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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牧场是国内外长期广泛应用的海洋渔业发展举措。本文对国内外海洋牧场发
展情况以及已有定义、分类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国外普遍将渔业资源增殖等同海洋
牧场，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工鱼礁已从较单纯的聚鱼功能，拓展为海洋牧场生境保护
和修复功能，目标是渔业资源增殖和利用。东北亚国家如日本、韩国建设人工鱼礁的目
标是大规模增殖、聚集和捕获渔业资源；欧美诸多国家建设人工鱼礁主要是为了增殖保
护渔业资源和开发休闲渔业。国外以渔业资源增殖为主旨的海洋牧场建设成败皆有，成
功的方面仍值得中国借鉴。国外对海洋牧场定义和分类的数量较少，定义的提出和使用
相对严谨。多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牧场建设，将其作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渔民转
产转业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加以扶持。海洋牧场在建设规模、产出效果、技
术水平、发展机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由于起步较晚，产业和科技总体上仍处于
初级阶段，存在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国内学者提出海洋牧
场和海洋农牧化概念，并将二者进行了区分，其后诸多学者也将渔业资源增殖等同海洋
牧场。近年来国内海洋牧场发展迅速，但海洋牧场定义不够规范，数量繁多、含义空
泛、严谨性不足。最后，本文就海洋牧场发展趋势、发展理念、目标定位、建设内容、
研究支撑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展望，认为实事求是并理性把握好现阶段海洋牧场的发展
理念、定位、内容和目标，加强对农业农村部现有海洋牧场水产行业标准的宣传尤其是
定义和分类的宣传，引导海洋牧场研究和建设工作有序开展，对于切实有效支撑海洋牧
场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关键词: 海洋牧场；增殖放流；人工鱼礁；定义；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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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人类获取高端食品和优质蛋白的“蓝

布《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 [1]，明确

色粮仓”。世界上诸多沿海国家已把海洋牧场开

了发展海洋牧场是中国恢复近海渔业资源、修

发作为重大农业发展战略，以应对日益凸显的

复渔业水域环境和促进近海渔业可持续发展的

人口、粮食、资源、环境等问题。中国政府高

重要政策。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海洋牧场在建

度重视海洋牧场建设，自2002年起中央财政即安

设规模、产出效果、技术水平、发展机制等方

排专项资金支持海洋牧场建设，2006年国务院发

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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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海洋牧场的概念

种 [11]。世界各地每年增殖数量巨大的海洋物种超

和分类均有诸多描述。2016年8月22日，农业农

过180种，增殖不同种类和不同增殖案例的捕获

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在广东珠海组织召开的海

率差别很大，平均捕获率约8%，但增殖效果评

洋牧场专家研讨会认为，国内海洋牧场的概念

估工作相对较少 [9]。

和分类不够规范明确，制约了海洋牧场建设管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使用“海洋牧

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为此，2017年，农业农村部

场(marine ranching)”用语 [12]。1971年日本海洋开

渔业渔政管理局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海洋牧

发审议会 [13-14]提出海洋牧场定义，此后多次提出

场发展战略研究》、组织编制发布了中华人民

的海洋牧场定义均较为抽象，至1980年日本农林

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SC/T 9111—2017 海洋牧

水产省农林水产技术会议论证“海洋牧场化计划”

场分类》 ，对国内海洋牧场进行了定义和分

时把海洋牧场理解为“栽培渔业高度发展阶段的

类，对指导中国海洋牧场建设管理工作规范开

形态” [12]。形象地说，海洋牧场是模拟陆地畜牧

展和海洋牧场标准体系构建等研究发挥了重要

业，在自然水域中放养水产资源，并按照需要

作用。

进行采捕，即鱼类的放牧场。1996年FAO在日本

[3]

本文在检索查找有关海洋牧场发展、定义

召开的海洋牧场国际研讨会 [15-16]将“资源增殖(或

和分类表述的文献 [4-6] 及资料的基础上，对国内

增殖放流)(stock enhancement)”视为“海洋牧场

外海洋牧场发展情况和已有定义、分类情况进

(marine ranching)”。查找到的日本海洋牧场定

行总结和分析，以期为从事海洋牧场相关工作

义10项中，英文表述主要是marine ranching，绝

的社会各界提供有益参考。

大多数海洋牧场定义将增殖放流或资源增殖等

1

国外海洋牧场的发展与定义

1.1 国外基于增殖放流的海洋牧场的发展与
定义
海洋牧场(sea ranching)起源于19世纪的“海
鱼孵化运动” 。1860—1880年，以增加商业捕
[4]

捞渔获量为目的，大规模的溯河性鲑科鱼类增
殖计划在美国、加拿大、俄国及日本等国家实
施，随后在世界其他区域展开，如南半球的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1900年前后，海洋经济种类
增殖计划开始在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实
施，增殖种类包括鳕(Gadus maerocephalus)、黑
线 鳕 (Melanogrammus aeglefinus)、 狭 鳕 (Gadus
chalcogrammus)、 鲽 (Pleuronectidae)、 鲆
(Bothidae)、龙虾(Palinuridae)、扇贝(Pectinidae)等 [7]。
国外多年实践证明，部分海区、部分鱼种的人
工孵化增殖效果较好，也有较多鱼种较差、甚
至失败，海鱼孵化运动对鱼类增殖并没有取得
显著效果 [7-8] 。然而，渔业资源增殖仍然是最广
泛应用的渔业发展举措 [9]。据统计，1984—1997
年 全 球 有 64个 国 家 和 地 区 增 殖 海 洋 物 种 约 180

同海洋牧场，将增殖方式和养殖方式同时纳入
海洋牧场定义的仅见1项，而近年日本相关文献
已不见栽培渔业或海洋牧场定义出现(表1)。
1980年Thorpe [19] 提出的“溯河性鲑科鱼类增
养殖朝海洋牧场方向发展”，这一观点得到国际
上海洋水产增养殖专家们的一致共识 [20]。2004年
Leber等 [4]认为，在近海渔业中，人工孵化增殖有
不同的目标：增殖放流(stock enhancement，增殖
生物以补充或增加野生资源数量) [4] ，海洋牧场
(sea ranching，通过增殖形成放流、生长、捕获
的食品渔业) [4,21] ，种群恢复(restocking，恢复已
衰退的产卵生物量到常规生产水平) [4] 。2004年
FAO发布的“marine ranching”技术报告 [15,22]，均
将“资源增殖放流(marine stock enhancement)”视
为“海洋牧场(marine ranching)”。欧美国家以及
FAO均将渔业资源增殖等同海洋牧场，海洋牧场
定义的主要内涵是放流、生长、捕获，海洋牧场
的主要英文表述有salmon ranching、ocean ranching、
marine ranching和sea ranching(表2)。

1.2 国外基于人工鱼礁的海洋牧场的发展与
定义

种 [10] ；1984—1997年20个国家和地区增殖海洋

人工鱼礁建设是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的有

物种187种，其中日本72种、中国台湾24种、美

效措施之一 [27]。人工鱼礁历史悠久，但在相当长

国22种、中国大陆和韩国14种、澳大利亚7种，

的历史时期内未能引起重视，到海洋渔业资源

加 拿 大 和 俄 罗 斯 分 别 增 殖 放 流 鲑 科 鱼 类 7种 和 6

衰退时为保护修复渔业资源才兴起；国外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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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期

陈丕茂，等：国内外海洋牧场发展历程与定义分类概述

表1
Tab. 1
序号
No.

1853

日本基于增殖放流的海洋牧场的定义

Definition of marine ranching based on stock enhancement in Japan

时间
time

海洋牧场定义
definition of marine ranching

英文名称
English name

文献
reference

1

1971

是未来渔业的基本技术体系，是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生产食物的系统

marine ranching

[12]

2

1973

为了人类生存，在人类管理之下谋求海洋资源的维持和利用的和谐性的同
时，通过科学理论和技术实践而形成于海洋空间中的系统场所

marine ranching

[13-14]

3

1975

水产业作为食物产业、海洋环境保全产业而进行制度性管理，并为海洋保全
而以规模和广泛的科学技术和理论所系统化的未来产业

marine ranching

[13-14]

4

1976

是未来渔业的基本技术体系，是可能用海洋生物资源，持续地生产食料的
系统

marine ranching

[13-14]

5

1980

是将苗种生产、渔场建造、苗种放流、养成管理、收获管理、环境控制、防
治病害措施等广泛的技术要素有机地组合起来的管理型渔业

marine ranching

[12]

6

1989

以畜牧业为表象，把水产资源在自然水域中放流饲养，并按照需要进行采捕
的渔业形态

marine ranching

[17]

7

1991

广义的海洋牧场包括了养殖式的生产方式和增殖式的生产方式

marine ranching

[18]

8

1991

海洋牧场没有一定形式，随海域特性而异，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海域生产
力而开发技术，以求建立管理经济鱼类的系统

marine ranching

[18]

9

1993

海洋牧场是建造自然环境下的放流苗种培育场，所以是否就作为鱼类的放牧
场较为妥切

marine ranching

[12]

10

1996

将“资源增殖放流(marine stock enhancement)”视为“海洋牧场(marine ranching)

marine stock enhancement,
marine ranching

[15-16]

表2
Tab. 2

欧美国家和FAO基于增殖放流的海洋牧场的定义

Definition of marine ranching based on stock enhancement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序号
No.

时间
time

海洋牧场定义
definition of marine ranching

英文名称
English name

文献
reference

1

1980

为一个渔业系统，幼鱼增殖放流后在不受保护状态下依靠海洋水域中的天然饵料生
长，达到市场需求规格后捕获

salmon ranching

[19]

2

2001

通常是指资源增殖，向海中大量释放幼鱼，这些幼鱼捕食海洋环境中的天然饵料并
成长，之后被捕捞，以增加渔业生物量

ocean ranching

[7, 23]

3

2001

放流幼鱼到海洋环境，以捕获大规格个体

marine ranching

[24]

4

2003

通常是指在人工控制条件下培育增殖自然或养殖的海洋生物，使其生长和捕获，不
限于重要商业物种，还包括海藻和海草

sea ranching

[25]

5

2004

海洋牧场项目把实现多代增殖效果和多代补充效果作为目标，目的是在渔民管护的
区域尽可能全部收获增殖物种，因而海洋牧场预期增殖物种为定居性种类如贝类，
或是成鱼溯河到出生地产卵的鲑科鱼类

marine ranching

[11]

6

2008

将人工繁育物种增殖到开放海域和河口环境，经“放流、生长、捕获”过程获取大规
格产品。不期望增殖物种对产卵生物量有贡献

sea ranching

[9]

7

2018

通过增殖，形成放流、生长、捕获的食品渔业

sea ranching

[21]

8

2019

在人工控制条件下培育增殖鱼类和贝类以补充海洋资源

ocean ranching

[26]

利用人工鱼礁较早的国家是日本和美国；1795年

《沿岸渔场储备开发法》使人工鱼礁的建设以

日本渔民从沉船集鱼作用中得到启示，用木架

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978—1987年日本水产

固挂竹木、沙袋制作成鱼礁投放后，捕鱼量大

厅制定《海洋牧场计划》计划，在日本列岛沿

增；1860年美国渔民从洪水冲带树木沉入海底、

海兴建5 000 km的人工鱼礁带、把整个日本沿海

大量生物附着、引来大量鱼类得到启示，用木

建设成为广阔的“海洋牧场” [2,27-28]。1935年，美国

笼装入石块制成鱼礁投放入海，并投入很多废

在新泽西州梅角附近建造了世界上第1座人造鱼

弃水泥管，显著增加了捕鱼量

。1932年日本政

礁；二战后建礁范围从美国东北部逐步扩大到

府制定“沿岸渔业振兴政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部和墨西哥湾，到夏威夷；1968年美国政府提

就逐年在其沿岸海域投放人工鱼礁，1975年颁布

出建造海洋牧场计划，1972年通过92—402号法

[28]

http://www.scxueb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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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法律形式保障人工鱼礁发展；1972—1974年

工鱼礁在日本用于增加渔业产量和产品，在美

在加利福尼亚建成巨藻海洋牧场；1980年通过在

国用于潜水娱乐，在欧洲用于防止拖网捕鱼 [31]，

全国沿海建设人工鱼礁的公共法令；1984年国会

在英国福克斯顿海洋保护区、拉丁美洲巴巴多

通过了国家渔业增殖提案对人工鱼礁建设进行

斯和西印度群岛等地还使用人工鱼礁与珊瑚礁

了规定；1985年《国家人工鱼礁计划》出台，将

形成共生生态系统 [31]。国外以人工鱼礁为基础的

人工鱼礁纳入国家发展计划

。1971年韩国开

海洋牧场的定义较少。刘卓等 [12]引用了日本中村

始在沿海投放人工鱼礁，1982年曾推进沿岸牧场

定的海洋牧场定义，即“海洋牧场是指在广阔的

化工作，1994—1995年组织沿岸渔场牧场化综

水域中，控制鱼类的行动，对从发生到采捕收

合开发计划，1994—1996年进行了海洋牧场建

获进行管理的渔业系统”，内容包括：资源的增

设的可行性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订了《韩

殖 (苗 种 大 量 放 流 管 理 、 产 卵 场 、 育 苗 场 建 造 、

国海洋牧场事业的长期发展计划(2008—2030》，

资 源 管 理 )和 资 源 的 采 捕 收 获 (渔 场 的 造 成 、 整

并从1998年起正式在韩国南部的庆向南道南岸建

备、捕捞)，认为政府作为事业进行的沿岸渔场

造海洋牧场

事务开发(人工鱼礁、大型增殖场建造等)和栽培

[2,27-28]

[2,27-28]

。世界七大洲诸多国家先后开

展了以人工鱼礁为基础的海洋牧场建设

。

[2,4,27-28]

最初，人工鱼礁以诱集鱼类、造成渔场、捕

渔业都是海洋牧场技术的主要部分。2003年韩国
根据本国国情，将海洋牧场(ocean ranching)的概

获鱼类为目的，称为“人工渔礁(fishing reef)”；

念更具体化，在《韩国养殖渔业育成法》 [25,40]中

随着人工鱼礁的发展，鱼礁不仅用于诱集鱼类

其概念为“在一定的海域综合设置水产资源养护

进行捕捞，而且给鱼类提供起到保护、培育鱼

的设施，人工繁殖和采捕水产资源的场所”。

类资源作用的良好生息繁殖场所，同时可以诱

国外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工鱼礁已从

集、培育许多不同的虾类、蟹类、贝类、藻类等，

较单纯的诱集鱼类捕获功能，拓展为海洋牧场

因而采用“人工鱼礁(fish reef，artificial reef)” [28]。

生境保护和修复功能，目标是渔业资源增殖和

1986年孙利元 [29]和中村充 [30]认为“人工鱼礁

利用。东北亚国家如日本、韩国建设人工鱼礁

(artificial reef)是利用鱼类等水产生物喜欢聚集于

的目标是大规模增殖和捕获渔业资源，欧美诸

礁石和沉船等物体的习性，以达到对象水产生

多发达国家建设人工鱼礁的目标是增殖保护渔

物的渔获量增加、作业效率化和保育的一种渔

业资源和开发休闲渔业。

业设施”。1988年在美国召开的第4届国际人工鱼
礁会议 [28]把“人工鱼礁(artificial reef)”改名为“人
工栖所(artificial habitat)”，旨在扩大其功能范
围，即能积极提高当地海域的总体生产力，发
挥生态基质的作用，以期能在实质上提高基础

2

中国海洋牧场的发展与定义

2.1 中国基于增殖放流的海洋牧场的发展与
定义

生产量和生产值，而不仅仅限于诱集鱼类之效

中国从20世纪30年代就在浙江和江苏沿海

果。不过，此后诸多学者仍然习惯使用“人工鱼

开始鱼类增殖放流和标志放流试验，种类包括

礁(artificial reef)”一词

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石斑鱼(Epinephelus)、

[31]

。1998年欧洲人工鱼礁

研究网(European artificial reef research network,

黑鲷(Sparus macrocephalus)等 [41-43]。1951年全国沿

EARRN)[32]和1999年《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

海开始对真鲷(Pagrosomus major)、带鱼(Trichiurus

公约》(OSPAR)

将人工鱼礁(artificial reef)定义

haumela)、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大黄

为“有意放置在底层(海底)的水下结构，以摹拟

鱼 、 鲐 (Pneumatophorus japonicus)、 马 鲛

实现天然礁石的某些特性”。2000年Seaman等

(Scomberomorus)、蓝圆鲹(Decapterus maruadsi)、

[33]

[34]

定义人工鱼礁(artificial reef)为“人工鱼礁是使用

对虾(Penaeus)和鲍(Haliotis)等先后进行了大量的

了数千年的以石块和木材等制作的诱集鱼类的

标志放流 [44]。20世纪80年代后增殖放流活动渐成

增殖装置”。

规 模 ， 2000年 以 后 增 殖 放 流 工 作 发 展 较 快 [ 4 5 ] 。

产

[35]

近年来，人工鱼礁广泛应用在渔业增殖生

2016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做好“十三五”水生

、富营养物去除

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 [46]，确定“十三

[36]

、休闲潜水与旅游

[37]

、滨

海保护 [34,38]、冲浪游戏礁 [39]、栖息地保护 [31]；人
http://www.scxueb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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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近年来增殖放流活动开展取得了良

化，把我国专属经济海区改造为高产稳产的海

好效果，所产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已日

洋农场和海洋牧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益显现，增殖放流活动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

明确将海洋农场与海洋牧场区别。

遍认可和支持。2009年发布的《水生生物增殖放
流管理规定》 [47]和2010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产行业标准《SC/T 9400—2010 水生生物增殖
放流技术规程》 [48]均将增殖放流定义为“采用放

2.2 中国基于人工鱼礁的海洋牧场的发展与
定义
中国的人工鱼礁的历史可溯源至古代，是

流、底播、移植等人工方式，向海洋、江河、

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鱼礁的国家，早在距今

湖泊、水库等公共水域投放亲体、苗种等活体

2000年左右的春秋战国或汉代的“罧业”中出现了

水生生物的活动” [44]。国务院将增殖放流作为实
施渔业资源增殖行动的具体措施 [1]。

关于鱼礁的文字 [28]。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人工鱼礁
建设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此后至21世纪初我

1947年朱树屏 [49]提出“水即是鱼类的牧场”概

国开展了以人工鱼礁和海洋生物增殖为基础的

念，认为种庄稼是种地、“种鱼”是种水，将在水

海洋牧场建设探索。1979年在广西北部湾开始了

中种鱼(人工孵育)等同鱼类牧场。1963年朱树屏

我国人工鱼礁实验研究，之后全国沿海广东(时

[50]

提出“海洋农牧化”概念，认为“海洋、湖泊就是

含海南岛)、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西等

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可认为是朱树屏

省(区)普遍开展了人工鱼礁试验研究。1984年人

首次在中国提出“海洋牧场”一词和“湖泊牧场”一

工鱼礁被列于国家经委开发项目，成立了以中

词；朱树屏还阐述了海洋牧场的内涵：“根据畜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为组长单位

牧的道理来注意渔业资源的繁殖，使他永盛不

的全国人工鱼礁技术协作组，在全国建立了23个

衰，科学地计划捕捞，避免‘竭泽而渔’”。1979年

人工鱼礁试验点 [28]。到1990年全国人工鱼礁建设

曾呈奎 [51] 提出“海洋生产农牧化”概念，认为“农

由于资金等多种原因而中断。进入21世纪，随着

牧化”包括两个内容：“农业化”和“牧业化”，“农

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与养护的日益重视，海

业化”的农业化生产事业可称为“海洋农业(农业

洋牧场的开发逐渐为人瞩目。2000年，广东省编

式生产包括滩涂、礁盘式生产，浮筏式生产，

制全省人工鱼礁建设规划并以省人大议案形式

网箩式生产，池塘式生产等农业式的4种方式方

启动大规模人工鱼礁建设，山东省结合渔船报

法)”，“牧业化”生产事业可称为海洋牧业(牧业

废制度开展人工鱼礁建设 [2]。多年来中国出现诸

式生产就是指放养式生产)，养殖方法可简称为

多关于人工鱼礁的概念，为规范人工鱼礁定

“放养”或“放牧”，在育苗场里培养的部分为

义，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SC/T

“养”，释放到自然海域生活的部分为“放”，目的

9416—2014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62]将人工

是利用广大海域的自然生产力，同陆地上放牧

鱼礁定义为“用于修复和优化海域生态环境，建

一样。至今，我国诸多学者在提出海洋农牧化

设海洋水生生物生息场的人工设施”。2006年发

或海洋牧场设想、开展海洋牧场相关理论和技

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术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定义有12项，

行动纲要的通知》 [1] 提出的三大行动之一的“渔

均将海洋牧场认为是在特定海域放养鱼、虾、

业资源保护与增殖行动”中的“渔业资源增殖”，

蟹、贝、藻等渔业资源生物，将海洋牧场等同

实施措施是增殖放流、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

渔业资源增殖，海洋牧场的主要英文表述有fish

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

farming、 farming the water、 aquafarm、 marine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63] 中要求“发展海洋牧场，

ranch、 marine ranching、 ocean pasture和 ocean

加强人工鱼礁投放，加大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力

ranch(表3)。国内在提出海洋牧场概念、在对海

度”。2018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洋牧场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诸多学者同国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64]中要

外诸多学者一样将渔业资源增殖等同海洋牧

求“支持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2018年12月国家

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朱树屏

[51]

发展改革委联合农业农村部复函 [65]，支持山东省

所提出的海洋牧场(或海洋牧业)，不包括现行的

开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从2006年至

海水养殖。曾呈奎

今，中国政府明确将人工鱼礁、海洋牧场作为

[51]

[49-50]

和曾呈奎

还认为“海洋水产生产农牧

http://www.scxueb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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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 3
序号
No.

产

学

报

43 卷

中国基于增殖放流的海洋牧场的定义

Definition of marine ranching based on stock enhancement in China

时间
time

海洋牧场定义
definition of marine ranching

英文名称
English name

文献
reference

1

1947

水是生物生活的牧场，‘种鱼(fish farming)’和种庄稼道理是相仿的，种庄稼是种地 fish farming；farming the
(farming the land)，‘种鱼’是种水(farming the water)，无论以‘种鱼’为主业或副业的 water
人每年皆有可观的收入，如能用人工孵育，则收效大得多

[49]

2

1963

实际上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要根据畜牧的道理来注意渔 fish farming
业资源的繁殖，使他永盛不衰

[50]

3

1979

牧业式生产就是指放养式生产，把鱼虾苗在育苗场里培养一个阶段，然后让它们
到大自然去索饵生长发育，目的就是要利用我们广阔的专属经济区

[51]

4

1989；
2007

采取科学的人工管理方法，在选定的海区大面积放养和育肥经济鱼、虾、贝、藻 aquafarm；marine ranch
类等的场所

[52-53]

5

1992

在特定海域里，有计划地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开发的人工养殖场

[54]

6

1995

为获得更多水产品，沿用畜牧业的原理和方法，在海上建成鱼、贝、虾、蟹等的 ocean pasture
放牧场所

[55]

7

1998

人工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在选定的海区大面积养殖经济鱼、虾、贝或藻等的大 aquafarm
型养殖场

[56]

8

2002

在一定的海域里，为了建设人工渔场而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地放流和养殖海洋 ocean ranching
生物种类，并进行有效的渔业资源管理

[57]

9

2005

在一个特定的海域内, 为了有计划地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设置的人工渔场

[58]

10

2008

采用科学的人工管理方法，在选定海区大面积放养和育肥经济鱼、虾、贝、藻类 ocean ranch
的场所

[59]

11

2009

利用天然饵料丰富的浅海、海湾、滩涂，或利用人工改造的海湾等海域养殖经济 aquafarm
鱼、虾、贝或海藻等的大型养殖场。

[60]

12

2013

在特定海域里，为有计划地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设置的人工渔场。主要通过放
流、底播、移植等方式将经中间育成或人工驯化的生物苗种放流入海，利用天然
饵料或微量投饵育成，并进行高水平的生物管理和环境控制，扩大海洋生物资源
量，实现可持续捕捞

[61]

marine ranching

实施渔业资源增殖行动的具体措施。2015年发布

者提出人工投饵或微量投饵，但均认为海洋牧

《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通

场区域为开放海域。基于人工鱼礁等生态工程

知》

的海洋牧场定义共有25项，海洋牧场的主要英文

[66]

，计划通过5年左右时间，在全国沿海创

建一批区域代表性强、公益性功能突出的国家

表述有marine ranching、oceanic ranch、aquafarm、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经过多年发展，海洋牧场

ocean ranching， 以 marine ranching的 表 述 最 多

建设成效显著，全国已建立四批共86个国家级海

(表4)。其中，1994—2002年仅有3项，而2008—

洋牧场示范区，建设海洋牧场超过233个。《国

2019年有22项，这应该与2006年国务院发布《中

务院关于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的批

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大力推进海洋

复》

牧场发展形成的社会热潮相关。总体上，本文

[67]

认为“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

减缓了海洋渔业资源衰退趋势”。

所见的中国基于人工鱼礁的海洋牧场的概念或

1983年冯顺楼 [68]将人工鱼礁引入海洋牧场，

定义中，海洋生态保护和资源增殖均是海洋牧

认为“建设人工鱼礁便是增殖资源的好办法”，

场的主旨。但现实中有个别海洋牧场概念或理

“人工鱼礁就是给鱼类造漂亮房屋，对鱼类生长

念，将“农业化”的农业式生产 [51]如滩涂、浮筏、

以及提高成活率均有很大作用；人工鱼礁投放

网箱甚至池塘养殖方式，纳入“牧业化”的牧业式

之后能产生上升流，使海底营养物质向上涌

生产 [51]—海洋牧场，容易导致人们对海洋牧场的

升，再向四周扩散，可相当于农业生产上的施

了解和认识混乱。例如，最近发生的“獐子岛扇

肥；通过鱼礁来改变鱼类结构，这相当于农业

贝事件” [69]，将海水增养殖等同于海洋牧场，“其

生产上的选种、育种、播种”。此后，诸多学者

实发生扇贝大面积减产死亡的区域只是常规的

提出了以人工鱼礁为基础的海洋牧场的定义，

底播增殖区，所以并非严格定义的海洋牧场。

绝大多数表述是在栖息地修复的基础上调控自

这个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其实是粗放式海水增养

然生产力利用天然饵料进行资源增殖，也有学

殖存在的问题，包括缺乏科技支撑、规模盲目

http://www.scxueb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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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ab. 4
序号
No.

时间
time

1857

中国基于人工鱼礁的海洋牧场的定义

Definition of marine ranching based on artificial reef in China
海洋牧场定义
definition of marine ranching

英文名称
English name

文献
reference

1

1994

针对选定的开发海域和经济生物，以丰富资源为目的，采用渔场环境工程手段、资源生物的生
产控制手段以及有关的生产支持保障技术而建立起来的水产资源生物生产管理综合技术体系

[71]

2

2000

为使该海区资源增大或引进外来经济鱼种，采用增殖放流和移植放流的手法将生物种苗经过中 oceanic ranch
间育成或人工驯化后放流入海，以该海区中的天然饵料为食物，并营造适于鱼类生存的生态环
境的措施(如投放人工鱼礁、建设涌升流构造物)，利用声、光、电或其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并
采用先进的鱼群控制技术和环境监测技术对其进行人为、科学的管理,使资源量增大，改善渔
业结构的一种系统工程和未来型渔业模式

[72]

3

2002

以丰富水产资源为目的，采用渔场环境工程手段、资源生物控制手段以及有关的生产支持保障 marine ranching
技术，在选定海域建立起来的水产资源生产管理综合体系

[73]

4

2008

在某一海域，通过修复和构建水产生物的生息场(生活、栖息的场所)，优化海域生态与环境，
将优质水产生物种苗经过中间育成或者人工驯化后放入海中，利用海洋自然生产力或微量投饵
育成，应用行为驯化和环境监控技术对其进行科学管理，增大资源量和产量，使该海域的渔业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得到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74]

5

2009-02

海洋牧场是用人工鱼礁和藻礁来建设海洋生 物生息场, 修复海洋生态, 改善海洋环境, 营造适 宜
海洋生物生息的环境条件, 增加海区生物多样 性, 恢复海洋资源和增加渔获量, 促进渔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75]

6

2009-05

是借用畜牧业的相关概念，将海洋比作草原，鱼类等水产经济动物比作牛羊，在充分利用天然
饵料等海洋生产力要素的前提下，采取相应措施对鱼类等渔业资源进行增殖、养护和管理，以
谋求海洋水产品生产的稳定高产的渔业模式

[76]

7

2010-10； 在某一海域内，采用一整套规模化的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的管理体制(如建设大型人工孵化厂， marine ranching
2011-10 大规模投放人工鱼礁，全自动投喂饲料装置，先进的鱼群控制技术等)，利用自然的海洋生态
环境，将人工放流的经济海洋生物聚集起来，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海上放养鱼虾贝类的大型人
工渔场

8

2011-02

在一个特定的海域里，为了有计划地培育和管 理渔业资源而设置的人工渔场。它先营造一个 ocean ranching
适合海洋生物生长与繁殖的生境，再由所吸引来的生物与人工放养的生物一起形成一个人工渔
场。依靠一整套系统化的渔业设施和管理体制，如人造上升流、人工种苗孵化、自动投饵机、
气泡幕、超声波控制器、环境监测站、水下监视系统、资源管理系统等，人们可以利用先进的
科技力量，将各种海洋生物聚集在一起，就像赶着成群的牛羊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那样，建立
可以人工控制的海洋牧场。

[79]

9

2012

在一个特定的海域内，为了增加和恢复渔业资源而人为建设的生态养殖渔场。它通过鱼礁建设 marine ranching
和藻类增养殖营造一个适宜海洋生物栖息的场所，然后再将人工培育的种苗放养到该场所中，
同时吸引野生生物资源，形成一个人工渔场。最后通过人工投饵、环境监测、水下监视、资源
管理等技术进行渔场的运营和管理

[80]

10

2014

在一定的海域综合设置水产资源养护的设施，人工繁殖和采捕水产资源的场所

[40]

11

2015-03； 在一定海域内，通过人工鱼礁建设和藻类增养殖营造适宜于海洋生物栖息的场所，在其中施行 marine ranching
2015-04 人工放流，并利用人工投饵、环境监测、水下监视、资源管理等技术进行渔场的运营管理，以
增加和恢复渔业资源的生态养殖渔场

12

2015-04

在特定海域内以建设人工鱼礁等措施，保护和调控海洋生物栖息环境，适应性地增殖放流海洋
经济生物及聚集海洋野生生物，进行系统化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的可持续生态增殖型渔业系统

[83]

13

2015-05

在一个特定的海域内人为建设的一个生态养殖渔场。它通过鱼礁建设和藻类养殖营造一个适宜 marine ranching
海洋生物栖息的场所，然后再将人工培育的种苗放养到该场所中，同时吸引野生生物资源，形
成一个人工渔场，最后通过人工投巧、环境监测、水下监视、资源管理等技术手段进行渔场的
运营和管理，以达到増加和恢复渔业资源的目的

[84]

14

2016-01

在开展人工鱼礁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在礁区以及周边海域投放一定数量趋礁性鱼类、贝类、藻
类等海洋生物苗种，营造出一个人工生态系统，以改善水域生态环境、提升水域基础生产力水
平，进而增加建设水域内的渔业资源数量和渔业产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渔业生产效益的一
种渔业资源环境养护措施和渔业增殖方式

[85]

15

2016-05

在一个特定的海域内，为了增加和恢复渔业资源而人为建设的生态养殖渔场。它通过鱼礁建设
和藻类增养殖营造一个适宜海洋生物栖息的场所，然后再将人工培育的种苗放养到该区域内，
同时吸引野生生物资源，形成一个人工渔场。最后通过人工投饵、环境监测、水下监视等技术
手段进行渔场运营和管理

[86]

16

2016-06

在特定海域，基于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特征，通过生物栖息地养护与优化技术，有机组合增殖与 marine ranching
养殖等多种渔业生产要素，形成环境与产业的生态藕合系统；通过科学利用海域空间，提升海
域生产力，建立生态化、良种化、工程化、高质化的渔业生产与管理模式，实现陆海统筹、三
产贯通的海洋渔业新业态

[87]

17

2016-07； 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和现代海洋工程技术，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在特定海域科学培育和管理 marine ranching
2018-06 渔业资源而形成的人工渔场

ocean ranching

[77-78]

[81-82]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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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序号
No.

时间
time

海洋牧场定义
definition of marine ranching

18

2016-09

在特定海域内以建设人工鱼礁等措施，保护和调控海洋生物栖息环境，适应
性地移植大型海藻、增殖放流海洋经济生物及聚集海洋野生生物，进行系统
化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的可持续生态增殖型渔业系统

19

2016-12; 在海洋中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生态工程建设，修复或优化海域生态环
2018-11 境、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并对生态、生物及渔业生产进行科学管理，使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得到协调发展的海洋空间

20

2017-01； 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原理，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措施，构
2017-06 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索饵或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
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渔业模式

marine ranching

[2-3]

21

2017-02

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和现代海洋工程技术，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在特定海
域科学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形成的人工渔场

marine ranching

[93]

22

2017-04

在特定自然海域内，通过一系列人为干预手段而形成的可控并实施有计划采
捕的水生生物资源管理型渔业生产系统

marine ranching

[15]

23

2017-09

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利用现代工程技术，在一定海域内营造健康的生态系
统，科学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而形成的人工渔场

marine ranching

[94]

24

2019-03； 基于生态学原理，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运用现代工程技术和管理模式，通
2019-04 过生境修复和人工增殖，在适宜海域构建的兼具环境保护、资源养护和渔业
持续产出功能的生态系统

marine ranching

[95-96]

25

2019-07

在一定海域内，采用规模化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的海洋生
态环境，将人工放流的经济海洋生物聚集起来，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对
鱼、虾、贝、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海上放养。

marine ranching

[97]

扩张等。但经媒体炒作，有些人认为是海洋牧
场出了问题”

[70]

。农业农村部认为，“由于现在海

洋牧场发展比较热，大家都把相关事项往上
靠，不同内容往里装，导致了海洋牧场概念泛
化。部分地方将单纯的底播增殖、网箱养殖以
及筏式养殖也作为海洋牧场” [70]。

3

英文名称
English name

3.2

文献
reference
[90]

[91-92]

中国海洋牧场分类
中国的文献中，对海洋牧场进行分类的有

5项(表5，表6)。主要分类原则包括功能分异原
则、区域分异原则、物种分异原则、利用分异
原则，此外，有按生产方式和建设水平进行分
类，还有综合分类，均能不同程度阐明海洋牧
场的类型和特征。

国内外海洋牧场分类

2017年6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

3.1

国外海洋牧场分类

标准《SC/T 9111—2017 海洋牧场分类》 [3]，综

国外文献中对海洋牧场进行分类的较少，

合考虑海洋牧场的主要功能和目的、所在海

仅见2项。1991年有研究者认为海洋牧场大致可

域、主要增殖对象和主要开发利用方式，将海

分为两个类型，即在放流海域全量收获放流苗

洋牧场划分为2级。1级：按功能分异原则分类，

种的全量收获型，使放流鱼在海上自然增殖、

分为养护型海洋牧场(归类了中国现有常用名称

长成后补充为捕捞对象的再生产型

。2010年日

11种)、增殖型海洋牧场(归类了中国现有常用名

本制定的第六次栽培渔业基本方针，明确表示

称5种)和休闲型海洋牧场(归类了中国现有常用

将过去的“一代回收型”改为“资源造成型”

。

名称5种)共3类。2级：养护型海洋牧场按区域分

认为海洋牧场可以分为两大类：

异原则分为4类；增殖型海洋牧场按物种分异原

1999年 Leber

[98]

[18]

[7]

捕获型和补充型；捕获型海洋牧场是指将人工

则分为6类；休闲型海洋牧场按利用分异原则分

孵化的种苗增殖到海洋中，种苗生长后再进行

为2类。养护型海洋牧场是指以保护和修复生态

收获；补充型海洋牧场是指在适当的管理下增

环境、养护渔业资源或珍稀濒危物种为主要目

殖人工孵化的种苗并生长至性成熟后自然繁

的的海洋牧场。增殖型海洋牧场是指以增殖渔

殖。国外学者将海洋牧场等同资源增殖，其分

业资源和产出渔获物为主要目的的海洋牧场。

类中的全量收获型、一代回收型与捕获型所表

休闲型海洋牧场是指以休闲垂钓和渔业观光等

达内涵一致，再生产型、资源造成型与补充型

为主要目的的海洋牧场。养护型、增殖型和休

所表达内涵一致，不同译者的表述文字有所差异。

闲型3类海洋牧场，均为综合性海洋牧场，区别

http://www.scxueb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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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Tab. 5

185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SC/ T 9111—2017 海洋牧场分类》的海洋牧场分类 [3]
Classific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of 《SC/T 9111—2017 Classific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海洋牧场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1级
养护型海洋牧场

对中国现有常用名称的归类
classification of existing common names in China

2级
河口养护型海洋牧场

归类11种：生态型海洋牧场、生态修复型海洋牧场、资源生态保护型海洋牧
场、资源养护型海洋牧场、资源修复型海洋牧场、种质保护型海洋牧场、增殖
保护型海洋牧场、公益性海洋牧场、公益型海洋牧场、生态公益型海洋牧场、
准生态公益型海洋牧场

海湾养护型海洋牧场
岛礁养护型海洋牧场
近海养护型海洋牧场
增殖型海洋牧场

鱼类增殖型海洋牧场

归类5种：海珍品增殖型海洋牧场、渔业增养殖型海洋牧场、经济型海洋牧场、
生态开发型海洋牧场、渔获型海洋牧场

甲壳类增殖型海洋牧场
贝类增殖型海洋牧场
海藻增殖型海洋牧场
海珍品增殖型海洋牧场
其它物种增殖型海洋牧场
休闲型海洋牧场

休闲垂钓型海洋牧场

归类5种：休闲垂钓型海洋牧场、(休闲渔业)开放型海洋牧场、(休闲渔业)开发
型海洋牧场、休闲观光型海洋牧场、休闲生态型海洋牧场

渔业观光型海洋牧场

表6
Tab. 6

中国已见的海洋牧场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in China

序号
No.

时间
time

海洋牧场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文献
reference

1

2012

1.按海域分类：(1)沿岸(近岸)海洋牧场；(2)大洋海洋牧场。2.按主要对象生物分类：(1)金枪鱼
海洋牧场；(2).鲑鳟鱼海洋牧场；(3)海珍品海洋牧场；(4)滩涂贝类海洋牧场等。3.按主要功能
分类：(1)休闲观光海洋牧场；(2)生产海洋牧场；(3)多功能海洋牧场等。

[80]

2

2015

依据海洋牧场的功能，可将海洋牧场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1).渔业增养殖型海洋牧场；(2)生
态修复型海洋牧场；(3)休闲观光型海洋牧场；(4)种质保护型海洋牧场；(5)综合型海洋牧场。

[81, 97]

3

2016

主要为四种海洋牧场类型：(1)生态修复型海洋牧场；(2)增养殖型海洋牧场；(3)休闲观光型海
洋牧场；(4)综合型海洋牧场。

[99]

4

2017-09

1.基于建设区域的分类：(1)海湾型；(2)岛礁型；(3)滩涂型；(4)离岸深水型。2.基于生产方式的
分类：(1)投礁型；(2)游钓型；(3)底播型；(4)装备型；(5)田园型。3.基于建设水平的分类：
(1)初级型；(2)中级型；(3)高级型。

[94]

在于主要的功能和目的不同。相对而言，该水

流，海洋牧场仍然是最广泛应用的海洋渔业发

产行业标准的海洋牧场分类分级明确、较简明

展举措。国外诸多国家把发展海洋牧场作为振

实用，更有利于系统地构建海洋牧场技术标准

兴海洋渔业经济的战略对策之一，海洋牧场正

体系，适合中国海洋牧场类型的实际情况。

如火如荼地发展。

4
4.1

总结与展望
关于海洋牧场发展趋势

多年来，我国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海洋牧
场建设，将其作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渔民转
产转业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加以扶
持。在中央政策的带动下，地方各级政府和社

国外海洋渔业发达国家以渔业资源增殖为

会各界建设海洋牧场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投入

主旨的海洋牧场已发展了百多年，有成功也有

力度不断加大，也为海洋牧场健康发展带来了

失败，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 [7-8] 。但面对渔业资

更高要求，包括建设和管理需求、保护与合理

源衰退和生态环境恶化困境及水产食品安全需

利用需求、技术与理论支撑需求。中国海洋牧

求、海洋低碳经济和蓝色增长及绿色发展潮

场早期的理论和技术形成主要参考欧美和日本
http://www.scxueb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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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海洋牧场发展取

展，对于发展中的我国渔业资源增殖事业(或称

得了瞩目成就，但由于起步较晚，产业和科技

海洋牧场)，应该实事求是，准确、适当地选择

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

发展定位，而且这样的选择应是多向和分类

决的问题 。除了急需加强对尚未真正解决的人

的，包括不同的需求目标和功能目标，不同类

工鱼礁栖息地修复(提高修复生态系统的贡献 )、

别的效益目标”，海洋牧场研究或建设设置过高

渔 业 资 源 增 殖 (形 成 真 正 恢 复 渔 业 资 源 的 贡 献

或太理想化的目标难以实现，要从实际出发。

[7]

2017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2]

[7]

)等关键问题的研究，理性把握好现阶段海洋牧

场的发展理念、定位、内容和目标十分重要。

4.2

关于海洋牧场发展理念
2019年唐启升 [7]认为，世界海洋渔业资源数

量波动历史表明，渔业资源恢复是一个复杂而
缓慢的过程，而目前我们的科学认识还很肤
浅，控制力也很弱，设置过高或太理想化的目
标难以实现，开展深入持续的基础研究对未来
发展十分必要。唐启升 提出，需要采取精准定
[7]

位措施，即各类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建设实施
前应有明确的目标定位，甚至采取一类一定的
单向措施来保证目标的实现；从目前状况看，
单向目标定位比较现实，综合目标定位需要较
长的时间实践，难以验证或考核，容易脱离现
实。从中国海洋牧场发展实际情况看，可认为
这是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真正能够使中国
海洋牧场健康发展的理念和方向。

区管理工作规范(试行)》明确了国家级海洋牧场
示范区的功能定位 [100]，“海洋牧场示范区应以修
复和优化海洋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为主要
目标”，“配套的捕捞生产、休闲渔业等相关产
业，不影响海洋牧场主体功能”。海洋牧场发展
要生态优先，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4.4

关于海洋牧场建设内容
总结中国海洋牧场发展情况，至今海洋牧

场 的 建 设 内 容 可 概 括 为 ： 生 境 建 设 (人 工 鱼 礁 、
人工珊瑚礁、海藻场、海草床等)，资源增殖(增
殖放流、自然生产力利用、天然饵料利用、资
源生物调控、生态系统维系)，开发利用(按需采
捕、增殖渔业、休闲渔业)，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支持功能)，管理
维护(环境监测、生物监控、生产支持保障、现
代化配套装备应用)。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

关于海洋牧场目标定位

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64]要

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市区的海洋牧场海

求，“控制近海养殖密度，加强投入品管理，减

域，一般属国有公共海域，离陆岸较远，水深

少养殖污染”，“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和控制

较深，海洋牧场面积不大、海陆不连贯，培育

近海、拓展外海、发展远洋的生产方针”。在现

海洋牧场大企业还比较困难，参与海洋牧场管

阶段“我国海洋渔业发展方式仍然粗放，设施装

护和休闲渔业开发的涉渔企业或村委会规模

备条件较差，近海捕捞过度和环境污染加剧” [64]

小、资金不雄厚，但以人工鱼礁、增殖放流为

的形势下，如果将现有的滩涂养殖、浅海养殖

基础的海洋牧场的长效生态效益显著。东北沿

以及港湾的池塘养殖、滩涂养殖、网箱养殖、

海各省市的海洋牧场海域，一般是从岸边至往

围网养殖等近海养殖业套认是海洋牧场，而不

外的整片海域均是海洋牧场企业确权所有，在

对近海养殖业进行调整控制，既可能对我国现

海洋牧场建设、维护及收益中，主要由企业实

行的近海渔业转方式调结构措施、生态红线保

施和获益，责权清晰，企业积极性很高，管理

护制度、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制度等政策的实施

的效率相对较高，但企业管理也存在如何确保

产生负面影响，又可能导致我国海洋牧场发展

公共投资公众获益，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

方向出现偏差，产生深远不利影响 [2]。但从中国

忽视生态效益，以及大规模多年增养殖利用少

现实情况看，海水增养殖关系到沿海渔民的生

数品种导致品种退化、生态受损等问题。我国

计问题，海水增养殖还不能简单直接地退出，

海域辽阔、海岸线漫长、地理气候多变、生态

海洋牧场是海水增养殖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 [101]。

环境多样，各地海域使用管理机制不一，海洋

可鼓励引导传统海水增养殖渔民和海洋捕捞渔

牧场的发展定位和规划建设目标不能一概而

民转向海洋牧场建设和开发，在海洋牧场建设

论，正如唐启升

基础上，发展出以休闲垂钓、潜水观光、海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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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海上运动、海底探险和渔文化体验等多

年至今中国的海洋牧场的定义或概念有37项，其

种形式集食宿赏娱于一体的休闲渔业，促进传

中，1947—2005年仅见12项，而2007—2019年

统养殖渔民和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在不影响海

有25项，这是由于现在海洋牧场发展比较热，大

洋牧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部分可行的传统

家都把相关事项往上靠，不同内容往里装，导

海水增养殖如深水网箱养殖、小型养殖工船网

致了海洋牧场概念泛化 [70]，也导致了部分地方将

箱养殖和浮筏养殖，以及部分经升级改造的传

单纯的底播增殖、网箱养殖以及筏式养殖也作

统海洋捕捞船只纳入海洋牧场开发利用的配套

为海洋牧场 [70]；研究发现，国内由专业委员会审

设施，适当引导渔业企业、渔民集体等投资兴

定的海洋牧场定义在其不同年度的出版物中长

建有利于开发休闲渔业的海洋牧场平台，科学

期使用，农业农村部公告的水产行业标准《SC/

推进海洋牧场装备化建设。

T 9111—2017 海洋牧场分类》 [3] 的海洋牧场定

关于海洋牧场研究支撑

义出台后也是长期固定，但也有个别学者在短

200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水生

意、不够严谨。因此，建议主管海洋牧场的农

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的通知》 [1] 提出，“积极

业农村部和地方海洋渔业主管部门，联合各级

推进以海洋牧场建设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性综合

科技主管部门，加大对海洋牧场科学研究的投

开发，建立海洋牧场示范区，以人工鱼礁为载

入支持，推进海洋牧场基础理论、应用技术和

体，底播增殖为手段，增殖放流为补充，积极

技术标准研究，强化海洋牧场技术标准的制修

发展增养殖业，并带动休闲渔业及其他产业发

订，同时，加强对农业农村部现有海洋牧场水

展，增加渔民就业机会，提高渔民收入，繁荣

产行业标准的宣传尤其是定义和分类的宣传，

渔区经济”。该文件实施以来，中国海洋牧场的

引导海洋牧场研究和建设工作有序开展，切实

技术和理论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人工鱼礁

有效支撑海洋牧场健康发展。

4.5

期内多次提出不同海洋牧场定义，显得较随

的构筑、增殖放流的实施、海洋牧场的集成、
休闲渔业的开发、产业链的形成和渔民的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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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ranching is a long-term and world-widely used marine fishery development measur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ranching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Abroad, fishery resources enhancement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marine ranching. Since the 1940s,
the artificial reef has expanded from the simple fish aggrega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habitat, and aimed to the increase and utiliz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northeast Asian, such as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objective of constructing artificial reefs is to increase, aggregate and catch fishery resources
on large scales; and many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build artificial reefs to increase and protect fishery
resources and develop recreational fishery. Overall, the overseas marine ranching construction with fishery
resources enhancement as the main purpose has both successes and failures, wherea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s
worth our learning. The overseas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marine ranching are in small number, the
definition is presented and used in a more rigorous way. China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ranching in recent years, and supported it a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aquatic biologic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fisherm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marine ecology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scale, output effect, technical level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marine ranching. However, the
industry and sci-technology are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to be solved urgently due to
the late start. From 1960s to 1970s, Chinese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marine ranching and marine
farming and ranching, and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definitions. Subsequently, many scholars equated
the enhance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with marine ranching. Rec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ranching is rapid
in China, but the definition of marine ranching is non-standard, such as numerous definitions, meaningless
definitions, and lacking precise definitions.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prospect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development concept, target positioning, construction content, research support and other aspects of marine
ranching.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philosophy, positioning, content and goal of marine ranching rationally and
practicall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the existing marine ranching industry standards, especially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nd guid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marine ranching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work, which is the key for effectively suppor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rine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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