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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本研究在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生态系统调查基础上,利用国际前沿的理念—海洋健康指数(o鄄
cean health index,OHI)评价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洋的健康状态。 评价结果: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洋健康

指数的评估总分为 61. 3 分。 其中,得分最高的为清洁水域,得分 92. 5 分,其次为自然产品得分 85. 6 分。
海洋归属感和旅游休闲的得分也高于 70 分。 但食物供给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得分不足 60 分,海岸防护、碳
汇、海岸带生计与经济方面得分不足 50 分,传统渔民的捕捞机会的得分仅 39. 3 分。 上述结果说明环北部

湾中国近岸海洋健康状况整体较差,特别在食物供给、生物多样性、海岸防护等得分不足 60 分的 6 个方

面,问题较为严重,应加强管理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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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alth of Beibu gulf rim of coastal South China Sea was assessed with a scale application of the ocean health
index (OH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region ocean health scored 61. 3. Highest scoring goals included
clean waters (92. 5) and natural products (85. 6). Medium scoring goals included sense of place (78. 9) and tourism
and recreation (76. 6). However, six goals included food provision,artisanal fishing opportunities,carbon storage,
coastal protection,coastal livelihoods and economies and biodiversity scored lower than 60,which the lowest scoring
goal was artisanal fishing opportunities (39. 3).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ocean health of the overall Beibu gulf rim,
coastal South China sea was poor. In particular,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more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manage the
six goals scored lower than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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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海洋健康是海洋环境管理与生态系统管理的

目标之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 海洋健康指数建立了一套多角度、全面

评估和监测海洋健康的体系,通过对食物供给、传
统渔民的捕捞机会、自然产品、碳汇、海岸防护、海
岸带生计与经济、旅游休闲、海洋归属感、清洁水

域、生物多样性 10 个目标评估模型数据进行收集

和分析评估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1]。 每个目标

值的计算都采用 4 个维度的计算———现状、近期

发展趋势、存在压力和依据当前管理行为能够获

得的近期弹性,每一个维度都包括了生态的和社

会的数据。 2012 年 8 月,Halpern 等采用海洋健

康指数指标体系计算出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指

数得分为 60 分,全球各国海域的得分在 36 分 ~
86 分之间,中国海域得分 53 分[1]。 之后,Halpern
等[2]应用海洋健康指数对美国西海岸和巴西等

地的海洋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在我国,自 2005 年

国家海洋局印发行业标准《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健

康评价指南》以来,开展了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

价,每年以《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的形式发

布。 整体说来,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尚处

于摸索阶段,评价方法也尚不成熟。 海洋健康指

数为我国海洋环境健康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新思

路。 2013 年 6 月,国家海洋局分派多个单位参加

了由保护国际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生态学分析与综

合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海洋健康指数区域应用

培训冶。 目前,已初步完成海洋健康指数 10 个指

标的计算模型和方法在中国区域的适应性研究

工作。
北部湾东临我国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临

我国广西自治区,西临越南,南与南海相连,处华

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区
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 本论文应用改进后

适应于中国海洋健康指数的计算模型和方法的对

北部湾海洋健康指数进行评价,定量评价环北部

湾中国近岸海洋的健康水平,量化其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找出影响海洋健康的短板,从而有助于了

解目前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的生态现状及人类

生产活动对北部湾环境生态的胁迫力,为环北部

湾中国近岸海域提出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管理

决策提供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评估模型

国家海洋局和保护国际基金会签订协议,组
建了以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牵头的海洋健康指

数中国适应性评估课题组展开海洋健康指数中国

适应性研究。 本文参照由海洋健康指数中国适应

性评估课题组改进后的中国海洋健康指数(OHI鄄
China)模型[3]对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洋健康指数

进行评价。
1. 2摇 评价范围

应用海洋健康指数对北部湾中国海域的评价

范围为受人类影响活动影响较大的环北部湾中国

沿岸低潮线向海一侧 12 海里以内海域(图 1)。

图 1摇 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评价范围

Fig. 1 Assessment scope of Beibu gulf rim, coastal south
China Sea

1. 3 摇 海洋健康指数 10 个目标数据层及其数据

来源

海洋健康指数 10 个目标数据层如表 1 所示,
其数据来自于中国海洋健康指数适应性研究

项目。

2 结果与讨论

2. 1摇 北部湾两省一区海洋健康指数 10 个目标的

评估结果

摇 摇 食物供给的得分是由捕捞渔业和海水养殖的

得分共同决定的。 从表 2 可以看出,北部湾两省

一区的食物供给的得分在(27 ~ 64)分之间,其中

广东省和广西地区食物供给的得分均高于 60 分,
但海南省得分仅 27 分。 两省一区的海水养殖得

分均高于 90 分,说明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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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洋健康指数 10 个目标数据层及其数据来源

Tab. 1 Date layers and data sources of ten goals of ocean health index

目标 子目标 数据层 数据来源及说明

食物供给 捕捞渔业

海水养殖

海洋捕捞产量

捕捞渔船功率

海水养殖产量

海水养殖面积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1994-2013) [4]

传统渔民的捕捞机会 / 渔港数量 国家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中心(2014) [5]

传统渔民数量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03-2013) [4]

柴油价格 今日油价(2010-2013) [6鄄9]

人均可支配收入 各省、区统计年鉴(2009-2013) [10鄄12]

自然产品 / 资源提取率

资源提取难度

单个自然产品的收获量

单个自然产品相对于所有产品总产值

的权重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2-2014) [13]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2-2014) [14]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2-2014) [13]

碳汇 / 每种生境对碳汇的贡献率

每种生境的面积

每种生境当前条件与参考条件的比

相关文献[14鄄19]

中国目前尚无完整的海草床面积的统计数据,

有海草的区域目前基本已建立保护区,因此,

海草床的数据用珊瑚礁保护区[14] 的面积来

代替。

海岸防护 / 生境类型的面积

生境类型的状况(覆盖度)
文献 / 报告[14,18鄄23]

海岸带生计与经济 生计

经济

主要海洋产业就业数量

沿海地区涉海就业人数
北部湾地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北部湾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

北部湾地区海洋生产总值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9-2013) [14]

旅游休闲 / 区域的海岸线长度

评估区域国内旅游接待的人数

旅游竞争力指数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9-2013) [14]

通过考虑旅游景点的数量、交通便利性、接待

能力等因素,采用专家评判的方法计算得到

海洋归属感 标志性物种

人文价值区

北部湾两省一区标志性物种清单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4] 、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 IUCN) 名录[25] 、相关资料[26] 、专家

咨询

评估区域的滨海海域面积 广西壮族自治区[27]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官

方数据[28] 、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冶

规划[29]

受保护的海岸海洋面积 《中国海洋保护区》 [30]

海洋文化影响力因子 通过资料查阅半定量判断[31鄄33]

清洁水域 / 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石

油类趋势性数据

2011-2013 年夏季 7-9 月份的趋势性监测数

据,通过反距离权重法插值方法对近岸海域各

分指标进行水质插值

生物多样性 / 物种名录及权重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4]及 IUCN 名录[25]

各生境当前条件与参考条件的比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9-20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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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持续供给能力较好。 广东省由于基本无捕捞

渔业,所以捕捞渔业的得分为 0。 广西地区和海

南省的捕捞渔业均低于 30 分,说明二者实际捕捞

渔业产量超过最大可持续产量,存在过度捕捞的

情况。 北部湾两省一区的传统渔民的捕捞机会得

分普遍很低,仅在(37 ~ 41)分之间(表 2),说明环

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传统渔民捕捞的可持续性

差。 自然产品的得分在(68 ~ 100)分之间,广西

地区自然产品的得分最高为 100 分,其次为广东

省,得分 88. 8 分(表 2),意味着广西地区自然产

品的产量与历史平均值相当,广东省自然产品产

量也接近历史平均值。 近几十年来,由于城市、工
业、围填海等的发展,导致各省盐沼、红树林和海

草床的破坏程度高,面积缩减,因此北部湾两省一

区的碳汇得分普遍不高,相比之下,广西碳汇得分

略高,为 59. 6 分,广东与海南的碳汇得分则均低

于 40 分(表 2),应加强对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

各种生境的保护与修护。 北部湾两省一区海岸防

护的得分也均较低,在(37 ~ 58)分之间(表 2),说
明各生境当前状况较差。 其中广西地区海岸防护

的得分相对略高,为 57. 2 分(表 2),是由于广西

省的红树林在所有生境类型中所占比重较大,且
其防护权重最高,导致分数较高,广东与海南的海

岸防护得分则均低于 40 分(表 2)。 北部湾两省

一区的海岸带生计与经济得分差别较大,在(18
~ 95)分之间,广东省海岸带生计与经济的得分

最高,为 94. 6 分,而广西地区与海南省的得分低

于广东的得分,仅在 20 分左右(表 2)。 从海岸带

生计与经济的两个子目标来看,广西和海南的生

计和经济得分也均远低于广东生计和经济的得

分,其中广西地区与海南的经济得分均不足 10 分

(表 2),该评估结果也很好的反映了北部湾两省

一区海洋经济发展的等级序列,与其实际情况较

为吻合。 北部湾两省一区的旅游休闲得分普遍较

高,在(71 ~ 81)分之间,其中海南旅游休闲得分

最高(81 分),广东相对略低(71 分)(表 2),说明

两省一区对管辖海域的旅游资源利用较好,促进

了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洋经济的发展。 海洋归属

感子目标得分在(66 ~ 86)分之间(表 2),其中,广
西海洋归属感的得分最高,海南最低。 从海洋归

属感的两个子目标来看,北部湾广东、海南和广西

地区的标志性物种得分在(55 ~ 69)分之间,其中

海南省的标志性物种得分相对较低,应加强对海

南省海洋濒危生物的保护。 人文价值区得分的高

低与受保护海域面积的大小、管辖海域面积的大

小以及海洋文化影响力因子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北部湾两省一区的人文价值区得分普遍很高,均
在 99 分以上(表 2),其中广东省受保护的海岸海

洋面积大于管辖海域面积,因此得分为 100 分。
北部湾两省一区的清洁水域得分均较高,其中广

东和海南两省的得分均在 90 分以上,说明环北部

湾中国近岸海水的污染状况普遍较低,海水较清

洁。 北部湾两省一区的生物多样性得分均较低,
在(49 ~ 61)分之间(表 2),生物多样性又包括物

种和生境两个子目标,其中生境子目标广东、广西

和海南的得分均高于 70 分,但广东、广西和海南

的物种子目标得分均在 50 分左右(表 2),说明环

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对物种的保护力度不足。
表 2摇 北部湾两省一区海洋健康指数 10 个目标得分情况

Tab. 2 Scores of ten goals of ocean health index in Beibu gulf rim,
coastal south China Sea

序号
目标 广东 广西 海南

食物供给 63. 8 60. 8 27

1 其中
捕捞渔业 0 24. 3 13. 6

海水养殖 97. 5 100 93. 3

2 传统渔民的捕捞机会 40. 7 37. 1 40

3 自然产品 88. 8 100 68

4 碳汇 39. 4 59. 6 39. 7

5 海岸防护 37. 3 57. 2 37. 2

6

海岸带生计与经济 94. 6 18 20. 6

其中
生计 89. 1 28. 5 33. 7

经济 100 7. 5 7. 6

7 旅游休闲 71 78. 3 80. 6

8

海洋归属感 84. 1 85. 8 66. 7

其中
标志性物种 68. 2 72. 5 55. 1

人文价值区 100 99. 2 99. 4

9 清洁水域 90. 1 88. 1 99. 4

10 生物多样性 54. 7 60. 1 49. 8

其中
物种 51 53 45

生境 70 75. 7 70

2. 2摇 综合评估结果

如图 2 所示,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洋健康评

估总分为 61. 3 分。 其中,得分最高的为清洁水

域,得分 92. 5 分,说明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海水

受污染程度较低,海水清洁度优良。 自然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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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也高于 85 分(图 2),说明目前该区域从海洋

中获得的非食物性海洋资源的能力和可持续性较

好。 另外,海洋归属感和旅游休闲方面得分也较

高,均高于 75 分(图 2)。 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洋

在清洁水域、自然产品、海洋归属感和旅游休闲方

面的状况较好,建议继续保持的同时,加强对海南

濒危海洋生物的保护和非食物性海洋资源的可持

续收获。 而海岸防护、海岸带生计与经济、传统渔

民的捕捞机会、食物供给、生物多样性和碳汇 6 个

目标的得分均低于 60 分(图 2),说明环北部湾中

国近岸海域在上述 6 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严

重。 其中,传统渔民的捕捞机会的得分最低,低于

40 分(图 2),说明上述地区传统渔民的捕捞可持

续性差,应加大对渔民捕捞的管理,提高捕捞的可

持续性。 在海岸防护和碳汇方面,该区域得分也

均在 45 分左右(图 2),其中,广东和海南的海岸

防护和碳汇得分均低于 40 分(表 2),说明环北部

湾中国近岸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盐沼等生

境状况较差,应加强对该区域上述生境的保护和

修复,特别是广东和海南生境的保护和修复。 在

海岸带生计与经济方面,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

总体得分仅 44. 4 分(图 2)。 其中,广东省的得分

高于 90 分(表 2),但广西和海南的得分仅在 20
分左右(表 2),广西和海南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涉海就业

人数和海洋生产总值均远低于广东省,因而应加

大广西与海南的涉海就业人数和提高海洋生产总

值,增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在食物供给方面环北部湾中

国近岸海域总体得分也仅 50. 5 分(图 2),相比广

东与广西,海南的食物供给得分最低,食物供给的

得分由海水养殖和捕捞渔业两部分决定,环北部

湾中国近岸海水养殖普遍得分很高,均高于 90 分

(表 2),但捕捞渔业分值却很低,说明环北部湾中

国近岸海域持续供给海产品的能力强,但过度捕

捞现象严重,实际捕捞产量高于最大可持续产量,
建议加强对捕捞渔业的管理,限制捕捞产量。 环

北部湾中国海域生物多样性得分也低于 60 分(图
2),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

3摇 结摇 论

(1)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洋健康评估总分为

61. 3 分。

图 2摇 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海洋健康评估结果

Fig. 2 Ocean health accessment result of Beibu gulf
rim,coastal south China Sea

(2)环北部湾中国近岸海域在清洁水域、自
然产品、海洋归属感和旅游休闲方面的状况较好,
均在 75 分以上,建议继续保持,同时加强对海南

濒危海洋生物的保护和非食物性海洋资源的可持

续收获。
(3)在海岸防护、海岸带生计与经济、传统渔

民的捕捞机会、食物供给、生物多样性和碳汇 6 个

方面得分均低于 60 分,应加强对上述 6 个方面的

修复、管理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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