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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生态红线划定的指标体系与技术方法研究

许妍 梁斌 鲍晨光 兰冬东 于春艳 马明辉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在分析渤海生态环境特征基础上，依据生态红线划定目标，从“生态

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环境灾害危险性”三方面建立了渤海生态

红线划定指标体系，并研究确定了生态红线划定的技术方法。在 ArcGIS 支

持下，创建了渤海网格空间属性数据库，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运用叠加分析、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最终完成渤海生态红线划定，将渤 海

划分为红线区、黄线区和绿线区，并进一步明确红线区内的生态保护重点

与方向。结果表明：红线区占整个区域的 18 %， 主要分布在大连市西北部

海域、辽河口、黄河口等典型河口附近海域、滨州东北部海域及莱州湾、

渤海西部沿岸、庙岛群岛等地，这些区域主导生态功能和生态特征为珍稀

濒危生物保护、湿地生态涵养及自然岸线灾害防护等。黄线区占整个区域

的 14.7 %，主要分布在辽河三角洲外围海域、葫芦岛-秦皇岛-唐山沿岸海

域及沧州东北部海域，其保护与管理方向为海洋环境 灾害防护及生态恢复

与治理。绿线区占整个区域的 67.3 %，分布在红线区、黄线区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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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随着沿海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频繁的人类开发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

的破坏愈加剧烈，海洋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如何合理配置人类空间开发活

动，处理好沿海地区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满足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成

为关系到海洋科学管理和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本论文有实际意义。

——刘雪华（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 教授）

论文选题切合当前海洋环境管理需求，研究目标明确，内容较完整，

方法基本可行，结果基本合理。生态红线的概念、内涵、类型和管理政策

等基本理论问题尚未统一，这将直接影响指标体系的选取和构建，论文就

此展开讨论，加强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方秦华（厦门大学 环境与生态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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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如我校方秦华博士的意见，“生态红线的概念、内涵、类型和管

理政策等基本理论问题尚未统一”。本人认为“生态红线”的提法本身就

值得商榷，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是不能将其分割来对待，这是很危险的。

这将造成非红线范围的区域可能遭受严重的破坏，并使得红线内、外的自

然属性变为不连续的生态系统，最终将破坏红线内的自然系统；

2、生态红线的划定是一类战略性决策，仍采用指标法（MCDM 法）难以

得到科学合理的决策结果。有关 MCDM 法存在的弊病可参见本人的论文“多

维决策法：一种新的战略决策方法.《战略决策研究》，2014，5（1）：

71-83。

——张珞平（厦门大学 环境与生态学院 教授）

正如作者所言，作为新生事物，生态红线的概念、内涵、类型和管理

政策尚未统一，划定的技术方法也处于探索阶段，但从国家海域管理和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需求来讲，相关系统研究已经迫在眉睫。论文依据

生态红线划定目标，从“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环境灾害危

险性”三方面建立了渤海生态红线划定指标体系，并研究确定了生态红线

划定的技术方法。在 ArcGIS 支持下，创建了渤海网格空间属性数据库，采

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叠加分析、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最终完

成渤海生态红线划定。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对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深

入的理论分析，而且结合相关技术方法，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技术体

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孙才志（辽宁师范大学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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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海洋大国之一，海域面积居世界第五位，如何正确有效地保护

海洋环境与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建设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与未来人类生存

的美丽家园，是我们面临的重要生态议题之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改革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最

优先的任务，海洋生态红线是全国生态红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

国家海洋生态安全底线。

生态红线划定，坚持“科学性、可操作性、动态性”三大基本原则。

科学性涉及生态重要性、分类分级划定、指标体系构建等内容；可操作性

要实现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结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动态性要考虑时间尺

度的连续性变化因素，但要确保划定区域性质不变、功能不降、面积不

减。本文基于“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环境灾害危险性”三

方面建立了渤海生态红线划定指标体系，积极开展了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技

术探讨，将渤海划分为红线区、黄线区和绿线区，并初步明确了红线区内

的生态保护重点与方向。这是率先为全国海洋生态红线划定提供一种可复

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有益补充与完善了环境保护部 2014 年 2 月出台的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在海洋领

域的应用实践。

这是一个初步但可喜的有益尝试，但作为全国可进一步推广应用的海

洋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来说，全区域覆盖的生态功能完整性评价、分类分区

划定、动态可调整性以及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可操作性（如分区管控措施）

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尤其是区域生态学理论与实践。

——叶属峰（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 教授）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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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简易评估方法研究

海洋溢油事故多以小型溢油为主，采用简易评估方法对小型溢油事故生态损害快

速、高效的评估，对及时进行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和修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

过对溢油生态损害概念及补偿适用范围的分析，明确了简易评估法的适用范围，提出

了一些衡量简易评估方法有效性的指标标准，并分别对华盛顿州“索赔公式法”、佛

罗里达州“直接计算法”和溢油生态损害快速预评估模式三种典型的简易生态损害评

估方法进行分析比较。为了使简易评估法在实践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提出应在溢油专

项基金的建立，预警系统及应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损害评估方法的改进和发展，基

础数据库的建设、损害评估信息系统功能完善 5个方面加强建设。

沿海地区海洋生态健康评价研究

从海洋生态健康的内涵出发，将生态文明纳入生态健康评价体系，从产出效率、

功能多样、生态文明和压力胁迫四个方面共 14 项指标构建沿海地区海洋生态健康评

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对 2010 年天津、福建、山东 3 个沿海地区生 态健康状

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天津沿海地区海洋生态健康综合指数为 0.67，需提高海洋生

态环境消纳污染、改善海洋环境质量、提供初级生产力等各项支持服务功能，福建沿

海地区海洋生态健康指数为 0.57，需加大海洋科研投入力度，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同时加强赤潮等生态灾害的预防治理，山东沿海地区海洋生态健康指数为 0.66，

需加强海域资源的集约利 用，减轻陆地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的压力和负效应，降低海

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风险。

基于能值的山东省海洋生态足迹研究

能值-生态足迹模型是基于能值理论基础，结合生态足迹模型，运用区域能值密度

将各项消费项目转换为可以直接相加的生物生产性面积，并以此来反映区域发展对区

http://hytb.nmdis.org.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lag=1&file_no=20130117&journal_id=hy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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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环境资源的利用程度，衡量和评价区域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将能值-生态足

迹模型应用到区域海洋生态系统中，对海洋能值-生态足迹概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海

洋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并以山东省海洋生态系统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2010 年山东省海洋生态系统总能值-生态足迹为 1.74×10
6
hm

2
,海洋生态系统总能值-生

态承载力为 1.60×10
7
hm

2
，处于生态盈余状态，反映出山东海洋经济具有较强的可持续

性。

海岛生态压力定量评估模型构建

舟山市西白莲岛屿为例，通过分析其生态系统特征和生态压力驱动因子，构建海

岛生态压力定量评估模型，计算结 果显示西白莲岛从 2008 年到 2012 年的生态压力值

分别为 0.2345、0.3016、0.3797、0.3604、0.3503，参照舟山市近岸海域环 境功能区

划，西白莲岛地理位置处于四类海水水质环境，四类海域标准值计算结果为 0.5490。

与四类水质比较结果显示该岛屿生态压力值均未超出岛屿承载能力，主要的压力驱动因

子为填海造地，分析结果为海岛生态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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