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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农业部渔业生态环境重点开放实验室，广州 %!&#&&；" 农业部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
利用重点实验室，山东青岛 "’’&(!；# 上海水产大学海洋学院，上海 "&&&)&）

摘$ 要$ 利用 *+,-./0 12/0 *+,324（ *1*）%5 ! 软件构建了北部湾海洋生态系统 !)%)—!)’&
年的 *+,324 模型，包含渔业、海洋哺乳动物、海鸟、中上层鱼类、底层鱼类、底栖无脊椎动物等
"& 个功能组，通过与 !))(—!))) 年调查数据对比，分析了捕捞活动对北部湾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的影响6 结果表明：近 7& 年来在捕捞强度不断增加的压力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发生显著变化，长寿命、高营养级的肉食性鱼类生物量下降明显，系统以短寿命、小型鱼类和
无脊椎动物占优势6 !))) 年的大中型鱼类的生物量仅为 !)’& 年的 ’8 ，而小型鱼类和无脊椎
动物则明显上升，尤其是头足类生物量上升了 "5 ( 倍，渔获物的营养级则从 !)’& 年的 #5 " 降
低到 !))) 年的 "5 )9，体现了“ 捕捞降低海洋食物网”的特点，目前的开发模式是不可持续的6
利用 "& 世纪 )& 年代数据预测了降低捕捞压力后生态系统的变化6 本研究证实了可以使用
*+,324 模型预测捕捞压力对生态系统的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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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鱼类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海
洋生态系统处于顶级位置，是生态系统的食物产出
功能的关键环节，同时通过对浮游生物的摄食和转
化对初级生产起着调节作用［" # $］% 捕捞活动作为人
类对水域生态系统最广泛的开发行为，对局部渔业
种群及它们的栖息生境具有负面效应，导致渔业资

"?<4

!"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区概况
北部 湾 位 于 南 海 西 北 部（ "5F <<G—@"F 34G H，
"<4F3<G—""<F"<G6），为天然半封闭浅水海湾，西临
越南北部，北临我国广西省，东北为我国广东省，东

,-0+12）直接影响了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3］% 近 年

临海南岛% 东西宽不超过 @<< 海里，最大水深为 "<?
=，
平均水深 $7 =，水域面积为 "@I 7 J "< 3 D=@ % 北部
湾的沿岸水主要受广西和越南沿岸江河入海径流影

来，人们越来越关注捕捞对渔业资源乃至整个海洋

响，以夏、秋季势力最强，冬、春季为弱% 冬半年呈低

源衰退甚至衰竭，并通过营养级联效应（ &’()*+, ,-./

［4 # 5］

生态系统的影响

%

生态通道模型（ 6,()-&*）是特定生态系统在某

温性质，主体部分水温低于 @@ K ；夏半年呈高温性
质，主体部分水温超过 @7 K［"7］% 北部湾属热带、亚

一时期的快照（ .1-).*(&），可以快速反映该水域生

热带季风气候，
"< 月至次年 $ 月盛行东北季风，
3月

态系统的实时状态、特征及营养关系等，被誉为新一

至 8 月中旬盛行西南季风% 这些季节特征的变化为
不同的海洋生物创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使北部湾

［7 # 8］

代水域生态系统研究的核心工具

［"<］

% 9-:&;’. 等

在 6,()-&* 能量平衡的基础上，开发出具有动态模

海域成为多种鱼、虾的良好繁育场%

拟功能的 6,(.+= 模块，用于模拟捕捞对生态系统结

!# $" 北部湾渔业概况

构和功能的影响，预测生态系统中被开发种群的捕
捞强度，模拟生态系统其他组分对不同捕捞强度的
反应，同时预测食物网各环节的生产和能量转化状
态，是研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及内部动
态信息的一个非常便捷、准确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1.;1［""］采用 6,(.+= 模拟了在渔业压力诱导

北部湾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使其成为南海
渔业资源最丰富的海域之一% @< 世纪 4< 年代以前，
由于生产力低下，作业工具落后，北部湾渔业以传统
的风帆船为主，其作业渔场仅为近岸渔场% 自 ?< 年
代以后，北部湾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自 5< 年代
开始，由于渔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和非渔业劳动力

下泰国湾 生 态 系 统 在 "8?$—"87$ 年 @< 年 间 的 变

向捕捞业转移以及捕捞技术的飞速发展，北部湾沿
海地区的捕捞能力持续增长% @< 世纪 7< 年代初，随

化，并预测了在减轻拖网捕捞强度的条件下，生态系

着渔业经营的私有化，捕捞能力更是急剧增加（ 图

［"@］

统可恢复到 "8?$ 年的状态% A+&,*;’ 等

研究了人

造珊瑚礁对香港水域生态系统的保护作用% 此外，
［"$］

［"3］

"），
@< 世纪 8< 年代初期，仅广东、海南和广西 $ 省
区在北部湾沿海的捕捞作业渔船的总功率就达 7<

里亚湾生态系统的影响% 目前这两个模型（ 6,()-&*

J "< 3 D9，加上越南、港澳地区在该海域的作业渔
船，近年来该海区的捕捞渔船总功率大致为北部湾
最适捕捞作业量的 @ 倍［"8］%

E+&* 6,(.+=，简称 6E6）已在全球 "@< 多个水域中

对不同历史时期渔业资源密度的评估表明，北

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台湾、香港和大陆地

部湾沿岸渔业资源在 @< 世纪 5< 年代已达充分利用
状态，而中南部海域在 8< 年代也已充分利用，目前

B*-11(1 等

、C-1+,D,*-10 等

分别 采 用 6,(.+=

研究了不同捕捞策略对本格拉上升流生态系统和帕

区也前后采用该模型分析了台湾海峡、渤海和北部
湾等海域的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4 # "5］% 作者根据
"885—"888 年海洋勘测专项的调查数据，利用 6,(/
)-&* 模型分析了北部湾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特征、时空变化动态及其能量流动效率［"5］% 在此基
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 "848—"8?" 年北部湾的生
态通道模型，并利用 6,(.+= 的动态模拟功能，反演

完全渔业资源均处于捕捞过度状态，现存资源密度
仅为最适密度的 " L 3［"7］% 除了资源密度的下降外，
由于过度捕捞引起的种类更替现象也非常明显% 7<
年代以来，
北部湾底拖网的经济渔获物以蓝圆!（!"#
蛇鲻类及石首鱼类为主，
经济价值
$%&’"()* +%()%,*-）、
较高的种类，如红笛鲷（ .)’/%0)* "(1’2(3&’"()*）、石斑

了北部湾主要功能组生物量的历史变化，探讨了近

鱼、
康氏马鲛（4$3+5"(3+3()* $3++"(*30-）的资源密度
进一步下降，
同时资源结构更不稳定，优势经济种更

3< 年来北部湾海洋生态系统对捕捞胁迫的适应和

替频繁，
多数种类资源密度呈下降趋势，但也有一些

响应机制，旨在为北部湾渔业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渔

寿命短的种类，如头足类、二长棘鲷（67100-* $%(,-0%#

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8-*）等，
资源密度呈明显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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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北部湾 &’()*+, 模型功能组估算参数
-*./ !" 01)2+ *13 (2+)2+ )*4*56+647 (8 &’()*+, (8 +,6 96:.2 ;2<8 :1 !#$# = !#%!
功能组
!"#$%

渔获量
&’()*
（ (·+, - . ）

生物量
/0#,’11
（ (·+, - . ）

底栖生产者 /9;(*0) %"#<$)9"1
4=> ???
浮游植物 2*C(#%8’;+(#;
4D> ???
珊瑚 &#"’8
4> 4.?
浮游动物 G##%8’;+(#;
.?> ???
水母 H988CI01*
?> ??4.
?> =E?
底栖动物 G##J9;(*#1
A=> ???
底栖甲壳类 /9;(*0) )"$1(’)9’;
?> 4?D
4> AF?
虾类 29;’90< %"’K;1
?> 4A?
?> @F?
头足类 &9%*’8#%#<1
?> DD?
?> FF?
小型底层鱼类 L,’88 <9,9"1’8 I01*
?> ?=A
4> @=?
中型底层鱼类 M9<0$, <9,9"1’8 I01*
?> DB?
?> =F?
大型底层鱼类 N’"O9 <9,9"1’8 I01*
?> 4@F
?> DD?
小型中上层鱼类 L,’88 %98’O0) I01*
?> DD4
.> 4.?
中型中上层鱼类 M9<0$, %98’O0) I01*
?> A4.
4> ..?
大型中上层鱼类 N’"O9 %98’O0) I01*
?> .@D
?> FF?
魟和鳐 P’C1 ’;< 1+’(91
?> ??F
?> .@?
真鲨类 68’1,#;J"’;)*1
?> ??4
?> ?=F
海鸟 Q01*R9’(0;O J0"<1
?> ??4@F
海洋哺乳动物 M’"0;9 ,’,,’81
?> ???.@
?> ?D@
碎屑 S9("0($1
4@D> =??
66：模型计算参数 61(0,’(9< %’"’,9(9"1 I"#, 6)#%’(* 0; 0(’80)T

23 /
（’ -4）
44> =@?
.D?> ???
4> ?E?
D.> ???
F> ?44
@> FB?
F> @F?
F> EB=
.> ?=E
D> .F?
.> 4??
?> B??
D> ???
.> .??
?> @??
?> F??
?> D??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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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级
7"#%*0)
89:98

?> ?AB
?> ED=
?> FDE
?> 4AF
?> .AA
?> A4B
?> =4A
?> BDF
?> B@.
?> E??
?> @DB
?> =??
?> F?@
?> AEB
?> =BE
?> 44.
?> 4BF
?> ???
?> ???
?> AF?

4> ??
4> ??
4> =?
.> ??
D> ??
.> 44
.> D@
.> B4
D> ..
.> BF
.> BD
D> AD
.> EB
D> AB
D> F.
D> @F
D> EF
D> B@
A> ?D
4> ??

53 /
（’ -4）
E> ???
4=@> ???
.F> ?F?
.B> A??
.=> D4?
.=> ???
44> EB?
4?> F@A
B> FE?
@> DF?
4?> AB?
B> BE?
F> 44?
@> DF?
A> 4.?
@4> .=?
4A> F??
-

鳐、鲨鱼类、海鸟和哺乳动物等T
!@ B" 底拖网渔获物的营养级
在 6)#%’(* 分析中，营养级并非来自预先的设
定，而是通过食性组成估算得来的T 通常假设初级生
产者和碎屑的营养级为 4，消费者的营养级估算通
常是根据它们所摄食饵料的营养级加 4 得到的T 由
于受到食物可得性和个体发育的影响，鱼类食性发
生转换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转变将导致营养级
的变化［.4］T 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很难量化同一功
能组在不同年代间的食性转化，本文在使用 6K6 模
图 !" 北部湾沿海地区海洋捕捞渔船功率
>:?/ !" Q01*0;O J#’( %#K9" 0; )#’1(’8 ’"9’1 #I (*9 /90J$ !$8IT

!@ A" 4EFE—4E@4 年北部湾海域 6)#%’(* 模型的构
建

型估算 A? 年间的营养级变化时，假设种内的营养级
的变化与时间呈线性关系：
&

!" # $ 4 %

() #’ !" ’
"
’ $4

（4）

根据 4EFE—4E@4 年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
调查的数据及临近水域的相关参数［4F - 4@］，本文构建
了 .? 世纪 @? 年代北部湾海洋生态系统的 6)#%’(*

式中：!" # 为生物 # 的营养级；!" ’ 为生物 # 摄食的食
物 ’ 的营养级；() #’ 为食物 ’ 在生物 # 的食物中所占的

模型数据（ 表 4）T 根据个体规格、生物学特性（ 生长

数采用目前国际通用的营养级划分标准，即将第 4

和死亡率）以及种类食性特点，本模型定义了 .? 个

营养层次的绿色植物定为4 级，草食者为第. 营养层

功能组，包括 . 组初级生产者和 4 组碎屑，
E 组渔业

次（ 初级消费者），营养级定为 . 级，以草食性动物为

资源功能组等，包含了超过 ..? 组调查数据，基本覆

食的肉食性动物为第 D 营养层次（ 次级消费者），营

盖了北部湾海洋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全过程T .? 个

养级定为 D 级，依次类推*

功能组分别为：碎屑、底层生产者、浮游植物、珊瑚、

!@ $" 6)#10, 模型和假设

浮游动物、水母、底栖动物、底栖甲壳类、虾类、头足

比例* 计算使用的初始营养层次（ 绿色植物）营养级

6)#10, 是在 6)#%’(* 的基础上，模拟捕捞强度

类、小型中上层鱼类、中型中层鱼类、大型中层鱼类、

的时间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功能模块T 它可以用

小型底层鱼类、中型底层鱼类、顶级底层鱼类、魟和

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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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 是指功能在单位时间内（ 通常是 # 年）
生物量的变化；& " 为净生长效率；+ " 为生物迁入率；
, " 为自然死亡率（ 非捕食死亡）；- " 为捕捞死亡率；
. " 为生物迁出率；(（
" ’）被捕食者（
’ "）
"’ ( ’" ）指饵料 （
捕食的量/ 为了计算 ( "’ ，$%&’() 将饵料生物量分为
易捕食（ *+,-./01(,(23）和不易捕食（ (-*+,-./01(,(23）
两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达：
( "’ % 0 "’ 1 "’ ! " ! ’ （
# 0 "’ * 23"’ * 1 "’ ! ’ ）

（4）

式中：1 "’ 表示捕食者 ’ 对饵料 " 的有效搜寻率；! " 为
饵料生物量；! ’ 为捕食者生物量/ 参数 23表示饵料 "
在易捕食和不易捕食之间的转换率，参数值范围在
5 6 # 之间，系统默认为 57 8，低 23值（ 如 57 "）表示上
行控制，高 23值（ 如 57 9）表示下行控制: 由于 "5 世
纪 85 年代的生产力较低，我们假设该时期的大多数
种群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其资源量达到了生态
容纳量: 因此，在 $%&’() 模拟中，将表达营养控制的
2;值设为 57 "，代表上行控制是合理的［""］:

#=5A

以初始年份值，生成初始值为 # 的时间序列: 因此，
"5 世纪 95 年 代 末 期 的 捕 捞 强 度 约 为 =5 年 代 的
#>7 48 倍，由于模型的精度只能模拟整数倍，因此本
结果为捕捞强度增加 #> 倍的北部湾生态系统的反
应:
模拟结果表明，生态系统中渔业资源功能组的
生物量随时间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在过去 ?5 年间，
大型、传统高价值的可食用鱼类，如鮨科、鲭科、鲱科
等生物量大幅度下降，
95 年代末期的渔获量仅为 =5
年代初期的 =@ ，而中小型鱼类，主要是中上层的沙
丁鱼和 " 类 以 及 底 层 的 发 光 鲷（ 45678791 ’187:";
5<9）等种类不断增加，并逐渐在生态系统中占主导
地位: 此外，无脊椎动物也有明显增加，尤其是头足
类，
与 "5 世纪 =5 年代相比，95 年代的渔获量上升
了 "7 A 倍（ 图 "），这可能是大型鱼类衰退导致头足
类捕捞压力释放后的结果: 拖网作业主要捕捞大型
肉食性鱼类，与小型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相比，个体
大、寿命长、营养级高、自然死亡率低的鱼类更易受
到过度捕捞的影响［"4］: 另外，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衰
退降低了小型中上层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摄食压

!" 结果与分析

力，营养级联效应结果导致了小型被摄食鱼类增长

!# $" 北部湾渔业资源功能组生物量的变化

迅速，并更容易被捕获，这和近年来我们对北部湾水

为了重现北部湾渔业发展的历程，根据 $<$ 模

域监测的结果是吻合的: 种类组成从高营养级向低

型的规定，在 #989—#9=# 年模型的基础上，将历年

营养级转变的相似结论也见于其他区域的多鱼种渔

的捕捞强度（ 图 #）进行标准化，即所有的年份均除

业的相关研究中［"?］:

图 !" 模型预测的 #9=5—#999 年间北部湾海洋生态系统在捕捞压力驱动下的变化
%&’( !" B/.!(%2.! %C0-D.’ &E 2C. F.(1+ G+,E )0/(-. .%&’3’2.) E/&) #9=5 2& #999 !/(*.- 13 E(’C(-D:
0）虾及蟹类 HC/()I’ 0-! 1.-2C(% %/+’20%.0-’；1）头足类 J.IC0,&I&!’；%）小型底层鱼类 H)0,, !.)./’0, E(’C.’；!）小型中上层鱼类 H)0,, I.,0D(%
E(’C.’；.）中型底层鱼类 K.!(+) !.)./’0, E(’C.’；E）中型中上层鱼类 K.!(+) I.,0D(% E(’C.’；D）大型底层鱼类 L0/D. !.)./’0, E(’C.’；C）大型中上
层鱼类 L0/D. I.,0D(% E(’C.’: 以 #9=5 年值为基准 MC. 1(&)0’’.’ (- #9=5 <0’ 20N.- 0’ 2C. 10’(’ *0,+.: 下同 MC.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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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捕捞对海洋食物网的营养级的影响

#$$* 年的 )( $*，低于东、黄海的下降速率，这与高纬

根据 !"! 模型估算的结果，北部湾渔获物的平
均营养级从 #$%& 年的 ’( ) 降低到 #$$* 年的 )( $*，

度下降快，低纬度下降慢的普遍趋势是一致的2
!" $# 捕捞强度降低后北部湾的资源恢复

最高值为 ’( +&，出现在 ,& 年代中期（ 图 ’），这种速

以 #$$$ 年的 !<>G.=A 模型为基础，预测在 #$$$

率与 -./01 等［)+］估算的全球渔业资源衰退趋势基本

年的水平上将捕捞强度降低 #* 倍后生态系统的反

相同，即每 #& 年下降 &( #2 在近年渔业资源调查中，

应2 所有的参数设定及系统默认值与上述保持一致2

从大型个体的几乎消失可看出捕捞降低食物网营养

模型预测的结果表明，在降低捕捞强度后的几

级的趋势大大快于我们的预计2 自从渔业开始使用

年之内，生物量将会恢复到原有水平（ 图 6），这与我

无选择性的网具开始，渔获物中以小型鱼类占优势

们在沿岸水域生态系统中设置人工鱼礁后观测的结

就贯穿这一时期2

果是一致的［)*］2 模拟发现，当降低捕捞强度时，大部

渔获物平均营养级的下降和捕捞强度的增加是
紧密相关的，同时，从渔获物直接估算的营养级还可
能会受到渔民的行为影响2 以高价值的无脊椎动物
如鱿鱼为捕捞目标时，捕捞降低食物网的过程可能
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上不会产生任何变化2 然而，底拖
网调查通常得到的是依赖于底层鱼类群落的平均营
养级2 因此，当 )& 世纪 ,& 年代，大型底层鱼类如红
笛鲷、灰裸顶鲷（ !"#$%&’($)*+ ,’)+-*+）等衰退后，渔
获物的营养级开始出现下降2
渔获物营养级的变化不仅受重要生物资源群落

分功能组的生物量会上升，尤其是顶级捕食鱼类会
急剧上升，而无脊椎动物（ 虾、蟹等）会有所下降，其
中虾类会降低 *K ，底栖甲壳类会降低 #&K 2 这可能
是因为在 !<>@?I 模拟中无脊椎动物受到掠食的上
行和下行效应混合控制的结果，即在大幅度降低捕
捞强度后，由于竞争的减少、食物易得性以及栖息环
境的改善，使得大型鱼类的生物量上升较为明显；相
对应的是，由于捕食者大幅度增长，被捕食者，如小
型碎屑性鱼类、中上层鱼类和饵料鱼类等生物量趋

结构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受重要生物资源种类个体

于下降，这表明在 !<>@?I 的参数设置上，较高的摄

大小及其食物组成的变化的影响，捕捞是影响其变

食压力过高地补偿了捕捞压力降低的影响2 模型显

化的 主 导 因 素2 -./01 等［)+］根 据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示中型规格的鱼类在模拟初期会略有上升，之后则

（345）提供的资料，报道了 #$+&—#$$6 年期间全球

保持稳定2 实际上，由于中型鱼类同时受到上行和下

渔获物的平均营养级每 #& 年下降 &( #，渔获物从长

行控制，它们的生物量一般会比较稳定2 此外，模型

寿命、高营养级的底层食鱼的种类逐步向短寿命、低

预测还表明，捕捞强度降低后，鲨和鳐类功能组的生

营养级的中上层、无脊椎动物种类转变；认为捕捞使

物量急剧上升（ 图 6）2

生态系统中食物网的营养级下降，并指出这种开发
［)%］

方式是 不 可 持 续 的2 7.89 等

［)#］

、张 波 等

、晁 敏

在 #$$$ 年的水平上把捕捞强度降低 #* 倍后，
!<>@?I模拟显示的生物量总体上接近于#$%& 年的

［),］

等

分别研究了渤、黄、东海等海洋渔获物的营养

&( #,
级，发现它们每 #& 年下降的速率分别为 &( #+、
和 &( )2 本研究发现，经过几十年的捕捞开发，北部
湾的海洋渔获物的营养级从#$%& 年的’( ) 下降到

图 $# 捕捞对北部湾海洋食物网的影响
%&’( $# !::;<= >: :?@A?89 >8 :>>B ";C ?8 =A; D;?C/ E/0:2
营养级由生态通道模型估算 7F>GA?< 0;H;0@ ";F; ;H.0/.=;B :F>I !<>J
G.=A I>B;0@2

图 )# 北部湾生态系统变化预测
%&’( )# -F;B?<=;B <A.89;@ >H;F =?I; ?8 =A; D;?C/ E/0: ;<>@1@=;I
:F>I B;<F;.@?89 B;I;F@.0 :?@A?89 GF;@@/F; ?8 =A; #$$&@ I>B;0
"?=A . :.<=>F >: #*(
?）魟和鳐 L.1@ .8B @M.=;@；N）真鲨类 !0.@I>CF.8<A;@；M）底栖甲壳类
D;8=A?< <F/@=.<;.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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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水平，这反映出我们可以利用 !"#$%& 来反
［’’］

演渔业资源功能组的变动规律，这在泰国湾

、香

’2,)

显，甚至消失* 如红笛鲷是北部湾有名的大型优质鱼
类，据 ’)2’—’)2( 年 调 查，其 平 均 资 源 密 度 达

港沿岸［()］等水域也得到了证实* 然而，值得注意的

(()6 ; /=·/& > ( ，占底拖网调查总渔获量的 ?6 )5 ，

是，本文所讨论的生物量的恢复只是渔业功能组的

此后随着红鱼子母钓和拖网渔业的发展，红笛鲷的

总量，并不意味着各个功能组或种类均恢复到历史

资源密度大幅度下降，到 ’))(—’))+ 年只有 )6 , /=

水平，正如我们所知，有些物种已经极度衰退，甚至

·/& > ( ，到 ’))3—’))) 年仅为 ,6 @? /= ·/& > ( ，与

永远地消失了*

’)2’—’)2( 年相比下降了 ))6 35 ，其他种类也出现

!" 讨" " 论

类似的趋势［(,］，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值
得注意的是，模型中大部分参数值都是系统默认，且

渔业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由捕

没有考虑环境因子的变化对模型的影响，因此，必须

捞造成的在鱼类种群水平上的各种直接影响* 捕捞

小心使用模型预测的结果* !<! 模型在未来的应用

将直接减少鱼类种群的丰度，而过度捕捞则导致鱼

可能会非常广泛，但也存在可信度不高的风险，需要

类种群衰退甚至枯竭* 此外，捕捞作业，尤其是拖网

仔细检验输入数据和模型的结果，尤其是检查系统

作业极大地改变了海洋栖息地的物理结构、形态和

默认值对输出结果的影响*

生物生存条件，而海洋栖息地的丧失是近百年来全
球多样性下降和物种快速灭绝的根本原因［+,］* -."/0
$#1 等［+’］发现，过度捕捞是造成沿岸生态系统退化
的主要原因，甚至超过其他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污
染、水体恶化以及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等，且随
着捕捞技术的进步和捕捞努力量的加大，这种影响
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如何恢复和重建业已退
化的渔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发挥生态系统的服
务和产出功能，已成为当今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北部湾的渔业发展历程可以被认为是热带亚热
带沿岸水域的渔业发展史，这些区域由于缺乏有效
的控制捕捞努力量的机制，导致捕捞强度远远超过
渔业经济上的可行性和资源的可承受性* 在 (, 世纪
2, 年代早期，规模的捕捞活动刚开始，到 ’)3+ 年就
已形成过度捕捞的局面，之后捕捞强度继续上升，渔
获量也维持较高水平，而渔获物中则有大约 ( 4 + 的
垃圾鱼类，供人类消费的部分中大约 +35 是幼鱼 6
在这一时期，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789!）下降
了 ’,5 : ’;5［+(］* 通过模型模拟和营养级估算结果
可知，虽然提高捕捞强度、捕捞中小型鱼类可以增加
渔获量，但这种增加并非是无限制的，而经济利益的
丧失也会限制渔民的继续捕捞冲动，目前北部湾渔
业的现状也证实了这一点*
本研究表明，运用 !<! 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渔
业生态系统从未开发状态到开发状态的变化以及总
捕捞努力量下降后渔业生态系统的恢复等* 尽管由
于多种原因，大幅度地降低或完全停止捕捞是不现
实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模型预测，为今后渔业资源的
恢复提供依据*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这种预测是合
理的* 大型鱼类，尤其是经济鱼类的资源密度下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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