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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海洋和滨海生态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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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和海岸带可以为人类提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与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以促进海洋和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已被正式纳

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几大挑战，包括如何减小陆基人类活动的影响、加强海岸带的综合管

理、提高海洋资源效率、适应气候变化和提高沿海居民的人类福祉等。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将海洋和海岸带融合为一个大型

生态系统，利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综合考虑各个部门和多种胁迫因素的累积影响，通过建立综合的海洋观测体系，合理

划分海洋功能区，按照海洋环境承载力限制陆基人类活动，合理配置并有效利用海洋资源，提升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整体

服务功能，从而进一步推进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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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ean and coast can provide a variety of ecosystem services．“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has been address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SDGs) ． Challeng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ine SDGs include how to reduce the impacts of land-based activities，strengthen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improve marine resource efficiency，enh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and thus improve human well-being
for coastal zone resident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ocean and coasts should be integrated as a whole ecosystem and
marine and coastal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should be appli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umulative impacts from multi-
sectors and different stressors．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ocean and coasts can be improved by setting up integrated
marine observation system，performing reasonable marine zoning，reducing huma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marine environment，and ensuring reasonable allocation and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All these measures can move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SD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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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能够提供食品安全、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旅游休闲、海岸线防护、气候调

节、以及生物多样性维持等多种服务。海洋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同时作为人类活动

产生废弃物的最终场所，具有无限的环境容量。作为地球上最富生产力的生态系统之一，海洋和海岸带为满

足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的需求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当今海洋生态环境的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缺失及生物生产力

下降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沿海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福祉。由于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暴风雨等事件，海岸带变得

越来越脆弱，超出了生态系统健康运行的临界值，海洋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的风险［1］。

1 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作用，将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对人类使用海洋资源和人类活动对海洋

和海岸带影响的管理能力，海洋资源的管理必须充分考虑基于陆地的人类活动，从而确保海洋和海岸带生态

系统的健康和自我修复能力不被破坏［1］。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一些主要的国际计划便开始提出管理海洋和

海岸带问题的原则、目标和时间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 曾经呼吁各国通过关于阻止、减少和控

制来自陆地人类活动对海洋污染的法律法规。1995 年 108 个国家政府通过《华盛顿声明》，宣布承诺保护海

洋环境，减少陆基人类活动的影响［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了一项全球行动计划( GPA) ，重点关注减少来

自陆地人类活动对海洋的污染。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已由陆地转向海洋。在这种背景下，“蓝色经济”成为依托海洋

的一种经济发展理念，海洋及其腹地是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蓝色经济”战略是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

一种途径，是人类与海洋共存并与海洋形成可持续关系的生活方式。“蓝色经济”将未来经济发展与环境和

社会因素相融合，其核心理念是海陆协同和可持续发展［3］。
2015 年 9 月，联合国峰会正式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议程是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

继承和升级。该议程涵盖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和 169 个分目标，其中 SDG 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

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明确了跟海洋直接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到提高资源效率和海洋资

源管理，包括陆地活动对海洋的污染、海岸带生态系统管理、海水酸化、海岸带地区保护、渔业、水产养殖业和

旅游业的可持续管理等 10 个分目标。此外，169 个分目标中与海洋和海岸带相关的还有 49 个，涉及消除贫

穷和饥饿、减少污染和疾病、高效利用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等其他几个可持续发展目标［4］( 表 1) 。

表 1 与海洋和海岸带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Table 1 SDGs and targets with marine resources implications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and targets)

与海洋直接相关的可 目标 14: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持续发展目标( 10 个)
10 SDGs and targets directly

14．1 到 2025 年，预防和大幅减少各类海洋污染，特别是陆上活动造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污染和营养盐
污染;

related to marine and coastal
issues

14．2 到 2020 年，通过加强抵御灾害能力等方式，可持续管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以免产生重大负面影
响，并采取行动帮助它们恢复原状，维持海洋健康与丰富物产;

14．3 通过在各层级加强科学合作等方式，减少和应对海洋酸化的影响;

14．4 到 2020 年，有效规范捕捞活动，终止过度捕捞、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捞做法，执
行科学的管理计划，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鱼群量至少恢复到其生态系统可承载的可持续产量的水平;

14．5 到 2020 年，根据国内和国际法，并基于现有的最佳科学实践，保护至少 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14．6 到 2020 年，禁止某些助长过剩产能和过度捕捞的渔业补贴，取消助长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的补
贴，避免出台新的这类补贴，同时承认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合理、有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是世界贸
易组织渔业补贴谈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4．7 到 2030 年，增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获得的经济收益，包括可持
续地管理渔业、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

14．a 根据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技术转让标准和准则》，增加科学知识，培养研究能力和转让海洋技术，以
便改善海洋的健康，增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贡献;

14．b 向小规模个体渔民提供获取海洋资源和市场准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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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and targets)

14．c 按照《我们希望的未来》第 158 段所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
源的国际法律框架，加强海洋和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与海洋间接相关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 49 个)

1．4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享有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享有基本服务，获得对
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继承遗产，获取自然资源、适当的新技术和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
服务;

49 SDGs and targets with
indirect relevance to marine

1．5 到 2030 年，增强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抵御灾害能力，降低其遭受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环境冲击和
灾害的概率和易受影响程度;

and coastal issues
2．1 到 2030 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2．2 到 2030 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包括到 2025 年实现 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问题相关国际目
标，解决青春期少女、孕妇、哺乳期妇女和老年人的营养需求;

2．3 到 2030 年，实现农业生产力翻倍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特别是妇女、土著居民、农户、牧民和渔民的收入翻
番，具体做法包括确保平等获得土地、其他生产资源和要素、知识、金融服务、市场以及增值和非农就业机会;

2．4 到 2030 年，确保建立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并执行具有抗灾能力的农作方法，以提高生产力和产量，帮助维
护生态系统，加强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干旱、洪涝和其他灾害的能力，逐步改善土地和土壤质量;

2．5 到 2020 年，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管理得当、多样化的种子和植物库，保持种子、种植作物、养殖
和驯养的动物及与之相关的野生物种的基因多样性; 根据国际商定原则获取及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基因资源
和相关传统知识产生的惠益;

2．a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技术开发、植物和牲畜基因库的投
资，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

2．b 根据多哈发展回合授权，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业市场上的贸易限制和扭曲，包括同时取消一切形式的农业出
口补贴和具有相同作用的所有出口措施;

2．c 采取措施，确保粮食商品市场及其衍生工具正常发挥作用，确保及时获取包括粮食储备量在内的市场信息，
限制粮价剧烈波动;

3．3 到 2030 年，消除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等流行病，抗击肝炎、水传播疾病和其他传染病;

3．9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人数;

5．a 根据各国法律进行改革，给予妇女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以及享有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
控制权，获取金融服务、遗产和自然资源;

6．1 到 2030 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6．2 到 2030 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杜绝露天排便，特别注意满足妇女、女童和弱势群
体在此方面的需求;

6．3 到 2030 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水质: 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物现象，把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减少到最低
限度，将未经处理废水比例减半，大幅增加全球废物回收和安全再利用;

6．4 到 2030 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用水效率，确保可持续取用和供应淡水，以解决缺水问题，大幅减少缺水
人数;

6．5 到 2030 年，在各级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包括酌情开展跨境合作;

6．6 到 2020 年，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包括山地、森林、湿地、河流、地下含水层和湖泊;

6．a 到 2030 年，扩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它们开展与水和卫生有关的活动和方
案，包括雨水采集、海水淡化、提高用水效率、废水处理、水回收和再利用技术;

6．b 支持和加强地方社区参与改进水和环境卫生管理;

7．1 到 2030 年，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的现代能源服务;

7．2 到 2030 年，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7．a 到 2030 年，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获取清洁能源的研究和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效，以及先进和更清洁的
化石燃料技术，并促进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

8．4 到 2030 年，逐步改善全球消费和生产的资源使用效率，按照《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方案十年框架》，努力
使经济增长和环境退化脱钩，发达国家应在上述工作中做出表率;

8．9 到 2030 年，制定和执行推广可持续旅游的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文化和产品;

9．1 发展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包括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发展和提升
人类福祉，重点是人人可负担得起并公平利用上述基础设施;

9．4 到 2030 年，所有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行动，升级基础设施，改进工业以提升其可持续性，提高资源使用效
率，更多采用清洁和环保技术及产业流程;

11．2 到 2030 年，向所有人提供安全、负担得起的、易于利用、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改善道路安全，特别是扩
大公共交通，要特别关注处境脆弱者、妇女、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需要;

11．4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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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and targets)

11．5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包括水灾在内的各种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受灾人数，大幅减少上述灾害造成的与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的直接经济损失，重点保护穷人和处境脆弱群体;

11．6 到 2030 年，减少城市的人均负面环境影响，包括特别关注空气质量，以及城市废物管理等;

11．7 到 2030 年，向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普遍提供安全、包容、无障碍、绿色的公共空间;

11．a 通过加强国家和区域发展规划，支持在城市、近郊和农村地区之间建立积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联系;

11．b 到 2020 年，大幅增加采取和实施综合政策和计划以构建包容、资源使用效率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
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城市和人类住区数量，并根据《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在各级建立和实施全面
的灾害风险管理;

12．2 到 2030 年，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高效利用;

12．4 到 2020 年，根据商定的国际框架，实现化学品和所有废物在整个存在周期的无害环境管理，并大幅减少它
们排入大气以及渗漏到水和土壤的机率，尽可能降低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12．5 到 2030 年，通过预防、减排、回收和再利用，大幅减少废物的产生;

12．b 开发和利用各种工具，监测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文化和产品的可持续旅游业对促进可持续发展产生
的影响;

13．1 加强各国抵御和适应气候相关的灾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13．2 将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

15．1 到 2020 年，根据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陆地和内陆的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特
别是森林、湿地、山麓和旱地;

15．3 到 2030 年，防治荒漠化，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包括受荒漠化、干旱和洪涝影响的土地，努力建立一个不
再出现土地退化的世界;

15．7 采取紧急行动，终止偷猎和贩卖受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处理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的供求问题;

15．8 到 2020 年，采取措施防止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并大幅减少其对土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控制或消灭其
中的重点物种;

15．9 到 2020 年，把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观纳入国家和地方规划、发展进程、减贫战略和核算;

16．4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非法资金和武器流动，加强追赃和被盗资产返还力度，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犯罪;

16．8 扩大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机构的参与;

17．7 以优惠条件，包括彼此商定的减让和特惠条件，促进发展中国家开发以及向其转让、传播和推广环境友好
型的技术

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有一些是互相促进的，还有一些是负相关的( 比如，实现一个

目标的同时会导致另一个目标更难实现) 。过去的经验表明，单独行动并不能实现所有的目标，因此需要采

用系统方法来实现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若实现分目标 2．3，土地利用会带来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下游

效应，提倡小型粮食生产者收入翻倍和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之间也存在潜在的压力，手工业者和小型粮食生

产者也会带来生态足迹，破坏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同样，消除贫穷、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

业也会带来无意识的下游效应风险，尤其当各个目标不是被系统考虑的时候。各个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可以按

照海洋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来确定( 如提供食物和稳定气候，即 SDG 2、3、6、7、11、12、13 和 15) ，或通过社会

转型来确定( 如制度、金融、能力建设和透明度，即 SDG 1、8、9、12、16 和 17) ，这样就可以把海洋整合进可持续

发展的轨道［5］。

虽然 SDG14 明确把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但目前对海洋和海岸

带管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仍然不够重视［6］。目前国际上的一些资源专家和相关的国家目标或战

略还只是关注陆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尚不能对海洋和海岸带资本进行科学的

估算，需要深入研究在国家或全球尺度上衡量海洋或海岸带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方法［6］。

2 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主要挑战

陆源工业、农业、采矿业、滩涂池塘养殖等人类活动导致了近海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富营养

化、塑料垃圾、海水酸化和珊瑚礁退化等问题［7］。因此，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主要挑战源自: 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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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的影响、海岸带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海洋资源效率低下、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以及满足人类日

益增长的福祉产生的影响。
2．1 陆基人类活动的污染物输入

海岸带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与化石燃料燃烧、农业、采矿业等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和气候变化一起，对

近海生态系统和海洋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海洋生态系统都受

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中 41%的海洋生态系统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5，8］。

沉积物是陆基对海岸带环境的一个主要输入，沉积物太多会使珊瑚礁和海草床窒息，阻止光照到达更深

的初级生产者。修建水坝或水流减少会切断沉积物的自然供给，导致发生海岸侵蚀。气候变化带来海平面上

升，影响海岸侵蚀和沉积的过程，引起河口生态系统动力学变化，导致珊瑚礁和海草床等海岸带生态系统被

淹没［9］。

另外一个陆基人类活动对海洋和海岸带的影响来自大气输入。撒哈拉沙漠的机动车和风蚀破坏了大面

积的沙漠表层，沙尘远程传输和沉积带来了导致浮游生物大量繁殖的铁和导致加勒比珊瑚生病的真菌孢子，

从而改变了黑海和加勒比海的生态环境［10］。来自中国黄土高原的沙尘到达北美或中间任何地方都会产生类

似的效应。热带地区蒸腾蒸发再沉降到北极的过程，还会带来有毒污染物的大气沉降［11］。

越来越多的塑料制品进入海洋并逐渐分解成微小塑料进入食物链、累积有毒化学品、影响野生生物，给鱼

类、野生生物甚至人类造成威胁［12］。石化产品污染不仅来自海岸带和海洋环境的活动，更多来自于内陆石油

化工产品的开采加工。
因此，需要加强陆基人类活动对海岸带地区污染物输入的监测，辨识输入源，从源头上削减人类活动

排放。
2．2 海洋与海岸带环境的相互作用

日益增长的沿海地区人口需求，使海岸带的承载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海岸带砂金矿开采导致沿岸

生境退化和河流分布的变化，生物生产力降低、影响水质，也给海岸带的旅游和休闲活动带来负面作用［13］。

过度利用浅海或海滩发展海水养殖，会向环境中释放营养物、未消化的饲料、兽药和杀菌剂，带来海水污染，导

致海水富营养化、耕地和淡水供给的盐碱化［14］。河口地区污染物排放、农田化肥和畜肥地表径流，也会导致

海岸带水体营养过剩，有害藻华爆发［15］。

海岸带盐沼湿地可以为沿海城市提供暴风雨防护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是随着海岸带地区土地开垦活

动的增加，全球海岸带盐沼湿地正在急剧减少，几乎三分之一的海岸带盐沼湿地减少是由土地开垦导

致的［15］。

不合理的海岸带空间功能划分导致近海海域环境污染加剧，危害公共健康，对海洋矿产资源的持续利用、
海水养殖、捕鱼和旅游业造成威胁。需要通过综合的海洋与海岸带规划和管理，才能避免生态系统受损，持续

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16］。
2．3 海洋资源开发效率有待提高

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陆上自然资源渐显不足，迫使人们更多地将眼光转向海洋。海洋为人类提

供的生物资源可以发展渔业和水产养殖，海岸、海岛等空间资源可以发展海洋运输、海洋旅游等产业，海洋风

能、潮汐能、波浪能等为开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供基本条件。除此之外，深海还蕴藏着海底石油、天然

气、煤炭、大洋多金属结核等多种矿产资源［17］，目前由于开采技术和开采成本的限制，人类对于深海矿产的开

采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中国海洋资源可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但目前海洋资源利用质量、效率、效益较低的局面仍未得

到根本扭转［18］。需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效率，加强对海洋资本估算的研究［6］。提高资源开发效率不仅涉及

可直接被人类使用的生产性资源，如渔业和水产养殖，还包括海岸带地区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海岸带

生态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都有多种用途和收益，提高一种用途的利用效率可能会损害其他的利益，需要加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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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监测、综合规划、公私合作伙伴之间有效对话，在不同资源利用效率间找到适当平衡。
2．4 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

因为物种需要适应温度变化，气候变化会带来生物学影响，珊瑚礁白化也表明了在相对稳定环境中生长

的海岸带生态系统在快速适应气候变化的进程中是有困难的［19］。已经有资料证明物种沿海岸线的纵向迁

移，存在的挑战在于，沿海岸带的纵向迁移也好，海平面上升后向内陆迁移也好，为了保持和恢复生态系统及

其服务，哪些人类干扰的存在是必要的?

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洋酸化也正在引起人类关注，海洋酸化会导致物种适应还是灭绝，对生态系统的改变、
对食物链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关注。
2．5 改善海岸带人类福祉的需求

海岸带聚集了大约 60%的人口和三分之二的大中型城市，是人类聚居和海洋资源利用的重点地区，沿海居

民高度依赖海洋和海岸带提供的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海岸带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对近海生态系统

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7］。海岸带地区也易受自然灾害的威胁，需要通过基础设施改造、维持和恢复自然防护

如红树林或珊瑚礁、规划控制风浪洪水区的人类活动等来减少危害。有效的环境政策和资源管理需要考虑人类

福祉、资源效率和可持续的资源管理方式。为了保证人类依托海洋的长期福祉，我们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来管

理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并以明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衡量海岸带保护和增进人类福祉的进程。

3 基于生态系统( EBM) 的海洋和海岸带管理

人类对于海洋和海岸带的管理已有几百年，最近几十年来，人类对地球的管理方式大多只关注一种生态

系统的某几个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EBM) ”的概念

被学术界和管理机构越来越多的使用［20-28］。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EBM) 是一种考虑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

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方法［29］，其目标是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生产力和自我恢复能力，以此来满足人类对生

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传统的管理大多只关注单个物种、单个部门、单一人类活动或事件，EBM 的区别在于综

合考虑了不同部门的累积影响。
EBM 在近些年才被应用到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比起应用到陆地生态系统要晚很多年［25］。关于海洋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SDG 14) 包含了陆地活动对海洋的污染、海岸带生态系统管理、海水酸化、海岸带地区

保护、渔业、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的可持续管理等几个分目标，其管理涉及到环境、旅游、渔业和能源生产等不

同部门，由于其管辖区域和决策者的关注点不同，导致对海岸带和海洋关注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EBM 方法

充分考虑不同部门和不同因素的叠加累积影响，有利于海洋和海岸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1］( 图 1) 。

图 1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和海岸带管理

Fig．1 Marine and Coastal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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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依据 EBM 划定海洋功能分区

通过海洋空间规划，了解不同地区对海洋资源和空间的利用方式，在影响最小、使用者冲突最小的情况下，

确定每个地区应该使用哪种利用方式。规划者和管理者可以整合关于生态系统特性、人类如何影响它们以及它

们如何与其他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等方面的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绘制成地图，为未来研究、监测和评估提供重要

的空间信息，进而为综合的海洋分区规划提供基础。在多种目标并存的情况下，依据 EBM 可以建立一种和谐的

管理体系，保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可持续性，保证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能够长期为人类服务［1］。

例如，哥伦比亚的圣安德烈斯群岛拥有加勒比地区最大的珊瑚礁，给当地土著居民提供了食品和其他服

务。为了管理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资源，2005 年当地管理部门划定了 65000 平方公里的海葵海洋保护区，其

中一些地方不能进行任何活动，一些地方允许制作手工艺品，另外一些地方可以开展旅游业，并建立监管体系

来管理商业的捕鱼、旅游和其他对珊瑚礁的使用，在保护居民生活和领地的同时也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保证了

健康的生态系统和可持续的人类使用方式并进［1］。

我国管辖海域划定了十种主要海洋功能区: 港口航运区、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矿产资源利用区、旅游

区、海水资源利用区、海洋能利用区、工程用海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利用区、保留区( 备用区) 等。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建设海洋保护区，截至目前，共建立各级、各类海洋保护区 260 处，总面积 9．9 万 km2，约占

中国管辖海域总面积的 3．3%［30］。虽然海洋保护区通过在一个地区调整各种不同的人类利用方式来实现

EBM，范围从小型高度专业化的地区到大型复杂多用途地区，但其他功能区如何进一步纳入生态系统管理的

理念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矿山资源利用区既要考虑矿藏的分布、特性和开采利用的范围，更要考

虑开采利用矿山可能对周边海洋或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矿山开采后的生态恢复问题。渔业资源利用

和养护区既要考虑人类对海产品的需求，更要考虑海洋生物物种、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合理时空分布，从

食物链和生物网关系、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恢复能力的角度，在合适的时空范围合理配置渔业资源捕捉量，并管

控好渔业资源利用可能产生的生态影响。
3．2 建立综合的海洋观测体系

实现海洋与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加强观测设施建设，扩展适应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观测和信

息处理能力。对于海洋观测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建立与提升观测、数据挖掘

和统计分析的能力［31］。一些发达国家已逐步认识到建立海洋观测体系对加强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管理的

重要意义。例如，澳大利亚 2006 年建立了综合的海洋观测系统( IMOS) ，对澳大利亚海岸带和公海进行常规

监测。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 2011 年建立了综合的海洋观测系统( IOOS) ，这是一个首末端衔接的观测系

统，可以实现数据观测、分析、模拟、管理的有效衔接。我国在海洋和海岸带观测系统建设方面相对滞后，国家

海洋局 2014 年刚发布了《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 2014—2020 年) 》，海洋观测网的覆盖范围包括我国近岸、近
海和中远海，以及全球大洋和极地重点区域，将按岸基、离岸、大洋和极地布局。

专业海洋观测网的布局、建设和管理涉及到渔业、海事、能源、农业、海岸带发展、环境和教育科研等各个

部门，需要协调各部门的管理政策，基于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的尺度，而不是简单的行政边

界定义的尺度; 需要强调海岸带发展、沿岸能源、渔业等各部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涵盖岸基海洋观测系统、离岸海洋观测系统以及大洋和极地观测的海洋观测网基

本框架，具备了一定的海洋观测能力，但由于起步较晚、投入不足，就海洋观测网的空间布局、观测手段、基础

设施、技术保障、运行机制而言，与国外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将是中国在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应重点投入建设的领域。在建设海洋综合观测系统时，要将海洋与海岸带融为一体开展综合观测，既要观

测海洋本身的生物地球化学状况及其变化，也要观测陆基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 要将定点观

测与走航式观测相结合，既要获得常规海洋参数及其变化信息，也要快速获得海上突发事件的信息并能做到

快速响应; 海洋和海岸带综合观测能力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在海洋和海岸带部署的观测设施，而且取决于天地

空一体化的海洋观测装备的联动和协调配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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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根据海洋环境承载力限制陆基活动

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应被视作一种自然资本［6］，对其所提供的供给食物、生产原材料、旅游休闲、调节

气候等各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价，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建立单独的资源评价方法，发展海洋生产总值指

标，整体分析海洋环境承载力［32］。识别和分析制约海洋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如不合理的人类利用方式和

产业结构等，提出适应海洋生态系统特征的人类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从而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

用和管理。
EBM 将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生态系统内各种人类活动影响通常是相互叠加的。

通过检验各种人类活动的累积效应，可以评估人类活动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总的影响，以及生态系统

保持传递服务的能力。通过空间分析预测叠加威胁，对生态系统各个功能之间进行权衡，可以更好地规划多

重压力下的海岸带人类活动。
3．4 加强海岸带综合管理

海岸带地区问题涉及到的部门繁杂，促使海岸带地区国家的管理向更包容、跨部门转变，通过行政边界向

生态边界的转变，评估渔业和海岸带管理政策，评估航运、能源和其他工业的监管和控制，了解诸如保护区和

针对野生动物与栖息地的特殊政策等保护措施，建立融合渔业发展、物流装运、海上能源开发以及其他人类对

海岸带的利用方式的综合性海岸带管理体系。

例如，肯尼亚塔纳河面临发展水利发电、为饮用水和大型灌区提供水、土地利用管理不善带来的非直接影

响等几方面的压力，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管理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寻找方法，把塔纳河流域和三角洲的管理

同其汇入河流加纳湾连接起来，减少了河流带来大量沉积物导致的海岸带侵蚀，减少了地下水的海水入侵，保

证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健康功能，保持了三角洲的渔业潜力，也保证了粮食安全［1］。

海岸带综合管理需要对现有的海岸带管理制度体系进行综合评估和改革，渔业、水产养殖、沿海森林、旅
游和油气生产等都需要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协调［1］。

3．5 利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EBM) 方法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的实施

通过进行海洋功能分区、建立综合的海洋观测体系、发展海洋资源评价方法、建立综合的海岸带管理体

系，可直接或间接推进海洋和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 图 2) 。

图 2 利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推进海洋和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

Fig．2 Implementation of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ased on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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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充分利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必须

建立涉海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从源头防控陆基人类活动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影响。
通过合理划分海洋功能区，按照海洋环境承载力限制陆基人类活动，合理配置并有效利用海洋资源，可以有效

遏制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退化趋势，提升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整体服务功能。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 EBM) 方法是一种综合的管理方法，需要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实际操作人员进行科学知识的整合和交

流，不断发展支持海洋 EBM 的工具，以更好地评估并管控人类活动对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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