 年的 448 亿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2477. 9
亿元,年均增长 19. 77% ;占全市 GDP 的比重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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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47% 提高到 41. 28% ,海洋经济地位日益凸

显,已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冶。
尽管近年来烟台市的海洋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但海洋产业科技含量相对较低,渔业产值比

重较大,主要由资源消耗型产业带动增长,高附加

值的新兴产业少,尚属粗放型、资源消耗型经济结

构[15]。 密集的经济与人口、较为粗放的增长方式、
相对弱化的环境管制等因素,均可使海洋资源环境

所承受的压力负荷上升;而近岸海域环境污染、赤
潮、生物多样性减少、渔业资源耗竭等生态环境问

题可使海洋生态系统结构改变、功能退化、调节能

力降低,系统的敏感性加强,脆弱性趋势改变。
1. 2摇 三角模型的构建

三角模型是美国农业部(USDA)根据土壤中

砂鄄粉砂鄄粘土的比例含量来判定土壤类型时提出

的一种评价方法[16],之后该方法在经济可持续性

评价[17],土地利用可持续性评价[18]、土地生态安

全评价[19]、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20] 等方面得

到了广泛应用,最近也有学者将其应用到了判定

脆弱性类型的研究中[21]。 三角模型可以对 3 个

相互联系的方面进行可视化描述,能够很好地图

解系统的综合状态类型及发展趋势,具有直观性

和简明性[17鄄18]。 本文将三角模型应用于海洋经

济系统脆弱性评价中,并根据三角模型的特性,将
压力、敏感性和应对性指数转换为非压力指数

(NPI)、非敏感性指数 (NSI) 和非应对性指数

(NCI),再根据三者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构建三

角模型,可视化描述海洋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状态

及发展趋势。 使用“MS Word冶中的绘图功能绘制

基本的三角模型图,见图 1。
摇 摇 图 1 中三角形为等边三角形,三边坐标分别

由 NCI、NSI 和 NPI 三者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构

成,NCI 位于最高顶点,NSI 位于右下顶点,NPI 位
于左下顶点。 每个坐标轴分别沿逆时针方向从 0
到 1 被平均分成 5 个等份,代表各指数的 5 个不

同范围:非常低(0 ~ 0. 2),较低(0. 2 ~ 0. 4),中等

(0. 4 ~ 0. 6),较高(0. 6 ~ 0. 8),非常高(0. 8 ~
1. 0);三角形内又分为 5 个区域:A、B、C、D、E 分

别表示不同的脆弱性状态[14鄄15],见表 1。 在三角

图中,根据 3 边坐标指数相对比例变化,可辨识出

7 种不同的运动变化趋势,从 T1 至 T7 分别代表 7
种不同的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发展趋势[17](见图

1,表 2)。

图 1摇 人海经济系统脆弱性状态及发展趋势

Fig. 1 The vulner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hu鄄
man and marine economic system

表 1摇 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状态评价

Tab. 1 Evaluation of the vulnerability state of the marine economic system

区域
指数值范围 相对脆弱状态

NCI NPI NSI NCI NPI NSI

脆弱性

状态

A 0. 8 ~ 1. 0 0 ~ 0. 2 0 ~ 0. 2 非常高 非常低 非常低 高脆弱度

B 0. 6 ~ 0. 8 0 ~ 0. 4 0 ~ 0. 4 较高 非常低 ~ 较低摇 非常低 ~ 较低摇 较高脆弱度

C 0. 4 ~ 0. 6 0 ~ 0. 6 0 ~ 0. 6 中等 非常低 ~ 中等摇 非常低 ~ 中等摇 中等脆弱度

D 0. 2 ~ 0. 4 0 ~ 0. 8 0 ~ 0. 8 较低 非常低 ~ 较高摇 非常低 ~ 较高摇 较低脆弱度

E 摇 0 ~ 0. 2 0 ~ 1. 0 0 ~ 1. 0 非常低 非常低 ~ 非常高 非常低 ~ 非常高 低脆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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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相对趋势评价

Tab. 2 Evaluation of relative trend of vulnerability of marine

economic system

趋势 变化范围
指数变化相对方向

NCI NPI NSI
相对脆弱趋势

T1 0毅 ~ 60毅 尹 引 尹 中等脆弱

T2 60毅 ~ 120毅 尹 引 引 较高脆弱

T3 120毅 ~ 180毅 尹 尹 引 中等脆弱

T4 180毅 ~ 240毅 引 尹 引 较低脆弱

T5 240毅 ~ 300毅 引 尹 尹 低度脆弱

T6 300毅 ~ 360毅 引 引 尹 较低脆弱

T7 无变化 - - - 原始状态

注:“尹冶表示数值增加;“尹冶表示数值降低;“-冶表示数值不变

1. 3摇 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海洋经济脆弱性问题是海陆相互作用、“自
然鄄社会鄄经济冶多因素、多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根据海洋经济脆弱性定义,其关键构成要素包括

系统受到的内外扰动压力及系统的敏感性和应对

能力三个方面。 因此,本文以烟台市为研究对象,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扰动压力、敏感性和应对

性三个准则层,选取与之对应的 27 个指标,构建

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3)。
(1)压力指标:反映当前的社会经济水平条

件下人类活动有意或无意施加于海洋经济系统的

扰动冲击与压力,是海洋经济脆弱性的人为驱动

因素。 P1 ~ P4 指标衡量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能力,指标数值越大,表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

调节能力越强,长远来看可减轻经济发展对海洋

自然资源子系统的潜在压力(如海水养殖面积及

产量增加,即可适当减缓对海洋捕捞产量的需求,
从而避免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与损害),为
负向指标;P5 指标衡量人口增长给社会经济与海

洋资源环境带来的综合压力;P6 ~ P7 指标衡量海

洋经济发展对区域水资源与能源需求压力;P8 ~
P9 指标主要反映产业污染排放对海洋生态环境

的压力。
(2)敏感性指标:反映海洋经济系统遭受贸

易冲击、人口集聚、环境规制等各种常规与突发扰

动压力时,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各要素及其相互

关系的可能变化与易损性。 S1 指标衡量海洋产

业结构,反映海洋经济增长对渔业资源的依赖程

度;S2 指标衡量海洋经济地位,S3 ~ S4 指标衡量

海洋经济的发展潜力,S5 ~ S6 指标衡量海洋经济

发展的资源基础状况,这四个指标均为负向指标,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海洋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制

约特征;S7 ~ S9 指标衡量海洋经济对国际市场的

依赖程度,指标值越大表明越易受国际市场波动

的影响,敏感性越高。
(3)应对性指标:一方面反映海洋经济系统

的自我管理与建设能力,另一方面反映海洋经济

系统在内部结构变化与外部环境冲击下的抗干扰

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 C1 ~ C4 指标衡量海洋经

济与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与发展能力,反映海洋

经济系统应对扰动压力的经济保障能力;C5 ~ C9
指标衡量海洋社会经济系统通过科技资金投入、
生产技术革新、环境管制应对扰动压力不利影响

的能力。

表 3摇 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 3 Index system for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marine economic system in Yantai

准则层 指标层 / 指标属性 熵权法 变异系数 标准离差法 CRITIC 法 综合权重

压力 P1 海水养殖面积(万 hm2) / - 0. 0137 0. 0528 0. 0893 0. 0894 0. 0613

P2 沿海规模以上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数(个) / - 0. 0873 0. 1422 0. 1646 0. 1468 0. 1352

P3 海水产品产量(万 t) / - 0. 0011 0. 0131 0. 033 0. 0304 0. 0194

P4 海盐产量(万 t) / - 0. 7288 0. 4722 0. 2529 0. 238 0. 4230

P5 人口密度(人·km-2) / + 0. 0003 0. 0012 0. 0023 0. 004 0. 0019

P6 万元海洋工业产值取水量(m3 / 万元) / + 0. 1359 0. 1799 0. 1985 0. 1502 0. 1661

P7 万元海洋 GDP 能耗(t 标准煤 / 万元) / + 0. 0161 0. 0578 0. 1003 0. 0853 0. 0649

P8 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入海量(万 t) / + 0. 0053 0. 0326 0. 0803 0. 0668 0. 0462

P9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 t) / + 0. 0114 0. 0483 0. 0788 0. 1891 0. 0819

敏感性 S1 渔业产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 / + 0. 2301 0. 2010 0. 2168 0. 1695 0.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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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层 指标层 / 指标属性 熵权法 变异系数 标准离差法 CRITIC 法 综合权重

S2 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 ) / - 0. 0275 0. 0728 0. 0893 0. 0705 0. 0650

S3 海洋经济增长率(% ) / - 0. 0242 0. 0704 0. 0835 0. 0789 0. 0642

S4 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率(% ) / - 0. 5316 0. 3254 0. 2337 0. 2060 0. 3242

S5 人均海岸线长度(m) / - 0. 0006 0. 0017 0. 0026 0. 0032 0. 0020

S6 人均滩涂面积(亩 / 人) / - 0. 0007 0. 0017 0. 0026 0. 0018 0. 0017

S7 货物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 / + 0. 0504 0. 1003 0. 1201 0. 0836 0. 0886

S8 外贸依存度 (% ) / + 0. 0436 0. 0936 0. 1132 0. 1049 0. 0888

S9 旅游外汇收入占滨海旅游总收入比重(% ) / + 0. 0910 0. 1330 0. 1382 0. 2816 0. 1609

应对能力 C1 海岸线经济密度(亿元 / km) / + 0. 2500 0. 2179 0. 1812 0. 1691 0. 2046

C2 人均海洋生产总值(元 / 人) / + 0. 2484 0. 2172 0. 1808 0. 1693 0. 2039

C3 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万 t) / + 0. 2780 0. 2185 0. 1893 0. 1783 0. 2160

C4 渔民人均纯收入(万元) / + 0. 0467 0. 0926 0. 1197 0. 0955 0. 0886

C5 单位面积海水养殖产量(t·hm-2) / + 0. 0085 0. 0393 0. 0538 0. 1188 0. 0551

C6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 + 0. 0006 0. 0064 0. 0106 0. 0089 0. 0066

C7 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用水率(% ) / + 0. 0065 0. 0334 0. 0581 0. 0486 0. 0366

C8 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 / + 0. 0016 0. 0150 0. 0267 0. 0584 0. 0254

C9 R&D 科学事业支出占海洋产值比重(% ) / + 0. 1596 0. 1599 0. 1797 0. 1532 0. 1631

1. 4摇 数据来源于标准化处理

本文构建的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

系共选取了 27 个指标,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主要

来源于 2005—2015 年的《烟台统计年鉴》、《烟台

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中国交通统计年

鉴》等,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海岸线经济密

度、人均海岸线长度等部分指标是由年鉴原始数

据计算所得。
采用“线性比例变换法冶对指标原始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标准化数据 =指标原始数据 / max(指标原始

数据),正向指标

标准化数据 =指标原始数据 / min(指标原始

数据),负向指标

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指标值均处于 0 ~ 1 之

间,最优值为 1,最劣值为 0。
1. 5摇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评价指标权重的赋值

是一项基本而重要的工作。 为了保证指标权重赋

值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本文采用综合客观赋权法。
首先,选取目前经济统计分析中较为常用的熵值

法、变异系数法、标准离差法和 CRITIC 法四种客

观赋权方法,分别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值,然后再

计算这四种权重的平均值,作为综合客观权重系

数(表 3), 其中移
9

Pi = 1
WPi = 1,移

9

Si = 1
WSi = 1,移

9

Ci = 1
WCi =

1, 式中:WPi、WSi、WCi分别是压力、敏感性和应对

性指标的综合权重。
1. 6摇 评价指数计算

(1)评价指标综合指数的计算摇 采用加权型

多因子指数法计算 2004 ~ 2014 年烟台市海洋经

济系统的压力指数(PI)、敏感性指数(SI)和应对

性指数(CI),计算公式为:

PI j = 移
9

Pi = 1
P忆ijWPi (1)

SI j = 移
9

Si = 1
S忆ijWSi (2)

CI j = 移
9

Ci = 1
C忆ijWCi (3)

式中:P忆j、S忆ij、C忆ij分别是压力指标、敏感性指

标和应对性指标的标准化值。
(2)三角模型三边坐标指数的计算摇 一般三

角模型的特点是三边坐标的比例关系此消彼涨,
用于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的压力、敏感性和

应对性指数基本符合三角模型的特性,即若系统

的应对性指数提高,则压力和敏感性指数中的一

个或两个同时会相应降低,系统的脆弱性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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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而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则相应增强,因此可将

脆弱性与可持续发展看成是海洋经济系统发展的

正反两个方向。 综上,为使海洋经济系统各年的

脆弱性状态分布与三角模型的基本图形特征相

符,故将压力指数、敏感性指数和应对性指数转换

为非压力指数、非敏感性指数和非应对性指数,
再根据三个指数间的相对比例关系绘制三角

模型。
海洋经济系统的非压力指数和压力指数是一

对相对的概念,因此存在 NPI j = 1-PI j;其它两个

指数亦然,即 NSI j = 1-SI j,NCI j = 1-CI j;指数转换

之后,NCI 值越大,NSI 和 NPI 值越小,则海洋经

济系统的脆弱性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2摇 评价结果及分析

2. 1摇 烟台市海洋经济脆弱性评价指数分析

根据公式(1)、(2)和(3)计算 2004—2014 年

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的压力、敏感性和应对性指

数,并绘制各脆弱性指数的变化趋势图,见图 2。

图 2摇 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变化趋势

Fig. 2 Trend map of vulnerability index of marine e鄄
conomic system in Yantai

由图 2 可以看出,2005 年之后压力指数呈逐

年下降趋势,其中 2005—2006 年下降幅度最大,
由 0. 8911 下降到 0. 4632,降低了 48% ;2006 年之

后进入缓慢下降阶段。 对压力指数变化贡献较大

的影响因素包括海水养殖面积、沿海规模以上港

口生产用码头泊位数、海盐产量、万元海洋工业产

值取水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 其中海水养殖面积

与产量持续增长,弥补了海洋捕捞产量的下降,从
而缓解了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与衰竭压力;
沿海规模以上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数由 2004 年

的 34 个增加到 2014 年的 88 个,且码头泊位大型

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港口业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了临港工业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海洋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缓综

合发展压力;单位产值的水耗强度与能耗强度逐

年降低,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入海量呈波动下降趋

势,表明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资源环

境压力减缓。 总体来看,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所

承受的整体压力呈不断下降趋势,向利好方向

发展。
敏感性指数 2008—2009 年起伏较大,最大值

出现在 2008 年,达到了 0. 82;其它年份略有波

动,但变化不大。 对敏感性指数变化贡献较大的

影响因素包括渔业产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
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率、外贸依存度和旅游外汇

收入占滨海旅游总收入的比重。 研究期间内,渔
业产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速度较快,表
明对渔业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海洋产业结

构日趋合理,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系统的敏感性;作
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烟台市

的海洋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2004—2008
年,外贸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趋势,2008 年达到了

71. 36% ,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均在 50% 以

上,因此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2008 年的世

界经济危机给烟台市的海洋经济造成了较大程度

的冲击,2010 年之后才逐渐恢复到原来的敏感水

平。 由此可见,烟台市今后需不断地挖掘自身优

势条件,调整对外贸易状况和结构,稳定对外贸易

依存度,从而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对烟台市海洋经

济可能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应对性指数大体呈直线上升趋势,且上升幅

度较大,由 2004 年的 0. 2796 上升到了 2014 年的

0. 9519,10 a 间增长了 240% 。 应对能力的提升

主要得益于烟台市海洋经济总体实力的快速增长

及科技投入的显著增加,其中海岸线经济密度指

标由 2004 年的 0. 4928 亿元 / km 提高到 2014 年

的 2. 7257 亿元 / km,翻了 5. 5 倍多;人均海洋生产

总值由 2004 年的 6926. 19 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37922. 59 元,翻了近 5. 5 倍;R&D 科学事业支出

占海洋产值比重由 2004 年的 1. 58%增加到 2014
年的 6. 82% ,翻了 4. 2 倍,加之资源利用效率和

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共同推动了应对能力的持

续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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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烟台市海洋经济脆弱性状态与趋势分析

2. 2. 1摇 烟台市海洋经济脆弱性三角模型绘制

将脆弱性指数转换为三角模型的三边坐标指

数 NPI、NSI 和 NCI,并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三者

的比例关系,结果见表 4。

表 4摇 烟台市海洋经济脆弱性状态评价三角模型三边坐标值

Tab. 4 Three side coordinate values of the triangular model in the evaluation of the vulnerability state of the marine economic system in Yantai

指数比例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NPI 0. 18 0. 1 0. 36 0. 41 0. 49 0. 49 0. 47 0. 49 0. 54 0. 59 0. 62

NSI 0. 23 0. 31 0. 22 0. 25 0. 15 0. 18 0. 26 0. 29 0. 3 0. 29 0. 33

NCI 0. 59 0. 59 0. 42 0. 35 0. 36 0. 33 0. 27 0. 22 0. 16 0. 12 0. 05

摇 摇 根据表 4 运用 MS word 的绘图功能绘制烟台

市 2004—2014 年的海洋经济脆弱性状态与趋势

图(见图 3)。 根据三角图形中数据点的分布区域

和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可以对海洋经济系统

的脆弱性状态及发展趋势进行判定和分析。

图 3 摇 烟台市人海经济系统相对脆弱性状态与发展

趋势

Fig. 3 The relative vulner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human and marine economic system in Yantai

2. 2. 2摇 烟台市海洋经济脆弱性状态分析

根据图 3,可将 2004—2014 年烟台市海洋经

济脆弱性状态划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处于 C (中脆弱度) 区域, 包括

2004、2005 和 2006 三年。 结合表 4 可知,2004—
2005 年,NCI 的相对比例在 0. 4 ~ 0. 6 之间,属于

中等范围;NPI 的相对比例在 0. 1 ~ 0. 4 之间,属
于非常低 ~较低的范围;NSI 的相对比例在 0. 2 ~
0. 4 之间,属于较低范围。 说明这一时期的海洋

经济系统脆弱性主要是由于应对能力一般兼发展

压力较大造成的,属于压力主导型的中等脆弱度。
2004—2006 年,烟台市海洋产业产值年均增长速

度均在 20% 以上,海洋资源的开发强度较大,而
资源环境效率有待提高,因此发展压力较大;同
时,海洋经济总体实力偏弱、环境规划与管理政策

执行不到位、海洋科技投入不足等因素导致海洋

经济系统的整体应对能力一般。
第二阶段处于 D(较低脆弱度)区域,包括

2007—2011 年。 这一时期,NCI 的相对比例总体

上逐年下降,说明海洋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不断

提升。 2008 年后,NPI 比例基本未变,一直保持

在中等范围的中心区域,说明相对压力得到了有

效控制;受 2008 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NSI 比

例在 2008—2009 年突然降低到 0. 1 ~ 0. 2,进入了

非常低的范围,之后又回升到较低范围。 总体来

看,这一时段烟台市的海洋经济脆弱性状态属于

敏感性为主导的较低脆弱度。 究其原因,一方面,
政府大力推动海洋蓝色经济发展,科技研发投入

快速增加,使海洋经济产值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不

断调整,海洋经济的总体实力得到快速提升;另一

方面,进入“十一五冶后,政府的环境管制日益加

强,提出了明确的节能降耗与减排目标,资源节约

与环境保护成效日益显现,因此,海洋经济系统的

应对能力提升明显,而所受压力未与经济增长同

步上升,但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依然较大。
第三阶段处于 E (低脆弱度) 区域, 包括

2012—2014 年。 这一时段,NCI 的相对比例逐年

下降,进入非常低的范围,说明海洋经济系统应对

能力继续提升;NPI 的相对比例逐年增长,由中等

上升到较高范围,表明系统的相对发展压力呈现

出下降趋势;NSI 的相对比例有所提高,但依然在

较低范围。 总体来看,海洋经济脆弱性状态进入

了敏感性为主导的低脆弱度区域。 进入“十二

五冶以来,烟台市的海洋经济继续保持了良好的

发展态势,海洋经济产值持续增长,2014 年又恢

复到了 20% 以上的年均增长率。 而随着全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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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形势日益严峻,政府的环境管制措施进一

步加强,执行效率上升,节能、降耗和减排效果显

著,多重利好因素的耦合叠加促使烟台市海洋经

济系统的脆弱性日益降低。
2. 2. 3摇 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趋势分析

从整体发展态势来看,2004—2014 年,烟台

市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状态已从中等脆弱度降低

为低脆弱度(图 3)。 三边指数均向利好方向发

展,NCI 比例由 0. 59 降为 0. 05,表明系统的应对

能力由一般提升到了非常高的水平,NPI 比例由

0. 18 增长为 0. 62,表明系统所受压力由非常高降

到了较低水平;NSI 比例由 0. 23 增长为 0. 33,表
明虽然系统的敏感性依然较高,但随着系统所受

压力的降低和应对性的显著提高,系统的相对敏

感性表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
具体来看,可将烟台市 11 年来的海洋经济脆

弱性变化趋势划分为 3 个阶段(图 3)。 结合图 1、
表 2 及表 4 可以看出,第一阶段,2004—2008 年,
呈无序发展态势,4 年间烟台市海洋经济脆弱性

分别经历了 T1(中脆弱度)、T4(较低脆弱度)、T5

(低脆弱度)和 T3(中脆弱度)四种发展趋势;这一

时期海洋经济快速粗放增长,渔业产值占海洋生

产总值的比重高达 50% 以上,过度捕捞致使渔业

资源日益衰竭,海洋捕捞产量逐年下降,加之近岸

海域的环境污染与赤潮灾害,发展压力大而应对

能力不足造成脆弱性演变方向不明确。
第二阶段,2008—2011 年,海洋经济脆弱性

变化趋势介于 T6(较低脆弱度)和 T5(低脆弱度)
的临界状态,记为 T(6寅5),NPI 比例大体上没有

变化,而 NCI 比例和 NSI 比例的变化分别为逐年

增大和逐年减小,表明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的脆

弱性呈现有序降低趋势,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

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日益协调,系统进入有序稳

定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2011—2014 年,呈现 T5 (低脆弱

度)演变趋势,NCI、NPI 和 NSI 比例变化分别为减

小、增大、增大, 表明烟台市海洋经济持续向好发

展,已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2011 年,国务院正式

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人与自

然和谐的蓝色经济区成为新的发展目标,烟台市

作为山东省重要的沿海城市,海洋开发进入了一

个新时期。

3摇 结摇 论

(1)2004—2014 年,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的

压力指数大体呈下降趋势,表明系统所承受的整

体压力不断下降;海水养殖面积及产量的持续增

长、港口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发展、产业能耗与

水耗的的逐年降低是压力下降的主要贡献因素。
敏感性指数 2008—2009 年起伏较大,其它年份略

有波动,但变化不大;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外贸

依存度高,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是敏感性指数

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渔业产值比重下降,产业

结构优化调整是敏感性降低的主要因素。 应对性

指数呈快速上升趋势,表明系统的应对能力迅速

提高;烟台市海洋经济总体实力的快速增长、科技

投入的显著增加及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

的提高共同推动了应对能力的快速上升。
(2)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先后经历了

压力主导型中脆弱度、敏感性主导型较低脆弱度

和敏感性主导型低脆弱度三个发展阶段;整体来

看,海洋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状态不断降低,而未来

系统的脆弱性将以敏感性为主导。 因此,减缓海

洋经济系统的发展压力并不断提升其应对能力是

近期降低系统脆弱性的重要途径;而降低系统的

敏感性则是未来工作的重心。
(3)烟台市海洋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变化趋势

由早期的无序发展,经历了中期的 T(6寅5)(“较
低鄄低冶脆弱度临界状态)趋势,转向了后期的 T5

(低脆弱度)方向,中后期系统脆弱性趋势的稳定

有序降低,表明烟台市海洋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已
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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