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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理论范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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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新时期我国海洋资源养护与生态环境整治修复的理论缺失问题，在分析人工生态系统

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概念，剖析了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组成结构与理论内涵，建立

了包括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方案规划、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生态工程建设和海洋人工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

在内的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构筑范式，并分析了这种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理论范式在海洋环境生态修复、

海洋牧场建设和人工海岛生态系统营造方面的应用价值，以期为新时期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生

态系统生态学理论引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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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marine artificial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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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ed to solve theoretical deficiency of marin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roposed  conception  of  marine  artificial  ecosystem  based  on
analysis  of  artificial  ecosystem  connotation.  And  then  the  structure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marine
artificial ecosystem are analyzed. The marine artificial ecosystem construction paradigms are established, which
include  marine  artificial  ecosystem  planning,  marine  artificial  ecosystem  ecolog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ng
and  marine  artificial  ecosystem  adaptive  management.  Finally,  application  of  marine  artificial  ecosystem
theoretical  paradigm  to  mar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arine  ranching  construction  and  artificial  island
ecosystem creating. We wish all above discussion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ing mode of ecosystem ecology
for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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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出现在地球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人类

就在不断地改造地球生存环境。随着人类社会

的发展进步，人类对地球生存环境的改造能力愈

发强大，能够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地球自然生态系

统的人工系统，也就是人工生态系统。最早的人

工生态系统就是农业生态系统，后来随着城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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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出现了城市生态系统 [1-2]。海洋覆盖了地

球表面 70% 以上的区域，是地表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宝

库。近一百年来，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能力越

来越强，对海洋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影响也越来越

深刻，海洋环境污染、渔业资源枯竭、近岸生态

系统退化等问题愈发凸显，海洋生态系统需要在

人类的主导下恢复和重建，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概

念应运而生。 

1   人工生态系统概念内涵

所谓人工生态系统，是指经过人类干预和改

造形成的由人类主导或控制的生态系统。人工

生态系统很早就受到生态学家的关注[3-5]。20 世

纪 80 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探讨珠江三角洲的

“桑基鱼塘”、林农间作等农业人工生态系

统 [6-7]。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环境治理人工生

态系统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 [8]。毕东海详细分

析了人工生态系统存在的社会性、易变性、综合

性、选择性等特点，提出了建立和评价人工生态

系统的三个基本原则[9]。

在系统总结国内外人工生态系统定义的基

础上，本文认为人工生态系统是人类在自然生态

系统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通过工

程措施改造和建造的以人类为核心、受人类活

动强力调控的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的特点

包括：（1）社会性，人工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经济

发展的产物，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受人类

社会的强烈干预和影响；（2）脆弱性，人工生态系

统是人类主导下的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差，

具有极高的脆弱性，容易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和干扰[10]；（3）开放性，人工生态系统本身不能自

给自足，需要系统外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

并受外部力量的调控[11]；（4）目的性，人工生态系

统主要是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为满足人类社会

经济发展的某种目的而建设。

人工生态系统由受人类主导或改造的生物

组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非生物组分

（基质、原材料和能源等）以及发挥主导与实施

改造活动的人类组成。其中，人类是人工生态系

统的主导者和调控者，是人工生态系统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维护

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平衡，人工生

态系统的生态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

的，合理的人类活动可以使人工生态系统朝着健

康稳定方向演变，不合理的人为措施将会导致人

工生态系统朝着失衡、崩溃方向演变[12]；二是生

态系统生产力，人工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是人类对

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仅决定于资

源输入的数量，还必须考虑资源的转化效率，只

有人工生态系统各组成结构合理，密切配合，形

成合理的运转体系，才能达到人工生态系统的最

大转化率[13]；三是生态系统调控，人工生态系统

调控是维持人工生态系统稳定的必要措施，只有

根据人工生态系统的问题和特点，有针对性地

制定调控措施，才能维护人工生态系统的高效

运转。 

2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理论内涵
 

2.1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概念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是基于生态系统生态学

原理，在自然海域中通过生态工程技术，构造的

以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及其生境为核心，以满足

人类社会发展某种需求（例如海洋生物资源持续

高效产出）的人工控制生态系统。海洋人工生态

系统是以人类为主导，以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为

基础，以社会资源和社会环境为背景的复杂系

统。海洋人工生态系统在狭义上指人工建设、

修复与构筑形成的海洋生态系统，在广义上指海

洋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共同组成的复合生态系

统。在海洋人工生态系统中，一方面，人类是系

统的建设者，通过物种放流、群落构造、生境营

造、环境适应等工程技术构造海洋生态系统，并

通过生态监测、适应性管理等技术信息手段控

制海洋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另一方面，人类也

处于海洋人工生态系统食物链的最顶端，是海洋

人工生态系统的最终消费者，也是海洋人工生态

系统物质流、能量流的最终归宿 [14]。自然资源

和自然环境是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构建的基本依

托，包括资源因素和环境因素，资源因素为海洋

生态系统中由食物链/食物网联系的各营养级生

物类群，它们是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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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来源；环境因素是海洋人工生态系统建设

海域具有的最基本生存环境条件，包括底质类

型、水深地形状况、水文环境等。社会环境是海

洋人工生态系统构建和维持的思想、技术、制度

等基本社会条件，包括技术环境、经济环境、法

规制度环境等。技术环境是海洋人工生态系统

建设的技术支撑来源；经济环境是海洋人工生态

系统建设的产业需求和利益诉求；法规制度环境

是海洋人工生态系统建设的制度保障。社会资

源是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构建和维持的基本资源

保障，包括资金、人力、能源等。 

2.2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基本结构

狭义的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是由若干海洋生

物关键功能群及其生境构成的。这里的海洋生

物关键功能群是指在海洋人工生态系统中，发挥

着关键生态功能的海洋生物类群，它们是由食物

链/食物网链接的各营养级生物类群。生境指海

洋生物关键功能群赖以生存、生长、繁衍的各种

生境条件。在自然海洋生态系统中，不同海洋生

物关键功能群在长期的竞争、适应、进化等生态

作用下形成各自不同的生态位。在海洋人工生

态系统中，不同海洋生物资源关键功能群利用不

同的生态位，具有不同的产卵场、孵幼场、索饵

场等生境场所。在垂直方向上，有些海洋生物关

键功能群利用海洋水体表层生态空间，有些海洋

生物关键功能群利用海洋水体底层生态空间，还

有些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利用海洋水体中层生

态空间；在水平方向上，有些海洋生物关键功能

群喜好河口咸、淡水混合区域，有些海洋生物关

键功能群喜好海湾浅水区域，有些海洋生物关键

功能群喜好深水海域。多种海洋生物关键功能

群通过各种信息流分区分层集约利用海洋人工

生态系统空间，并在人为控制下在各自的生境场

所繁殖生长，实现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稳定运行与

生物资源高效产出（图 1）。 

3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构筑范式
 

3.1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方案规划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方案规划是海洋人工生

态系统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包括海洋人工生态系

统构筑区域优选、构筑区域海洋生态系统调查

分析与研究、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的遴选、生境

营造规划及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整体设计等。

（1）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构筑区域优选。海洋

人工生态系统构筑区域应优先选取那些自然环

境优越、营养丰富、适宜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生

存与繁育的海域，这些区域一般建设成本低，建

设成效好。

（2）构筑区域海洋生态系统调查分析与研

究。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方案规划首先要由海洋

专业机构对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构筑区域的自然

海洋生态系统开展全面调查，必要时搜集本区域

相关历史海洋调查资料，全面分析构筑区域海洋

生物种类组成结构、生物量与群落结构，并剖析

海洋生物种类组成、食物链和食物网特点以及

生境条件。

（3）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遴选。海洋生物关

键功能群遴选要根据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构筑目

的，由专业人员遴选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顶级生

物种类，并进一步研究它们的食物链营养级其他

生物类群，设计具有不同生态位特点的 4~6 个海

洋生物关键功能群，作为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构筑

的目标生物类群[15]。

（4）生境营造规划。生境营造规划要根据不

同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对生境环境喜好的差异

性，由专业人员编制主要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各

类生境场所详细参数表，结合海洋人工生态系统

构筑区域的实际生境环境条件，设计主要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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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结构示意图

Fig. 1    Structure diagram of marine artificial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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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关键功能群生境营造详细方案。

（5）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整体设计。专业技术

人员在整体设计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的平面结

构、垂直结构、群落及营养结构、景观结构等基

础上，谋划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

流、信息流、技术控制过程，以及物质生产功能、

资源养护功能、生态调控功能、社会文化功能的

呈现次序与方式，编制海洋人工生态系统规划设

计方案。 

3.2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生态工程建设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生态工程建设要以海洋

人工生态系统规划设计方案为依据，采用生态工

程和系统工程方法营造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生

态工程建设主要包括关键功能群构造工程、生

境营造工程、监测评价工程、病害防御工程、风

险防范工程。

（1）关键功能群构造工程。海洋人工生态系

统关键功能群构造工程主要包括关键功能群海

洋物种的人工繁殖、幼苗培育、环境适应等生物

工程技术。一些关键功能群海洋物种目前已有

成熟的人工繁殖、幼苗培育技术；还有一些关键

功能群海洋物种的人工繁殖、幼苗培育技术不

是很成熟，需要不断地研发改进。环境适应主要

是让人工培育的生物幼苗从人工培育环境向半

人工生存环境再向自然海域生存环境逐渐适应

的过程。

（2）生境营造工程。生境营造工程主要是营

造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所需的各种生境条件。

针对不同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对各种生境的喜

好特点及相关参数，研究不同材质、不同结构、

不同规格的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生境构筑技术，

并将其置于不同位置的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空间，

作为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的不同生境场，并疏通

各个生境场之间的迁移通道，便于海洋生物在不

同生长发育阶段往来迁移。

（3）监测评价工程。监测评价工程主要是建

设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监测工程体系，包括海洋环

境监测工程，如水质、水流、水色、温盐等环境指

标远程自动监测装置；海洋生物监测工程，实现

对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顶级物种及其各级饵料

生物的生长发育、饵料供给全过程的监测、评价

与问题预警；生态过程监测工程，建立海洋生物

关键功能群索饵、育肥、产卵、育幼、越冬等生

命周期全过程的监控体系，系统评价海洋生物关

键功能群繁育状况及其生命周期各阶段对各生

境场所的利用情况。

（4）病害防御工程。病害防御工程包括病害

生态防御工程、病害生物防御工程、病害药物防

御工程等多种措施。病害生态防御工程是在生

态系统中增添患病生物的捕食者，从而快速消灭

患病生物以防止疾病传播的方法；病害生物防御

工程是通过投放病害生物疫苗等，提高海洋生物

关键功能群的病害抵抗能力；病害药物防御工程

是通过投放病害防御药物，治疗病害海洋生物。

（5）风险防范工程。海洋人工生态系统风险

来自各个方面，有台风、风暴潮等水动力摧毁风

险，极端低温、极端高温等环境损害风险，溢油、

危化品泄漏等污染风险等，需要针对各类风险损

害特点，制定针对性的海洋人工生态系统风险防

范工程。 

3.3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

适应性管理是通过对管理实践结果的不断

学习总结,并反馈到管理工作中，持续提高管理

实践技术水平的一种新型管理理论模式。适应

性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在管理实践工作中不断学

习改进，并反馈到管理实践中持续提高管理技术

水平的循环过程[16]。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是在自

然海域中营造一种新生生态系统，其演进过程具

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只有运用适应

性管理理论，通过动态监测分析评价海洋人工生

态系统演进过程，及时发现问题，学习管理经验，

及时调整管理技术措施，并反馈到管理实践工作

中，形成生态适应性管理模式，才能促进人工生

态系统的稳态演进。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的目标是不

断优化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结构，控制海洋人工生

态系统演进方向及速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生态服务功能。海洋人工生态系统适

应性管理包括管理方案制定、管理方案实施、管

理效果监测分析、管理效果评估与学习、管理技

术措施反馈及改进五个主要环节。

（1）管理方案制定。制定阶段性海洋人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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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管理目标，并根据该目标分解确定海洋人

工生态系统各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培育及其生

境营造的具体衡量标准与参数，深入剖析管理目

标与各关键功能群及其生境参数之间的响应关

系，构建海洋人工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模型与适

应性管理方案。

（2）管理方案实施。根据海洋人工生态系统

构筑方案及其构筑进展，制定管理细则，实施海

洋人工生态系统构筑全过程全天候管理，包括海

洋人工生态系统规划设计方案实施管理、海洋

生物关键功能群构造工程管理、生境营造工程

管理、系统运维工程管理以及海洋人工生态系

统综合管理。

（3）管理效果监测分析。采用水环境自动监

测设施、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水下远程监控设

施、人员潜水查看等多种手段，动态监测海洋人

工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状态参数，分析海洋人工生

态系统演进方向、速度、态势及其存在的主要

问题。

（4）管理成效评估与学习。比较分析海洋人

工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参数与阶段性目标衡量标

准之间的偏差，采用海洋人工生态系统适应性管

理模型，评估海洋人工生态系统建设实际效果，

分析阶段性构筑目标的达标程度，深入研究学习

管理实践成效及其存在问题的原因。

（5）管理技术措施改进及反馈。根据海洋人

工生态系统管理效果评估和学习结果，有针对性

地提出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管理技术改进途径和

方法，并反馈到管理方案修订工作中，改善管理

技术方案，再次实施管理工作。如此不断地监测

分析→评估学习→技术改进→管理实施循环，形

成海洋人工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模式。 

4   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理论范式应用
 

4.1    海洋生态修复

海洋生态修复是海洋国土空间践行“美丽

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蓝色海湾”“美丽

海湾”“生态岛礁”等海洋生态修复项目都是

在人类主导下的海洋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工程，

是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理论范式在自然生态系统

恢复方面的重要应用。红树林生态修复要注重

构造以红树植物群落为海洋生物关键功能群，营

造以淤泥质滩涂为生境，通过红树林人工生态系

统方案规划→生态工程实施→生态适应性管理，

构筑红树林人工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修复要

注重构造珊瑚-虫黄藻共生功能群，营造适宜珊

瑚浮浪幼虫附着生长的礁体生境，运用海洋人工

生态系统构筑范式，修复和重建珊瑚礁生态系

统。海草床生态修复要注重遴选和构造适宜的

海草植物关键功能群，营造适宜海草植物群落生

长发育的海洋生境，辅以生态适应性管理模式，

构筑海草床人工生态系统。 

4.2    海洋牧场建设

海洋牧场是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增殖、

海洋渔业产业转型升级的一种全新的海洋渔业

生产模式，被国内外海洋水产界广泛关注。海洋

牧场是在人类的主导下建设的，是以为人类提供

源源不断的优质水产蛋白为目的的海洋人工生

态系统。海洋牧场人工生态系统由若干个渔业

资源关键功能群及其对应的“三场一通道”生

境构成，具有渔业资源养护、优质水产品生产、

旅游休闲娱乐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7]。不

同区域不同主导功能的海洋牧场渔业资源关键

功能群不尽一致，它们对应的“三场一通道”生

境环境也相差甚远，必须高度重视海洋牧场人工

生态系统的差异性，不能模仿照搬。海洋牧场建

设应运用海洋人工生态系统构筑范式，包括进行

深入的海洋牧场选址生态适宜性评价研究，遴选

和构造合理的海洋渔场渔业资源关键功能群，营

造满足渔业资源关键功能群生命周期全过程的

“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以及洄游通

道，实施海洋牧场生态适应性管理等。 

4.3    海岛人工生态系统营造

人工海岛是通过填海造地建设的全新土

地。在这种全新的人工海岛上构筑以人类为主

导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需要考

虑多种复杂因素。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理论范式

对构筑海岛人工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指导价

值。人类是海岛人工生态系统的最终消费者，处

于食物链的最顶层，也是海岛人工生态系统的建

设者和维持者。人类要在海岛生态系统中生存，

需要粮食、蔬菜以及肉、奶、蛋等蛋白来源，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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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构造以人类为顶级消费者的食物链。这种

食物链落实到海岛空间形成农田、菜地、畜禽饲

养场、水塘、住所、道路等功能斑块，这些功能斑

块以不同的形状和规模镶嵌构成海岛景观格

局。同时，海岛人工生态系统需要根据人类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进行食物、淡水、环境等生态系

统运营状态动态监测和评价，并不断改进管理方

案，推动海岛景观格局的持续调整和优化，创建

海岛人工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模式。 

5   结　语

人工生态系统是生态系统生态学结合人类

社会经济发展衍生的重要应用领域，很早就受到

国内外生态学家的关注。本文将人工生态系统

理念与新时期海洋资源养护和生态环境保护需

求相结合，探索性地提出海洋人工生态系统理论

及其构筑范式，希望能为我国海洋环境生态修

复、海洋牧场建设、岛礁生态营造等海洋生态文

明战略实施提供共性理念或理论，实现以生态系

统为目标的海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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