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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海洋强国战略下，海岛地区作为海洋开发的前沿阵地，其发展潜力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同时，准确评价海岛发展潜力有助于推动海岛深度发展。因此，本文建立海岛发展潜

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障碍因子计算与识别方法，以此识别阻碍海岛发展潜力提升的主要因素。本研

究选取七个海岛为例，计算 2010 年至 2017 年的发展潜力以及各子系统的合计障碍度，识别主要障碍因

子，并深入分析其障碍度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发展潜力出现下降的长岛、岱山和嵊泗需要特别注意海

域水质达标率、新能源应用前景和海岛居民财产易损性这三个方面，需要着力改善海岛自然环境条件，

制定有效政策措施，以期提升其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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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hina's  maritime  power  strategy,the  island  area  is  the  frontier  of  marine
developmen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the  chang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Meanwhile,an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islands will help promote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islands. Therefor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islands.  The  paper  constructs  obstacle  factor
calcu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main  factors  hinder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islands.  This  research  selects  seven  examples  to  calculate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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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and the  total  obstacle  degree  of  each subsystem from 2010 to  2017.  Identify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and  analyze  the  trend  of  the  obstacle  degre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angdao,  Daishan  and
Shengsi,which  have  declining  development  potential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island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improving  the  water  quality
compliance  rate  of  the  sea,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new  energy  and  reduc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island  residents ’  property.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improv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islands  and  formulate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enhance  their  development
potential.

Key words: isl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TOPSI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bstacle degree

 

我国属于海洋大国，海岛资源极其丰富，共

有海岛 1.1万多个[1]，面积大于 500 m2 的海岛有

6961个[2]，其中无居民海岛为 6528个，占总数的

94%[3]。海岛处于海洋、陆地和大气生物圈相互

作用的过渡带，边际效应明显，岛屿生态环境的

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都很弱 [4]。海岛地区需根

据其发展潜力，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保持适度

的开发强度，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在对海

岛发展潜力进行对比评价的基础上，识别主要障

碍因子，以制定对策措施，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尽管国内外针对海岛潜力评价的研究成果

较少，但仍为本文奠定了相关基础。国内的研究

聚焦于海岛开发，特别是旅游开发潜力评价领

域：李泽[5] 制定了海岛县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

指标体系；席小慧等[6] 构建了海岛开发潜力评价

模型，并评价了辽宁省 18个村级海岛的开发潜力；

赵东洋等[7] 对 17个整治修复海岛开展开发潜力评

价，并得出开发潜力均有不同幅度提升的结论；

单科等[8] 构建海岛深层地下淡水开发潜力评价

模型的研究表明嵊泗深层淡水资源开发潜力较大。

国外研究文献则侧重于海岛可持续发展潜

力评价方面：Balaguer和 Cantavella[9] 利用库兹涅

茨曲线对西班牙海岛进行评价；Ben[10] 等探究可

再生能源利用率与海岛发展潜力的关系；ARBULÚ
等[11] 选取多个不同的环境指标和经济社会发展

指标，评价海岛可持续发展潜力；BÖLÜK和

MERT[12] 利用生态可持续模型评价海岛发展潜

力；KONDYLI[13] 构建北爱琴海周边岛屿的可持

续发展指标体系进行评估；Boulous等[14] 则依据

海岛发展潜力与港口的关系，建立了港口可持续

连通性模型，并经过实例分析提出建议；Geenier
等[15] 从经济、制度、教育和公共参与等方面评价

海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潜力。

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

面的问题：（1）缺乏在较大范围内对海岛整体综

合发展潜力的对比研究；（2）缺乏对主要障碍因

子的识别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赋权与评价方法 

1.1.1    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赋权方法

本文采取德尔菲法（Delphi）与层次分析法

（AN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相结合的方法对

评价指标进行赋权 [16-19]。将两种方法结合进行

赋权，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专家的丰富经验进行定

性分析，还可以根据层次分析法进行定量评估，

做到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1.1.2    TOPSIS方法

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即根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

度进行排序，在现有对象中进行相对优劣程度的

一种评价方法[20]。 

1.1.3    障碍因子计算与识别方法

本文通过测算研究时间内实例海岛的指标

层因子的障碍度，识别主要障碍指标。因此，引

入了“因子贡献度 F”“指标偏离度 I”和“因

子障碍度 O”这三类指标[21]。

（1）因子贡献度

其公式为：

F j = R j×W j （1）

R j

W j W j

式中： 表示第 j项指标在所属准则层对应

的权重，即 与所属准则层权重的比值； 表示

第 j项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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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偏离度

Ii, j = 1−X̄i, j （2）

Ii, j

Xi, j

X̄i, j

式中： 为第 j项指标在第 i年的偏离度；

表示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年的第 j项指标对

应的数据；而 表示其标准化值。

（3）因子障碍度

oi, j = F j× Ii, j/

m∑
j=1

Fi, j× Ii, j×100% （3）

Oi, j =

m∑
j=1

oi, j （4）

oi, j

Oi, j

式中： 表示第 i年第 j项指标对海岛发展

的影响程度；m表示指标项数目； 是各个子系

统障碍度。 

1.2    海岛综合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2.1    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本研究基于资源环境视角，构建了海岛县

（区）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一个中

心”和“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将

“海岛县（区）承载人类活动的发展潜力”作为

评价的中心。“三个基本点”是指评价指标涵

盖了资源供给、自然环境、灾害影响三个方面，

将资源、生态与灾害相结合，对其发展潜力进行

综合评价。

我国海岛发展可能面临诸多的问题，如大

雾、强风、风暴潮、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都会对

其发展潜力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借鉴国内外

的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调查和专家意见，通过分

析海岛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现状构建评价结构图

（见图 1）和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1.2.2    指标体系的结构及数据来源

A Ax = λx(x , 0)

λ x

本研究制定了《海岛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调查问卷》，问卷分为制定具体评价指标和确定

指标权重值两个部分，共发放 50份调查问卷，通

过回收、整理、统计与计算，确定了评价体系（表 1）。
同时，根据调查问卷的反馈结果计算指标权重：

首先，收集汇总指标因子重要性两两比较（1~
9标度法）的数据；然后，根据两两比较结果构造

判断矩阵 ，由 得判断矩阵特征值

及特征向量 ，经过归一化处理，得权重向量；最

后，对权重向量进行一致性检验，经沟通、调整

后的权重向量 CR均小于 0.1，通过一致性检验。 

2   结果与讨论
 

2.1    实例选取

本文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实例海岛的

代表性和对比评价的客观性，由南至北选取了辽

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山东省烟台市长岛海洋生

态文明综合试验区、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和岱

山区、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福建省福州市平

潭综合实验区和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七个海岛

县（区）。 

2.2    海岛发展潜力评价结果

应用 TOPSIS方法对七个实例海岛发展潜

力进行对比评价，结果如图 2所示。

由图 2可知，2010－2017年实例海岛发展潜

力的评价结果除平潭综合实验区有较大的增幅

外，其余海岛变化幅度较小。就 2010－ 2017
年评价结果的平均值而言，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

为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0.6606）、岱山

区（0.6477）、南澳县（0.6343）、洞头区（0.6054）、
长海县（0.5926）、嵊泗县（0.5747）和平潭综合实

验区（0.4038）。
其中，长海县、洞头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和

南澳县的评价结果呈现上升趋势，就 2010年与

2017年 的 评 价 结 果 比 较 而 言 ， 分 别 增 长 了

3.32%、3.16%、21.58%和 3.79%；而长岛海洋生

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嵊泗县、岱山区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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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资源环境视角下海岛县（区）发展潜力评价结构

Fig. 1    Evaluation  structure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island  counties  (distr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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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下降的趋势，分别下降了 2.36%、 6.57%和

6.68%。经过 8年的发展变化，长海县发展潜力

由 2010年的第 5位上升到 2017年的第 4位；长

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由 2010年的第 1位

下降到 2017年的第 3位；岱山区由 2010年的第

2位下降到 2017年的第 5位；洞头区由 2010年

的第 4位上升到 2017年的第 2位；南澳县由

2010年的第 3位上升到 2017年的第 1位；嵊泗

有所下降，仍居于七个海岛的第 6位；平潭综合

实验区发展潜力的评价结果虽大幅上升，但仍然

位于七个海岛的第 7位。

图 3表示 2010－2017年海岛发展潜力 3个

子系统评价结果的波动变化趋势：就资源供给的

评价结果而言，变化幅度较小，并且平潭综合实

验区一直与其余六个海岛保持着较大的差距，岱

山区资源供给条件的评价结果始终高于其他海

岛；就自然环境的评价结果而言，除洞头区、岱

山区和嵊泗县外，其余四个海岛的自然环境条件

变化幅度较小（且除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

区外，评价结果均呈上升的趋势），南澳县的自然

环境条件普遍好于实例海岛，而距离较近的嵊泗

县和岱山区自然环境条件的评价结果普遍差于

实例海岛；就灾害影响的评价结果而言，除嵊泗

县、岱山区灾害影响的结果呈下降趋势外，其余

表 1       海岛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sl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方向 权重

资源供给（A1）

土地资源（B1） 人均岛屿陆地面积（C1） + 0.0521

水电资源（B2）
与上级行政区人均年供水量差距（C2） − 0.860

与上级行政区人均年供电量差距（C3） − 0.0703

旅游资源（B3）

旅游登岛人数（C4） + 0.0472

离岸距离（C5） − 0.0317

桥隧连通性（C6） + 0.0633

海陆资源（B4）

人均潮间带面积（C7） + 0.0388

岸线系数（C8） + 0.0319

人均农渔产量（C9） + 0.0271

自然环境（A2）

水环境（B5）
海域水质达标率（C10） + 0.0563

平均有效波高（C11） − 0.0217

生态环境（B6）

植被覆盖率（C12） + 0.0487

空气质量良好率（C13） + 0.0612

底栖、浮游生物多样性指数（C14） + 0.0627

赤潮发生次数（C15） − 0.0482

环保能力（B7）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C16） + 0.0228

污水集中处理率（C17） + 0.0245

新能源应用前景（C18） + 0.0519

灾害影响（A3）

灾害损失（B8） 财产易损性（C19） − 0.0272

海气灾害（B9）

风暴潮次数（C20） − 0.0318

五级以上风况日比例（C21） − 0.0527

雾日比例（C22） − 0.0419

注：“+”为正向指标；“−”为负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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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岛发展潜力评价结果

Fig. 2    Evaluation results of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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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均处于上升趋势。

分析 3个子系统的评价结果可知，2010－
2017年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岱山区

和嵊泗县的发展潜力均呈现下降趋势，其原因主

要是自然环境条件和灾害影响。因此，需要识别

具体障碍因子，以制定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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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个子系统评价结果

Fig.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ree subsystems
  

2.3    主要因子障碍度分析 

2.3.1    主要障碍因子识别

根据上文所述的障碍因子识别方法，计算

2010－2017年的合计障碍度并排序，将排名前

7位的障碍因子定义为主要障碍因子（图 4）。
由图 4可见，2010－2017年制约实例海岛发

展潜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为：人均岛屿陆地面

积（C1）、与上级行政区人均年供水量差距（C2）、
海域水质达标率（C10）、与上级行政区人均年供

电量差距（C3）、财产易损性（C19）、桥隧连通性

（C6）、新能源应用前景（C18）。 

2.3.2    主要障碍因子变化趋势

通过计算与识别结果，分析主要障碍因子的

障碍度变化趋势（图 5）。
由图 5可知，除财产易损性（C19）波动较大

外，其他障碍因子波动幅度较小。其中 C1、C2、
C10和 C19的障碍度呈现上升的趋势，相比 2010
年，分别上升了 4.67%、11.60%、3.90%和 7.16%；

C3、C6和 C18的障碍度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相比 2010年，除 C3下降了 17.99%外，C6和 C18
分别上涨了 3.02%和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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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主要障碍因子变化趋势

Fig. 5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因此，为了保障海岛发展潜力持续上升，未

来发展应从本文列举的七个方面入手，逐步改善

海岛的资源供应条件、自然环境条件，并加强其

防灾减灾能力，减弱海洋灾害影响对海岛发展潜

力提升的制约影响。同时，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

合试验区、岱山区和嵊泗县均为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较高的海岛，但在 2010－2017年的发展过

程中出现过一些破坏海岛生态环境的行为，造成

海岛发展潜力评价结果呈现下降趋势。以长岛

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为例，为了保障其可持

续发展拆除了部分风力发电机。可见，国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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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其发展潜力下降，力图通过保

护自然生态环境等措施，进一步促进其可持续发

展，提升海岛发展潜力。

根据障碍因子识别结果，需要以海域水质达

标率（C10）、新能源应用前景（C18）和财产易损

性（C19）三方面为切入点，改善海岛自然环境条

件。同时，海域水质达标率（C10）和财产易损性

（C19）的因子障碍度均处于上升趋势。就降低海

域水质达标率的障碍度而言，建议通过加强海域

水质监控，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等保障其海域水

质长期处于一、二类水质标准范围内，促进其可

持续发展；就降低财产易损性障碍度而言，建议

在制定地区国土空间规划时，重点考虑海洋灾害

的影响，通过建设科学、合理的防灾避险设施，

提升海岛发展潜力。 

3   结 论

（1）2010－2017年，海岛发展潜力评价结果

显示长海县、洞头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南澳县

呈现上升的趋势，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

区、嵊泗县和岱山区呈现下降的趋势。

（2）2010－2017年主要障碍因子识别结果

为：人均岛屿陆地面积（C1）、与上级行政区人均

年供水量差距（C2）、海域水质达标率（C10）、与

上级行政区人均年供电量差距（C3）、财产易损

性（C19）、桥隧连通性（C6）、新能源应用前景

（C18）。
（3）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岱山区

和嵊泗县需要从提升海域水质达标率、扩宽新

能源应用前景、增强防灾减灾能力三个方面着

手，开展相关工作，切实提升海岛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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