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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牧场本底调查的内容、方法、调查资料的分析与评价，报告的撰写，资料和成果

的归档。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牧场的本底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763.1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4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 12763.6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 12763.8  海洋调查规范 第 8 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GB/T 12763.9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T 12763.10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0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GB/T 12763.11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1 部分：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GB 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 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  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HY/T 083  海草床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SC/T 9111—2017  海洋牧场分类 

SC/T 9416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其中的某些术语。 

3.1  

海洋牧场 marine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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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T 9111—2017，定义3.1] 

3.2  

海洋牧场功能区  functional zone of marine ranching 

根据海洋牧场不同区域的功能和目的设置的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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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海洋牧场功能区主要包括人工鱼礁区、海藻场区、海草床区、鱼类增殖区、虾类增殖区、贝类增殖区等。 

3.3  

对比区  contrast area 

与海洋牧场生态环境相同或相近且间隔适当距离的水域。 

注：对比区又叫对照区。 

3.4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  background survey of marine ranching 

在海洋牧场建设前，对拟建海洋牧场区和对比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和生态系统功能等状况为

目的的调查。 

4 海洋水文调查 

4.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水流等。 

4.2 调查方法 

4.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 

4.2.2 站位布设 

海洋水文调查根据具体内容进行站位布设： 

a)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 4 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

中心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对比区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 3 个以上调查

站位。 

b) 水流：在拟建人工鱼礁区设置 3 个以上站位。 

4.2.3 采样方法 

按照GB/T 12763.2规定，参照以下要求执行： 

a)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所用观测船只进入预定站位，使用 DGPS 进行定位，测量水深；

根据水深，进行水温、溶解氧、盐度、透明度等现场观测，并采集水样。 

b) 水流：一般采用定点锚定方法测量。 

4.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4、GB/T 12763.2规定，参照表1进行分析。 

表1 水文项目分析方法 

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分析方法 

水深 现场测定 回声测深法或者重锤法 

水温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法 

盐度 现场测定 盐度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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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牧场建设前，对拟建海洋牧场区和对比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和生态系统功能等状况为

目的的调查。 

4 海洋水文调查 

4.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水流等。 

4.2 调查方法 

4.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 

4.2.2 站位布设 

海洋水文调查根据具体内容进行站位布设： 

a)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 4 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

中心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对比区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 3 个以上调查

站位。 

b) 水流：在拟建人工鱼礁区设置 3 个以上站位。 

4.2.3 采样方法 

按照GB/T 12763.2规定，参照以下要求执行： 

a)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所用观测船只进入预定站位，使用 DGPS 进行定位，测量水深；

根据水深，进行水温、溶解氧、盐度、透明度等现场观测，并采集水样。 

b) 水流：一般采用定点锚定方法测量。 

4.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4、GB/T 12763.2规定，参照表1进行分析。 

表1 水文项目分析方法 

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分析方法 

水深 现场测定 回声测深法或者重锤法 

水温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法 

盐度 现场测定 盐度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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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 现场测定 透明度盘法 

水流 现场定点锚定，专业测流仪器测定 专业配套软件分析法 

4.4 评价方法 

按以下要求评价： 

a) 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的水深宜>6m； 

b) 人为造成的海水温升夏季不超过当时当地 1℃，其他季节不超过 2℃； 

c) 海洋牧场区域水体交换通畅，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的最大流速不应推动以及倾倒鱼礁及鱼

礁部件，流速宜小于 1.5m/s。 

5 海水水质调查 

5.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pH、溶解氧（DO）、化学需氧量（COD）、无机氮【亚硝酸盐氮（NO2-N）、硝酸盐

氮（NO3-N）、氨氮（NH4-N）】、活性磷酸盐（PO4-P）、石油类、重金属【汞（Hg）、铜（Cu）、

铅（Pb）、锌（Zn）、镉（Cd）、总铬（Cr）*、砷（As）*等】、悬浮物（SS）*等。 

注：*表示选做项目。 

5.2 调查方法 

5.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5.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对比区

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5.2.3 采样方法 

按照GB 17378.3、GB/T 12763.4、GB/T 12763.9的规定，并参照以下要求执行： 

a) 在完成水文相关的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等项目的观测后，再进行水样采集； 

b) 水深小于 10m 按表层取样，水深大于或等于 10m 按表、底两层（表层为距表面 0.5m，底层为

离底 1m）取样，并进行分装、预处理、编号记录、保存。 

5.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4、GB/T 12763.4、GB/T 12763.9的规定，参照表2执行。 

表2 水质要素分析方法 

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分析方法 

pH 现场测定 pH 计电测法 

溶解氧(DO) 加 1 mL MnCl2 和 1 mL KI-NaOH 溶液固定，现场测定 碘量滴定法 

化学需氧量(COD) 现场测定 碱性高锰酸钾法 

营养

盐 

无机

氮 

亚硝酸盐氮

（NO2-N） 

现场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现场测定或过滤

后-20℃冷冻保存 
重氮-偶氮法 

T/SCSF **—2020 

4 

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分析方法 

硝酸盐氮（NO3-N） 
锌镉还原法或铜镉还

原法 

氨氮（NH4-N） 次溴酸钠氧化法 

活性磷酸盐（PO4-P） 
抗坏血酸还原磷钼蓝

法 

石油类 正己烷萃取 紫外分光光度法 

重金

属 

汞（Hg） 加 H2SO4 至 pH<2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铜（Cu）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2SO4 至 pH<2 低温

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铅（Pb）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NO3 至 pH<2 低温

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锌（Zn）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2SO4 至 pH<2 低温

冷藏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镉（Cd）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NO3 至 pH<2 低温

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总铬（Cr）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2SO4 至 pH<2 低温

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砷（As）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2SO4 至 pH<2 低温

冷藏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悬浮物（SS） 0.45 μm，φ60mm 微孔滤膜现场过滤 重量法 

5.4 评价方法 

5.4.1 计算方法 

采用标准指数法计算海水质量指数，具体计算方法见表3。 

表3 水质标准指数计算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公式说明 

单项水质评价

因子（参数） 
Si,j=C i,j/Csi 

式中： 

Si,j——单项评价因子（参数）i在第j点的标准指数； 

Ci,j——i项因子在j点的实测浓度； 

Csi——该项因子的标准值 

注：标准指数＞1，则表明该项指标已超过了规定的质量标

准 

溶解氧 

sf

jf

j,
DODO

DODO
SDO




       DOj≥DOs 

s

DO
DO

DO
S

j

j, 910       DOj＜DOs 

6.31

468
f




T
DO  

式中： 

SDO,j——站点j的溶解氧的评价标准值； 

DOf ——监测期间饱和溶解氧浓度； 

DOj ——站点j的溶解氧实测值； 

DOs ——溶解氧的标准值； 

T  ——水温 

pH 
7.0pH

7.0pH

su

j

jpH,



S    pHj ＞7.0 

式中： 

SpH,j —— pH 的标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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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分析方法 

硝酸盐氮（NO3-N） 
锌镉还原法或铜镉还

原法 

氨氮（NH4-N） 次溴酸钠氧化法 

活性磷酸盐（PO4-P） 
抗坏血酸还原磷钼蓝

法 

石油类 正己烷萃取 紫外分光光度法 

重金

属 

汞（Hg） 加 H2SO4 至 pH<2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铜（Cu）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2SO4 至 pH<2 低温

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铅（Pb）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NO3 至 pH<2 低温

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锌（Zn）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2SO4 至 pH<2 低温

冷藏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镉（Cd）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NO3 至 pH<2 低温

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总铬（Cr）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2SO4 至 pH<2 低温

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砷（As）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2SO4 至 pH<2 低温

冷藏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悬浮物（SS） 0.45 μm，φ60mm 微孔滤膜现场过滤 重量法 

5.4 评价方法 

5.4.1 计算方法 

采用标准指数法计算海水质量指数，具体计算方法见表3。 

表3 水质标准指数计算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公式说明 

单项水质评价

因子（参数） 
Si,j=C i,j/Csi 

式中： 

Si,j——单项评价因子（参数）i在第j点的标准指数； 

Ci,j——i项因子在j点的实测浓度； 

Csi——该项因子的标准值 

注：标准指数＞1，则表明该项指标已超过了规定的质量标

准 

溶解氧 

sf

jf

j,
DODO

DODO
SDO




       DOj≥DOs 

s

DO
DO

DO
S

j

j, 910       DOj＜DOs 

6.31

468
f




T
DO  

式中： 

SDO,j——站点j的溶解氧的评价标准值； 

DOf ——监测期间饱和溶解氧浓度； 

DOj ——站点j的溶解氧实测值； 

DOs ——溶解氧的标准值； 

T  ——水温 

pH 
7.0pH

7.0pH

su

j

jpH,



S    pHj ＞7.0 

式中： 

SpH,j —— pH 的标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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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j

jpH,
pH7.0

pH7.0




S    pHj ≤7.0 

pHj ——站点j的pH实测值； 

pHsu —— pH标准的上限值； 

pHsd—— pH标准的下限值 

5.4.2 质量标准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水质标准要求达到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中的二类标准，具体标准见

表4。 

表4 水质评价标准 

项目 标准 

pH 
7.8～8.5，同时不超出该海域正常变动范围

的 0.2pH 范围 

溶氧（DO）（mg/L）＞ 5 

化学需氧量（COD）（mg/L）≤ 3 

无机氮（mg/L）≤ 0.3 

活性磷酸盐（PO4-P）（mg/L）≤ 0.030 

石油类（mg/L）≤ 0.05 

汞（Hg）（μ g/L）≤ 0.20 

铜（Cu）（μ g/L）≤ 10 

铅（Pb）（μ g/L）≤ 5 

锌（Zn）（μ g/L）≤ 50 

镉（Cd）（μ g/L）≤ 5 

总铬（Cr）（μ g/L）≤ 100 

砷（As）（μ g/L）≤ 30 

悬浮物（SS）（mg/L） 人为增加的量≤10 

6 表层沉积物调查 

6.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pH、有机碳、石油类、汞（Hg）、铜（Cu）、镉（Cd）、铅（Pb）、锌（Zn）、铬（Cr）

*、砷（As）*、硫化物*等。 

注：*表示选做项目。 

6.2 调查方法 

6.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6.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对比区

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6.2.3 采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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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 17378.3的规定采样；沉积物取表层样（0~10cm），取样后现场测定温度和pH，其他样品

分装后编号。 

6.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5的规定，参照表5的方法分析。 

表5 表层沉积物项目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测定方法 

温度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 

pH 现场测定 pH 计电测法 

粒度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激光粒度法 

有机碳 采集表层样品密封保存 重铬酸钾氧化-还原容量法 

石油类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正己烷萃取 紫外分光光度法 

汞（Hg）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铜（Cu）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镉（Cd）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铅（Pb）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锌（Zn）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铬（Cr）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砷（As）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硫化物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6.4 评价方法 

6.4.1 计算方法 

参照表3中的水质质量指数的单项指数法计算沉积物质量指数，沉积物评价因子的标准指数＞1，则

表明该项指标已超过了规定的沉积物质量标准。 

6.4.2 质量标准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沉积物标准要求达到国家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中的一类标准，具

体标准见表6。 

表6 沉积物质量标准 

项目 标准 

有机碳（×10-2）≤ 2.0 

石油类（mg/kg）≤ 500.0 

汞（Hg）（mg/kg）≤ 0.20 

铜（Cu）（mg/kg）≤ 35.0 

铅（Pb）（mg/kg）≤ 60.0 

镉（Cd）（mg/kg）≤ 0.50 

锌（Zn）（mg/kg）≤ 150.0 

铬（Cr）（mg/kg）≤ 80.0 

砷（As）（mg/kg）≤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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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 17378.3的规定采样；沉积物取表层样（0~10cm），取样后现场测定温度和pH，其他样品

分装后编号。 

6.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5的规定，参照表5的方法分析。 

表5 表层沉积物项目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测定方法 

温度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 

pH 现场测定 pH 计电测法 

粒度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激光粒度法 

有机碳 采集表层样品密封保存 重铬酸钾氧化-还原容量法 

石油类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正己烷萃取 紫外分光光度法 

汞（Hg）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铜（Cu）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镉（Cd）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铅（Pb）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锌（Zn）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铬（Cr）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砷（As）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硫化物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6.4 评价方法 

6.4.1 计算方法 

参照表3中的水质质量指数的单项指数法计算沉积物质量指数，沉积物评价因子的标准指数＞1，则

表明该项指标已超过了规定的沉积物质量标准。 

6.4.2 质量标准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沉积物标准要求达到国家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中的一类标准，具

体标准见表6。 

表6 沉积物质量标准 

项目 标准 

有机碳（×10-2）≤ 2.0 

石油类（mg/kg）≤ 500.0 

汞（Hg）（mg/kg）≤ 0.20 

铜（Cu）（mg/kg）≤ 35.0 

铅（Pb）（mg/kg）≤ 60.0 

镉（Cd）（mg/kg）≤ 0.50 

锌（Zn）（mg/kg）≤ 150.0 

铬（Cr）（mg/kg）≤ 80.0 

砷（As）（mg/kg）≤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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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 

硫化物（mg/kg）≤ 300.0 

7 海洋生物调查 

7.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叶绿素a和初级生产力、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海藻海草、底栖生物、鱼卵仔鱼、

游泳动物调查。 

7.2 调查方法 

7.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7.2.2 站位布设 

7.2.2.1 游泳动物调查站位 

根据不同的采样方法进行站位的布设： 

a) 拖网调查方式：在拟建人工鱼礁区边缘和对比区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 

b) 刺网、钓具、笼壶等其他调查方式：在拟建人工鱼礁区和对比区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其他

拟建功能区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 

c) 声学：一般采用走航式调查，范围涵盖拟建人工鱼礁区、对比区以及其他拟建功能区； 

d) 水下观测：在海洋牧场各个拟建功能区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 

7.2.2.2 其他生物调查站位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对比区

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7.2.3 采样方法 

7.2.3.1 叶绿素 a 与初级生产力采样 

用采水器采取表层（水面0.5m）水样1L，当水深大于10m时，加采底层（离底2m）水样。 

7.2.3.2 浮游植物采样 

采用浅水Ⅲ型浮游生物网自底至表垂直拖网取样，自海底 0.5m向上拖取到水表层；使用重量为 10～

40kg 的铅制沉锤，落网为 0.5m/s，起网为 0.5～0.8m/s 左右。 

7.2.3.3 浮游动物采样 

采用浅水 I 型浮游生物网自底至表垂直拖网取样，自海底 0.5m 向上拖取到水表层；使用重量为 10～

40kg 的铅制沉锤，落网为 0.5m/s，起网为 0.5～0.8m/s 左右。 

7.2.3.4 大型海藻海草采样 

参照HY/T 083的方法采样。 

T/SCSF **—2020 

8 

7.2.3.5 底栖生物采样 

采用 Petersen grab 抓斗式采泥器、底栖动物漩涡分选装置和套筛进行定量采样，定量采泥面积不小

于 0.2m
2；泥样用三层套筛进行生物分选，上层网目为 2.0mm，中层网目为 1.0mm，下层网目为 0.5mm。 

7.2.3.6 鱼卵仔鱼采样 

采用浅水I型浮游生物网进行水平和垂直拖网，垂直拖网作为定量样品，水平拖网作为定性样品；

若不合适垂直拖网或者未进行垂直拖网，则采用水平拖网进行定性定量采样，水平拖网的速度一般控制

在2kn之内。 

7.2.3.7 游泳生物采样 

采用拖网、刺网、钓具、笼壶、声学调查以及水下观测等方式进行： 

a) 拖网：按照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并参照附录 A 记录相关参数；拖网时间根据站位的距

离酌情处理，拖网速度控制在 3kn；每网样品按种分类，各站的渔获样品全部在现场进行分析

和测定，渔获样品较少（<20kg）时，将全部样品进行分析测定，渔获物较多时，先挑出大个

体和稀有种类的样品，其余小杂鱼样品随机取样，再进行分析测定。 

b) 刺网、钓具、笼壶：按渔民生产方式进行，并分别参照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记录相关参

数； 

c) 声学：按照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 

d) 水下观测：一般采用潜水摄影。 

7.3 分析方法 

海洋生物的分析按照表7进行。 

表7 海洋生物分析方法 

项目 样品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分析方法 

叶绿素 a Waterman GF/C 25mm 滤膜过滤冷冻 萃取荧光法 

浮游植物 5%甲醛固定 浓缩计数法鉴定和计数 

浮游动物 5%甲醛固定 计数框计数；体视显微镜鉴定；湿重法测定生物量 

大型海藻海草 大型海藻海草用 6％甲醛固定 人工鉴定种类、计数、测定生物量 

鱼卵仔鱼 5%甲醛固定 计数框计数；体视显微镜鉴定 

底栖生物（定量） 底栖动物用 5%甲醛固定；  人工鉴定种类、计数、测定生物量 

游泳生物 取样后用聚乙烯袋分类装好冷藏保存 人工鉴定种类、计数、生物学测定 

7.4 评价方法 

7.4.1 评价参数 

各类生物的评价参数按照表8执行。 

表8 各类生物的评价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优势种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浮游植物 √ √ 
 

√ √ √ 

浮游动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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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5 底栖生物采样 

采用 Petersen grab 抓斗式采泥器、底栖动物漩涡分选装置和套筛进行定量采样，定量采泥面积不小

于 0.2m
2；泥样用三层套筛进行生物分选，上层网目为 2.0mm，中层网目为 1.0mm，下层网目为 0.5mm。 

7.2.3.6 鱼卵仔鱼采样 

采用浅水I型浮游生物网进行水平和垂直拖网，垂直拖网作为定量样品，水平拖网作为定性样品；

若不合适垂直拖网或者未进行垂直拖网，则采用水平拖网进行定性定量采样，水平拖网的速度一般控制

在2kn之内。 

7.2.3.7 游泳生物采样 

采用拖网、刺网、钓具、笼壶、声学调查以及水下观测等方式进行： 

a) 拖网：按照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并参照附录 A 记录相关参数；拖网时间根据站位的距

离酌情处理，拖网速度控制在 3kn；每网样品按种分类，各站的渔获样品全部在现场进行分析

和测定，渔获样品较少（<20kg）时，将全部样品进行分析测定，渔获物较多时，先挑出大个

体和稀有种类的样品，其余小杂鱼样品随机取样，再进行分析测定。 

b) 刺网、钓具、笼壶：按渔民生产方式进行，并分别参照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记录相关参

数； 

c) 声学：按照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 

d) 水下观测：一般采用潜水摄影。 

7.3 分析方法 

海洋生物的分析按照表7进行。 

表7 海洋生物分析方法 

项目 样品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分析方法 

叶绿素 a Waterman GF/C 25mm 滤膜过滤冷冻 萃取荧光法 

浮游植物 5%甲醛固定 浓缩计数法鉴定和计数 

浮游动物 5%甲醛固定 计数框计数；体视显微镜鉴定；湿重法测定生物量 

大型海藻海草 大型海藻海草用 6％甲醛固定 人工鉴定种类、计数、测定生物量 

鱼卵仔鱼 5%甲醛固定 计数框计数；体视显微镜鉴定 

底栖生物（定量） 底栖动物用 5%甲醛固定；  人工鉴定种类、计数、测定生物量 

游泳生物 取样后用聚乙烯袋分类装好冷藏保存 人工鉴定种类、计数、生物学测定 

7.4 评价方法 

7.4.1 评价参数 

各类生物的评价参数按照表8执行。 

表8 各类生物的评价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优势种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浮游植物 √ √ 
 

√ √ √ 

浮游动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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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优势种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大型海藻海草 √ √ √    

鱼卵仔鱼 √ √ 
 

   

底栖生物 √ √ √ √ √ √ 

游泳生物 √ √ √    

注：√表示应进行评价 

7.4.2 评价要求 

7.4.2.1 计算方法 

各项参数的具体计算方法按照表9执行。 

表9 生物评价参数的计算方法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说明 

种类组成 — 
根据具体生物按照 GB 12763.6 的要求分别归类到门、科、

属种等 

栖息密度 栖息密度＝总捕获数量/总栖息水体体积（面积） 换算为个/m3 或个/m2 

生物量 生物量＝总捕获重量/总栖息水体体积（面积） 换算为 g/m3 或 g/m2 

优势度 Y=(ni/N)fi 

式中： 

Y——优势度； 

ni——第 i 种的个体数； 

N——总个体数； 

fi——该种在各采样站中出现的频率 

注：一般采用Y≥0.02作为优势种的评判标准；当Y≥0.02 时，

为优势种；当 Y＜0.02 时，为非优势种 

多样性指

数 




S

i

ii PPH
1

2log

 

式中：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Pi  ——第 i 种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比值 

均匀度 J=H//log2S 

式中： 

J  ——均匀度；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初级生产

力 
P=CaQLt/2 

P——初级生产力（mg/m2·d）； 

Ca——叶绿素 a 含量（mg/m3）； 

Q——同化系数，（mg·C/（mgChl-a·h））； 

L——真光层的深度（m）； 

t——白昼时间（h） 

7.4.2.2 质量标准 

根据调查结果分级描述各项内容及参数的等级，各项参数的分级标准按表10～表12执行。 

表10 生物量或栖息密度的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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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分级 

浮游植物（×104cell/m3） <20 20~50 50~100 100~200 >200 

浮游动物（mg/m3） <10 10~30 30~75 75~100 >100 

底栖生物（g/m2） <5 5~10 10~50 50~100 >10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1 多样性指数 H/
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H/ ＜1.0 1.0~1.5 1.5~2.5 2.5~3.0 ≥3.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2 均匀度指数 J 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J ＜0.50 0.50~0.60 0.60～0.70 0.70～0.80 ≥0.8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8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8.1 调查内容 

海底地形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导航定位、水深测量、水位测量以及数据处理和成图；水深测量包

括深度测量和一些必要的改正（吃水改革、声速改正、船姿改正、升沉改正和水位改正等）。 

海底地貌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在海底地形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海底侧扫声纳测量和浅地层剖面测

量，结合其他地质地球物理资料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和成图。 

8.2 调查方法 

8.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8.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海洋牧场区进行；采用测线网方式调查或全覆盖方式调查，要求覆盖整个拟建海洋牧场区。 

8.2.3 测定方法 

按照GB/T 12763.10的规定，参照以下要求进行：  

a) 在采用测线网方式进行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时，主测线采用垂直地形或构造总体走向布设，联络

测线应尽量与主测线垂直；在采用全覆盖方式进行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时，多渡束测探和侧扫声

纳测量的主测线采用平行地形或构造总体走向布设，相邻测帽的重叠应不少于测幅宽度的 10%，

联络测线应不少于主测线总长度的 5%，且至少布设 l 条跨越整个测区的联络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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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分级 

浮游植物（×104cell/m3） <20 20~50 50~100 100~200 >200 

浮游动物（mg/m3） <10 10~30 30~75 75~100 >100 

底栖生物（g/m2） <5 5~10 10~50 50~100 >10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1 多样性指数 H/
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H/ ＜1.0 1.0~1.5 1.5~2.5 2.5~3.0 ≥3.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2 均匀度指数 J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J ＜0.50 0.50~0.60 0.60～0.70 0.70～0.80 ≥0.8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8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8.1 调查内容 

海底地形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导航定位、水深测量、水位测量以及数据处理和成图；水深测量包

括深度测量和一些必要的改正（吃水改革、声速改正、船姿改正、升沉改正和水位改正等）。 

海底地貌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在海底地形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海底侧扫声纳测量和浅地层剖面测

量，结合其他地质地球物理资料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和成图。 

8.2 调查方法 

8.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8.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海洋牧场区进行；采用测线网方式调查或全覆盖方式调查，要求覆盖整个拟建海洋牧场区。 

8.2.3 测定方法 

按照GB/T 12763.10的规定，参照以下要求进行：  

a) 在采用测线网方式进行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时，主测线采用垂直地形或构造总体走向布设，联络

测线应尽量与主测线垂直；在采用全覆盖方式进行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时，多渡束测探和侧扫声

纳测量的主测线采用平行地形或构造总体走向布设，相邻测帽的重叠应不少于测幅宽度的 10%，

联络测线应不少于主测线总长度的 5%，且至少布设 l 条跨越整个测区的联络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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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优势种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大型海藻海草 √ √ √    

鱼卵仔鱼 √ √ 
 

   

底栖生物 √ √ √ √ √ √ 

游泳生物 √ √ √    

注：√表示应进行评价 

7.4.2 评价要求 

7.4.2.1 计算方法 

各项参数的具体计算方法按照表9执行。 

表9 生物评价参数的计算方法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说明 

种类组成 — 
根据具体生物按照 GB 12763.6 的要求分别归类到门、科、

属种等 

栖息密度 栖息密度＝总捕获数量/总栖息水体体积（面积） 换算为个/m3 或个/m2 

生物量 生物量＝总捕获重量/总栖息水体体积（面积） 换算为 g/m3 或 g/m2 

优势度 Y=(ni/N)fi 

式中： 

Y——优势度； 

ni——第 i 种的个体数； 

N——总个体数； 

fi——该种在各采样站中出现的频率 

注：一般采用Y≥0.02作为优势种的评判标准；当Y≥0.02 时，

为优势种；当 Y＜0.02 时，为非优势种 

多样性指

数 




S

i

ii PPH
1

2log

 

式中：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Pi  ——第 i 种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比值 

均匀度 J=H//log2S 

式中： 

J  ——均匀度；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初级生产

力 
P=CaQLt/2 

P——初级生产力（mg/m2·d）； 

Ca——叶绿素 a 含量（mg/m3）； 

Q——同化系数，（mg·C/（mgChl-a·h））； 

L——真光层的深度（m）； 

t——白昼时间（h） 

7.4.2.2 质量标准 

根据调查结果分级描述各项内容及参数的等级，各项参数的分级标准按表10～表12执行。 

表10 生物量或栖息密度的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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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邻测区，不同类型仪器、不同作业单位之间的测区综合部，在采用测线网方式调查时，应至

少有一条重复检查测线，在采用全覆盖方式调查时，应有一定宽度的重叠区，以保证所测对象

的检验和拼接； 

c) 在海底构造复杂或地形起伏较大的海区，应加密测线，加密的程度以能完善地反映海底地形地

貌变化为原则； 

d) 测线间隔不大于 200m。 

8.3 分析方法 

按照GB/T 12763.10的规定，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a) 采集的数据应使用主管部门认可或者系统配套的专业软件进行处理，同类仪器得到的测量成果

应按统一格式输出，形成统一格式文件，并附数字成果说明文档，以磁盘或光盘形式提交，磁

盘或光盘标签注记清楚； 

b) 得到的数据应绘制成地形地貌图件。 

8.4 评价方法 

参照GB/T 12763.8、GB/T 12763.10、GB/T 12763.11的规定，并按照以下要求评价： 

a)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海底地势平缓，坡度宜<5°； 

b) 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与天然鱼礁间距应>1000m。 

9 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9.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海底地质、底质、海底浅层结构、海底土的力学性质等。 

9.2 调查方法 

9.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9.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在地质

现象复杂区适当增设钻孔。 

9.2.3 采样方法 

按照GB/T 12763.8的规定，参照以下要求进行：  

a) 海底地质采样包括包括表层沉积物采样和柱状采样，在表层采样后再进行柱状采样；采取的样

品应保证一定数量，沉积物样不得少于 1000g，达不到此数量，该站列为空样，调查区内空样

站位数不得超过总站位数的 10%。拖网采样尽量增大网具的强度和绞车钢绳的负荷能力，以

利获取样品。 

b) 采用浅地层剖面仪对海底浅层结构进行探测； 

c) 对相关海域进行工程地质钻探和工程地质试验。 

9.3 分析方法 

按照GB/T 12763.8和GB/T 12763.11的规定，参照以下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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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沉积物粒度分析，通常使用筛析法加沉析法（吸管法）0.063 mm 沉积物，即综合法。沉析法

适用于粒径小于 0.063 mm 的物质，筛析法适用于粒径大于 0.063 mm 的物质。当粒径大于 0.063 

mm的物质大于85%或粒径小于0.063 mm的物质占99%以上时，可单独采用筛析法或沉析法。

用自动化粒度分析仪（如激光粒度分析仪)分析沉积物粒度，应与综合法、筛析法、沉析法对

比合格后方能使用）； 

b) 海底浅层结构根据浅地层剖面仪的探测结果分析得到，包括底质、地质、厚度、范围等； 

c) 海底土的力学性质通过工程地质钻探和工程地质试验获得。 

9.4 评价方法 

参照GB/T 12763.8、GB/T 12763.11和SC/T 9416的规定，并按照以下要求评价： 

海洋牧场底鱼礁区域的底质为硬质底质，海底表面承载力宜＞4t/m
2，淤泥厚度宜＜0.6m。 

10 渔业生产调查 

10.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 

b) 捕捞情况； 

c) 增殖情况； 

d) 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 

10.2 调查方法 

10.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1次以上，可与环境、生物调查同步进行。 

10.2.2 调查对象 

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等。 

10.2.3 采样方法 

主要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走访、搜集资料等方式进行：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 

b) 捕捞情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调研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并参照

附录 E 记录相关参数； 

c) 增殖情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访问当地渔业主管部门，进行实地考察； 

d) 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调查：实地考察和收集历史调查资源。 

10.3 分析评价方法 

按以下要求对渔业生产进行分析评价：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对评价海域附近地区的渔业人口状况、渔船概况、海洋捕捞生

产概况、增养殖概况、人工增殖放流概况等进行综述； 

b) 捕捞情况：按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和海藻类等海洋生物种类分别给出评价海域附近地区各地

的年平均捕获量，并统计其捕捞季节及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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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沉积物粒度分析，通常使用筛析法加沉析法（吸管法）0.063 mm 沉积物，即综合法。沉析法

适用于粒径小于 0.063 mm 的物质，筛析法适用于粒径大于 0.063 mm 的物质。当粒径大于 0.063 

mm的物质大于85%或粒径小于0.063 mm的物质占99%以上时，可单独采用筛析法或沉析法。

用自动化粒度分析仪（如激光粒度分析仪)分析沉积物粒度，应与综合法、筛析法、沉析法对

比合格后方能使用）； 

b) 海底浅层结构根据浅地层剖面仪的探测结果分析得到，包括底质、地质、厚度、范围等； 

c) 海底土的力学性质通过工程地质钻探和工程地质试验获得。 

9.4 评价方法 

参照GB/T 12763.8、GB/T 12763.11和SC/T 9416的规定，并按照以下要求评价： 

海洋牧场底鱼礁区域的底质为硬质底质，海底表面承载力宜＞4t/m
2，淤泥厚度宜＜0.6m。 

10 渔业生产调查 

10.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 

b) 捕捞情况； 

c) 增殖情况； 

d) 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 

10.2 调查方法 

10.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1次以上，可与环境、生物调查同步进行。 

10.2.2 调查对象 

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等。 

10.2.3 采样方法 

主要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走访、搜集资料等方式进行：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 

b) 捕捞情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调研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并参照

附录 E 记录相关参数； 

c) 增殖情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访问当地渔业主管部门，进行实地考察； 

d) 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调查：实地考察和收集历史调查资源。 

10.3 分析评价方法 

按以下要求对渔业生产进行分析评价：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对评价海域附近地区的渔业人口状况、渔船概况、海洋捕捞生

产概况、增养殖概况、人工增殖放流概况等进行综述； 

b) 捕捞情况：按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和海藻类等海洋生物种类分别给出评价海域附近地区各地

的年平均捕获量，并统计其捕捞季节及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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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增殖情况：给出海洋牧场增养殖分布图、增养殖品种、增养殖方式、增养殖规模、年产量和产

值； 

d) 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保护水生物种类、数量及分布。 

11 报告编写 

11.1 主要内容 

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海洋牧场规划或者已建海洋牧场的相关情况； 

b) 调查计划以及实际调查的情况； 

c) 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的方法； 

d) 调查测定内容的总结和评价。 

11.2 相关要求和完成时间 

参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实际调查情况区别于调查计划，应做说明； 

b) 结合调查计划和相关要求进行阐述，根据调查结果按照 SC/T 9416、《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技术

指南-本系列标准之一》《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范-本系列标准之一》中海洋牧场对地形地

貌、地质、底质、水文、水质、生物等的要求，确定海洋牧场规划与各个功能区的选址； 

c) 按照调查计划规定的时限完成调查报告的编写。 

12 资料和成果归档 

12.1 主要内容 

归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任务合同书（委托书、协议书）及相关资料； 

b) 调查计划（技术设计）及相关资料； 

c) 调查原始记录、试验原始记录及相关资料； 

d) 调查报告； 

e) 技术验收材料； 

f) 经费结算报告。 

12.2 相关要求和完成时间 

参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归档资料由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由调查项目承担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审查； 

b) 调查资料按保密规定划分密级； 

c) 归档和移交文件应是原件； 

d) 在项目完成后六个月内进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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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拖网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网时间                  放网水深        放网经纬度                                                    

起网时间                  起网水深        起网经纬度                                                    

拖网类型            拖速            网口宽度                  总渔获量                                  

 

种类 尾数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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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为中国水产学会制定，其版权为中国水产学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水产

学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再复制该标准。  

中国水产学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邮政编码：100125 电话：59195143 传真：

59195143 网址：www.csfish.org.cn 电子信箱：sfchttb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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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拖网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网时间                  放网水深        放网经纬度                                                    

起网时间                  起网水深        起网经纬度                                                    

拖网类型            拖速            网口宽度                  总渔获量                                  

 

种类 尾数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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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刺网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网时间                  放网水深        放网经纬度                                                    

起网时间                  起网水深        起网经纬度                                                    

刺网类型       放网张数      网目尺寸                    囊网网目      网高      网长      总渔获量        

 

种类 尾数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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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钓具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钓时间                       起钓时间                    钓区水深        钓具类型          钓钩数     

钓区经纬度                                                               总渔获量                       

 

种类 尾数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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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国水产学会（CSF）是组织开展渔业行业范围内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满足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推动渔业行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水产学会的工作内容

之一。中国水产学会及相关单位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水产学会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按《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水产学会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水产学会，以便

修订时参考。  

 

 

 

 

 

 

 

 

 

 

 

 

 

 

 

该标准为中国水产学会制定，其版权为中国水产学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水产

学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再复制该标准。  

中国水产学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邮政编码：100125 电话：59195143 传真：

59195143 网址：www.csfish.org.cn 电子信箱：sfchttb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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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钓具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钓时间                       起钓时间                    钓区水深        钓具类型          钓钩数     

钓区经纬度                                                               总渔获量                       

 

种类 尾数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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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笼壶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航次      站号        网具      日期                 

放笼时间                      起笼时间                     水深      笼壶规格            放笼个数       

钓区经纬度                                                               总渔获量                       

 

种类 尾数 重量（g） 长度范围（mm） 重量范围（g） 标本号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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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渔业生产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渔船功率                      kW 

作业类型      作业日期         年作业天数        年总产值         年总成本        年耗燃油量            

拖网：拖速                            kn 上纲长度                        囊网网目                       

刺网：网片张数                            网片高                         网片长                         

钓具：钓具类型                            吊钩规格                       吊钩数                         

笼壶：笼壶规格                            放笼个数                                                      

 

作业水域 日期 作业天数 总产量 主要渔获种 产量 价格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T/SCSF **—2020 

II 

中国水产学会（CSF）是组织开展渔业行业范围内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满足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推动渔业行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水产学会的工作内容

之一。中国水产学会及相关单位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水产学会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按《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水产学会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水产学会，以便

修订时参考。  

 

 

 

 

 

 

 

 

 

 

 

 

 

 

 

该标准为中国水产学会制定，其版权为中国水产学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水产

学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再复制该标准。  

中国水产学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邮政编码：100125 电话：59195143 传真：

59195143 网址：www.csfish.org.cn 电子信箱：sfchttb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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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渔业生产调查记录表 

第   页 共   页 

海区                                    船名                           渔船功率                      kW 

作业类型      作业日期         年作业天数        年总产值         年总成本        年耗燃油量            

拖网：拖速                            kn 上纲长度                        囊网网目                       

刺网：网片张数                            网片高                         网片长                         

钓具：钓具类型                            吊钩规格                       吊钩数                         

笼壶：笼壶规格                            放笼个数                                                      

 

作业水域 日期 作业天数 总产量 主要渔获种 产量 价格 备注 

        

        

        

        

        

        

        

        

        

        

        

        

        

        

        

        

记事： 

 

 

采样               测定              记录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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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 制定本标准的工作过程 

1、任务来源 

本底调查是海洋牧场建设选址、规划设计、实施方案制定以及效果评估等相关工作

开展的重要基础和参考依据，跟踪调查是效果评估直接数据来源；调查的科学性、数据

的可靠性以及可对比性直接关系着海洋牧场的建设、实施以及效果评价的科学性，调查

即是海洋牧场建设的前奏，也是海洋牧场建设的归纳，这就要求制定海洋牧场调查的相

关标准。2019 年，根据《中国水产学会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

知》（农渔学〔2019〕9 号，计划号：5），中国水产学会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

产研究负责起草《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行业标准。 

2、工作简介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任务下达后，标准承担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

海水产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标准起草小组，明确标准制定的基本框架、工作内容、技术

路线等，并对起草小组人员进行任务分工。为使本标准科学、规范、务实、易行，标准

起草小组先后走访了各省市相关海洋牧场建设和管理单位、水产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以

及相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收集、整理了大量理论和技术资料。在取得大量翔实资料

的基础上，起草小组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1.1-2009 的规定进行编写，完成征求意

见稿，于 2019 年 12 月提交给中国水产学会，经审核同意向？家有关单位和专家征求意

见和建议，并在 2020 年？月完成了专家意见的收集和整理，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

于 2020 年？月通过中国水产学会初审，形成送审稿，并将相关材料送交农业农村部渔

业局，按照农业农村部渔业局的安排，2020 年？月在？召开标准的审定会议，本标准通

过评审。根据审定会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 

 2 

3、基础资料分析和补充调研 

起草小组对收集的海洋牧场调查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已经建成的海洋

牧场示范区进行了现场调研，根据有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海洋牧场调查的要求，确

定海洋牧场调查的技术参数。为使本标准更加科学与准确，编写组收集、整理了大量理

论和技术资料，主要文献简列如下： 

（1） GB/T 19834-2005 海洋学术语 海洋资源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5-07-15 发布，2006-01-01 实施）。 

（2） GB/T 15918-2010 海洋学综合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3） GB/T 15919-2010 海洋学术语 海洋生物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4） GB/T 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发布，2008-02-01实施）。 

（5） GB/T 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6） GB/T 12763.4-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7） GB/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8） GB/T 12763.9-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9） GB/T 12763.10-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0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10） GB 17378.2-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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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基础资料分析和补充调研 

起草小组对收集的海洋牧场调查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已经建成的海洋

牧场示范区进行了现场调研，根据有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海洋牧场调查的要求，确

定海洋牧场调查的技术参数。为使本标准更加科学与准确，编写组收集、整理了大量理

论和技术资料，主要文献简列如下： 

（1） GB/T 19834-2005 海洋学术语 海洋资源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5-07-15 发布，2006-01-01 实施）。 

（2） GB/T 15918-2010 海洋学综合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3） GB/T 15919-2010 海洋学术语 海洋生物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4） GB/T 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发布，2008-02-01实施）。 

（5） GB/T 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6） GB/T 12763.4-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7） GB/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8） GB/T 12763.9-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9） GB/T 12763.10-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0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10） GB 17378.2-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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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

2008-05-01 实施）。 

（11） GB 17378.3-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

2008-05-01 实施）。 

（12） 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2008-05-01 实

施）。 

（13） GB 17378.5-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2008-05-01

实施）。 

（14） GB 17378.7-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7 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2008-05-01 实施）。 

（15） GB 11607-89 渔业水质标准（国家环境保护局 1989-08-12 批准，1990-03-01

实施）。 

（16） 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国家环境保护局 1997-12-03 批准，1998-07-01

实施）。 

（17） GB 18668-2002 海洋沉积物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 2002-03-10 批准，2002-10-01 实施）。 

（18） JTJ 240-97 港口工程地质勘察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1997-08-22 发

布，1998-01-01 实施）。 

（19） HY/T 080-2005 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国家海洋局 2005-05-18 发布，

2005-06-01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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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娇：标准内容设计、调查研究、技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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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振华:：标准内容设计、调查研究、技术验证。 

二、 编制本标准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本标准的原则 

(1) 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等。 

(2) 格式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3) 进行广泛调查研究，根据我国海洋牧场建设的实际情况，统筹兼顾不同区域、

不同类型海洋牧场的特点，规范海洋牧场调查的主要过程，确定海洋牧场调查的主要内

容和方法。 

(4) 密切结合我国国情，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充分考虑与其它相关标准及法

律法规的协调性。 

2、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1 范围（范围及标准的名称）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牧场本底调查的内容、方法、调查资料的分析与评价，报告的撰

写，资料和成果的归档。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牧场的本底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2763.1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4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 12763.6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 12763.8  海洋调查规范 第 8 部分：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GB/T 12763.9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T 12763.10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0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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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763.11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1 部分：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GB 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 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  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HY/T 083  海草床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SC/T 9111—2017  海洋牧场分类 

SC/T 9416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其中的某些术语。 

3.1  

海洋牧场 marine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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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T 9111—2017，定义3.1] 

3.2  

海洋牧场功能区  functional zone of marine ranching 

根据海洋牧场不同区域的功能和目的设置的分区。 

注：海洋牧场功能区主要包括人工鱼礁区、海藻场功能区、海草床功能区、鱼类增

殖区、虾类增殖区、贝类增殖区等。 

3.3  

对比区  contrast area 

与海洋牧场生态环境相同或相近且间隔适当距离的水域。 

注：对比区又叫对照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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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本底调查  background survey of marine ranching 

在海洋牧场建设前，对拟建海洋牧场和对比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和生态系统

功能等状况为目的的调查。 

4 海洋水文调查 

4.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水流等。 

4.2 调查方法 

4.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 

4.2.2 站位布设 

海洋水文调查根据具体内容进行站位布设： 

a)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 4 个边界点和

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对比区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其

他拟建功能区各设 3 个以上调查站位。 

b) 水流：在拟建人工鱼礁区设置 3 个以上站位。 

4.2.3 采样方法 

按照GB/T 12763.2规定，参照以下要求执行： 

a)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所用观测船只进入预定站位，使用 DGPS 进行定

位，测量水深；根据水深，进行水温、溶解氧、盐度、透明度等现场观测，并

采集水样。 

b) 水流：一般采用定点锚定方法测量。 

4.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4、GB/T 12763.2规定，参照表1进行分析。 

表1 水文项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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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分析方法 

水深 现场测定 回声测深法或者重锤法 

水温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法 

盐度 现场测定 盐度计法 

透明度 现场测定 透明度盘法 

水流 现场定点锚定，专业测流仪器测定 专业配套软件分析法 

 

4.4 评价方法 

按以下要求评价： 

a) 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的水深宜>6m； 

b) 人为造成的海水温升夏季不超过当时当地 1℃，其他季节不超过 2℃； 

c) 海洋牧场区域水体交换通畅，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的最大流速不应推动以

及倾倒鱼礁及鱼礁部件，流速宜小于 1.5m/s。 

5 海水水质调查 

5.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pH、溶解氧（DO）、化学需氧量（COD）、无机氮【亚硝酸盐氮（NO2-N）、

硝酸盐氮（NO3-N）、氨氮（NH4-N）】、活性磷酸盐（PO4-P）、石油类、重金属【汞

（Hg）、铜（Cu）、铅（Pb）、锌（Zn）、镉（Cd）、总铬（Cr）*、砷（As）*等】、

悬浮物（SS）*等。 

注：*表示选做项目。 

5.2 调查方法 

5.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5.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

调查站位，对比区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5.2.3 采样方法 

 9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  background survey of marine ranching 

在海洋牧场建设前，对拟建海洋牧场和对比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和生态系统

功能等状况为目的的调查。 

4 海洋水文调查 

4.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水流等。 

4.2 调查方法 

4.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 

4.2.2 站位布设 

海洋水文调查根据具体内容进行站位布设： 

a)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 4 个边界点和

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对比区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其

他拟建功能区各设 3 个以上调查站位。 

b) 水流：在拟建人工鱼礁区设置 3 个以上站位。 

4.2.3 采样方法 

按照GB/T 12763.2规定，参照以下要求执行： 

a)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所用观测船只进入预定站位，使用 DGPS 进行定

位，测量水深；根据水深，进行水温、溶解氧、盐度、透明度等现场观测，并

采集水样。 

b) 水流：一般采用定点锚定方法测量。 

4.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4、GB/T 12763.2规定，参照表1进行分析。 

表1 水文项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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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分析方法 

水深 现场测定 回声测深法或者重锤法 

水温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法 

盐度 现场测定 盐度计法 

透明度 现场测定 透明度盘法 

水流 现场定点锚定，专业测流仪器测定 专业配套软件分析法 

 

4.4 评价方法 

按以下要求评价： 

a) 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的水深宜>6m； 

b) 人为造成的海水温升夏季不超过当时当地 1℃，其他季节不超过 2℃； 

c) 海洋牧场区域水体交换通畅，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的最大流速不应推动以

及倾倒鱼礁及鱼礁部件，流速宜小于 1.5m/s。 

5 海水水质调查 

5.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pH、溶解氧（DO）、化学需氧量（COD）、无机氮【亚硝酸盐氮（NO2-N）、

硝酸盐氮（NO3-N）、氨氮（NH4-N）】、活性磷酸盐（PO4-P）、石油类、重金属【汞

（Hg）、铜（Cu）、铅（Pb）、锌（Zn）、镉（Cd）、总铬（Cr）*、砷（As）*等】、

悬浮物（SS）*等。 

注：*表示选做项目。 

5.2 调查方法 

5.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5.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

调查站位，对比区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5.2.3 采样方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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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分析方法 

水深 现场测定 回声测深法或者重锤法 

水温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法 

盐度 现场测定 盐度计法 

透明度 现场测定 透明度盘法 

水流 现场定点锚定，专业测流仪器测定 专业配套软件分析法 

 

4.4 评价方法 

按以下要求评价： 

a) 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的水深宜>6m； 

b) 人为造成的海水温升夏季不超过当时当地 1℃，其他季节不超过 2℃； 

c) 海洋牧场区域水体交换通畅，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的最大流速不应推动以

及倾倒鱼礁及鱼礁部件，流速宜小于 1.5m/s。 

5 海水水质调查 

5.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pH、溶解氧（DO）、化学需氧量（COD）、无机氮【亚硝酸盐氮（NO2-N）、

硝酸盐氮（NO3-N）、氨氮（NH4-N）】、活性磷酸盐（PO4-P）、石油类、重金属【汞

（Hg）、铜（Cu）、铅（Pb）、锌（Zn）、镉（Cd）、总铬（Cr）*、砷（As）*等】、

悬浮物（SS）*等。 

注：*表示选做项目。 

5.2 调查方法 

5.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5.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

调查站位，对比区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5.2.3 采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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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本底调查  background survey of marine ranching 

在海洋牧场建设前，对拟建海洋牧场和对比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和生态系统

功能等状况为目的的调查。 

4 海洋水文调查 

4.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水流等。 

4.2 调查方法 

4.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 

4.2.2 站位布设 

海洋水文调查根据具体内容进行站位布设： 

a)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 4 个边界点和

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对比区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其

他拟建功能区各设 3 个以上调查站位。 

b) 水流：在拟建人工鱼礁区设置 3 个以上站位。 

4.2.3 采样方法 

按照GB/T 12763.2规定，参照以下要求执行： 

a) 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所用观测船只进入预定站位，使用 DGPS 进行定

位，测量水深；根据水深，进行水温、溶解氧、盐度、透明度等现场观测，并

采集水样。 

b) 水流：一般采用定点锚定方法测量。 

4.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4、GB/T 12763.2规定，参照表1进行分析。 

表1 水文项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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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分析方法 

水深 现场测定 回声测深法或者重锤法 

水温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法 

盐度 现场测定 盐度计法 

透明度 现场测定 透明度盘法 

水流 现场定点锚定，专业测流仪器测定 专业配套软件分析法 

 

4.4 评价方法 

按以下要求评价： 

a) 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的水深宜>6m； 

b) 人为造成的海水温升夏季不超过当时当地 1℃，其他季节不超过 2℃； 

c) 海洋牧场区域水体交换通畅，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的最大流速不应推动以

及倾倒鱼礁及鱼礁部件，流速宜小于 1.5m/s。 

5 海水水质调查 

5.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pH、溶解氧（DO）、化学需氧量（COD）、无机氮【亚硝酸盐氮（NO2-N）、

硝酸盐氮（NO3-N）、氨氮（NH4-N）】、活性磷酸盐（PO4-P）、石油类、重金属【汞

（Hg）、铜（Cu）、铅（Pb）、锌（Zn）、镉（Cd）、总铬（Cr）*、砷（As）*等】、

悬浮物（SS）*等。 

注：*表示选做项目。 

5.2 调查方法 

5.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5.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

调查站位，对比区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5.2.3 采样方法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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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 17378.3、GB/T 12763.4、GB/T 12763.9的规定，并参照以下要求执行： 

a) 在完成水文相关的水深、水温、盐度、透明度等项目的观测后，再进行水样采

集； 

b) 水深小于 10m 按表层取样，水深大于或等于 10m 按表、底两层（表层为距表

面 0.5m，底层为离底 1m）取样，并进行分装、预处理、编号记录、保存。 

5.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4、GB/T 12763.4、GB/T 12763.9的规定，参照表2执行。 

表2 水质要素分析方法 

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分析方法 

pH 现场测定 pH 计电测法 

溶解氧(DO) 
加 1 mL MnCl2 和 1 mL KI-NaOH 溶液固

定，现场测定 
碘量滴定法 

化学需氧量(COD) 现场测定 
碱性高锰酸钾

法 

营

养

盐 

无

机

氮 

亚硝酸盐氮

（NO2-N） 

现场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

现场测定或过滤后-20℃冷冻保存 

重氮-偶氮法 

硝酸盐氮

（NO3-N） 

锌镉还原法或

铜镉还原法 

氨氮（NH4-N） 
次溴酸钠氧化

法 

活性磷酸盐（PO4-P） 
抗坏血酸还原

磷钼蓝法 

石油类 正己烷萃取 
紫外分光光度

法 

重

金

属 

汞（Hg） 加 H2SO4 至 pH<2 
原子荧光分光

光度法 

铜（Cu） 
用 0.45μm，φ60mm微孔滤膜过滤加H2SO4

至 pH<2 低温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铅（Pb）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NO3

至 pH<2 低温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锌（Zn） 
用 0.45μm，φ60mm微孔滤膜过滤加H2SO4

至 pH<2 低温冷藏 

火焰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镉（Cd） 
用 0.45μm，φ60mm 微孔滤膜过滤加 HNO3

至 pH<2 低温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总铬（Cr） 
用 0.45μm，φ60mm微孔滤膜过滤加H2SO4

至 pH<2 低温冷藏 

无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砷（As） 
用 0.45μm，φ60mm微孔滤膜过滤加H2SO4

至 pH<2 低温冷藏 

原子荧光分光

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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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分析方法 

悬浮物（SS） 0.45 μm，φ60mm 微孔滤膜现场过滤 重量法 

5.4 评价方法 

5.4.1 计算方法 

采用标准指数法计算海水质量指数，具体计算方法见表3。 

表3 水质标准指数计算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公式说明 

单项水质

评价因子

（参数） 

Si,j=C i,j/Csi 

式中： 

Si,j——单项评价因子（参数）i在第j点的标

准指数； 

Ci,j——i项因子在j点的实测浓度； 

Csi——该项因子的标准值 

注：标准指数＞1，则表明该项指标已超过

了规定的质量标准 

溶解氧 

sf

jf

j,
DODO

DODO
SDO




   DOj≥DOs 

s

DO
DO

DO
S

j

j, 910    DOj＜DOs 

6.31

468
f




T
DO  

式中： 

SDO,j——站点j的溶解氧的评价标准值； 

DOf ——监测期间饱和溶解氧浓度； 

DOj ——站点j的溶解氧实测值； 

DOs ——溶解氧的标准值； 

T  ——水温 

pH 
7.0pH

7.0pH

su

j

jpH,



S    pHj ＞7.0 

sd

j

jpH,
pH7.0

pH7.0




S    pHj ≤7.0 

式中： 

SpH,j —— pH 的标准指数； 

pHj ——站点j的pH实测值； 

pHsu —— pH标准的上限值； 

pHsd—— pH标准的下限值 

5.4.2 质量标准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水质标准要求达到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中的二类标

准，具体标准见表4。 

表4 水质评价标准 

项目 标准 

pH 
7.8～8.5，同时不超出该海域正

常变动范围的 0.2pH 范围 

溶氧（DO）（mg/L）＞ 5 

化学需氧量（COD）（mg/L）≤ 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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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分析方法 

悬浮物（SS） 0.45 μm，φ60mm 微孔滤膜现场过滤 重量法 

5.4 评价方法 

5.4.1 计算方法 

采用标准指数法计算海水质量指数，具体计算方法见表3。 

表3 水质标准指数计算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公式说明 

单项水质

评价因子

（参数） 

Si,j=C i,j/Csi 

式中： 

Si,j——单项评价因子（参数）i在第j点的标

准指数； 

Ci,j——i项因子在j点的实测浓度； 

Csi——该项因子的标准值 

注：标准指数＞1，则表明该项指标已超过

了规定的质量标准 

溶解氧 

sf

jf

j,
DODO

DODO
SDO




   DOj≥DOs 

s

DO
DO

DO
S

j

j, 910    DOj＜DOs 

6.31

468
f




T
DO  

式中： 

SDO,j——站点j的溶解氧的评价标准值； 

DOf ——监测期间饱和溶解氧浓度； 

DOj ——站点j的溶解氧实测值； 

DOs ——溶解氧的标准值； 

T  ——水温 

pH 
7.0pH

7.0pH

su

j

jpH,



S    pHj ＞7.0 

sd

j

jpH,
pH7.0

pH7.0




S    pHj ≤7.0 

式中： 

SpH,j —— pH 的标准指数； 

pHj ——站点j的pH实测值； 

pHsu —— pH标准的上限值； 

pHsd—— pH标准的下限值 

5.4.2 质量标准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水质标准要求达到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中的二类标

准，具体标准见表4。 

表4 水质评价标准 

项目 标准 

pH 
7.8～8.5，同时不超出该海域正

常变动范围的 0.2pH 范围 

溶氧（DO）（mg/L）＞ 5 

化学需氧量（COD）（mg/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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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氮（mg/L）≤ 0.3 

活性磷酸盐（PO4-P）（mg/L）≤ 0.030 

石油类（mg/L）≤ 0.05 

汞（Hg）（μ g/L）≤ 0.20 

铜（Cu）（μ g/L）≤ 10 

铅（Pb）（μ g/L）≤ 5 

锌（Zn）（μ g/L）≤ 50 

镉（Cd）（μ g/L）≤ 5 

总铬（Cr）（μ g/L）≤ 100 

砷（As）（μ g/L）≤ 30 

悬浮物（SS）（mg/L） 人为增加的量≤10 

6 表层沉积物调查 

6.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pH、有机碳、石油类、汞（Hg）、铜（Cu）、镉（Cd）、铅（Pb）、

锌（Zn）、铬（Cr）*、砷（As）*、硫化物*等。 

注：*表示选做项目。 

6.2 调查方法 

6.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6.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

调查站位，对比区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6.2.3 采样方法 

按照GB 17378.3的规定采样；沉积物取表层样（0~10cm），取样后现场测定温度和

pH，其他样品分装后编号。 

6.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5的规定，参照表5的方法分析。 

表5 表层沉积物项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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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测定方法 

温度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 

pH 现场测定 pH 计电测法 

粒度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激光粒度法 

有机碳 采集表层样品密封保存 重铬酸钾氧化-还原容量法 

石油类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正己烷萃取 紫外分光光度法 

汞（Hg）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铜（Cu）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镉（Cd）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铅（Pb）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锌（Zn）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铬（Cr）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砷（As）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硫化物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6.4 评价方法 

6.4.1 计算方法 

参照表3中的水质质量指数的单项指数法计算沉积物质量指数，沉积物评价因子的

标准指数＞1，则表明该项指标已超过了规定的沉积物质量标准。 

6.4.2 质量标准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沉积物标准要求达到国家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中

的一类标准，具体标准见表6。 

表6 沉积物质量标准 

项目 标准 

有机碳（×10
-2）≤ 2.0 

石油类（mg/kg）≤ 500.0 

汞（Hg）（mg/kg）≤ 0.20 

铜（Cu）（mg/kg）≤ 35.0 

铅（Pb）（mg/kg）≤ 60.0 

镉（Cd）（mg/kg）≤ 0.50 

锌（Zn）（mg/kg）≤ 150.0 

铬（Cr）（mg/kg）≤ 80.0 

砷（As）（mg/kg）≤ 20.0 

硫化物（mg/kg）≤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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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氮（mg/L）≤ 0.3 

活性磷酸盐（PO4-P）（mg/L）≤ 0.030 

石油类（mg/L）≤ 0.05 

汞（Hg）（μ g/L）≤ 0.20 

铜（Cu）（μ g/L）≤ 10 

铅（Pb）（μ g/L）≤ 5 

锌（Zn）（μ g/L）≤ 50 

镉（Cd）（μ g/L）≤ 5 

总铬（Cr）（μ g/L）≤ 100 

砷（As）（μ g/L）≤ 30 

悬浮物（SS）（mg/L） 人为增加的量≤10 

6 表层沉积物调查 

6.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pH、有机碳、石油类、汞（Hg）、铜（Cu）、镉（Cd）、铅（Pb）、

锌（Zn）、铬（Cr）*、砷（As）*、硫化物*等。 

注：*表示选做项目。 

6.2 调查方法 

6.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6.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

调查站位，对比区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6.2.3 采样方法 

按照GB 17378.3的规定采样；沉积物取表层样（0~10cm），取样后现场测定温度和

pH，其他样品分装后编号。 

6.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5的规定，参照表5的方法分析。 

表5 表层沉积物项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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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 

pH 现场测定 pH 计电测法 

粒度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激光粒度法 

有机碳 采集表层样品密封保存 重铬酸钾氧化-还原容量法 

石油类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正己烷萃取 紫外分光光度法 

汞（Hg）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铜（Cu）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镉（Cd）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铅（Pb）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锌（Zn）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铬（Cr）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砷（As）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硫化物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6.4 评价方法 

6.4.1 计算方法 

参照表3中的水质质量指数的单项指数法计算沉积物质量指数，沉积物评价因子的

标准指数＞1，则表明该项指标已超过了规定的沉积物质量标准。 

6.4.2 质量标准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沉积物标准要求达到国家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中

的一类标准，具体标准见表6。 

表6 沉积物质量标准 

项目 标准 

有机碳（×10
-2）≤ 2.0 

石油类（mg/kg）≤ 500.0 

汞（Hg）（mg/kg）≤ 0.20 

铜（Cu）（mg/kg）≤ 35.0 

铅（Pb）（mg/kg）≤ 60.0 

镉（Cd）（mg/kg）≤ 0.50 

锌（Zn）（mg/kg）≤ 150.0 

铬（Cr）（mg/kg）≤ 80.0 

砷（As）（mg/kg）≤ 20.0 

硫化物（mg/kg）≤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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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氮（mg/L）≤ 0.3 

活性磷酸盐（PO4-P）（mg/L）≤ 0.030 

石油类（mg/L）≤ 0.05 

汞（Hg）（μ g/L）≤ 0.20 

铜（Cu）（μ g/L）≤ 10 

铅（Pb）（μ g/L）≤ 5 

锌（Zn）（μ g/L）≤ 50 

镉（Cd）（μ g/L）≤ 5 

总铬（Cr）（μ g/L）≤ 100 

砷（As）（μ g/L）≤ 30 

悬浮物（SS）（mg/L） 人为增加的量≤10 

6 表层沉积物调查 

6.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pH、有机碳、石油类、汞（Hg）、铜（Cu）、镉（Cd）、铅（Pb）、

锌（Zn）、铬（Cr）*、砷（As）*、硫化物*等。 

注：*表示选做项目。 

6.2 调查方法 

6.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6.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

调查站位，对比区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6.2.3 采样方法 

按照GB 17378.3的规定采样；沉积物取表层样（0~10cm），取样后现场测定温度和

pH，其他样品分装后编号。 

6.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5的规定，参照表5的方法分析。 

表5 表层沉积物项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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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6.4 评价方法 

6.4.1 计算方法 

参照表3中的水质质量指数的单项指数法计算沉积物质量指数，沉积物评价因子的

标准指数＞1，则表明该项指标已超过了规定的沉积物质量标准。 

6.4.2 质量标准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沉积物标准要求达到国家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中

的一类标准，具体标准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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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 

有机碳（×10
-2）≤ 2.0 

石油类（mg/kg）≤ 500.0 

汞（Hg）（mg/kg）≤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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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氮（mg/L）≤ 0.3 

活性磷酸盐（PO4-P）（mg/L）≤ 0.030 

石油类（mg/L）≤ 0.05 

汞（Hg）（μ g/L）≤ 0.20 

铜（Cu）（μ g/L）≤ 10 

铅（Pb）（μ g/L）≤ 5 

锌（Zn）（μ g/L）≤ 50 

镉（Cd）（μ g/L）≤ 5 

总铬（Cr）（μ g/L）≤ 100 

砷（As）（μ g/L）≤ 30 

悬浮物（SS）（mg/L） 人为增加的量≤10 

6 表层沉积物调查 

6.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pH、有机碳、石油类、汞（Hg）、铜（Cu）、镉（Cd）、铅（Pb）、

锌（Zn）、铬（Cr）*、砷（As）*、硫化物*等。 

注：*表示选做项目。 

6.2 调查方法 

6.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6.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

调查站位，对比区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6.2.3 采样方法 

按照GB 17378.3的规定采样；沉积物取表层样（0~10cm），取样后现场测定温度和

pH，其他样品分装后编号。 

6.3 分析方法 

按照GB 17378.5的规定，参照表5的方法分析。 

表5 表层沉积物项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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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样品采集、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测定方法 

温度 现场测定 表层温度计 

pH 现场测定 pH 计电测法 

粒度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激光粒度法 

有机碳 采集表层样品密封保存 重铬酸钾氧化-还原容量法 

石油类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正己烷萃取 紫外分光光度法 

汞（Hg）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铜（Cu）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镉（Cd）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铅（Pb）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锌（Zn）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铬（Cr）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无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砷（As）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 

硫化物 采集表层样品放置阴暗处保存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6.4 评价方法 

6.4.1 计算方法 

参照表3中的水质质量指数的单项指数法计算沉积物质量指数，沉积物评价因子的

标准指数＞1，则表明该项指标已超过了规定的沉积物质量标准。 

6.4.2 质量标准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沉积物标准要求达到国家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GB18668）中

的一类标准，具体标准见表6。 

表6 沉积物质量标准 

项目 标准 

有机碳（×10
-2）≤ 2.0 

石油类（mg/kg）≤ 500.0 

汞（Hg）（mg/kg）≤ 0.20 

铜（Cu）（mg/kg）≤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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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As）（mg/kg）≤ 20.0 

硫化物（mg/kg）≤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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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洋生物调查 

7.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叶绿素a和初级生产力、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海藻海草、底栖生

物、鱼卵仔鱼、游泳动物调查。 

7.2 调查方法 

7.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7.2.2 站位布设 

7.2.2.1 游泳动物调查站位 

根据不同的采样方法进行站位的布设： 

a) 拖网调查方式：在拟建人工鱼礁区和对比区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其他拟建

功能区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 

b) 刺网、钓具、笼壶等其他调查方式：在拟建人工鱼礁区和对比区各设 1 个以上

调查站位；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 

c) 声学：一般采用走航式调查，范围涵盖拟建人工鱼礁区、对比区以及其他拟建

功能区； 

d) 水下观测：在海洋牧场各个拟建功能区各设 1 个以上调查站位。 

7.2.2.2 其他生物调查站位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

调查站位，对比区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海藻场等其他拟建功能区各设3个以上调查站位。 

7.2.3 采样方法 

7.2.3.1 叶绿素 a与初级生产力采样 

用采水器采取表层（水面0.5m）水样1L，当水深大于10m时，加采底层（离底2m）

水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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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浮游植物采样 

采用浅水Ⅲ型浮游生物网自底至表垂直拖网取样，自海底0.5m向上拖取到水表层；

使用重量为 10～40kg 的铅制沉锤，落网为 0.5m/s，起网为 0.5～0.8m/s 左右。 

7.2.3.3 浮游动物采样 

采用浅水 I 型浮游生物网自底至表垂直拖网取样，自海底 0.5m 向上拖取到水表层；

使用重量为 10～40kg 的铅制沉锤，落网为 0.5m/s，起网为 0.5～0.8m/s 左右。 

7.2.3.4 大型海藻海草采样 

参照 HY/T 083 的方法采样。 

7.2.3.5 底栖生物采样 

采用 Petersen grab 抓斗式采泥器、底栖动物漩涡分选装置和套筛进行定量采样，定

量采泥面积不小于 0.2m
2；泥样用三层套筛进行生物分选，上层网目为 2.0mm，中层网

目为 1.0mm，下层网目为 0.5mm。 

7.2.3.6 鱼卵仔鱼采样 

采用浅水I型浮游生物网进行水平和垂直拖网，垂直拖网作为定量样品，水平拖网

作为定性样品；若不合适垂直拖网或者未进行垂直拖网，则采用水平拖网进行定性定量

采样，水平拖网的速度一般控制在2kn之内。 

7.2.3.7 游泳生物采样 

采用拖网、刺网、钓具、笼壶、声学调查以及水下观测等方式进行： 

a) 拖网：按照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并参照附录 A 记录相关参数；拖网时间

根据站位的距离酌情处理，拖网速度控制在 3kn；每网样品按种分类，各站的

渔获样品全部在现场进行分析和测定，渔获样品较少（<20kg）时，将全部样

品进行分析测定，渔获物较多时，先挑出大个体和稀有种类的样品，其余小杂

鱼样品随机取样，再进行分析测定。 

b) 刺网、钓具、笼壶：按渔民生产方式进行，并分别参照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记录相关参数； 

c) 声学：按照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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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浮游植物采样 

采用浅水Ⅲ型浮游生物网自底至表垂直拖网取样，自海底0.5m向上拖取到水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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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重量为 10～40kg 的铅制沉锤，落网为 0.5m/s，起网为 0.5～0.8m/s 左右。 

7.2.3.4 大型海藻海草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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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5 底栖生物采样 

采用 Petersen grab 抓斗式采泥器、底栖动物漩涡分选装置和套筛进行定量采样，定

量采泥面积不小于 0.2m
2；泥样用三层套筛进行生物分选，上层网目为 2.0mm，中层网

目为 1.0mm，下层网目为 0.5mm。 

7.2.3.6 鱼卵仔鱼采样 

采用浅水I型浮游生物网进行水平和垂直拖网，垂直拖网作为定量样品，水平拖网

作为定性样品；若不合适垂直拖网或者未进行垂直拖网，则采用水平拖网进行定性定量

采样，水平拖网的速度一般控制在2kn之内。 

7.2.3.7 游泳生物采样 

采用拖网、刺网、钓具、笼壶、声学调查以及水下观测等方式进行： 

a) 拖网：按照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并参照附录 A 记录相关参数；拖网时间

根据站位的距离酌情处理，拖网速度控制在 3kn；每网样品按种分类，各站的

渔获样品全部在现场进行分析和测定，渔获样品较少（<20kg）时，将全部样

品进行分析测定，渔获物较多时，先挑出大个体和稀有种类的样品，其余小杂

鱼样品随机取样，再进行分析测定。 

b) 刺网、钓具、笼壶：按渔民生产方式进行，并分别参照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记录相关参数； 

c) 声学：按照 GB/T 12763.6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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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下观测：一般采用潜水摄影。 

7.3 分析方法 

海洋生物的分析按照表7进行。 

表7 海洋生物分析方法 

项目 样品预处理及保存方法 样品分析方法 

叶绿素 a 
Waterman GF/C 25mm 滤膜

过滤冷冻 
萃取荧光法 

浮游植物 5%甲醛固定 浓缩计数法鉴定和计数 

浮游动物 5%甲醛固定 
计数框计数；体视显微镜鉴定；湿重法

测定生物量 

大型海藻海草 大型海藻海草用 6％甲醛固定 人工鉴定种类、计数、测定生物量 

底栖生物（定

量） 
底栖动物用 5%甲醛固定；  人工鉴定种类、计数、测定生物量 

鱼卵仔鱼 5%甲醛固定 计数框计数；体视显微镜鉴定 

游泳生物 
取样后用聚乙烯袋分类装好

冷藏保存 
人工鉴定种类、计数、生物学测定 

7.4 评价方法 

7.4.1 评价参数 

各类生物的评价参数按照表8执行。 

表8 各类生物的评价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优势种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浮游植物 √ √ 
 

√ √ √ 

浮游动物 √ √ √ √ √ √ 

大型海藻海草 √ √ √    

鱼卵仔鱼 √ √ 
 

   

底栖生物 √ √ √ √ √ √ 

游泳生物 √ √ √    

注：√表示应进行评价 

7.4.2 评价要求 

7.4.2.1 计算方法 

各项参数的具体计算方法按照表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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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生物评价参数的计算方法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说明 

种类组

成 
— 

根据具体生物按照 GB 12763.6 的要求分别

归类到门、科、属种等 

栖息密

度 

栖息密度＝总捕获数量/总栖息水

体体积（面积） 换算为个/m
3 或个/m

2 

生物量 
生物量＝总捕获重量/总栖息水体

体积（面积） 
换算为 g/m

3 或 g/m
2
 

优势度 Y=(ni/N)fi 

式中： 

Y——优势度； 

ni——第 i 种的个体数； 

N——总个体数； 

fi——该种在各采样站中出现的频率 

注：一般采用 Y≥0.02 作为优势种的评判标

准；当 Y≥0.02 时，为优势种；当 Y＜0.02 

时，为非优势种 

多样性

指数 




S

i

ii PPH
1

2log

 

式中：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Pi  ——第 i 种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比值 

均匀度 J=H
/
/log2S 

式中： 

J  ——均匀度；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初级生

产力 
P=CaQLt/2 

P——初级生产力（mg/m
2
·d）； 

Ca——叶绿素 a 含量（mg/m
3）； 

Q——同化系数，（mg·C/（mgChl-a·h））； 

L——真光层的深度（m）； 

t——白昼时间（h） 

7.4.2.2 质量标准 

根据调查结果分级描述各项内容及参数的等级，各项参数的分级标准按表10～表12

执行。 

表10 生物量或栖息密度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浮游植物（×10
4
cell/m3） <20 20~50 50~100 100~200 >200 

浮游动物（mg/m
3） <10 10~30 30~75 75~100 >100 

底栖生物（g/m
2） <5 5~10 10~50 50~100 >10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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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多样性指数 H/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H
/
 ＜1.0 1.0~1.5 1.5~2.5 2.5~3.0 ≥3.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2 均匀度指数 J 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J ＜0.50 0.50~0.60 0.60～0.70 0.70～0.80 ≥0.8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8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8.1 调查内容 

海底地形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导航定位、水深测量、水位测量以及数据处理和成

图；水深测量包括深度测量和一些必要的改正（吃水改革、声速改正、船姿改正、升沉

改正和水位改正等）。 

海底地貌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在海底地形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海底侧扫声纳测量

和浅地层剖面测量，结合其他地质地球物理资料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和成图。 

8.2 调查方法 

8.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8.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海洋牧场区进行；采用测线网方式调查或全覆盖方式调查，要求覆盖整个拟

建海洋牧场区。 

8.2.3 测定方法 

按照GB/T 12763.10的规定，参照以下要求进行：  

a) 在采用测线网方式进行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时，主测线采用垂直地形或构造总体

走向布设，联络测线应尽量与主测线垂直；在采用全覆盖方式进行海底地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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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多样性指数 H/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H
/
 ＜1.0 1.0~1.5 1.5~2.5 2.5~3.0 ≥3.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2 均匀度指数 J 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J ＜0.50 0.50~0.60 0.60～0.70 0.70～0.80 ≥0.8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8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8.1 调查内容 

海底地形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导航定位、水深测量、水位测量以及数据处理和成

图；水深测量包括深度测量和一些必要的改正（吃水改革、声速改正、船姿改正、升沉

改正和水位改正等）。 

海底地貌调查的基本内容包括：在海底地形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海底侧扫声纳测量

和浅地层剖面测量，结合其他地质地球物理资料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和成图。 

8.2 调查方法 

8.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8.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海洋牧场区进行；采用测线网方式调查或全覆盖方式调查，要求覆盖整个拟

建海洋牧场区。 

8.2.3 测定方法 

按照GB/T 12763.10的规定，参照以下要求进行：  

a) 在采用测线网方式进行海底地形地貌调查时，主测线采用垂直地形或构造总体

走向布设，联络测线应尽量与主测线垂直；在采用全覆盖方式进行海底地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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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调查时，多渡束测探和侧扫声纳测量的主测线采用平行地形或构造总体走向

布设，相邻测帽的重叠应不少于测幅宽度的 10%，联络测线应不少于主测线总

长度的 5%，且至少布设 l 条跨越整个测区的联络测线； 

b) 相邻测区，不同类型仪器、不同作业单位之间的测区综合部，在采用测线网方

式调查时，应至少有一条重复检查测线，在采用全覆盖方式调查时，应有一定

宽度的重叠区，以保证所测对象的检验和拼接； 

c) 在海底构造复杂或地形起伏较大的海区，应加密测线，加密的程度以能完善地

反映海底地形地貌变化为原则； 

d) 测线间隔不大于 200m。 

8.3 分析方法 

按照GB/T 12763.10的规定，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a) 采集的数据应使用主管部门认可或者系统配套的专业软件进行处理，同类仪器

得到的测量成果应按统一格式输出，形成统一格式文件，并附数字成果说明文

档，以磁盘或光盘形式提交，磁盘或光盘标签注记清楚； 

b) 得到的数据应绘制成地形地貌图件。 

8.4 评价方法 

参照GB/T 12763.8、GB/T 12763.10、GB/T 12763.11的规定，并按照以下要求评价： 

a) 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海底地势平缓，坡度宜<5°； 

b) 海洋牧场底鱼礁投放区域与天然鱼礁间距应>1000m。 

9 海洋工程地质调查 

9.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海底地质、底质、海底浅层结构、海底土的力学性质等。 

9.2 调查方法 

9.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逐月或分季度月进行1次以上调查，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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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站位布设 

在拟建人工鱼礁区选取均匀分布的4个边界点和拟建人工鱼礁区中心各设1个以上

调查站位；在地质现象复杂区适当增设钻孔。 

9.2.3 采样方法 

 

按照GB/T 12763.8的规定，参照以下要求进行：  

a) 海底地质采样包括包括表层沉积物采样和柱状采样，在表层采样后再进行柱状

采样；采取的样品应保证一定数量，沉积物样不得少于 1000g，达不到此数量，

该站列为空样，调查区内空样站位数不得超过总站位数的 10%。拖网采样尽量

增大网具的强度和绞车钢绳的负荷能力，以利获取样品。 

b) 采用浅地层剖面仪对海底浅层结构进行探测； 

c) 对相关海域进行工程地质钻探和工程地质试验。 

9.3 分析方法 

按照GB/T 12763.8和GB/T 12763.11的规定，参照以下要求进行： 

a) 沉积物粒度分析，通常使用筛析法加沉析法（吸管法）0.063 mm 沉积物，即综

合法。沉析法适用于粒径小于 0.063 mm 的物质，筛析法适用于粒径大于 0.063 

mm 的物质。当粒径大于 0.063 mm 的物质大于 85%或粒径小于 0.063 mm 的物

质占 99%以上时，可单独采用筛析法或沉析法。用自动化粒度分析仪(如激光粒

度分析仪)分析沉积物粒度，应与综合法、筛析法、沉析法对比合格后方能使用； 

b) 海底浅层结构根据浅地层剖面仪的探测结果分析得到，包括底质、地质、厚度、

范围等； 

c) 海底土的力学性质通过工程地质钻探和工程地质试验获得。 

9.4 评价方法 

参照GB/T 12763.8、GB/T 12763.11和SC/T 9416的规定，并按照以下要求评价： 

投放底鱼礁的海洋牧场选址区域的底质为硬质底质，海底表面承载力宜＞4t/m
2，淤

泥厚度宜＜0.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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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渔业生产调查 

10.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 

b) 海洋牧场捕捞情况； 

c) 海洋牧场增养殖情况； 

d) 海洋牧场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 

10.2 调查方法 

10.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1次以上，可与环境、生物调查同步进行。 

10.2.2 调查对象 

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等。 

10.2.3 采样方法 

主要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走访、搜集资料等方式进行：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 

b) 海洋牧场捕捞情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调研当地渔业主管部门

和渔业从业人员，并参照附录 E 记录相关参数； 

c) 海洋牧场增养殖情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访问当地渔业主管部

门，进行实地考察； 

d) 海洋牧场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调查：实地考察和收集历史调查资源。 

10.3 分析评价方法 

按以下要求对渔业生产进行分析评价：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对评价海域附近地区的渔业人口状况、渔船概

况、海洋捕捞生产概况、海洋牧场增养殖概况、人工增殖放流概况等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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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渔业生产调查 

10.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 

b) 海洋牧场捕捞情况； 

c) 海洋牧场增养殖情况； 

d) 海洋牧场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 

10.2 调查方法 

10.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1次以上，可与环境、生物调查同步进行。 

10.2.2 调查对象 

当地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等。 

10.2.3 采样方法 

主要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走访、搜集资料等方式进行：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 

b) 海洋牧场捕捞情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调研当地渔业主管部门

和渔业从业人员，并参照附录 E 记录相关参数； 

c) 海洋牧场增养殖情况调查：收集当地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访问当地渔业主管部

门，进行实地考察； 

d) 海洋牧场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调查：实地考察和收集历史调查资源。 

10.3 分析评价方法 

按以下要求对渔业生产进行分析评价： 

a) 海洋牧场所在地渔业生产概况：对评价海域附近地区的渔业人口状况、渔船概

况、海洋捕捞生产概况、海洋牧场增养殖概况、人工增殖放流概况等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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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海洋牧场捕捞情况：按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和海藻类等海洋生物种类分别给

出评价海域附近地区各地的年平均捕获量，并统计其捕捞季节及销售情况。 

c) 海洋牧场增养殖情况：给出海洋牧场养殖分布图、养殖品种、养殖方式、养殖

规模、年产量和产值； 

d) 海洋牧场保护性水生生物情况：保护水生物种类、数量及分布。 

11 报告编写 

11.1 主要内容 

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海洋牧场规划或者已建海洋牧场的相关情况； 

b) 调查计划以及实际调查的情况； 

c) 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的方法； 

d) 调查测定内容的总结和评价。 

11.2 相关要求和完成时间 

参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实际调查情况区别于调查计划，应做说明； 

b) 结合调查计划和相关要求进行阐述，根据调查结果按照 SC/T 9416、《海洋牧

场规划设计技术指南-本系列标准之一》《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范-本系列

标准之一》中海洋牧场对地形地貌、地质、底质、水文、水质、生物等的要求，

确定海洋牧场规划与各个功能区的选址； 

c) 按照调查计划规定的时限完成调查报告的编写。 

12 资料和成果归档 

12.1 主要内容 

归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任务合同书（委托书、协议书）及相关资料； 

b) 调查计划（技术设计）及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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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海洋牧场捕捞情况：按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和海藻类等海洋生物种类分别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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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照调查计划规定的时限完成调查报告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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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调查原始记录、试验原始记录及相关资料； 

d) 调查报告； 

e) 技术验收材料； 

f) 经费结算报告。 

12.2 相关要求和完成时间 

参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归档资料由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由调查项目承担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审查； 

b) 调查资料按保密规定划分密级； 

c) 归档和移交文件应是原件； 

d) 在项目完成后六个月内进行归档。 

附录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拖网调查记录表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刺网调查记录表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钓具调查记录表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笼壶调查记录表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渔业生产调查记录表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等 

无。 

2、预期经济效果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的制定，有利于我国各地开展的海洋牧场本底调查

工作科学、规范、高效地进行，为我国海洋牧场的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指导，充分发挥

我国海洋牧场应有的作用，养护渔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渔业产量和质量，促进

渔民转产转业，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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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是海洋牧场本底调查的提纲，是进行海洋牧场规划

的前提，是海洋牧场效果评估的数据和资料来源，为海洋牧场管理提供参考。国内尚属

首次，填补了国内空白。 

五、 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草案经相关专家内审，目前尚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中国水产学会组成单位对我国开展的海洋牧场的

调查工作，尽可能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为中国水产学会团体的组成单位

进行相关工作提供了统一的依据，也为我国渔业主管机构、人工鱼礁建设和管理机构以

及从事海洋牧场工作研究的科研部门对海洋牧场调查和评估工作提供了参考，有利于规

范我国海洋牧场调查和评估工作。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及时在中国水产学会团体组成单位进行宣讲贯彻，在实际实

施效果较好的前提下在我国有关地区、特别是海洋牧场建设、管理等实施单位和有关研

究机构进行推广，促进我国海洋牧场建设科学、健康、持续发展。 

九、 废除现行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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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学会（CSF）是组织开展渔业行业范围内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满足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推动渔业行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水产学会的工作内容

之一。中国水产学会及相关单位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水产学会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按《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水产学会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水产学会，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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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再复制该标准。  

中国水产学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邮政编码：100125 电话：59195143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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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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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本标准的编写依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执行。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水产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大连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上海海洋大学。 

本标准起草人：陈丕茂，舒黎明，罗刚，袁华荣，冯雪，佟飞，陈钰祥，李苗，关长涛，陈勇，李

应仁，田涛，杨文波，李娇，汪振华。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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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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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牧场效果调查的内容和方法，海洋牧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评估内

容和方法，以及评估报告的编写、资料和成果的归档。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牧场的效果调查和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763.1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4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 12763.6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 12763.9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 17378.2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 

GB 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 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  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 18668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SC/T 9111  海洋牧场分类 

T/SCSF****-？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 

T/SCSF****-？  人工鱼礁建设项目工程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其中的某些术语。 

3.1  

海洋牧场  marine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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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T 9111—2017，定义3.1] 

3.2  

海洋牧场效果  effect of marine ranching 

海洋牧场对周边生态、经济、社会等的影响。 

T/SCSF **—2020 

 

2 

3.3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  effect survey of marine ranching 

对已建海洋牧场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生态系统以及渔业生产和社会影响等变化状况，评价

海洋牧场建设效果为目的的调查。 

注：效果调查又叫跟踪调查。 

3.4  

海洋牧场效果评估  effect evalu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根据海洋牧场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的对比结果，评估海洋牧场对生态、经济、社会等的影响，并完成报告的过程。 

4 效果调查 

4.1 海洋水文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调查

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2 海水水质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调查

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3 表层沉积物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调查

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4 海洋生物调查 

4.4.1 调查内容 

包括附着生物调查及本底调查规定的内容（叶绿素a和初级生产力、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海

藻海草、底栖生物、鱼卵仔鱼、游泳动物）。 

4.4.2 调查方法 

4.4.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逐月或分季度月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每年1次以上。 

4.4.2.2 站位布设 

4.4.2.2.1 游泳动物调查站位 

拖网调查在人工鱼礁区边缘和对比区各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其他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

范-本系列规范之一》布设。 

4.4.2.2.2 附着生物调查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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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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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  effect survey of marine ranching 

对已建海洋牧场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生态系统以及渔业生产和社会影响等变化状况，评价

海洋牧场建设效果为目的的调查。 

注：效果调查又叫跟踪调查。 

3.4  

海洋牧场效果评估  effect evalu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根据海洋牧场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的对比结果，评估海洋牧场对生态、经济、社会等的影响，并完成报告的过程。 

4 效果调查 

4.1 海洋水文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调查

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2 海水水质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调查

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3 表层沉积物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调查

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4 海洋生物调查 

4.4.1 调查内容 

包括附着生物调查及本底调查规定的内容（叶绿素a和初级生产力、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海

藻海草、底栖生物、鱼卵仔鱼、游泳动物）。 

4.4.2 调查方法 

4.4.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逐月或分季度月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每年1次以上。 

4.4.2.2 站位布设 

4.4.2.2.1 游泳动物调查站位 

拖网调查在人工鱼礁区边缘和对比区各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其他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

范-本系列规范之一》布设。 

4.4.2.2.2 附着生物调查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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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鱼礁区进行，根据不同材料和不同形状礁体选择站位，要求每种材料和每种形状的礁体均采

集到样本。 

4.4.2.2.3 其他生物调查站位 

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布设。 

4.4.2.3 采样方法 

4.4.2.3.1 附着生物采样 

附着生物按照以下方法采样: 

a) 选择天气晴朗、风浪较小、水流平缓、水质清晰、水下能见度高的时间进行； 

b) 水下取样前进行摄影； 

c) 在不同水层和水深的人工鱼礁礁体上、中、下部位各采集 3 个以上平行样本； 

d) 取样面积根据生物的多少酌定，一般按照 20 cm×20 cm 面积取样。 

4.4.2.3.2 其他生物采样 

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 

4.4.3 分析方法 

4.4.3.1 附着生物分析 

用5%甲醛固定，人工鉴定种类、计数、测定生物量。 

4.4.3.2 其他生物分析 

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 

4.5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调查

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3～5年1次以上。 

4.6 渔业生产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本底调查，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3～5年1次

以上。 

4.7 社会功能要素调查 

4.7.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认知调研：包括群众对海洋牧场建设的认知程度、评价和建议等； 

b) 行业影响调研：海洋牧场带动的行业变化情况； 

c) 就业调研：主要包括海洋牧场促进的转产转业以及社会就业岗位的变化。 

4.7.2 调查方法 

4.7.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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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渔业生产及渔业环境调查同步进行，每3-5年1次以上。 

4.7.2.2 调查对象 

走访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分析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行业生产统计资料等。 

4.7.2.3 采样方法 

根据具体内容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调查： 

a) 认知调研：群众对海洋牧场建设的认知程度、评价和建议等参照附录 F 以调查问卷形式开展

调研； 

b) 行业影响调研：走访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收集分析相关的行业统计资料； 

c) 就业调研：走访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收集分析相关的渔业统计资料、行业统

计资料等。 

5 生态效益评估 

5.1 海洋水文评价 

5.1.1 水文现状评价 

统计分析水文各项目的含量范围及特征值，根据流速、流向和波浪判定上升流和背涡流等的状况；

分析流场与礁体的大小形状、礁体的组合、礁区礁群的布局等之间的关系；分析流场与生物群落分布之

间的关系。 

5.1.2 水文变动评价 

比较各功能区各项水文要素在本底调查时和跟踪调查时的异同，并进行原因分析。 

5.1.3 水文对比评价 

比较各项水文要素在各个功能区和对比区的异同，并进行原因分析。 

5.2 海水水质评价 

5.2.1 水质现状评价 

评价各功能区各项水质参数达到的水质类别标准，水质类别标准参照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

的要求，具体标准见表1。 

表1 水质现状评价标准 

项目 
分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pH 
7.8～8.5，同时不超出该海域

正常变动范围的 0.2pH 范围 
6.8～8.8，同时不超出该海域正常变动范围的 0.5pH 范围 

溶氧 DO（mg/L）＞ 6 5 4 3 

化学需氧量 COD（mg/L）≤ 2 3 4 5 

无机氮（mg/L）≤ 0.20 0.30 0.4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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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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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渔业生产及渔业环境调查同步进行，每3-5年1次以上。 

4.7.2.2 调查对象 

走访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分析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行业生产统计资料等。 

4.7.2.3 采样方法 

根据具体内容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调查： 

a) 认知调研：群众对海洋牧场建设的认知程度、评价和建议等参照附录 F 以调查问卷形式开展

调研； 

b) 行业影响调研：走访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收集分析相关的行业统计资料； 

c) 就业调研：走访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收集分析相关的渔业统计资料、行业统

计资料等。 

5 生态效益评估 

5.1 海洋水文评价 

5.1.1 水文现状评价 

统计分析水文各项目的含量范围及特征值，根据流速、流向和波浪判定上升流和背涡流等的状况；

分析流场与礁体的大小形状、礁体的组合、礁区礁群的布局等之间的关系；分析流场与生物群落分布之

间的关系。 

5.1.2 水文变动评价 

比较各功能区各项水文要素在本底调查时和跟踪调查时的异同，并进行原因分析。 

5.1.3 水文对比评价 

比较各项水文要素在各个功能区和对比区的异同，并进行原因分析。 

5.2 海水水质评价 

5.2.1 水质现状评价 

评价各功能区各项水质参数达到的水质类别标准，水质类别标准参照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

的要求，具体标准见表1。 

表1 水质现状评价标准 

项目 
分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pH 
7.8～8.5，同时不超出该海域

正常变动范围的 0.2pH 范围 
6.8～8.8，同时不超出该海域正常变动范围的 0.5pH 范围 

溶氧 DO（mg/L）＞ 6 5 4 3 

化学需氧量 COD（mg/L）≤ 2 3 4 5 

无机氮（mg/L）≤ 0.20 0.30 0.4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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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磷酸盐 PO4-P（mg/L）≤ 0.015 0.030 0.045 

石油类（mg/L）≤ 0.05 0.30 0.50 

汞 Hg（μg/L）≤ 0.05 0.20 0.50 

铜 Cu（μg/L）≤ 5 10 50 

铅 Pb（μg/L）≤ 1 5 10 50 

锌 Zn（μg/L）≤ 20 50 100 500 

镉 Cd（μg/L）≤ 1 5 10 

总铬 Cr（μg/L）≤ 50 100 200 500 

砷 As（μg/L）≤ 20 30 50 

悬浮物 SS（mg/L） 人为增加的量≤10 人为增加的量≤100 人为增加的量≤150 

5.2.2 水质变动评价 

比较各项水质要素在本底调查和效果调查的类别变动，按照表2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2 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水质变动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本底调查→跟踪调查 

一类→三类 

一类→四类 

二类→四类 

一类→二类 

二类→三类 
类别未有变化 

二类→一类 

三类→二类 

三类→一类 

四类→一类 

四类→二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2.3 水质对比评价 

分析各项水质要素在功能区和对比区的类别对比，按照表3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3 功能区和对比区水质对比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功能区/对比区 

三类/一类 

四类/一类 

四类/二类 

二类/一类 

三类/二类 
类别相同 

一类/二类 

二类/三类 

一类/三类 

一类/四类 

二类/四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3 表层沉积物评价 

5.3.1 沉积物现状评价 

评价各功能区各项沉积物参数达到的沉积物类别标准，沉积物类别标准参照国家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的要求，具体标准见表4。 

表4 表层沉积物现状评价标准 

项目 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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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 二类 三类 

有机碳（×10-2）≤ 2.0 3.0 4.0 

石油类（mg/kg）≤ 500.0 1000.0 1500.0 

汞（Hg）（mg/kg）≤ 0.20 0.50 1.00 

铜（Cu）（mg/kg）≤ 35.0 100.0 200.0 

铅（Pb）（mg/kg）≤ 60.0 130.0 250.0 

镉（Cd）（mg/kg）≤ 0.50 1.50 5.00 

锌（Zn）（mg/kg）≤ 150.0 350.0 600.0 

铬（Cr）（mg/kg）≤ 80.0 150.0 270.0 

砷（As）（mg/kg）≤ 20.0 65.0 93.0 

硫化物（mg/kg）≤ 300.0 500.0 600.0 

5.3.2 沉积物变动评价 

分析各项沉积物要素在本底调查和效果调查的类别变动，按照表5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5 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表层沉积物变动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本底调查→跟踪调查 一类→三类 
一类→二类 

二类→三类 
类别未有变化 

二类→一类 

三类→二类 
三类→一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3.3 沉积物对比评价 

分析各项沉积物要素在功能区和对比区的类别对比，按照表6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6 功能区和对比区表层沉积物对比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功能区/对比区 三类/一类 
二类/一类 

三类/二类 
类别未有变化 

一类/二类 

二类/三类 
一类/三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4 生物评价 

5.4.1 生物现状评价 

5.4.1.1 评价内容 

各类生物的评价参数按照表7执行。 

表7 生物现状评价的主要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优势种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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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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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 二类 三类 

有机碳（×10-2）≤ 2.0 3.0 4.0 

石油类（mg/kg）≤ 500.0 1000.0 1500.0 

汞（Hg）（mg/kg）≤ 0.20 0.50 1.00 

铜（Cu）（mg/kg）≤ 35.0 100.0 200.0 

铅（Pb）（mg/kg）≤ 60.0 130.0 250.0 

镉（Cd）（mg/kg）≤ 0.50 1.50 5.00 

锌（Zn）（mg/kg）≤ 150.0 350.0 600.0 

铬（Cr）（mg/kg）≤ 80.0 150.0 270.0 

砷（As）（mg/kg）≤ 20.0 65.0 93.0 

硫化物（mg/kg）≤ 300.0 500.0 600.0 

5.3.2 沉积物变动评价 

分析各项沉积物要素在本底调查和效果调查的类别变动，按照表5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5 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表层沉积物变动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本底调查→跟踪调查 一类→三类 
一类→二类 

二类→三类 
类别未有变化 

二类→一类 

三类→二类 
三类→一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3.3 沉积物对比评价 

分析各项沉积物要素在功能区和对比区的类别对比，按照表6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6 功能区和对比区表层沉积物对比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功能区/对比区 三类/一类 
二类/一类 

三类/二类 
类别未有变化 

一类/二类 

二类/三类 
一类/三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4 生物评价 

5.4.1 生物现状评价 

5.4.1.1 评价内容 

各类生物的评价参数按照表7执行。 

表7 生物现状评价的主要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优势种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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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植物 √ √ 
 

√ √ √ 

浮游动物 √ √ √ √ √ √ 

大型海藻海草 √ √ √    

鱼卵仔鱼 √ √ 
 

   

底栖生物 √ √ √ √ √ √ 

附着生物 √ √ √ √ √ √ 

游泳生物 √ √ √    

√表示应进行评价 

5.4.1.2 评价方法 

各项参数的具体计算方法按照表8执行。 

表8 生物评价参数的计算方法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说明 

种类组成 — 
根据具体生物按照 GB 12763.6 的要求分别归类到门、科、

属种等 

栖息密度 栖息密度＝总捕获数量/总栖息水体体积（面积） 换算为个/m3 或个/m2 

生物量 生物量＝总捕获重量/总栖息水体体积（面积） 换算为 g/m3 或 g/m2 

优势度 Y=(ni/N)fi 

式中： 

Y——优势度； 

ni——第 i 种的个体数； 

N——总个体数； 

fi——该种在各采样站中出现的频率 

注：一般采用Y≥0.02作为优势种的评判标准；当Y≥0.02 时，

为优势种；当 Y＜0.02 时，为非优势种 

多样性指

数 




S

i

ii PPH
1

2log

 

式中：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Pi  ——第 i 种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比值 

均匀度 J=H//log2S 

式中： 

J  ——均匀度；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初级生产

力 
P=CaQLt/2 

P——初级生产力（mg/m2·d）； 

Ca——叶绿素 a 含量（mg/m3）； 

Q——同化系数，（mg·C/（mgChl-a·h））； 

L——真光层的深度（m）； 

t——白昼时间（h） 

5.4.1.3 评价标准 

根据效果调查结果分级描述各类生物的各项参数的等级，各项参数的分级标准按表9～表11执行。 

T/SCSF **—2020 

 

8 

表9 生物量或栖息密度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浮游植物（×104cell/m3） <20 20~50 50~100 100~200 >200 

浮游动物（mg/m3） <10 10~30 30~75 75~100 >100 

底栖生物（g/m2） <5 5~10 10~50 50~100 >10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0 多样性指数 H/
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H/ ＜1.0 1.0~1.5 1.5~2.5 2.5~3.0 ≥3.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1 均匀度指数 J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J ＜0.50 0.50~0.60 0.60～0.70 0.70～0.80 ≥0.8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5.4.2 生物变动评价 

5.4.2.1 评价内容 

比较各类生物各项参数在本底调查和效果调查是否存在变化，具体评价内容参照表12。 

表12 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生物变动评价的主要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浮游植物 √ √ 
 

√ √ 

浮游动物 √ √ √ √ √ 

大型海藻海草 √ √ √   

鱼卵仔鱼 √ √ 
 

  

底栖生物 √ √ √ √ √ 

游泳生物 √ √ √   

√表示应进行评价 

5.4.2.2 评价方法 

采用比值法进行评价，具体计算公式为： 

SV-i,j=CE- i,j/CB-i,j                                （1） 

式中： 

SV-i,j——i类生物的j参数的变动评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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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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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生物量或栖息密度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浮游植物（×104cell/m3） <20 20~50 50~100 100~200 >200 

浮游动物（mg/m3） <10 10~30 30~75 75~100 >100 

底栖生物（g/m2） <5 5~10 10~50 50~100 >10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0 多样性指数 H/
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H/ ＜1.0 1.0~1.5 1.5~2.5 2.5~3.0 ≥3.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1 均匀度指数 J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J ＜0.50 0.50~0.60 0.60～0.70 0.70～0.80 ≥0.8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5.4.2 生物变动评价 

5.4.2.1 评价内容 

比较各类生物各项参数在本底调查和效果调查是否存在变化，具体评价内容参照表12。 

表12 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生物变动评价的主要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浮游植物 √ √ 
 

√ √ 

浮游动物 √ √ √ √ √ 

大型海藻海草 √ √ √   

鱼卵仔鱼 √ √ 
 

  

底栖生物 √ √ √ √ √ 

游泳生物 √ √ √   

√表示应进行评价 

5.4.2.2 评价方法 

采用比值法进行评价，具体计算公式为： 

SV-i,j=CE- i,j/CB-i,j                                （1） 

式中： 

SV-i,j——i类生物的j参数的变动评价指数； 

63



— —

T/SCSF **—2020 

 

9 

CE-i,j——效果调查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CB-i,j——本底调查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5.4.2.3 评价标准 

根据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的比值进行分级，分级标准按照表13执行。 

表13 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生物变动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效果调查/本底调查 ＜0.50 0.50～0.90 0.90～1.10 1.10～1.50 ≥1.50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4.3 生物对比评价 

5.4.3.1 评价内容 

比较各类生物各项参数在各个功能区和对比区是否存在变化，具体评价内容参照表12。 

5.4.3.2 评价方法 

采用对比法进行评价，具体计算公式为： 

SC-i,j=CF- i,j/CC-i,j                                （2） 

式中： 

SC-i,j——i类生物的j参数的对比评价指数； 

CF-i,j——功能区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CC-i,j——对比区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5.4.3.3 评价标准 

根据功能区和对比区的比值进行分级，分级标准按照表14执行。 

表14 功能区和对比区生物对比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功能区/对比区 ＜0.50 0.50～0.90 0.90～1.10 1.10～1.50 ≥1.50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5 人工鱼礁工程质量评价 

根据海底地形地貌调查的结果，参照《人工鱼礁建设项目工程质量评价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

对工程质量进行评价。 

6 经济效益评估 

6.1 直接经济效益评价 

6.1.1 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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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海洋牧场建成后增加的游泳动物、贝类、藻类等渔业资源所产生的经济价值。 

6.1.2 评价方法 

根据各类渔业资源的产量及价格进行计算： 

        
 
                                   （3） 

式中： 

VD——总直接经济价值； 

Yi——第 i 种渔业资源的产量； 

Pi——第 i 种渔业资源的单价。 

n ——渔业资源的的总种数。 

6.1.3 评价要求 

比较本底调查和跟踪调查时的异同，并分析差生差异的原因。 

6.2 间接经济效益评价 

6.2.1 评价内容 

休闲渔业开发产生的效益，以及由此带动的其他行业（如餐饮旅馆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工艺

品业、图书出版业等）的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6.2.2 评价方法 

根据海洋牧场带动的各类行业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计算： 

      
 
                                   （4） 

式中： 

VI——总间接经济价值； 

Vi——第 i 种行业的产值； 

n ——海洋牧场带动的产业的的总数。 

6.2.3 评价要求 

比较本底调查和跟踪调查时的异同，并分析差生差异的原因。 

6.3 投入产出评价 

6.3.1 评价内容 

海洋牧场建设投入、产出的情况。 

6.3.2 评价方法 

采用投入产出率来衡量投入产出的情况，计算公式为： 

R=VO/VI                                （5） 

式中： 

R ——投入产出率； 

VO——产出的经济价值； 

VI ——投入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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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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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海洋牧场建成后增加的游泳动物、贝类、藻类等渔业资源所产生的经济价值。 

6.1.2 评价方法 

根据各类渔业资源的产量及价格进行计算： 

        
 
                                   （3） 

式中： 

VD——总直接经济价值； 

Yi——第 i 种渔业资源的产量； 

Pi——第 i 种渔业资源的单价。 

n ——渔业资源的的总种数。 

6.1.3 评价要求 

比较本底调查和跟踪调查时的异同，并分析差生差异的原因。 

6.2 间接经济效益评价 

6.2.1 评价内容 

休闲渔业开发产生的效益，以及由此带动的其他行业（如餐饮旅馆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工艺

品业、图书出版业等）的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6.2.2 评价方法 

根据海洋牧场带动的各类行业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计算： 

      
 
                                   （4） 

式中： 

VI——总间接经济价值； 

Vi——第 i 种行业的产值； 

n ——海洋牧场带动的产业的的总数。 

6.2.3 评价要求 

比较本底调查和跟踪调查时的异同，并分析差生差异的原因。 

6.3 投入产出评价 

6.3.1 评价内容 

海洋牧场建设投入、产出的情况。 

6.3.2 评价方法 

采用投入产出率来衡量投入产出的情况，计算公式为： 

R=VO/VI                                （5） 

式中： 

R ——投入产出率； 

VO——产出的经济价值； 

VI ——投入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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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投入包括投入的各个主体以及对应的资金；产出包括产出的主体以及对应的收益，主要收益的来源组成等；投

入产出率包括同类别海洋牧场的投入产出率的比较。 

6.3.3 评价标准 

根据投入产出比的比值进行分级，分级标准按照表15执行： 

表15 投入产出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投入产出率 ＜0.50 0.50～0.90 0.90～1.10 1.10～2.00 ≥2.00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7 社会效益评估 

7.1 认知评价 

7.1.1 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社会认知评价、环境改善评价、渔业资源影响评价、生活影响评价、收入影响评价、建设

问题评价、群众满意度评价等。 

7.1.2 评价方法 

根据《海洋牧场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标准之一》的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的反馈情况，对每项内

容进行统计与分析。 

7.1.3 评价标准 

评价的分级标准按照表16执行。 

表16 认知评价的分级标准 

评价内容 问卷题目 分级标准 

社会认知评

价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知道和非常清楚占比： 

好：≥75%； 

中：50%～75%； 

差：<50% 

环境改善评

价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很大改善和有所改善占比： 

好：≥75%； 

中：50%～75%； 

差：<50%； 

注：若有 30%以上的变差反馈则评

价也为差 

渔业资源影

响评价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

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增加明显和有一定增加占比： 

好：≥75%； 

中：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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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问卷题目 分级标准 

差：<50%； 

注：若有 30%以上的变差反馈则评

价也为差 

生活影响评

价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较大占比： 

大： ≥40%； 

中：10%～40%； 

小：<10% 

收入影响评

价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

降低 

2倍以上和1～2倍数占比： 

好：50%； 

中：20%～50%； 

差：<20%； 

注：若有 30%以上的变差反馈则评

价也为差 

建设问题评

价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较大问题占比： 

好：≤20%； 

中：20%～40%； 

差：>40%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根据具体所提意见进行分析 

群众满意度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支持占比： 

好：≥75%； 

中：50%～75%； 

差：<50%； 

注：若有 30%以上的反对反馈则评

价也为差 

7.2 行业影响评价 

7.2.1 评价内容 

海洋牧场建成后的相关行业的变动情况。 

7.2.2 评价方法 

增殖型或养护型海洋牧场分析海洋牧场促进的渔业产业变化情况，休闲型海洋牧场阐述海洋牧场带

来的旅游业变化情况。 

7.2.3 评价标准 

评价的分级标准按照表17执行。 

表17 行业影响评价的分级标准 

海洋牧场类型 参数 分级  

休闲型海洋牧场 年度旅游业产值或旅游人数变化率 ＜ 0.50～ 0.90～ 1.1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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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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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问卷题目 分级标准 

差：<50%； 

注：若有 30%以上的变差反馈则评

价也为差 

生活影响评

价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较大占比： 

大： ≥40%； 

中：10%～40%； 

小：<10% 

收入影响评

价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

降低 

2倍以上和1～2倍数占比： 

好：50%； 

中：20%～50%； 

差：<20%； 

注：若有 30%以上的变差反馈则评

价也为差 

建设问题评

价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较大问题占比： 

好：≤20%； 

中：20%～40%； 

差：>40%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根据具体所提意见进行分析 

群众满意度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支持占比： 

好：≥75%； 

中：50%～75%； 

差：<50%； 

注：若有 30%以上的反对反馈则评

价也为差 

7.2 行业影响评价 

7.2.1 评价内容 

海洋牧场建成后的相关行业的变动情况。 

7.2.2 评价方法 

增殖型或养护型海洋牧场分析海洋牧场促进的渔业产业变化情况，休闲型海洋牧场阐述海洋牧场带

来的旅游业变化情况。 

7.2.3 评价标准 

评价的分级标准按照表17执行。 

表17 行业影响评价的分级标准 

海洋牧场类型 参数 分级  

休闲型海洋牧场 年度旅游业产值或旅游人数变化率 ＜ 0.50～ 0.90～ 1.1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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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型或养护型海洋牧场 促进的年度渔业产量产值变化率 0.50 0.90 1.10 2.00 

评价等级 1 2 3 4 5 

等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7.3 就业评价 

7.3.1 评价内容 

海洋牧场促进的转产转业情况以及社会就业岗位的变化。 

7.3.2 评价方法 

统计分析海洋牧场建成后从事各行业的人口变化，分析转产转业的情况以及促进就业人口的数量。 

7.3.3 评价标准 

统计海洋牧场吸纳或安置周边渔民就业的人数，按表18的标准进行就业评价。 

表18 就业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吸纳或安置渔民人数 

海洋牧场类别 
增殖型或休闲型海洋牧场 0 1～10 11~20 21~50 >50 

养护型海洋牧场 0 1～2 3～7 8～15 >15 

评价等级 1 2 3 4 5 

等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8 报告编写 

8.1 主要内容 

报告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 海洋牧场建设状况； 

b) 海洋牧场调查情况； 

c) 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的方法。 

d) 效果评估：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的对应数据，对比的结果等。 

8.2 要求和完成时间 

按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执行，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实际调查情况区别于调查计划，应做说明； 

b) 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进行对比分析； 

c) 按照调查计划规定的时限完成调查报告的编写。 

9 资料和成果归档 

9.1 主要内容 

按照GB/T 12763.1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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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任务合同书（委托书、协议书）及相关资料； 

b) 调查计划（技术设计）及相关资料； 

c) 调查原始记录、试验原始记录及相关资料； 

d) 调查报告； 

e) 技术验收材料； 

f) 经费结算报告。 

9.2 要求和完成时间 

参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归档资料由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由调查项目承担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审查； 

b) 调查资料按保密规定划分密级； 

c) 归档和移交文件应是原件； 

d) 在项目完成后六个月内进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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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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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任务合同书（委托书、协议书）及相关资料； 

b) 调查计划（技术设计）及相关资料； 

c) 调查原始记录、试验原始记录及相关资料； 

d) 调查报告； 

e) 技术验收材料； 

f) 经费结算报告。 

9.2 要求和完成时间 

参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归档资料由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由调查项目承担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审查； 

b) 调查资料按保密规定划分密级； 

c) 归档和移交文件应是原件； 

d) 在项目完成后六个月内进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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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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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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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您的基

本情况 

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住址、所在单位    

您的职业 
农民 渔民 工人 学生 其他 

     

您的文化程

度 

研究生以上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明显变化         □变差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 倍以上          □1-2 倍        □未有明显变化         □降低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楚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调查时间： 

 

 

附件4
 

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 制定本标准的工作过程 

1、任务来源 

为保障我国海洋牧场建设事业顺利发展，促进海洋牧场效果评价工作系统、科学、

规范地进行，有效地为海洋牧场的管理和运营提供科学指导，以充分发挥海洋牧场应有

的养护渔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有必要制定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2019 年，根据《中国水产学会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农

渔学〔2019〕9 号，计划号：5），中国水产学会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

负责起草《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行业标准。 

2、工作简介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任务下达后，标准承担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标准起草小组，明确标准制定的基本框架、工作内容、

技术路线等，并对起草小组人员进行任务分工。为使本标准科学、规范、务实、易行，

标准起草小组先后走访了各省市相关海洋牧场建设和管理单位、水产科研机构、大专院

校以及相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收集、整理了大量理论和技术资料。在取得大量翔实

资料的基础上，起草小组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1.1-2009 的规定进行编写，完成征

求意见稿，于 2019 年 12 月提交给中国水产学会，经审核同意向？家有关单位和专家征

求意见和建议，并在 2020 年？月完成了专家意见的收集和整理，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

修改，于 2020 年？月通过中国水产学会初审，形成送审稿，并将相关材料送交农业农

村部渔业局，按照农业农村部渔业局的安排，2020 年？月在？召开标准的审定会议，本

标准通过评审。根据审定会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 

3、基础资料分析和补充调研 

起草小组对收集的海洋牧场效果评估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已经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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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示范区进行了现场调研，根据有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海洋牧场效果评估的

要求，确定海洋牧场效果评估的主要内容和技术参数。为使本标准更加科学与准确，编

写组收集、整理了大量理论和技术资料，主要文献简列如下： 

（1） GB/T 8588-2001 渔业资源基本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 2001-11-12 发布，2002-03-01 实施）。 

（2） GB/T 19834-2005 海洋学术语 海洋资源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5-07-15 发布，2006-01-01 实施）。 

（3） GB/T 15918-2010 海洋学综合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4） GB/T 15919-2010 海洋学术语 海洋生物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5） GB/T 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发布，2008-02-01实施）。 

（6） GB/T 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7） GB/T 12763.4-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8） GB/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9） GB/T 12763.9-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10） GB/T 12763.10-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0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11） GB 17378.2-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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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示范区进行了现场调研，根据有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海洋牧场效果评估的

要求，确定海洋牧场效果评估的主要内容和技术参数。为使本标准更加科学与准确，编

写组收集、整理了大量理论和技术资料，主要文献简列如下： 

（1） GB/T 8588-2001 渔业资源基本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 2001-11-12 发布，2002-03-01 实施）。 

（2） GB/T 19834-2005 海洋学术语 海洋资源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5-07-15 发布，2006-01-01 实施）。 

（3） GB/T 15918-2010 海洋学综合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4） GB/T 15919-2010 海洋学术语 海洋生物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5） GB/T 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发布，2008-02-01实施）。 

（6） GB/T 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7） GB/T 12763.4-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8） GB/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9） GB/T 12763.9-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10） GB/T 12763.10-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0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11） GB 17378.2-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

布，2008-05-01 实施）。 

（12） GB 17378.3-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

2008-05-01 实施）。 

（13） 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2008-05-01 实

施）。 

（14） GB 17378.5-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2008-05-01

实施）。 

（15） GB 17378.7-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7 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2008-05-01 实施）。 

（16） JTJ 240-97 港口工程地质勘察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1997-08-22 发

布，1998-01-01 实施）。 

（17） HY/T 080-2005 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国家海洋局 2005-05-18 发布，

2005-06-01 实施）。 

（18） HY/T 069-2005 赤潮监测技术规程（国家海洋局 2005-05-18发布，2005-06-01

实施）。 

（19） GB 11607-89 渔业水质标准（国家环境保护局 1989-08-12 批准，1990-03-01

实施）。 

（20） 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国家环境保护局 1997-12-03 批准，1998-07-01

实施）。 

（21） GB 18668-2002 海洋沉积物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 2002-03-10 批准，2002-10-01 实施）。 

（22） 《广东省人工鱼礁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第 91 号）（2004-09-07 发

布，2004-11-01 实施）。 

（23） 海洋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海洋科学名词[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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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应仁：标准内容设计、调查研究、技术验证； 

田涛：标准内容设计、调查研究、技术验证； 

杨文波：标准内容设计、调查研究、技术验证； 

李娇：标准内容设计、调查研究、技术验证； 

汪振华:：标准内容设计、调查研究、技术验证。 

二、 编制本标准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本标准的原则 

(1) 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等。 

(2) 格式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3) 进行广泛调查研究，根据我国海洋牧场建设的实际情况，统筹兼顾不同区域、

不同类型海洋牧场的特点，规范海洋牧场效果评估的主要过程，确定海洋牧场效果评估

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4) 密切结合我国国情，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充分考虑与其它相关标准及法

律法规的协调性。 

2、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1 范围（范围及标准的名称）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牧场效果调查的内容和方法，海洋牧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的评估内容和方法，以及评估报告的编写、资料和成果的归档。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牧场的效果调查和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2763.1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T 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 12763.4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 12763.6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 12763.9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 17378.2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 

GB 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 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  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 18668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SC/T 9111  海洋牧场分类 

T/SCSF****-？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 

T/SCSF****-？  人工鱼礁建设项目工程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其中的某些术语。 

3.1  

海洋牧场  marine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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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T 9111—2017，定义3.1] 

3.2  

海洋牧场效果  effect of marine ranching 

海洋牧场对周边生态、经济、社会等的影响。 

3.3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  effect survey of marine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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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763.4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T 12763.6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T 12763.9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 

GB 17378.2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 

GB 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 

GB 17378.5  海洋监测规范  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 

GB 18668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SC/T 9111  海洋牧场分类 

T/SCSF****-？  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 

T/SCSF****-？  人工鱼礁建设项目工程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其中的某些术语。 

3.1  

海洋牧场  marine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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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T 9111—2017，定义3.1] 

3.2  

海洋牧场效果  effect of marine ranching 

海洋牧场对周边生态、经济、社会等的影响。 

3.3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  effect survey of marine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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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建海洋牧场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和生态系统功能等变化状况，评价海洋

牧场建设效果为目的的调查。 

注：效果调查又叫跟踪调查。 

3.4  

海洋牧场效果评估  effect evalu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根据海洋牧场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的对比结果，评估海洋牧场对生态、经济、社会

等的影响，并完成报告的过程。 

4 效果调查 

4.1 海洋水文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

一》执行，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2 海水水质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

一》执行，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3 表层沉积物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

一》执行，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4 海洋生物调查 

4.4.1 调查内容 

包括附着生物调查及本底调查规定的内容（叶绿素a和初级生产力、浮游植物、浮

游动物、大型海藻海草、底栖生物、鱼卵仔鱼、游泳动物）。 

4.4.2 调查方法 

4.4.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逐月或分季度月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每年1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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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建海洋牧场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和生态系统功能等变化状况，评价海洋

牧场建设效果为目的的调查。 

注：效果调查又叫跟踪调查。 

3.4  

海洋牧场效果评估  effect evalu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根据海洋牧场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的对比结果，评估海洋牧场对生态、经济、社会

等的影响，并完成报告的过程。 

4 效果调查 

4.1 海洋水文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

一》执行，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2 海水水质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

一》执行，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3 表层沉积物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

一》执行，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年1次以上。 

4.4 海洋生物调查 

4.4.1 调查内容 

包括附着生物调查及本底调查规定的内容（叶绿素a和初级生产力、浮游植物、浮

游动物、大型海藻海草、底栖生物、鱼卵仔鱼、游泳动物）。 

4.4.2 调查方法 

4.4.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逐月或分季度月与水文调查同步进行，每年1次以上。 

4.4.2.2 站位布设 

4.4.2.2.1 游泳动物调查站位 

拖网调查在人工鱼礁区边缘和对比区各设1个以上调查站位，其他参照《海洋牧场

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布设。 

4.4.2.2.2 附着生物调查站位 

在人工鱼礁区进行，根据不同材料和不同形状礁体选择站位，要求每种材料和每种

形状的礁体均采集到样本。 

4.4.2.2.3 其他生物调查站位 

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布设。 

4.4.2.3 采样方法 

4.4.2.3.1 附着生物采样 

附着生物按照以下方法采样: 

a) 选择天气晴朗、风浪较小、水流平缓、水质清晰、水下能见度高的时间进行； 

b) 水下取样前进行摄影； 

c) 在不同水层和水深的人工鱼礁礁体上、中、下部位各采集 3 个以上平行样本； 

d) 取样面积根据生物的多少酌定，一般按照 20 cm×20 cm 面积取样。 

4.4.2.3.2 其他生物采样 

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 

4.4.3 分析方法 

4.4.3.1 附着生物分析 

用5%甲醛固定，人工鉴定种类、计数、测定生物量。 

4.4.3.2 其他生物分析 

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一》执行。 

4.5 海底地形地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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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海洋牧场本底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规范之

一》执行，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率每3～5年1次以上。 

4.6 渔业生产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参照本底调查，调查时间与本底调查对应，调查频

率每3～5年1次以上。 

4.7 社会功能要素调查 

4.7.1 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认知调研：包括群众对海洋牧场建设的认知程度、评价和建议等； 

b) 行业影响调研：海洋牧场带动的行业变化情况； 

c) 就业调研：主要包括海洋牧场促进的转产转业以及社会就业岗位的变化。 

4.7.2 调查方法 

4.7.2.1 调查时间及频次 

与渔业生产及渔业环境调查同步进行，每3-5年1次以上。 

4.7.2.2 调查对象 

走访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分析渔业生产统计资料、行业生产统计

资料等。 

4.7.2.3 采样方法 

根据具体内容采用以下方式进行调查： 

a) 认知调研：群众对海洋牧场建设的认知程度、评价和建议等参照附录 F 以调查

问卷形式开展调研； 

b) 行业影响调研：走访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收集分析相关的行业统计资料； 

c) 就业调研：走访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从业人员，收集分析相关的渔业统

计资料、行业统计资料等。 

 

5 生态效益评估 

5.1 海洋水文评价 

5.1.1 水文现状评价 

统计分析水文各项目的含量范围及特征值，根据流速、流向和波浪判定上升流和背

涡流等的状况；分析流场与礁体的大小形状、礁体的组合、礁区礁群的布局等之间的关

系；分析流场与生物群落分布之间的关系。 

5.1.2 水文变动评价 

比较各功能区各项水文要素在本底调查时和跟踪调查时的异同，并进行原因分析。 

5.1.3 水文对比评价 

比较各项水文要素在各个功能区和对比区的异同，并进行原因分析。 

5.2 海水水质评价 

5.2.1 水质现状评价 

评价各功能区各项水质参数达到的水质类别标准，水质类别标准参照国家海水水质

标准（GB3097）的要求，具体标准见表1。 

表1 水质现状评价标准 

项目 

分级 

一

类 

二

类 
三类 

四类 

pH 

7.8～8.5，

同时不超

出该海域

正常变动

范围的

0.2pH 范围 

6.8～8.8，同时不超出该海域正常变动范围的

0.5pH 范围 

溶氧 DO（mg/L）＞ 6 5 4 3 

化学需氧量 COD（mg/L）

≤ 
2 3 4 

5 

无机氮（mg/L）≤ 0.20 0.30 0.40 0.50 

活性磷酸盐 PO4-P

（mg/L）≤ 

0.01

5 

0.03

0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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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态效益评估 

5.1 海洋水文评价 

5.1.1 水文现状评价 

统计分析水文各项目的含量范围及特征值，根据流速、流向和波浪判定上升流和背

涡流等的状况；分析流场与礁体的大小形状、礁体的组合、礁区礁群的布局等之间的关

系；分析流场与生物群落分布之间的关系。 

5.1.2 水文变动评价 

比较各功能区各项水文要素在本底调查时和跟踪调查时的异同，并进行原因分析。 

5.1.3 水文对比评价 

比较各项水文要素在各个功能区和对比区的异同，并进行原因分析。 

5.2 海水水质评价 

5.2.1 水质现状评价 

评价各功能区各项水质参数达到的水质类别标准，水质类别标准参照国家海水水质

标准（GB3097）的要求，具体标准见表1。 

表1 水质现状评价标准 

项目 

分级 

一

类 

二

类 
三类 

四类 

pH 

7.8～8.5，

同时不超

出该海域

正常变动

范围的

0.2pH 范围 

6.8～8.8，同时不超出该海域正常变动范围的

0.5pH 范围 

溶氧 DO（mg/L）＞ 6 5 4 3 

化学需氧量 COD（mg/L）

≤ 
2 3 4 

5 

无机氮（mg/L）≤ 0.20 0.30 0.40 0.50 

活性磷酸盐 PO4-P

（mg/L）≤ 

0.01

5 

0.03

0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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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类（mg/L）≤ 0.05 0.30 0.50 

汞 Hg（μg/L）≤ 0.05 0.20 0.50 

铜 Cu（μg/L）≤ 5 10 50 

铅 Pb（μg/L）≤ 1 5 10 50 

锌 Zn（μg/L）≤ 20 50 100 500 

镉 Cd（μg/L）≤ 1 5 10 

总铬 Cr（μg/L）≤ 50 100 200 500 

砷 As（μg/L）≤ 20 30 50 

悬浮物 SS（mg/L） 
人为增加

的量≤10 
人为增加的量≤100 

人为增加的量

≤150 

5.2.2 水质变动评价 

比较各项水质要素在本底调查和效果调查的类别变动，按照表2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2 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水质变动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本底调查→跟踪调

查 

一类→三

类 

一类→四

类 

二类→四

类 

一类→二

类 

二类→三

类 

类别未有变

化 

二类→一

类 

三类→二

类 

三类→一

类 

四类→一

类 

四类→二

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2.3 水质对比评价 

分析各项水质要素在功能区和对比区的类别对比，按照表3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3 功能区和对比区水质对比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功能区/对比区 

三类/一类 

四类/一类 

四类/二类 

二类/一类 

三类/二类 
类别相同 

一类/二类 

二类/三类 

一类/三类 

一类/四类 

二类/四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3 表层沉积物评价 

5.3.1 沉积物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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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类（mg/L）≤ 0.05 0.30 0.50 

汞 Hg（μg/L）≤ 0.05 0.20 0.50 

铜 Cu（μg/L）≤ 5 10 50 

铅 Pb（μg/L）≤ 1 5 10 50 

锌 Zn（μg/L）≤ 20 50 100 500 

镉 Cd（μg/L）≤ 1 5 10 

总铬 Cr（μg/L）≤ 50 100 200 500 

砷 As（μg/L）≤ 20 30 50 

悬浮物 SS（mg/L） 
人为增加

的量≤10 
人为增加的量≤100 

人为增加的量

≤150 

5.2.2 水质变动评价 

比较各项水质要素在本底调查和效果调查的类别变动，按照表2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2 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水质变动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本底调查→跟踪调

查 

一类→三

类 

一类→四

类 

二类→四

类 

一类→二

类 

二类→三

类 

类别未有变

化 

二类→一

类 

三类→二

类 

三类→一

类 

四类→一

类 

四类→二

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2.3 水质对比评价 

分析各项水质要素在功能区和对比区的类别对比，按照表3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3 功能区和对比区水质对比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功能区/对比区 

三类/一类 

四类/一类 

四类/二类 

二类/一类 

三类/二类 
类别相同 

一类/二类 

二类/三类 

一类/三类 

一类/四类 

二类/四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3 表层沉积物评价 

5.3.1 沉积物现状评价 

评价各功能区各项沉积物参数达到的沉积物类别标准，沉积物类别标准参照国家海

水水质标准（GB3097）的要求，具体标准见表4。 

表4 表层沉积物现状评价标准 

项目 
分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有机碳（×10-2）≤ 2.0 3.0 4.0 

石油类（mg/kg）≤ 500.0 1000.0 1500.0 

汞（Hg）（mg/kg）≤ 0.20 0.50 1.00 

铜（Cu）（mg/kg）≤ 35.0 100.0 200.0 

铅（Pb）（mg/kg）≤ 60.0 130.0 250.0 

镉（Cd）（mg/kg）≤ 0.50 1.50 5.00 

锌（Zn）（mg/kg）≤ 150.0 350.0 600.0 

铬（Cr）（mg/kg）≤ 80.0 150.0 270.0 

砷（As）（mg/kg）≤ 20.0 65.0 93.0 

硫化物（mg/kg）≤ 300.0 500.0 600.0 

5.3.2 沉积物变动评价 

分析各项沉积物要素在本底调查和效果调查的类别变动，按照表5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5 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表层沉积物变动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本底调查→跟踪调

查 

一类→三

类 

一类→二

类 

二类→三

类 

类别未有变

化 

二类→一

类 

三类→二

类 

三类→一

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3.3 沉积物对比评价 

分析各项沉积物要素在功能区和对比区的类别对比，按照表6的标准进行评价。 

表6 功能区和对比区表层沉积物对比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功能区/对比区 三类/一类 
二类/一类 

三类/二类 
类别未有变化 

一类/二类 

二类/三类 
一类/三类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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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生物评价 

5.4.1 生物现状评价 

5.4.1.1 评价内容 

各类生物的评价参数按照表7执行。 

表7 生物现状评价的主要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优势种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浮游植物 √ √ 
 

√ √ √ 

浮游动物 √ √ √ √ √ √ 

大型海藻海

草 

√ √ √ 
   

鱼卵仔鱼 √ √ 
 

   

底栖生物 √ √ √ √ √ √ 

附着生物 √ √ √ √ √ √ 

游泳生物 √ √ √    

√表示应进行评价 

5.4.1.2 评价方法 

各项参数的具体计算方法按照表8执行。 

表8 生物评价参数的计算方法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说明 

种类组

成 
— 

根据具体生物按照 GB 12763.6 的要求分别

归类到门、科、属种等 

栖息密

度 

栖息密度＝总捕获数量/总栖息水

体体积（面积） 换算为个/m3 或个/m2 

生物量 
生物量＝总捕获重量/总栖息水体

体积（面积） 
换算为 g/m3 或 g/m2 

优势度 Y=(ni/N)fi 

式中： 

Y——优势度； 

ni——第 i 种的个体数； 

N——总个体数； 

fi——该种在各采样站中出现的频率 

注：一般采用 Y≥0.02 作为优势种的评判标

准；当 Y≥0.02 时，为优势种；当 Y＜0.02 时，

为非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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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生物评价 

5.4.1 生物现状评价 

5.4.1.1 评价内容 

各类生物的评价参数按照表7执行。 

表7 生物现状评价的主要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优势种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浮游植物 √ √ 
 

√ √ √ 

浮游动物 √ √ √ √ √ √ 

大型海藻海

草 

√ √ √ 
   

鱼卵仔鱼 √ √ 
 

   

底栖生物 √ √ √ √ √ √ 

附着生物 √ √ √ √ √ √ 

游泳生物 √ √ √    

√表示应进行评价 

5.4.1.2 评价方法 

各项参数的具体计算方法按照表8执行。 

表8 生物评价参数的计算方法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说明 

种类组

成 
— 

根据具体生物按照 GB 12763.6 的要求分别

归类到门、科、属种等 

栖息密

度 

栖息密度＝总捕获数量/总栖息水

体体积（面积） 换算为个/m3 或个/m2 

生物量 
生物量＝总捕获重量/总栖息水体

体积（面积） 
换算为 g/m3 或 g/m2 

优势度 Y=(ni/N)fi 

式中： 

Y——优势度； 

ni——第 i 种的个体数； 

N——总个体数； 

fi——该种在各采样站中出现的频率 

注：一般采用 Y≥0.02 作为优势种的评判标

准；当 Y≥0.02 时，为优势种；当 Y＜0.02 时，

为非优势种 

项目 标准指数计算公式 说明 

多样性

指数 




S

i

ii PPH
1

2log

 

式中：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Pi  ——第 i 种的个体数与总个体数的比值 

均匀度 J=H//log2S 

式中： 

J  ——均匀度； 

H＇——种类多样性指数； 

S  ——样品中的总种类数 

初级生

产力 
P=CaQLt/2 

P——初级生产力（mg/m2·d）； 

Ca——叶绿素 a 含量（mg/m3）； 

Q——同化系数，（mg·C/（mgChl-a·h））； 

L——真光层的深度（m）； 

t——白昼时间（h） 

5.4.1.3 评价标准 

根据效果调查结果分级描述各类生物的各项参数的等级，各项参数的分级标准按表

9～表11执行。 

表9 生物量或栖息密度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浮游植物（×10
4
cell/m3） <20 20~50 50~100 100~200 >200 

浮游动物（mg/m
3） <10 10~30 30~75 75~100 >100 

底栖生物（g/m
2） <5 5~10 10~50 50~100 >10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0 多样性指数 H/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H
/
 ＜1.0 1.0~1.5 1.5~2.5 2.5~3.0 ≥3.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表11 均匀度指数 J 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J ＜0.50 0.50~0.60 0.60～0.70 0.70～0.80 ≥0.80 

评价等级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五类 

分级描述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等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5.4.2 生物变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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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 评价内容 

比较各类生物各项参数在本底调查和效果调查是否存在变化，具体评价内容参照表

12。 

表12 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生物变动评价的主要参数 

生物类别 
参数 

种类 栖息密度 生物量 物种多样性 群落均匀度 

浮游植物 √ √ 
 

√ √ 

浮游动物 √ √ √ √ √ 

大型海藻海草 √ √ √   

鱼卵仔鱼 √ √ 
 

  

底栖生物 √ √ √ √ √ 

游泳生物 √ √ √   

√表示应进行评价 

5.4.2.2 评价方法 

采用比值法进行评价，具体计算公式为： 

SV-i,j=CE- i,j/CB-i,j                                （1） 

式中： 

SV-i,j——i类生物的j参数的变动评价指数； 

CE-i,j——效果调查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CB-i,j——本底调查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5.4.2.3 评价标准 

根据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的比值进行分级，分级标准按照表13执行。 

表13 效果调查和本底调查生物变动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效果调查/本底调

查 

＜0.50 0.50～

0.90 
0.90～1.10 

1.10～1.50 ≥1.50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4.3 生物对比评价 

5.4.3.1 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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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各类生物各项参数在各个功能区和对比区是否存在变化，具体评价内容参照表

12。 

5.4.3.2 评价方法 

采用对比法进行评价，具体计算公式为： 

SC-i,j=CF- i,j/CC-i,j                                （2） 

式中： 

SC-i,j——i类生物的j参数的对比评价指数； 

CF-i,j——功能区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CC-i,j——对比区i类生物j参数的平均值。 

5.4.3.3 评价标准 

根据功能区和对比区的比值进行分级，分级标准按照表14执行。 

表14 功能区和对比区生物对比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功能区/对比区 ＜0.50 0.50～0.90 0.90～1.10 1.10～1.50 ≥1.50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5.5 人工鱼礁工程质量评估 

根据海底地形地貌调查的结果，参照《人工鱼礁建设项目工程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本系列规范之一》对工程质量进行评价。 

6 经济效益评估 

6.1 直接经济效益评价 

6.1.1 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海洋牧场建成后增加的游泳动物、贝类、藻类等渔业资源所产生的经济价

值。 

6.1.2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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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类渔业资源的产量及价格进行计算： 

                                （3） 

式中： 

VD——总直接经济价值； 

Yi——第 i 种渔业资源的产量； 

Pi——第 i 种渔业资源的单价。 

n ——渔业资源的的总种数。 

6.1.3 评价要求 

比较本底调查和跟踪调查时的异同，并分析差生差异的原因。 

6.2 间接经济效益评价 

6.2.1 评价内容 

休闲渔业开发产生的效益，以及由此带动的其他行业（如餐饮旅馆业、交通运输业、

零售业、工艺品业、图书出版业等）的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6.2.2 评价方法 

根据海洋牧场带动的各类行业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进行计算： 

                                （4） 

式中： 

VI——总间接经济价值； 

Vi——第 i 种行业的产值； 

n ——海洋牧场带动的产业的的总数。 

6.2.3 评价要求 

比较本底调查和跟踪调查时的异同，并分析差生差异的原因。 

6.3 投入产出评价 

6.3.1 评价内容 

海洋牧场建设投入、产出的情况。 

6.3.2 评价方法 

采用投入产出率来衡量投入产出的情况，计算公式为： 

R=VO/VI                                （5） 

式中： 

R ——投入产出率； 

VO——产出的经济价值； 

VI ——投入的经济价值。 

注：投入包括投入的各个主体以及对应的资金；产出包括产出的主体以及对应的收

益，主要收益的来源组成等；投入产出率包括同类别海洋牧场的投入产出率的比较。 

6.3.3 评价标准 

根据投入产出比的比值进行分级，分级标准按照表15执行： 

表15 投入产出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投入产出率 ＜0.50 0.50～

0.90 
0.90～1.10 

1.10～2.00 ≥2.00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7 社会效益评估 

7.1 认知评价 

7.1.1 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社会认知评价、环境改善评价、渔业资源影响评价、生活影响评价、收入

影响评价、建设问题评价、群众满意度评价等。 

7.1.2 评价方法 

根据《海洋牧场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标准之一》的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的反馈

情况，对每项内容进行统计与分析。 

7.1.3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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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评价方法 

采用投入产出率来衡量投入产出的情况，计算公式为： 

R=VO/VI                                （5） 

式中： 

R ——投入产出率； 

VO——产出的经济价值； 

VI ——投入的经济价值。 

注：投入包括投入的各个主体以及对应的资金；产出包括产出的主体以及对应的收

益，主要收益的来源组成等；投入产出率包括同类别海洋牧场的投入产出率的比较。 

6.3.3 评价标准 

根据投入产出比的比值进行分级，分级标准按照表15执行： 

表15 投入产出的分级标准 

项目 分级 

投入产出率 ＜0.50 0.50～

0.90 
0.90～1.10 

1.10～2.00 ≥2.00 

评价等级 1 2 3 4 5 

分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7 社会效益评估 

7.1 认知评价 

7.1.1 评价内容 

主要包括社会认知评价、环境改善评价、渔业资源影响评价、生活影响评价、收入

影响评价、建设问题评价、群众满意度评价等。 

7.1.2 评价方法 

根据《海洋牧场调查技术规范-本系列标准之一》的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的反馈

情况，对每项内容进行统计与分析。 

7.1.3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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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分级标准按照表16执行。 

表16 认知评价的分级标准 

评价内容 问卷题目 分级标准 

社会认知

评价 

1、您是否知道本建设项目？ 

□非常清楚         □知道         □没听说过 

知道和非常清楚占比： 

好：≥75%； 

中：50%～75%； 

差：<50% 

环境改善

评价 

2、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附近区域环境的变化

如何？ 

□很大改善          □有所改善        □未有

明显变化         □变差 

很大改善和有所改善占

比： 

好：≥75%； 

中：50%～75%； 

差：<50%； 

注：若有 30%以上的变差

反馈则评价也为差 

渔业资源

影响评价 

3、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后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如

何？ 

□渔业资源增加明显      □渔业资源有一定的

增加       □没有变化      □渔业资源减少 

增加明显和有一定增加

占比： 

好：≥75%； 

中：50%～75%； 

差：<50%； 

注：若有 30%以上的变差

反馈则评价也为差 

生活影响

评价 

4、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

度？ 

□较大         □较小            □没影响  

较大占比： 

大： ≥40%； 

中：10%～40%； 

小：<10% 

收入影响

评价 

5、您在海洋牧场建设后的收入是否增加？  

□2倍以上          □1-2倍        □未有明显

变化         □降低 

2倍以上和1～2倍数占

比： 

好：50%； 

中：20%～50%； 

差：<20%； 

注：若有 30%以上的变差

反馈则评价也为差 

建设问题

评价 

6、您认为海洋牧场建设中是否存在问题？ 

□较大问题          □没有问题        □不清

楚 

较大问题占比： 

好：≤20%； 

中：20%～40%； 

差：>40% 

7、您对海洋牧场建设有何意见和建议？ 

 

根据具体所提意见进行

分析 

群众满意

度 

8、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支持        □无所谓          □反对 

支持占比： 

好：≥75%； 

中：50%～75%； 

差：<50%； 

评价内容 问卷题目 分级标准 

注：若有 30%以上的反对

反馈则评价也为差 

7.2 行业影响评价 

7.2.1 评价内容 

海洋牧场建成后的相关行业的变动情况。 

7.2.2 评价方法 

增殖型或养护型海洋牧场分析海洋牧场促进的渔业产业变化情况，休闲型海洋牧场

阐述海洋牧场带来的的旅游业变化情况。 

7.2.3 评价标准 

评价的分级标准按照表17执行。 

表17 行业影响评价的分级标准 

海洋牧场类型 参数 分级  

休闲型海洋牧场 
促进的年度旅游业产值或接

待人数变化率 

＜

0.50 0.50～

0.90 

0.90～

1.10 

1.10～

2.00 

≥2.00 

增殖型或养护型

海洋牧场 

促进的年度渔业产值变化率 

评价等级 1 2 3 4 5 

等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7.3 就业评价 

7.3.1 评价内容 

海洋牧场促进的转产转业情况以及社会就业岗位的变化。 

7.3.2 评价方法 

统计分析海洋牧场建成后从事各行业的人口变化，分析转产转业的情况以及促进就

业人口的数量。 

7.3.3 评价标准 

统计海洋牧场吸纳或安置周边渔民就业的人数，按表18的标准进行就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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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问卷题目 分级标准 

注：若有 30%以上的反对

反馈则评价也为差 

7.2 行业影响评价 

7.2.1 评价内容 

海洋牧场建成后的相关行业的变动情况。 

7.2.2 评价方法 

增殖型或养护型海洋牧场分析海洋牧场促进的渔业产业变化情况，休闲型海洋牧场

阐述海洋牧场带来的的旅游业变化情况。 

7.2.3 评价标准 

评价的分级标准按照表17执行。 

表17 行业影响评价的分级标准 

海洋牧场类型 参数 分级  

休闲型海洋牧场 
促进的年度旅游业产值或接

待人数变化率 

＜

0.50 0.50～

0.90 

0.90～

1.10 

1.10～

2.00 

≥2.00 

增殖型或养护型

海洋牧场 

促进的年度渔业产值变化率 

评价等级 1 2 3 4 5 

等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7.3 就业评价 

7.3.1 评价内容 

海洋牧场促进的转产转业情况以及社会就业岗位的变化。 

7.3.2 评价方法 

统计分析海洋牧场建成后从事各行业的人口变化，分析转产转业的情况以及促进就

业人口的数量。 

7.3.3 评价标准 

统计海洋牧场吸纳或安置周边渔民就业的人数，按表18的标准进行就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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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就业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吸纳或安置渔民人数 

海洋牧场类别 
增殖型或休闲型海洋牧场 0 1～10 11~20 21~50 >50 

养护型海洋牧场 0 1～2 3～7 8～15 >15 

评价等级 1 2 3 4 5 

等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8 报告编写 

8.1 主要内容 

报告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 海洋牧场建设状况； 

b) 海洋牧场调查情况； 

c) 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的方法。 

d) 效果评估：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的对应数据，对比的结果等。 

8.2 要求和完成时间 

按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执行，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实际调查情况区别于调查计划，应做说明； 

b) 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进行对比分析； 

c) 按照调查计划规定的时限完成调查报告的编写。 

9 资料和成果归档 

9.1 主要内容 

按照GB/T 12763.1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任务合同书（委托书、协议书）及相关资料； 

b) 调查计划（技术设计）及相关资料； 

c) 调查原始记录、试验原始记录及相关资料； 

d) 调查报告； 

e) 技术验收材料； 

f) 经费结算报告。 

9.2 要求和完成时间 

参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归档资料由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由调查项目承担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审查； 

b) 调查资料按保密规定划分密级； 

c) 归档和移交文件应是原件； 

d) 在项目完成后六个月内进行归档。 

附录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等 

无。 

2、预期经济效果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的制定，有利于我国各地开展的海洋牧场效果

调查和评估工作科学、规范、高效地进行，为我国海洋牧场的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指导，

充分发挥我国海洋牧场应有的作用：养护渔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渔业产量和质

量，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是海洋牧场效果调查和评估的提纲，为海洋牧

场管理提供参考。国内尚属首次，填补了国内空白。 

五、 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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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就业评价的分级标准 

项目 吸纳或安置渔民人数 

海洋牧场类别 
增殖型或休闲型海洋牧场 0 1～10 11~20 21~50 >50 

养护型海洋牧场 0 1～2 3～7 8～15 >15 

评价等级 1 2 3 4 5 

等级描述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8 报告编写 

8.1 主要内容 

报告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 海洋牧场建设状况； 

b) 海洋牧场调查情况； 

c) 样品分析和数据处理的方法。 

d) 效果评估：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的对应数据，对比的结果等。 

8.2 要求和完成时间 

按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执行，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实际调查情况区别于调查计划，应做说明； 

b) 跟踪调查和本底调查进行对比分析； 

c) 按照调查计划规定的时限完成调查报告的编写。 

9 资料和成果归档 

9.1 主要内容 

按照GB/T 12763.1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任务合同书（委托书、协议书）及相关资料； 

b) 调查计划（技术设计）及相关资料； 

c) 调查原始记录、试验原始记录及相关资料； 

d) 调查报告； 

e) 技术验收材料； 

f) 经费结算报告。 

9.2 要求和完成时间 

参照GB/T 12763.1和GB/T 12763.9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归档资料由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由调查项目承担单位档案管理部门审查； 

b) 调查资料按保密规定划分密级； 

c) 归档和移交文件应是原件； 

d) 在项目完成后六个月内进行归档。 

附录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海洋牧场社会功能要素调查问卷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等 

无。 

2、预期经济效果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的制定，有利于我国各地开展的海洋牧场效果

调查和评估工作科学、规范、高效地进行，为我国海洋牧场的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指导，

充分发挥我国海洋牧场应有的作用：养护渔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渔业产量和质

量，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是海洋牧场效果调查和评估的提纲，为海洋牧

场管理提供参考。国内尚属首次，填补了国内空白。 

五、 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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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草案经相关专家内审，目前尚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中国水产学会组成单位对我国开展的海洋牧场

的效果评估工作，尽可能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海洋牧场效果调查评估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为中国水产学会团体的组成

单位进行相关工作提供了统一的依据，也为我国渔业主管机构、人工鱼礁建设和管理

机构以及从事海洋牧场工作研究的科研部门对海洋牧场效果评估和管理工作提供了参

考，有利于规范我国海洋牧场效果评估和管理工作。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及时在中国水产学会团体组成单位进行宣讲贯彻，在实际

实施效果较好的前提下在我国有关地区、特别是海洋牧场建设、管理等实施单位和有

关研究机构进行推广，促进我国海洋牧场建设科学、健康、持续发展。 

九、 废除现行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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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水产学会（CSF）是组织开展渔业行业范围内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满足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推动渔业行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水产学会的工作内容

之一。中国水产学会及相关单位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水产学会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按《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

投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水产学会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水产学会，以便

修订时参考。  

 

 

 

 

 

 

 

 

 

 

 

 

 

 

该标准为中国水产学会制定，其版权为中国水产学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水产

学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再复制该标准。  

中国水产学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100125 电话：59195143 传真：

59195143 网址：www.csfish.org.cn 电子信箱：sfchttb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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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编写依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执行。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水产学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大连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山东大学（威海）、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本标准起草人: 田涛、罗刚、尹增强、杨军、吴忠鑫、刘永虎、陈勇、陈丕茂、秦传新、章守宇、

林军、张硕、张秀梅、张沛东、李文涛、梁振林、姜昭阳、李苗、高浩渊。 

本标准首次制定。 

 

 

 

 

 

 

 

 

 

 

 

 

 

 

 

 

 

 

 

 

 

 

 

 

 

 

 

 

 

 

T/SCSF**-2020 

8 

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主要经济鱼类的有关特性表 

 
中  文  名 学      名 近  源  种 

      

生

物

学

特

征 

分布区域   

发育阶段 卵 仔鱼期 稚鱼期 幼鱼期 成鱼期 

大小           

生长           

饵料           

生

长

环

境 

水温           

盐度           

耗氧量           

生

活

场

所 

水深           

底质           

移动           

与礁的关系   

生

殖

生

态 

产卵场   

产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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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技术规程规定了人工鱼礁建设选址的术语和定义、选址因素、选址方法、选址步骤。 

本技术规程适用于近海人工鱼礁建设选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 

GB/T 8588-2001  渔业资源基本术语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12763-2007 海洋调查规范 

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GB 18668-2002  海洋沉积物质量 

SC/T 9102-2007  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规范 

SC/T 9111-2017 海洋牧场分类 

SC/T 9401-2010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 

SC/T 9403-2012  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SC/T 9416-2014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SC/T 9417-2015 人工鱼礁资源养护效果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工鱼礁 artificial reef 

用于修复和优化海域生态环境，建设海洋水生生物生息场的人工设施。 

[SC/T9416-2014，定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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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工鱼礁选址 site selection of artificial reef 

对拟投放海域的生物环境条件、物理化学条件及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调查与分析，确定人工鱼礁适宜

建设区域的过程。 

4  选址基本原则 

4.1 人工鱼礁拟建海域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海域使用功能区划、生态红线与渔业发展

规划等要求。 

4.2 人工鱼礁区建设符合当地社会经济状况，选址不与水利、海上开采、航道、港区、锚地、通航密集

区、倾废区、海底管线及其他海洋工程设施和国防用海等功能区划相冲突。原则上应选择农渔业区，可

适当选择休闲旅游区及保留区，在生态红线内的限制开发区可适当建设。 

4.3 人工鱼礁区与海洋牧场其他功能区之间无冲突，如功能区之间有重叠，应以不影响原有功能发挥为

前提。 

4.4选址海域具备适宜的物理化学、生物多样性及周边自然环境等条件，适宜对象水生生物栖息、繁育

和生长； 

4.5海域底质状况使投放后的鱼礁不发生滑移、倾覆和埋没现象。 

5  选址条件 

5.1物理化学条件 

5.1.1 水深 

根据全年平均真光层深度、对象生物栖息的适宜深度等，确定适宜鱼礁投放的大潮低潮位水深，沿

岸以增殖为主的鱼礁投放适宜水深为6-30m，对于浅海以营造底栖生物生境为主的鱼礁在不影响船舶航

行的情况下可在6m以浅海域建设；以休闲游钓为主的鱼礁投放适宜水深为20-60m；深水养护型或兼顾其

他功能的鱼礁适宜水深为100m以内。 

5.1.2 地形 

人工鱼礁海域海底地形坡度趋缓或者平坦，海底坡度一般在5°以内，对于最高流速小于0.5m/s的

海域，海底坡度可适当增加，但不应超过10°，避免鱼礁翻滚移位。 

5.1.3 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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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主要经济鱼类的有关特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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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工鱼礁选址 site selection of artificial reef 

对拟投放海域的生物环境条件、物理化学条件及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调查与分析，确定人工鱼礁适宜

建设区域的过程。 

4  选址基本原则 

4.1 人工鱼礁拟建海域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海域使用功能区划、生态红线与渔业发展

规划等要求。 

4.2 人工鱼礁区建设符合当地社会经济状况，选址不与水利、海上开采、航道、港区、锚地、通航密集

区、倾废区、海底管线及其他海洋工程设施和国防用海等功能区划相冲突。原则上应选择农渔业区，可

适当选择休闲旅游区及保留区，在生态红线内的限制开发区可适当建设。 

4.3 人工鱼礁区与海洋牧场其他功能区之间无冲突，如功能区之间有重叠，应以不影响原有功能发挥为

前提。 

4.4 选址海域具备适宜的物理化学、生物多样性及周边自然环境等条件，适宜对象水生生物栖息、繁育

和生长； 

4.5 海域底质状况使投放后的鱼礁不发生滑移、倾覆和埋没现象。 

5  选址条件 

5.1 物理化学条件 

5.1.1 水深 

根据全年平均真光层深度、对象生物栖息的适宜深度等，确定适宜鱼礁投放的大潮低潮位水深，沿

岸以增殖为主的鱼礁投放适宜水深为6-30m，对于浅海以营造底栖生物生境为主的鱼礁在不影响船舶航

行的情况下可在6m以浅海域建设；以休闲游钓为主的鱼礁投放适宜水深为20-60m；深水养护型或兼顾其

他功能的鱼礁适宜水深为100m以内。 

5.1.2 地形 

人工鱼礁海域海底地形坡度趋缓或者平坦，海底坡度一般在5°以内，对于最高流速小于0.5m/s的

海域，海底坡度可适当增加，但不应超过10°，避免鱼礁翻滚移位。 

5.1.3 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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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底鱼礁应选择较硬、泥沙淤积少的底质，不应在淤泥较深的软泥底和流速大的细沙底水域设置，

以保证人工鱼礁的稳定性和抗淤性，海底淤泥厚度一般应小于拟投放鱼礁高度的20%，对于通过改造鱼

礁结构有效避免沉降的鱼礁，选址区域淤泥厚度可适当增加，但均不应超过鱼礁高度的40%。同时海底

应具备一定承载力，表面承载力应≥20KN/m
2
；对于浮鱼礁，则对底质不做要求。 

5.1.4流速 

海域底层最大流速保证不能推动鱼礁或者鱼礁部件移动或倾倒，一般应小于 1.5kn。同时为避免海

底流速过小造成海水交换不畅，在海底缓流区设置鱼礁时可适当增大鱼礁间距或通过鱼礁结构优化增加

鱼礁透水性。 

5.1.5水质 

海域透明度大，一般最小应在 1m 以上，部分养护型人工鱼礁可适当放宽要求；水质符合 GB11607

的规定；周围无污染物排放。 

5.2 生物环境条件 

5.2.1饵料生物 

应有一定量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的存在。对于增殖目标种含有固着性贝类的拟建区域，

浮游生物丰度应满足贝类摄食需求。 

5.2.2竞争生物和敌害生物 

对于增殖型海洋牧场中的人工鱼礁，应选择对象生物的竞争生物和敌害生物的生物量较少的海域。

对于养护型和休闲型海洋牧场中的人工鱼礁则无要求，但如果敌害生物过多，可通过网具及人为方式预

先清理。 

5.2.3目标对象生物 

对于有明确增殖养护对象生物的，现在应有或历史上曾经有对象生物在拟建海域栖息。 

5.3 社会经济条件 

5.3.1渔业产业结构条件 

拟建海域所属区域具备一定的渔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基础，且有从事渔业生产与管理的从业人员。 

5.3.2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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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增殖型、休闲型海洋牧场的人工鱼礁拟建区域，应具备能够进行安全生产的生产环境条件。与

其他渔场（天然礁、人工鱼礁）密切相关，可进行计划作业；增殖型海洋牧场需具有一定的规模，能开

展长期持续生产，休闲型海洋牧场能容纳一定的休闲游钓船只开展休闲垂钓；往返航路安全；易于锚泊；

通讯无干扰。 

5.3.3其他社会条件 

要求得到该海域使用权人及利益相关者的同意；能够理顺与渔业除外的权力、法律、制度的关系以

及渔业内部的各种关系；明确投放鱼礁的社会效益，明确受益范围；不仅要明确行政区域，还要明确管

理的内容和范围；要考虑扩大人工鱼礁区时的一些限制条件。 

5.4其他条件 

5.4.1气候条件 

拟建海域应无经常性重大灾害性天气出现，休闲型海洋牧场的人工鱼礁建设区应适宜垂钓船只进行

垂钓作业，无持续性大风大浪。 

5.4.2海域利用情况 

拟建人工鱼礁区无浮筏养殖、网箱养殖及其他渔业活动用海，周围渔业用海不会影响人工鱼礁区。 

5.4.3与自然礁区的位置 

II型、III型鱼礁生物栖息的人工鱼礁区与大型天然礁的距离应在 1000m 以上。 

5.4.4其他条件 

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保全性，应选择非自然生态景区或渔业资源丰富的区域开展人工鱼礁建设，避

免鱼礁建设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应确保拟建区域内施工、生产等安全，渔民具备人工鱼礁资源

养护观念，保障鱼礁设施养护功能长期有效发挥，能够促进区域产业发展。 

6选址步骤 

依据人工鱼礁建设选址原则和条件，沿海各市县向省人工鱼礁建设主管部门申报符合条件的海区，

经审批确认后，开展资源环境调查，对选址条件进行综合分析。人工鱼礁区建设条件综合分析符合建设

要求后确定拟建人工鱼礁区。 

6.1礁址初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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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主要经济鱼类的有关特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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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增殖型、休闲型海洋牧场的人工鱼礁拟建区域，应具备能够进行安全生产的生产环境条件。与

其他渔场（天然礁、人工鱼礁）密切相关，可进行计划作业；增殖型海洋牧场需具有一定的规模，能开

展长期持续生产，休闲型海洋牧场能容纳一定的休闲游钓船只开展休闲垂钓；往返航路安全；易于锚泊；

通讯无干扰。 

5.3.3其他社会条件 

要求得到该海域使用权人及利益相关者的同意；能够理顺与渔业除外的权力、法律、制度的关系以

及渔业内部的各种关系；明确投放鱼礁的社会效益，明确受益范围；不仅要明确行政区域，还要明确管

理的内容和范围；要考虑扩大人工鱼礁区时的一些限制条件。 

5.4 其他条件 

5.4.1气候条件 

拟建海域应无经常性重大灾害性天气出现，休闲型海洋牧场的人工鱼礁建设区应适宜垂钓船只进行

垂钓作业，无持续性大风大浪。 

5.4.2海域利用情况 

拟建人工鱼礁区无浮筏养殖、网箱养殖及其他渔业活动用海，周围渔业用海不会影响人工鱼礁区。 

5.4.3与自然礁区的位置 

II型、III型鱼礁生物栖息的人工鱼礁区与大型天然礁的距离应在 1000m 以上。 

5.4.4其他条件 

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保全性，应选择非自然生态景区或渔业资源丰富的区域开展人工鱼礁建设，避

免鱼礁建设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应确保拟建区域内施工、生产等安全，渔民具备人工鱼礁资源

养护观念，保障鱼礁设施养护功能长期有效发挥，能够促进区域产业发展。 

6选址步骤 

依据人工鱼礁建设选址原则和条件，沿海各市县向省人工鱼礁建设主管部门申报符合条件的海区，

经审批确认后，开展资源环境调查，对选址条件进行综合分析。人工鱼礁区建设条件综合分析符合建设

要求后确定拟建人工鱼礁区。 

6.1 礁址初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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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选址基本原则，分析确定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生态红线等管控要求，满足当地渔业发展等相关

规划要求的区域作为预选区域。 

6.2 本底调查 

按照 SC/T9416-2014中 5.2中要求对拟建礁区的初选区域进行本底调查，包括选址的物理化学、生

物环境、社会经济和其他条件的调查、资料搜集和整理。 

6.3 地形勘测 

采用单波束测深仪或多波束测深系统进行走航式测量，也可使用回声式测深仪沿拟建区域外围走航

单点测量，相邻测点距离小于 100m，根据区域两侧水深变化计算拟建区域内的海底坡度，坡度精度

0.1°。 

6.4 底质类型勘测 

采用测扫声呐和浅地层剖面仪相结合，对选址海域进行底质类型调查分析，确定不同类型底质厚度。 

6.5 底质稳定性及承载力分析 

分析区域周边可能的工程建设对场地的稳定性影响，开展场地稳定性和适宜性评价、地基承载力分

析。 

6.6 水动力影响分析 

进行海域底床泥沙冲淤模拟实验，分析人工鱼礁投放对海域底床泥沙冲淤的影响，确定人工鱼礁受

自然水体环境中泥沙冲淤的影响程度。 

6.7 综合评价 

根据本底调查结果及勘测结果，根据 5.1-5.4要求，确定适宜建礁区域。 

7.登记备案 

根据筛选出的适宜建礁区域，明确四至范围坐标，确定拟建人工鱼礁区面积，并标记于海图上，报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备案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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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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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选址海域现场测定记录表 

 

         市         县       镇（乡）              站位编号：                  

 

海区名称   海域总面积      Km
2
 

地理坐标 纬度：     º    ＇N 经度：      º     ＇E   

调查日期 公历：   年   月   日 农历：    月    日 

调查时间 时  分  ~   时   分 天气   
风

向 
  风力   

水色   透明度    

水温（℃） 

0m： -5m： -10m： 

-15m： -20m： 底层（-  m）： 

盐度（‰） 

0m： -5m： -10m： 

-15m： -20m： 底层（-  m）： 

走航记录   跃层   

流速流向 

涨潮最大流速：    m/s 流向： 时间： 

落潮最大流速：    m/s 流向： 时间： 

其它       

 

调查船                测量人               记录人              

 

 

 

 

 

 

 

 

 

 

 

T/SCSF**-2020 

8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选址海域现场测定记录表 

 

         市         县       镇（乡）              站位编号：                  

 

海区名称   海域总面积      Km
2
 

地理坐标 纬度：     º    ＇N 经度：      º     ＇E   

调查日期 公历：   年   月   日 农历：    月    日 

调查时间 时  分  ~   时   分 天气   
风

向 
  风力   

水色   透明度    

水温（℃） 

0m： -5m： -10m： 

-15m： -20m： 底层（-  m）： 

盐度（‰） 

0m： -5m： -10m： 

-15m： -20m： 底层（-  m）： 

走航记录   跃层   

流速流向 

涨潮最大流速：    m/s 流向： 时间： 

落潮最大流速：    m/s 流向： 时间： 

其它       

 

调查船                测量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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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水质调查结果表 

海区         调查船       监测部门         调查日期：              共   页 

                                           分析日期：              第   页 

 

              站位 

项目 
     范围 平均 

pH 
表        

底        

溶解氧（mg/L） 
表        

底        

悬浮物（mg/L） 
表        

底        

化学需氧量（mg/L） 
表        

底        

活性磷酸盐（μg/L） 
表        

底        

硝酸盐氮（μg/L） 
表        

底        

亚硝酸盐氮（μg/L） 
表        

底        

氨氮（μg/L） 
表        

底       

无机氮（μg/L） 
表        

底        

总汞（μg/L） 
表        

底        

镉（μg/L） 
表        

底        

铜（μg/L） 
表        

底        

铅（μg/L） 
表        

底        

T/SCSF**-2020 

8 

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主要经济鱼类的有关特性表 

 
中  文  名 学      名 近  源  种 

      

生

物

学

特

征 

分布区域   

发育阶段 卵 仔鱼期 稚鱼期 幼鱼期 成鱼期 

大小           

生长           

饵料           

生

长

环

境 

水温           

盐度           

耗氧量           

生

活

场

所 

水深           

底质           

移动           

与礁的关系   

生

殖

生

态 

产卵场   

产卵期   

产卵行动   

备注   

观测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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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水质调查结果表 

海区         调查船       监测部门         调查日期：              共   页 

                                           分析日期：              第   页 

 

              站位 

项目 
     范围 平均 

pH 
表        

底        

溶解氧（mg/L） 
表        

底        

悬浮物（mg/L） 
表        

底        

化学需氧量（mg/L） 
表        

底        

活性磷酸盐（μg/L） 
表        

底        

硝酸盐氮（μg/L） 
表        

底        

亚硝酸盐氮（μg/L） 
表        

底        

氨氮（μg/L） 
表        

底       

无机氮（μg/L） 
表        

底        

总汞（μg/L） 
表        

底        

镉（μg/L） 
表        

底        

铜（μg/L） 
表        

底        

铅（μg/L） 
表        

底        

T/SCSF**-2020 

8 

锌（μg/L） 
表        

底        

砷（μg/L） 

表        

底        

叶绿素 a(mg/m3) 
表        

底        

初级生产力(mgC/m2·d) 
表        

底        

石油类（mg/L） 
表        

底        

 

取样者：        测定者：            填表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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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资料性附录） 

鱼类生物学测定表 

 
实验日期        实验地点                  

样品标号        总渔获量     采样海域       采样方式    采样日期                

种名 编号 
体长 

mm 

体重 

g 

性别 

♀♂ 
性腺成熟度 性腺重 mg 怀卵量 摄食强度 年龄 备注 

           

           

           

           

           

           

           

           

测定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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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沉积物化学分析表 

 
海区         调查船       监测部门         调查日期：              共   页 

                                           分析日期：              第   页 

            站位 

项目 

     范围 平均 

pH        

石油类（×10-6）        

有机碳（×10-2）        

铜（×10-6） 
       

铅（×10-6）        

总汞（×10-6）        

锌（×10-6） 
       

镉（×10-6） 
       

砷（×10-6） 
       

其他 
       

 

取样者：        测定者：            填表者：           校对者： 

 

T/SCSF**-2020 

8 

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主要经济鱼类的有关特性表 

 
中  文  名 学      名 近  源  种 

      

生

物

学

特

征 

分布区域   

发育阶段 卵 仔鱼期 稚鱼期 幼鱼期 成鱼期 

大小           

生长           

饵料           

生

长

环

境 

水温           

盐度           

耗氧量           

生

活

场

所 

水深           

底质           

移动           

与礁的关系   

生

殖

生

态 

产卵场   

产卵期   

产卵行动   

备注   

观测人：      记录人： 

 

 

 

 

 

 

 

 

106



— —

T/SCSF**-2020 

8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沉积物粒度分析表 

                海区           调查船         监测部门           调查日期：                                  共   页 

                                                                 分析日期：                                  第   页 

 
 砾石 砂 粉砂 粘土 粗组含量 沉

积

物

类

型 

粒度系数 

站

号 

细砾 极

粗

砂 

粗

砂 

中

砂 

细

砂 

极

细

砂 

粗

粉

砂 

中

粉

砂 

细

粉

砂 

极

细

粉

砂 

粗粘土 细

粘

土 

砾

石 

砂 粉

砂 

粘

土 

平

均

粒

径 
M2 

φ 值 

中

值

粒

径 
Md 

φ 值 

偏

态

值 Sk 

φ 值 

峰

态

值
Kg 

φ 值 

分

选

系

数 
Di 

φ 值 
8-4 4-2 2-1 1-0.5 0.5- 

0.25 
0.25- 
0.125 

0.125-0
.063 

0.063-0
.032 

0.032-0
.016 

0.016-0
.008 

0.008-0
.004 

0.004- 
0.002 

0.002-0
.001 

<0.001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取样者：        测定者：            填表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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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沉积物粒度分析表 

                海区           调查船         监测部门           调查日期：                                  共   页 

                                                                 分析日期：                                  第   页 

 
 砾石 砂 粉砂 粘土 粗组含量 沉

积

物

类

型 

粒度系数 

站

号 

细砾 极

粗

砂 

粗

砂 

中

砂 

细

砂 

极

细

砂 

粗

粉

砂 

中

粉

砂 

细

粉

砂 

极

细

粉

砂 

粗粘土 细

粘

土 

砾

石 

砂 粉

砂 

粘

土 

平

均

粒

径 
M2 

φ 值 

中

值

粒

径 
Md 

φ 值 

偏

态

值 Sk 

φ 值 

峰

态

值
Kg 

φ 值 

分

选

系

数 
Di 

φ 值 
8-4 4-2 2-1 1-0.5 0.5- 

0.25 
0.25- 
0.125 

0.125-0
.063 

0.063-0
.032 

0.032-0
.016 

0.016-0
.008 

0.008-0
.004 

0.004- 
0.002 

0.002-0
.001 

<0.001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取样者：        测定者：            填表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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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浮游植物分析表 

  
                                                                                共     页 

海区               采样方法               调查时间            年        月                                  第     页 

站号               

采 样

时间 

日期               

时分               

层次（m）               

总种数（种）               

总细胞数（个）               

生物量（个/m3）               

多样性指数（H’）               

均匀度（J）               

种名 细胞数量（个/m3） 

               

               

               

               

               

               

               

               

 

取样者：                鉴定者：           校对者： 

 

 

T/SCSF**-2020 

8 

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主要经济鱼类的有关特性表 

 
中  文  名 学      名 近  源  种 

      

生

物

学

特

征 

分布区域   

发育阶段 卵 仔鱼期 稚鱼期 幼鱼期 成鱼期 

大小           

生长           

饵料           

生

长

环

境 

水温           

盐度           

耗氧量           

生

活

场

所 

水深           

底质           

移动           

与礁的关系   

生

殖

生

态 

产卵场   

产卵期   

产卵行动   

备注   

观测人：      记录人： 

 

 

 

 

 

 

 

 

108



— —

T/SCSF**-2020 

8 

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浮游动物分析表 

                                                                               共     页 

海区               采样方法               调查时间            年        月                                 第     页 

站号               

采 样

时间 

日期               

时分               

层次（m）               

总种数（种）               

总个体数（个）               

密度（个/m3）               

生物量（mg/ m3）               

多样性指数（H’）               

均匀度（J）               

种名 个体数（个/m3） 

               

               

               

               

               

               

               

 

取样者：                鉴定者：           校对者： 

 

T/SCSF**-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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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沉积物粒度分析表 

                海区           调查船         监测部门           调查日期：                                  共   页 

                                                                 分析日期：                                  第   页 

 
 砾石 砂 粉砂 粘土 粗组含量 沉

积

物

类

型 

粒度系数 

站

号 

细砾 极

粗

砂 

粗

砂 

中

砂 

细

砂 

极

细

砂 

粗

粉

砂 

中

粉

砂 

细

粉

砂 

极

细

粉

砂 

粗粘土 细

粘

土 

砾

石 

砂 粉

砂 

粘

土 

平

均

粒

径 
M2 

φ 值 

中

值

粒

径 
Md 

φ 值 

偏

态

值 Sk 

φ 值 

峰

态

值
Kg 

φ 值 

分

选

系

数 
Di 

φ 值 
8-4 4-2 2-1 1-0.5 0.5- 

0.25 
0.25- 
0.125 

0.125-0
.063 

0.063-0
.032 

0.032-0
.016 

0.016-0
.008 

0.008-0
.004 

0.004- 
0.002 

0.002-0
.001 

<0.001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取样者：        测定者：            填表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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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底栖生物分析表 

                                      共    页 

海区                调查船               调查时间                                                                              第   页 

       

站号      

采样日期      

总种数（种）      

总个体数（个）      

总生物量（g/m
2
）      

总栖息密度（个/m
2
）      

多样性指数（H’）      

均匀度（J）      

类别 栖息密度 

(个/m
2
) 

生 物 量 

(g/m
2
) 

栖息密度 

(个/m
2
) 

生物量 

(g/m
2
) 

栖息密度 

(个/m
2
) 

生物量 

(g/m
2
) 

栖息密度 

(个/m
2
) 

生物量 

(g/m
2
) 

栖息密度 

(个/m
2
) 

生物量 

(g/m
2
) 

多毛类           

软体动物           

甲壳类           

腔肠动物           

棘皮动物           

鱼类           

其他           

 

                       取样者：      记录者：        鉴定者：           校对者：

T/SCSF**-2020 

8 

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主要经济鱼类的有关特性表 

 
中  文  名 学      名 近  源  种 

      

生

物

学

特

征 

分布区域   

发育阶段 卵 仔鱼期 稚鱼期 幼鱼期 成鱼期 

大小           

生长           

饵料           

生

长

环

境 

水温           

盐度           

耗氧量           

生

活

场

所 

水深           

底质           

移动           

与礁的关系   

生

殖

生

态 

产卵场   

产卵期   

产卵行动   

备注   

观测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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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底栖生物分析表 

                                      共    页 

海区                调查船               调查时间                                                                              第   页 

       

站号      

采样日期      

总种数（种）      

总个体数（个）      

总生物量（g/m
2
）      

总栖息密度（个/m
2
）      

多样性指数（H’）      

均匀度（J）      

类别 栖息密度 

(个/m
2
) 

生 物 量 

(g/m
2
) 

栖息密度 

(个/m
2
) 

生物量 

(g/m
2
) 

栖息密度 

(个/m
2
) 

生物量 

(g/m
2
) 

栖息密度 

(个/m
2
) 

生物量 

(g/m
2
) 

栖息密度 

(个/m
2
) 

生物量 

(g/m
2
) 

多毛类           

软体动物           

甲壳类           

腔肠动物           

棘皮动物           

鱼类           

其他           

 

                       取样者：      记录者：        鉴定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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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附录） 

鱼卵和仔稚鱼数量分布记录表 

                                                                       共     页 

海区               采样方法               调查时间                      第     页 

种名               采样层次               

站号 
样品 

编号 

采样时间 滤水量

(m3) 
正常卵 坏卵 合计 

密度 
(个/m

3
或

个/m
2
) 

仔稚鱼 

 

密度 
(尾/m

3
或

尾/m
2
) 

备注 
日期 时分 

            

            

            

            

            

            

            

            

            

            

            

            

            

            

            

            

            

            

            

            

            

            

            

            

            

            

            

取样者：         记录者：            鉴定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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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沉积物粒度分析表 

                海区           调查船         监测部门           调查日期：                                  共   页 

                                                                 分析日期：                                  第   页 

 
 砾石 砂 粉砂 粘土 粗组含量 沉

积

物

类

型 

粒度系数 

站

号 

细砾 极

粗

砂 

粗

砂 

中

砂 

细

砂 

极

细

砂 

粗

粉

砂 

中

粉

砂 

细

粉

砂 

极

细

粉

砂 

粗粘土 细

粘

土 

砾

石 

砂 粉

砂 

粘

土 

平

均

粒

径 
M2 

φ 值 

中

值

粒

径 
Md 

φ 值 

偏

态

值 Sk 

φ 值 

峰

态

值
Kg 

φ 值 

分

选

系

数 
Di 

φ 值 
8-4 4-2 2-1 1-0.5 0.5- 

0.25 
0.25- 
0.125 

0.125-0
.063 

0.063-0
.032 

0.032-0
.016 

0.016-0
.008 

0.008-0
.004 

0.004- 
0.002 

0.002-0
.001 

<0.001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取样者：        测定者：            填表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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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资料性附录） 

游泳动物分析表（拖网） 

                                   共    页 

 海区                船名               功率（kW）                  调查时间                                                    第    页 

 网口宽            m  网长             m  网袖网目尺寸          mm 网囊网目尺寸          mm 放网数量       张 

站号 
   

水深（m）    

起网位置 

（经纬度） 

   

放网位置 

（经纬度） 

   

放网时间 

（时、分） 

   

起网时间 

（时、分） 

   

拖速（节） 
   

渔获种数

（种） 

   

种名 渔获量（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 数 密 度

（个/km2） 

渔获量

（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 数 密 度

（个/km2） 

渔获量

（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 数 密 度

（个/km2） 

             

             

             

取样者：         记录者：            鉴定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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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主要经济鱼类的有关特性表 

 
中  文  名 学      名 近  源  种 

      

生

物

学

特

征 

分布区域   

发育阶段 卵 仔鱼期 稚鱼期 幼鱼期 成鱼期 

大小           

生长           

饵料           

生

长

环

境 

水温           

盐度           

耗氧量           

生

活

场

所 

水深           

底质           

移动           

与礁的关系   

生

殖

生

态 

产卵场   

产卵期   

产卵行动   

备注   

观测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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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I 

（资料性附录） 

游泳动物分析表（拖网） 

                                   共    页 

 海区                船名               功率（kW）                  调查时间                                                    第    页 

 网口宽            m  网长             m  网袖网目尺寸          mm 网囊网目尺寸          mm 放网数量       张 

站号 
   

水深（m）    

起网位置 

（经纬度） 

   

放网位置 

（经纬度） 

   

放网时间 

（时、分） 

   

起网时间 

（时、分） 

   

拖速（节） 
   

渔获种数

（种） 

   

种名 渔获量（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 数 密 度

（个/km2） 

渔获量

（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 数 密 度

（个/km2） 

渔获量

（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 数 密 度

（个/km2） 

             

             

             

取样者：         记录者：            鉴定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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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资料性附录） 

游泳动物分析表（刺网） 

                                  共    页 

      海区                          调查时间                                                                                第    页 

       网长             m  网高          m  网目尺寸          mm   

站号    

水深（m）    

放网时间 

（时、分） 

   

起网时间 

（时、分） 

   

渔获种数（种） 
   

种名 渔 获 量

（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数密度

（个/km2） 

渔 获 量

（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获尾数

（个） 

尾 数 密 度

（个/km2） 

渔 获 量

（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数密度

（个/km2） 

             

             

             

             

             

             

             

             

取样者：                记录者：                 鉴定者：                      校对者： 

T/SCSF**-2020 

8 

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沉积物粒度分析表 

                海区           调查船         监测部门           调查日期：                                  共   页 

                                                                 分析日期：                                  第   页 

 
 砾石 砂 粉砂 粘土 粗组含量 沉

积

物

类

型 

粒度系数 

站

号 

细砾 极

粗

砂 

粗

砂 

中

砂 

细

砂 

极

细

砂 

粗

粉

砂 

中

粉

砂 

细

粉

砂 

极

细

粉

砂 

粗粘土 细

粘

土 

砾

石 

砂 粉

砂 

粘

土 

平

均

粒

径 
M2 

φ 值 

中

值

粒

径 
Md 

φ 值 

偏

态

值 Sk 

φ 值 

峰

态

值
Kg 

φ 值 

分

选

系

数 
Di 

φ 值 
8-4 4-2 2-1 1-0.5 0.5- 

0.25 
0.25- 
0.125 

0.125-0
.063 

0.063-0
.032 

0.032-0
.016 

0.016-0
.008 

0.008-0
.004 

0.004- 
0.002 

0.002-0
.001 

<0.001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取样者：        测定者：            填表者：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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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I 

（资料性附录） 

游泳动物分析表（拖网） 

                                   共    页 

 海区                船名               功率（kW）                  调查时间                                                    第    页 

 网口宽            m  网长             m  网袖网目尺寸          mm 网囊网目尺寸          mm 放网数量       张 

站号 
   

水深（m）    

起网位置 

（经纬度） 

   

放网位置 

（经纬度） 

   

放网时间 

（时、分） 

   

起网时间 

（时、分） 

   

拖速（节） 
   

渔获种数

（种） 

   

种名 渔获量（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 数 密 度

（个/km2） 

渔获量

（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 数 密 度

（个/km2） 

渔获量

（kg） 

资 源 密 度

（kg/km2） 

渔 获 尾

数（个） 

尾 数 密 度

（个/km2） 

             

             

             

取样者：         记录者：            鉴定者：              校对者： 

113



— —

T/SCSF**-2020 

8 

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主要经济鱼类的有关特性表 

 
中  文  名 学      名 近  源  种 

      

生

物

学

特

征 

分布区域   

发育阶段 卵 仔鱼期 稚鱼期 幼鱼期 成鱼期 

大小           

生长           

饵料           

生

长

环

境 

水温           

盐度           

耗氧量           

生

活

场

所 

水深           

底质           

移动           

与礁的关系   

生

殖

生

态 

产卵场   

产卵期   

产卵行动   

备注   

观测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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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资料性附录） 

鱼类生物学测定表 

 
实验日期        实验地点                  

样品标号        总渔获量     采样海域       采样方式    采样日期                

种名 编号 
体长 

mm 

体重 

g 

性别 

♀♂ 
性腺成熟度 性腺重 mg 怀卵量 摄食强度 年龄 备注 

           

           

           

           

           

           

           

           

测定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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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K 

（资料性附录） 

主要经济鱼类的有关特性表 

 
中  文  名 学      名 近  源  种 

      

生

物

学

特

征 

分布区域   

发育阶段 卵 仔鱼期 稚鱼期 幼鱼期 成鱼期 

大小           

生长           

饵料           

生

长

环

境 

水温           

盐度           

耗氧量           

生

活

场

所 

水深           

底质           

移动           

与礁的关系   

生

殖

生

态 

产卵场   

产卵期   

产卵行动   

备注   

观测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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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资料性附录） 

鱼类生物学测定表 

 
实验日期        实验地点                  

样品标号        总渔获量     采样海域       采样方式    采样日期                

种名 编号 
体长 

mm 

体重 

g 

性别 

♀♂ 
性腺成熟度 性腺重 mg 怀卵量 摄食强度 年龄 备注 

           

           

           

           

           

           

           

           

测定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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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L 

（资料性附录） 

鱼类生物学测定表 

 
实验日期        实验地点                  

样品标号        总渔获量     采样海域       采样方式    采样日期                

种名 编号 
体长 

mm 

体重 

g 

性别 

♀♂ 
性腺成熟度 性腺重 mg 怀卵量 摄食强度 年龄 备注 

           

           

           

           

           

           

           

           

测定人：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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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 制定本标准的工作过程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全国

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全国科技兴海规划（2016-2020 年）》沿海各地规划，“十

三五”以后，我国将进入海洋牧场快速发展期，2017、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

代化海洋牧场，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出发展海洋牧场，作为现代渔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之一，国家对海洋牧场建设高度关注，出台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

（2017-2025 年）》，规划到 2025 年，在全国创建区域代表性强、生态功能突出、具有典

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178 个，推动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和管理

科学化、规范化。海洋牧场需要科学规划、科学建设、科学管理，这样才能保障海洋牧

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人工鱼礁是海洋牧场建设中的主要生态工程之一，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仍将继续进行较大规模的人工鱼礁建设，人工鱼礁建设需要确保其安全性、高效性、

稳定性和经济性，并需要科学管理。因此，为保障我国当前和以后的大规模人工鱼礁建

设能够按照系统、科学、规范地进行，有效地为人工鱼礁的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指导，

以充分发挥人工鱼礁建设应有的养护渔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很有必要制定人

工鱼礁的建设选址标准，从科学规范角度指导人工鱼礁的选址工作，为科学建设打下坚

实基础。2018 年，根据关于印发《海洋牧场建设与管理技术规范编制计划》的通知（农

渔资环便[2018]321 号），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委托大连海洋大学等单位负责起草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团体标准。 

2、工作简介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任务下达后，标准承担单位大连海洋大学联合国内

从事人工鱼礁研究的优势力量，成立了专门的标准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涵盖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学（威海）、全国水

产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标准制定的基本框架、工作内容、技术路

线等，并对起草小组人员进行任务分工。为使本标准科学、规范、务实，并具备较强可

行性，标准起草小组先后走访了各省市相关人工鱼礁建设和管理单位、水产科研机构、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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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院校以及相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收集、整理了大量理论和技术资料。在取得大

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起草小组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1.1-2009 的规定进行编写，

完成征求意见稿，于 2019 年 9 月提交给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进行专家送审。 

3、基础资料分析和补充调研 

起草小组对收集的人工鱼礁研究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已经建成的人工

鱼礁区进行了现场调研，根据有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人工鱼礁区建设规划的要求，

确定人工鱼礁建设选址的主要编制框架及技术参数。为使本标准更加科学与准确，编写

组收集、整理了大量理论和技术资料，主要文献简列如下： 

（1） GB/T 8588-2001 渔业资源基本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 2001-11-12 发布，2002-03-01 实施）。 

（2） GB/T 19834-2005 海洋学术语 海洋资源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5-07-15 发布，2006-01-01 实施）。 

（3） GB/T 15918-2010 海洋学综合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4） GB/T 15919-2010 海洋学术语 海洋生物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5） GB/T 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发布，2008-02-01实施）。 

（6） GB/T 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7） GB/T 12763.4-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8） GB/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9） GB/T 12763.9-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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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01 实施）。 

（10） GB/T 12763.10-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0 部分：海底地形地貌调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11） GB 17378.2-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2 部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

布，2008-05-01 实施）。 

（12） GB 17378.3-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

2008-05-01 实施）。 

（13） GB 17378.4-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2008-05-01 实

施）。 

（14） GB 17378.5-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5 部分：沉积物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2008-05-01

实施）。 

（15） GB 17378.7-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 7 部分：近海污染生态调查和生物监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10-18

发布，2008-05-01 实施）。 

（16） JTJ 240-97 港口工程地质勘察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1997-08-22 发

布，1998-01-01 实施）。 

（17） HY/T 080-2005 滨海湿地生态监测技术规程（国家海洋局 2005-05-18 发布，

2005-06-01 实施）。 

（18） HY/T 069-2005 赤潮监测技术规程（国家海洋局 2005-05-18发布，2005-06-01

实施）。 

（19） GB 11607-89 渔业水质标准（国家环境保护局 1989-08-12 批准，1990-03-01

实施）。 

（20） 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国家环境保护局 1997-12-03 批准，1998-07-01

实施）。 

 4 

（21） GB 18668-2002 海洋沉积物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 2002-03-10 批准，2002-10-01 实施）。 

（22） SC/T 9416-2014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4-03-24

发布，2014-06-01 实施） 

（23） SC/T 9417-2015 人工鱼礁资源养护效果评价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部 2015-02-09 发布，2015-05-01 实施） 

（24） SC/T 9111-2017 海洋牧场分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2017-06-22 发布，

2017-09-01 实施） 

（25） 《连云港市海洋牧场管理条例》苏人发〔2018〕64 号 

（26） 《广东省人工鱼礁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第 91 号）（2004-09-07 发

布，2004-11-01 实施）。 

（27） 《人工鱼礁管理细则》（农办渔[2017]58 号） 

（28） 《山东省人工鱼礁管理办法》 

（29） 陈 勇，于长清，张国胜，等. 人工鱼礁的环境功能与集鱼效果[J]. 大连水

产学院学报，2002，17(1)：64-69。 

（30） 张本，孙建璋. 南麂列岛人工鱼礁生态休闲渔业设计与初步实施[J]. 渔业现

代信息， 2002，17（9）3-7。 

（31） 李文涛，张秀梅. 我国发展人口二鱼礁业鱼需解决的几个问题[J]. 现代渔业

信息，2003，18（9）：3-6。 

（32） 杨吝，刘同渝，黄汝堪. 人工鱼礁的起源和历史[J]. 现代渔业信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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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在本标准中出现。并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参考相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目前人工鱼礁建设选址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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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工鱼礁建设管理者的权益，提高人工鱼礁建设效果、提升人工鱼礁建设选址的科

学性和适用性等指导思想出发，对获得的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研究，使选址条件更加科

学化，对选址中的可量指标进行合理的规定。密切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标准的文字表达

准确、简明、易懂，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逻辑严谨。标准中的术语、符号统一，与相

关标准相协调。同时注意了以下原则：（1）考虑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政策导向；（2）针对我国近海海域的生态特点与开发与利用现状；（3）考虑

我国目前海洋科技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4）考虑我国目前的行业统计制度与统计

水平；（5）考虑目前我国的人工鱼礁建设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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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标准的名称 

标准原计划名称“海洋牧场建设选址与规划布局技术规程”，考虑到内容复杂性，

同时考虑到内容完整性，根据专家意见，将标准拆分为两个：其中之一即本标准名称改

成了“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使得本标准更加适合于人工鱼礁建设前的选址。 

（2） 规范性引用文献 

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进行，在规范中未引用过的标准不出现在该章节中；

在引用未提及具体章节号的引用采用不注日期引用，以适应所引文件的将来的变化。 

（3）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 

为突出本标准的重点，易于理解本标准的相关概念和操作，根据专家审定会议和专

家意见，依据《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修改了原稿“人工鱼礁、人工鱼礁选址”的

定义。 

3.1 人工鱼礁 artificial reef 

用于修复和优化海域生态环境，建设海洋水生生物生息场的人工设施。 

引自 SC/T9416-2014。 

关于人工鱼礁的定义，有不同的定义，本标准引用自水产行业标准《人工鱼礁建设

技术规范》，便于统一。 

人工鱼礁选址 site selection of artificial reef 

对拟投放海域的生物环境条件、物理化学条件及其他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确定人

工鱼礁适宜建设区域的过程。 

此条对人工鱼礁选址做出定义，主要围绕选址考虑的因素、条件、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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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主要负责规范框架的修订及总体规范校订，人工鱼礁选址因素及方法步骤的

确定。 

陈丕茂，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方法、选址步骤等内容。 

秦传新，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方法、选址步骤等内容。 

章守宇，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方法、选址步骤等。 

林军，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方法、选址步骤等。 

张硕，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方法、选址步骤等。 

张秀梅，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方法、选址步骤等。 

张沛东，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方法、选址步骤等。 

李文涛，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方法、选址步骤等。 

梁振林，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方法、选址步骤等。 

姜昭阳，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方法、选址步骤等。 

二、 编制本标准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本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在格式上按照符合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标准文本简要，能直接引用的标准尽量引用，相关内容不

再在本标准中出现。并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参考相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目前人工鱼礁建设选址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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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工鱼礁建设管理者的权益，提高人工鱼礁建设效果、提升人工鱼礁建设选址的科

学性和适用性等指导思想出发，对获得的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研究，使选址条件更加科

学化，对选址中的可量指标进行合理的规定。密切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标准的文字表达

准确、简明、易懂，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逻辑严谨。标准中的术语、符号统一，与相

关标准相协调。同时注意了以下原则：（1）考虑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政策导向；（2）针对我国近海海域的生态特点与开发与利用现状；（3）考虑

我国目前海洋科技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4）考虑我国目前的行业统计制度与统计

水平；（5）考虑目前我国的人工鱼礁建设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趋势。 

2、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1） 关于标准的名称 

标准原计划名称“海洋牧场建设选址与规划布局技术规程”，考虑到内容复杂性，

同时考虑到内容完整性，根据专家意见，将标准拆分为两个：其中之一即本标准名称改

成了“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使得本标准更加适合于人工鱼礁建设前的选址。 

（2） 规范性引用文献 

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进行，在规范中未引用过的标准不出现在该章节中；

在引用未提及具体章节号的引用采用不注日期引用，以适应所引文件的将来的变化。 

（3）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 

为突出本标准的重点，易于理解本标准的相关概念和操作，根据专家审定会议和专

家意见，依据《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修改了原稿“人工鱼礁、人工鱼礁选址”的

定义。 

3.1 人工鱼礁 artificial reef 

用于修复和优化海域生态环境，建设海洋水生生物生息场的人工设施。 

引自 SC/T9416-2014。 

关于人工鱼礁的定义，有不同的定义，本标准引用自水产行业标准《人工鱼礁建设

技术规范》，便于统一。 

人工鱼礁选址 site selection of artificial reef 

对拟投放海域的生物环境条件、物理化学条件及其他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确定人

工鱼礁适宜建设区域的过程。 

此条对人工鱼礁选址做出定义，主要围绕选址考虑的因素、条件、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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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址基本原则 

4.1 人工鱼礁拟建海域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海域使用功能区划、

生态红线与渔业发展规划等要求。 

此条中首先规定了人工鱼礁建设需要满足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与现行国家法律法

规等相适应，满足目前海洋使用的基本要求，即满足海洋功能区划要求，同时考虑到海

洋生态环保要求，必须满足生态红线及相关规划要求。 

4.2 人工鱼礁区建设符合当地社会经济状况，选址不与水利、海上开采、航道、港

区、锚地、通航密集区、倾废区、海底管线及其他海洋工程设施和国防用海等功能区划

相冲突。原则上应选择农渔业区，可适当选择休闲旅游区及保留区，在生态红线内的限

制开发区可适当建设。 

此条在海洋功能区划框架下对海域使用范围的基本原则又做了进一步规定，特别是

涉及到目前某一些敏感区，如休闲旅游区、保留区、限制开发区等做了一定规定。 

4.3 人工鱼礁区与海洋牧场其他功能区之间无冲突，如功能区之间有重叠，应以不

影响原有功能发挥为前提 

此条对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中的人工鱼礁区和其他功能区的相互关系做了要求，以

无冲突为前提，可有重叠但需满足条件。 

4.4 选址海域具备适宜的物理化学、生物多样性及周边自然环境等条件，适宜对象

水生生物栖息、繁育和生长。 

此条对具备的条件范围做了规定，除了自然物理化学条件外，还有对生物做了特别

规定，即生物多样性，同时需要满足对象生物的生长需要。 

4.5 海域底质状况使投放后的鱼礁不发生滑移、倾覆和埋没现象。 

此条对人工鱼礁投放稳定性方面针对底质状况基本原则和要求做了规定。 

5  选址条件 

5.1 物理化学条件 

5.1.1 水深 

根据全年平均真光层深度、对象生物栖息的适宜深度等，确定适宜鱼礁投放的大潮

低潮位水深，沿岸以增殖养护为主的鱼礁投放适宜水深为 6-30m，对于浅海以营造底栖

生物生境为主的鱼礁在不影响船舶航行的情况下可在 6m 以浅海域建设；以休闲游钓为

主的鱼礁投放适宜水深为 20-60m；深水鱼礁适宜水深为 100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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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址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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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锚地、通航密集区、倾废区、海底管线及其他海洋工程设施和国防用海等功能区划

相冲突。原则上应选择农渔业区，可适当选择休闲旅游区及保留区，在生态红线内的限

制开发区可适当建设。 

此条在海洋功能区划框架下对海域使用范围的基本原则又做了进一步规定，特别是

涉及到目前某一些敏感区，如休闲旅游区、保留区、限制开发区等做了一定规定。 

4.3 人工鱼礁区与海洋牧场其他功能区之间无冲突，如功能区之间有重叠，应以不

影响原有功能发挥为前提 

此条对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中的人工鱼礁区和其他功能区的相互关系做了要求，以

无冲突为前提，可有重叠但需满足条件。 

4.4 选址海域具备适宜的物理化学、生物多样性及周边自然环境等条件，适宜对象

水生生物栖息、繁育和生长。 

此条对具备的条件范围做了规定，除了自然物理化学条件外，还有对生物做了特别

规定，即生物多样性，同时需要满足对象生物的生长需要。 

4.5 海域底质状况使投放后的鱼礁不发生滑移、倾覆和埋没现象。 

此条对人工鱼礁投放稳定性方面针对底质状况基本原则和要求做了规定。 

5  选址条件 

5.1 物理化学条件 

5.1.1 水深 

根据全年平均真光层深度、对象生物栖息的适宜深度等，确定适宜鱼礁投放的大潮

低潮位水深，沿岸以增殖养护为主的鱼礁投放适宜水深为 6-30m，对于浅海以营造底栖

生物生境为主的鱼礁在不影响船舶航行的情况下可在 6m 以浅海域建设；以休闲游钓为

主的鱼礁投放适宜水深为 20-60m；深水鱼礁适宜水深为 100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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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是影响人工鱼礁建设的重要因素，关于人工鱼礁的投放水深，参考了目前国内

外建设历史中关于人工鱼礁建设水深的记录，同时也参照了目前我国人工鱼礁建设的相

关管理规定。 

5.1.2 地形 

人工鱼礁海域海底地形坡度趋缓或者平坦，海底坡度一般在 5°以内，对于最高流

速小于 0.5m/s 的海域，海底坡度可适当增加，但不应超过 10°，避免鱼礁翻滚移位。 

地形变化主要影响人工鱼礁投放在海底的稳定性，由于地形坡度较大而引起鱼礁在

海流作用下的翻滚移位是影响鱼礁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参考人工鱼礁建设经验，最

大限度保障鱼礁的稳定性考虑，海底坡度不应超过 10°。 

5.1.3 底质 

对于底鱼礁应选择较硬、泥沙淤积少的底质，不应在淤泥较深的软泥底和流速大的

细沙底水域设置，以保证人工鱼礁的稳定性和抗淤性，海底淤泥厚度一般应小于拟投放

鱼礁高度的 20%，对于通过改造鱼礁结构有效避免沉降的鱼礁，选址区域淤泥厚度可适

当增加，但均不应超过鱼礁高度的 40%。同时海底应具备一定承载力，表面承载力应≥

20KN/m2；对于浮鱼礁，则对底质不做要求。 

底质也是影响人工鱼礁投放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如果底质选择不当造成人工鱼礁

沉陷甚至埋没就失去了人工鱼礁建设的意义，因此结合国内外参考文献确定了造成人工

鱼礁沉降的淤泥厚度的最大限度值，同时结合近年来示范区调查中对底质承载力的现场

测量，确定了底质承载力最低要求。 

5.1.4 流速 

海域底层最大流速保证不能推动鱼礁或者鱼礁部件移动或倾倒，一般应小于 1.5kn。

同时为避免海底流速过小造成海水交换不畅，在海底缓流区设置鱼礁时可适当增大鱼礁

间距或通过鱼礁结构优化增加鱼礁透水性。 

流速也是影响人工鱼礁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流速过大会造成鱼礁移位影响其稳定

性，流速过小会造成海底水流交换不畅，甚至造成海底缺氧，因此结合实际建设经验对

拟建礁区的最高流速做出限定，同时对流速过小情况做出规定，并提供一定的解决方案。 

5.1.5 水质 

海域透明度大，一般最小应在 1m 以上，部分养护型人工鱼礁可适当放宽要求；水

质符合 GB11607 的规定；周围无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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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是影响礁区选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目前开展人工鱼礁建设基本要求，水

质应该符合渔业水质基本标准，同时主要是对透明度（透明度太小、悬浮物过多有可能

会使鱼礁上、鱼礁周围的沉降物增多，对附着生物不利，同时会影响后续的监测和评估）、

污染源等做出规定。 

5.2 生物环境条件 

5.2.1 饵料生物 

应有一定量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的存在。对于增殖目标种含有固着性

贝类的拟建区域，浮游生物丰度应满足贝类摄食需求。 

5.2.2 竞争生物和敌害生物 

对于增殖型海洋牧场中的人工鱼礁，应选择对象生物的竞争生物和敌害生物的生物

量较少的海域。对于养护型和休闲型海洋牧场中的人工鱼礁则无要求，但如果敌害生物

过多，可通过网具及人为方式预先清理。 

5.2.3 目标对象生物 

对于有明确增殖养护对象生物的，现在应有或历史上曾经有对象生物在拟建海域栖

息。 

此部分主要对拟投放海域的生物环境条件做出规定，考虑到人工鱼礁建设都有目标

增殖种类，对目标增殖种做出了规定，同时为确保养护增殖的效果，对竞争生物、敌害

生物及饵料生物等均做出了规定。 

5.3 社会经济条件 

5.3.1 渔业产业结构条件 

拟建海域所属区域具备一定的渔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基础，且有从事渔业生产与管理

的从业人员。 

5.3.2 生产条件 

对于增殖型、休闲型海洋牧场的人工鱼礁拟建区域，应具备能够进行安全生产的生

产环境条件。与其他渔场（天然礁、人工鱼礁）密切相关，可进行计划作业；增殖型海

洋牧场需具有一定的规模，能开展长期持续生产，休闲型海洋牧场能容纳一定的休闲游

钓船只开展休闲垂钓；往返航路安全；易于锚泊；通讯无干扰。 

5.3.3 其他社会条件 

要求得到该海域使用权人及利益相关者的同意；能够理顺与渔业除外的权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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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关系以及渔业内部的各种关系；明确投放鱼礁的社会效益，明确受益范围；不仅

要明确行政区域，还要明确管理的内容和范围；要考虑扩大渔场时的一些限制条件。 

此部分主要对人工鱼礁建设的社会经济条件做出规定，考虑到人工鱼礁建设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有一定的渔业产业支撑，因此对渔业产业结构条件做出了规定；同时为

了满足人工鱼礁的生产功能，对生产条件做出规定。 

5.4 其他条件 

5.4.1 气候条件 

拟建海域应无经常性重大灾害性天气出现，休闲型海洋牧场的人工鱼礁建设区应适

宜垂钓船只进行垂钓作业，无持续性大风大浪。 

5.4.2 海域利用情况 

拟建人工鱼礁区无浮筏养殖、网箱养殖及其他渔业活动用海，周围渔业用海不会影

响人工鱼礁区。 

5.4.3 与自然礁区的位置 

II 型、III 型鱼礁生物的人工鱼礁渔场与大型天然礁的距离应在 1000m 以上。 

5.4.4 其他条件 

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保全性，应选择非自然生态景区或渔业资源丰富的区域开展人

工鱼礁建设，避免鱼礁建设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应确保拟建区域内施工、生产

等安全，渔民具备人工鱼礁资源养护观念，保障鱼礁设施养护功能长期有效发挥，能够

促进区域产业发展。 

此部分从气候、海域利用、与自然礁区位置关系、自然保全、效益发挥等条件对人

工鱼礁选址区域作出规定。 

6 选址步骤 

依据人工鱼礁建设选址原则和条件，沿海各市县向省人工鱼礁建设主管部门申报符

合条件的海区，经审批确认后，开展资源环境调查，对选址条件进行综合分析。人工鱼

礁区建设条件综合分析符合建设要求后确定拟建人工鱼礁区。 

6.1 礁址初选 

根据选址基本原则，筛选出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生态红线等管控要求，满足当地渔

业发展等相关规划要求的区域作为预选区域。 

6.2 本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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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气候条件 

拟建海域应无经常性重大灾害性天气出现，休闲型海洋牧场的人工鱼礁建设区应适

宜垂钓船只进行垂钓作业，无持续性大风大浪。 

5.4.2 海域利用情况 

拟建人工鱼礁区无浮筏养殖、网箱养殖及其他渔业活动用海，周围渔业用海不会影

响人工鱼礁区。 

5.4.3 与自然礁区的位置 

II 型、III 型鱼礁生物的人工鱼礁渔场与大型天然礁的距离应在 1000m 以上。 

5.4.4 其他条件 

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保全性，应选择非自然生态景区或渔业资源丰富的区域开展人

工鱼礁建设，避免鱼礁建设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应确保拟建区域内施工、生产

等安全，渔民具备人工鱼礁资源养护观念，保障鱼礁设施养护功能长期有效发挥，能够

促进区域产业发展。 

此部分从气候、海域利用、与自然礁区位置关系、自然保全、效益发挥等条件对人

工鱼礁选址区域作出规定。 

6 选址步骤 

依据人工鱼礁建设选址原则和条件，沿海各市县向省人工鱼礁建设主管部门申报符

合条件的海区，经审批确认后，开展资源环境调查，对选址条件进行综合分析。人工鱼

礁区建设条件综合分析符合建设要求后确定拟建人工鱼礁区。 

6.1 礁址初选 

根据选址基本原则，筛选出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生态红线等管控要求，满足当地渔

业发展等相关规划要求的区域作为预选区域。 

6.2 本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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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SC/T9416-2014 中 5.2 中要求对拟建礁区的初选区域进行本底调查，包括选址

的物理化学、生物环境、社会经济和其他条件的调查、资料搜集和整理。 

6.3 地形勘测 

采用单波束测深仪或多波束测深系统进行走航式测量，也可使用回声式测深仪沿拟

建区域外围走航单点测量，相邻测点距离小于 100m，根据区域两侧水深变化计算拟建

区域内的海底坡度，坡度精度 0.1°。 

6.4 底质类型勘测 

采用测扫声呐和浅底层剖面仪相结合，对选址海域进行底质类型调查分析，确定不

同类型底质厚度。 

6.5 底质稳定性及承载力分析 

分析区域周边可能的工程建设对场地的稳定性影响，开展场地稳定性和适宜性评

价、地基承载力分析。 

6.6 水动力影响分析 

进行海域底床泥沙冲淤模拟实验，分析人工鱼礁投放对海域底床泥沙冲淤的影响，

确定人工鱼礁受自然水体环境中泥沙冲淤的影响程度。 

6.7 综合评价 

根据本底调查结果及勘测结果，根据 5.1-5.4 要求，筛选出适宜建礁区域。 

此部分对选址的调查勘测分析步骤做出规定。 

7.登记备案 

根据筛选出的适宜建礁区域，明确四至范围坐标，确定拟建人工鱼礁区面积，并标

记于海图上，报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备案登记。 

对最后选址完成后的相关程序做出规定。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等 

无。 

2、预期经济效果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的制定，更加有利于我国人工鱼礁建设选址工作能

够在科学、规范、高效地进行，充分发挥我国人工鱼礁建设应有的作用，养护渔业资源，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渔业产量和质量。 

 14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是海洋牧场建设工作能够按照科学、规范化建设框

架下开展的方案性提纲，是进行海洋牧场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国内尚属首次，填补了

国内空白。 

五、 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草案经相关专家内审，目前尚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在我国开展人工鱼礁规范化、科学化的建设和

管理工作中，特别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人工鱼礁建设选址过程中尽可能按本标

准的规定进行。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的制定，为我国渔业主管机构、海洋牧场

建设和管理机构以及从事海洋牧场工作研究的科研部门对海洋牧场建设前的人工鱼礁

选址工作提供了统一的依据，有利于规范我国海洋牧场中的人工鱼礁建设前选址工作

的开展。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及时在我国有关地区、特别是人工鱼礁建设、管理等实施

单位和有关研究机构进行宣讲贯彻，增强人工鱼礁相关建设和管理部门及有关研究机

构的标准化意识，对人工鱼礁建设单位技术人员和人工鱼礁主管机构管理人员等进行

标准化培训，人工鱼礁主管机构以本标准为依据，加大管理力度，促进我国人工鱼礁

建设科学、健康、持续发展。 

九、 废除现行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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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水平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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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开展的方案性提纲，是进行海洋牧场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国内尚属首次，填补了

国内空白。 

五、 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草案经相关专家内审，目前尚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在我国开展人工鱼礁规范化、科学化的建设和

管理工作中，特别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人工鱼礁建设选址过程中尽可能按本标

准的规定进行。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的制定，为我国渔业主管机构、海洋牧场

建设和管理机构以及从事海洋牧场工作研究的科研部门对海洋牧场建设前的人工鱼礁

选址工作提供了统一的依据，有利于规范我国海洋牧场中的人工鱼礁建设前选址工作

的开展。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及时在我国有关地区、特别是人工鱼礁建设、管理等实施

单位和有关研究机构进行宣讲贯彻，增强人工鱼礁相关建设和管理部门及有关研究机

构的标准化意识，对人工鱼礁建设单位技术人员和人工鱼礁主管机构管理人员等进行

标准化培训，人工鱼礁主管机构以本标准为依据，加大管理力度，促进我国人工鱼礁

建设科学、健康、持续发展。 

九、 废除现行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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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学会（CSF）是组织开展渔业行业范围内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满足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推动渔业行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水产学会的工作内容

之一。中国水产学会及相关单位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水产学会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按《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

投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水产学会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水产学会，以便

修订时参考。  

 

 

 

 

 

 

 

 

 

 

 

 

 

 

该标准为中国水产学会制定，其版权为中国水产学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水产

学会文字上的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再复制该标准。  

中国水产学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100125 电话：59195143 传真：

59195143 网址：www.csfish.org.cn 电子信箱：sfchttb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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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的术语和定义、规划设计条件、规划设计的内容及要求、步骤。 

本标准适用于近岸海域的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607-89  渔业水质标准 

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 

GB/T 8588-2001  渔业资源基本术语 

GB 18668-2002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T 12763-2007 海洋调查规范 

GB/T 19485-2014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SC/T 9102-2007  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规范 

SC/T 9401-2010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 

SC/T 9403-2012  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SC/T 9416-2014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SC/T 9417-2015 人工鱼礁资源养护效果评价技术规范 

SC/T 9111-2017 海洋牧场分类 

T/SCSF XXXX-XXXX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 

T/SCSF XXXX-XXXX 区域性人工鱼礁建设容量评估及布局规划技术规范 

T/SCSF XXXX-XXXX 人工鱼礁礁体制作技术规范 

T/SCSF XXXX-XXXX 人工鱼礁礁体运输、投放技术规范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建后管理与维护工作规程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珊瑚礁建设技术规范 

T/SCSF**-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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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报告内容 

一、规划概况 

（一）规划背景 

（二）规划范围 

（三）规划依据 

二、建设基础与现状 

（一）发展基础及优势 

（二）建设现状及问题 

（三）建设意义 

三、建设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建设目标 

（四）建设类型 

四、总体布局 

五、建设内容 

六、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七、投资估算 

八、效益分析 

九、保障措施 

十、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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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的术语和定义、规划设计条件、规划设计的内容及要求、步骤。 

本标准适用于近岸海域的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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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9485-2014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SC/T 9102-2007  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规范 

SC/T 9401-2010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 

SC/T 9403-2012  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SC/T 9416-2014 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SC/T 9417-2015 人工鱼礁资源养护效果评价技术规范 

SC/T 9111-2017 海洋牧场分类 

T/SCSF XXXX-XXXX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 

T/SCSF XXXX-XXXX 区域性人工鱼礁建设容量评估及布局规划技术规范 

T/SCSF XXXX-XXXX 人工鱼礁礁体制作技术规范 

T/SCSF XXXX-XXXX 人工鱼礁礁体运输、投放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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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海藻场建设技术规范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海草床建设技术规范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鱼类音响驯化技术指南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渔业资源采捕规范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监测信息化建设技术规范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效果评估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洋牧场 marine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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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T9111-2017，定义3.1] 

3.2  

海洋牧场类型 types of marine ranching 

根据海洋牧场的主要功能和建设目标、所在海域、主要增殖或养护对象、主要开发利用方式等，将

海洋牧场进行类型划分。 

注：包括养护型、增殖型、休闲型。 

3.3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 marine ranching planning and design 

海洋牧场建设前，通过调查、调研等方式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在分析建设基础与现状、存在问题及

解决措施的基础上对海洋牧场建设目标与类型、总体布局及建设内容、建设方法与步骤、投资及效益分

析、保障措施等进行规划和设计并完成规划文本的过程。 

3.4  

海洋牧场资源调查 investig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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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建设前后，对海洋牧场区和对比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和生态系统功能等状况为目的

的调查，包括本底调查及效果调查。 

3.5  

海洋牧场区 area of marine ranching 

海洋牧场外围功能区的外界点连线包围的区域。 

3.6  

海洋牧场功能区 functional area of marine ranching 

实现海洋牧场各项功能而划分出的相对独立的区域。 

注：包括人工鱼礁区、藻（草）场建设区、底播增殖区、资源培育区、休闲垂钓区等。 

3.7  

海洋牧场设施 facility of marine ranching 

海洋牧场功能区中实现某种功能的基本工具、设备或装备。 

注：包括人工鱼礁、资源培育设施、鱼类音响驯化系统、休闲垂钓设施、浮标监测系统、多功能管

理平台等。 

4  规划设计条件 

4.1 基本原则 

4.1.1  符合涉海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海域使用功能区划及渔业发展规划等要求。 

4.1.2  符合 GB/T 19485-2014 中对海洋工程环境影响基本要求。 

4.1.2  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与水利、海上开采、航道、港区、锚地、通航密集、倾

废区、海底管线及其他海洋工程设施、保护区和国防用海等排他性功能区划不相冲突。与海洋生态红线

管控要求相符合。 

4.2 基本条件 

4.2.1自然条件 

4.2.1.1 选择海底地形坡度平缓或平坦的海域。对于 II 型、III 型鱼礁生物的人工鱼礁与大型天然礁的

间距应该在 1000m 以上。 

4.2.1.2 拟建海域具备良好的底质、海流等环境条件；水质达到 GB 3097 规定中的第二类海水水质标

准，并满足 GB 11607 要求，沉积物达到 GB 18668 规定中的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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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报告内容 

一、规划概况 

（一）规划背景 

（二）规划范围 

（三）规划依据 

二、建设基础与现状 

（一）发展基础及优势 

（二）建设现状及问题 

（三）建设意义 

三、建设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建设目标 

（四）建设类型 

四、总体布局 

五、建设内容 

六、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七、投资估算 

八、效益分析 

九、保障措施 

十、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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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建设前后，对海洋牧场区和对比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和生态系统功能等状况为目的

的调查，包括本底调查及效果调查。 

3.5  

海洋牧场区 area of marine ranching 

海洋牧场外围功能区的外界点连线包围的区域。 

3.6  

海洋牧场功能区 functional area of marine ranching 

实现海洋牧场各项功能而划分出的相对独立的区域。 

注：包括人工鱼礁区、藻（草）场建设区、底播增殖区、资源培育区、休闲垂钓区等。 

3.7  

海洋牧场设施 facility of marine ranching 

海洋牧场功能区中实现某种功能的基本工具、设备或装备。 

注：包括人工鱼礁、资源培育设施、鱼类音响驯化系统、休闲垂钓设施、浮标监测系统、多功能管

理平台等。 

4  规划设计条件 

4.1 基本原则 

4.1.1  符合涉海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海域使用功能区划及渔业发展规划等要求。 

4.1.2  符合 GB/T 19485-2014 中对海洋工程环境影响基本要求。 

4.1.2  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与水利、海上开采、航道、港区、锚地、通航密集、倾

废区、海底管线及其他海洋工程设施、保护区和国防用海等排他性功能区划不相冲突。与海洋生态红线

管控要求相符合。 

4.2 基本条件 

4.2.1自然条件 

4.2.1.1 选择海底地形坡度平缓或平坦的海域。对于 II 型、III 型鱼礁生物的人工鱼礁与大型天然礁的

间距应该在 1000m 以上。 

4.2.1.2 拟建海域具备良好的底质、海流等环境条件；水质达到 GB 3097 规定中的第二类海水水质标

准，并满足 GB 11607 要求，沉积物达到 GB 18668 规定中的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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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有饵料生物分布，对象生物的竞争生物及敌害生物的生物量较少，不会对对象生物增殖产生不

利影响。 

4.2.1.4 受台风、风暴潮、海冰等灾害性气象影响较小。 

4.2.2社会条件 

4.2.2.1具有政府专门管理机构、相应的管理及运营单位以及长期合作的科技支撑单位及科技团队。 

4.2.2.2能够得到海域相关利益者的同意，不存在权属争议。能够理顺与渔业除外的权力、法律、制度

的关系。不仅要明确行政区域，还要明确管理的内容和范围。 

4.2.3其他条件 

4.2.3.1能够具备开展水质、底质、生物、流场、地形等调查的条件。 

4.2.3.2离岸或码头距离一般不超过 30 nmi，易于确定位置，易于锚泊，往返航道安全，通讯无干扰。 

4.2.3.3具备获取渔业发展历史、开发利用现状及相关海区规划等材料的途径和条件。 

4.2.3.4不得对建设区域内的景观历史造成影响，应具备长期使用功能，并对本地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

用。 

5  规划设计内容及要求 

5.1 建设目标 

5.1.1 生态环境优化目标 

明确需要修复优化的具体区域的生态环境及修复优化程度。 

5.1.2 资源养护增殖目标 

根据自然条件、原有生物种类组成及生产发展现状，明确养护和增殖的渔业资源种类及资源量增殖

目标。如需投放人工鱼礁，则根据SC/T9416-2014需明确养护增殖的对象生物为I型、II型还是III型。 

5.1.3 效益目标 

明确建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是综合效益等效益目标。 

5.2 建设类型 

5.2.1按主体功能分类 

参照SC/T 9111，将海洋牧场按照2级12类划分，明确海洋牧场建设的主体功能。 

5.2.2按功能目标类型分类 

T/SCSF**-2020 

8 

依据本底调查结果、区域主体功能区划以及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在明确主体功能前提下结合建

设主体需求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相关设施，详见表 1。 

表1 建设目标类型 

类型 海洋牧场功能目标分类 
海洋牧场设施 

基本设施 配套设施 

单一目

标型 

养护型 人工鱼礁、人工藻礁 
宜配有鱼类音响

驯化系统、监测系

统、多功能管理平

台等，并根据自身

建设条件开展对

象生物增殖放流、

藻类移植等。 

增殖型 
人工鱼礁、人工藻场、生态养殖设

施 

休闲型 人工鱼礁、休闲垂钓设施 

多功能

型 

养护型兼顾增殖生产 
人工鱼礁、人工藻礁、资源培育设

施 

养护型兼顾休闲垂钓 
人工鱼礁、人工藻礁、休闲垂钓设

施 

5.3总体布局 

5.3.1总体布局应依据拟建海洋牧场海域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及建设目标与类型，对拟建海域海洋牧

场的各功能区进行科学布局，对建设设施、建设内容进行统筹规划设计；海洋牧场功能区的划分应根据

海域内的本底环境条件、对象生物行为特征、功能区生态定位、投资情况，以及开发利用现状。 

5.3.2功能区的划分，可根据功能差异分为人工鱼礁区、藻（草）场建设区、底播增殖区、资源培育区、

行为驯化区、休闲垂钓区、捕捞生产区等，依据具体情况一些功能区可重叠。 

5.4 设计内容及要求 

5.4.1基本要求 

5.4.1.1海洋牧场设施建设必须符合生态优先、统筹规划的基本原则，根据海洋牧场选址要求，综合海

域生态环境、生物资源、底质条件、流场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开发利用现状等科学布局。 

5.4.1.2建设设施工程包括人工鱼礁、人工藻礁、生态养殖设施、音响驯化系统、休闲垂钓设施、多功

能管理平台等，建设内容涵盖人工鱼礁渔场、海藻场、对象生物增殖放流、鱼类行为驯化与控制、生态

健康养殖、环境生物监测与预警、海洋牧场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等。 

5.4.1.3具体选择的设施工程、建设内容应根据本底调查结果、海域环境及生物特点、建设目标与类型

及投资情况综合确定。设计报告相关术语参照 GB/T 8588。 

5.4.2人工鱼礁区的规划要求 

5.4.2.1人工鱼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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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报告内容 

一、规划概况 

（一）规划背景 

（二）规划范围 

（三）规划依据 

二、建设基础与现状 

（一）发展基础及优势 

（二）建设现状及问题 

（三）建设意义 

三、建设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建设目标 

（四）建设类型 

四、总体布局 

五、建设内容 

六、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七、投资估算 

八、效益分析 

九、保障措施 

十、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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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底调查结果、区域主体功能区划以及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在明确主体功能前提下结合建

设主体需求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相关设施，详见表 1。 

表1 建设目标类型 

类型 海洋牧场功能目标分类 
海洋牧场设施 

基本设施 配套设施 

单一目

标型 

养护型 人工鱼礁、人工藻礁 
宜配有鱼类音响

驯化系统、监测系

统、多功能管理平

台等，并根据自身

建设条件开展对

象生物增殖放流、

藻类移植等。 

增殖型 
人工鱼礁、人工藻场、生态养殖设

施 

休闲型 人工鱼礁、休闲垂钓设施 

多功能

型 

养护型兼顾增殖生产 
人工鱼礁、人工藻礁、资源培育设

施 

养护型兼顾休闲垂钓 
人工鱼礁、人工藻礁、休闲垂钓设

施 

5.3 总体布局 

5.3.1总体布局应依据拟建海洋牧场海域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及建设目标与类型，对拟建海域海洋牧

场的各功能区进行科学布局，对建设设施、建设内容进行统筹规划设计；海洋牧场功能区的划分应根据

海域内的本底环境条件、对象生物行为特征、功能区生态定位、投资情况，以及开发利用现状。 

5.3.2功能区的划分，可根据功能差异分为人工鱼礁区、藻（草）场建设区、底播增殖区、资源培育区、

行为驯化区、休闲垂钓区、捕捞生产区等，依据具体情况一些功能区可重叠。 

5.4 设计内容及要求 

5.4.1基本要求 

5.4.1.1海洋牧场设施建设必须符合生态优先、统筹规划的基本原则，根据海洋牧场选址要求，综合海

域生态环境、生物资源、底质条件、流场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开发利用现状等科学布局。 

5.4.1.2建设设施工程包括人工鱼礁、人工藻礁、生态养殖设施、音响驯化系统、休闲垂钓设施、多功

能管理平台等，建设内容涵盖人工鱼礁渔场、海藻场、对象生物增殖放流、鱼类行为驯化与控制、生态

健康养殖、环境生物监测与预警、海洋牧场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等。 

5.4.1.3具体选择的设施工程、建设内容应根据本底调查结果、海域环境及生物特点、建设目标与类型

及投资情况综合确定。设计报告相关术语参照 GB/T 8588。 

5.4.2人工鱼礁区的规划要求 

5.4.2.1人工鱼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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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潮线水深 6m以深、海底地形平坦、底质较硬、潮流通畅无污染的区域宜规划人工鱼礁建设内容，

低潮线水深 6m 以浅区域如底质适合且不影响船舶航行的前提下可适当规划。人工鱼礁区选址要求可参

照 T/SCSF XXXX-XXXX 人工鱼礁建设选址技术规程，建设类型可根据 SC/T 9416的要求在明确建设目标

前提下，结合当地自然、社会等条件进行明确定位。人工鱼礁建礁材料鼓励使用低成本环保新材料，设

计时需要对材料强度、环境及生物相容性、制作过程等提出要求，具体可参照 SC/T 9416、T/SCSF 

XXXX-XXXX 人工鱼礁礁体制作技术规范，鱼礁结构布局可参考 T/SCSF XXXX-XXXX 区域性人工鱼礁建设

容量评估及布局规划技术规范，礁体运输、投放参考 T/SCSF XXXX-XXXX 人工鱼礁礁体运输、投放技术

规范，管理及维护等参考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建后管理与维护工作规程。 

5.4.2.2珊瑚礁 

珊瑚礁建设规划需考虑拟建区域自然条件、拟增殖珊瑚种类等，对建设方法、步骤等作出详细规定，

具体可参照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珊瑚礁建设技术规范。 

5.4.3 藻场建设区规划要求 

海藻场需要对区域自然条件特别是水深、底质等作出要求，设计需综合考虑建设水深、透明度、营

养盐含量、流速、对象藻种、敌害生物等因素，海藻场宜采取投放人工藻礁进行藻类移植或自然增殖海

藻的方法，规划时需对人工藻礁的选材、结构、配置布局等进行设计，人工藻礁宜布设在光线较强、透

明度较大的真光层内，一般设置区域 20 m 以浅，建设要求应符合 SC/T 9416，同时对移植藻类的种类、

方法、移植步骤等进行规定，具体可参照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海藻场建设技术规范。 

5.4.4 海草床建设区规划要求 

海草床建设区设计需考虑水深、底质、对象草种、敌害生物等因素，一般选用历史上曾经生长的种

类或本地土著种，并对种植海草的区域选址、方法、步骤等做出规定，具体可参照T/SCSF XXXX-XXXX 海

洋牧场海草床建设技术规范。 

5.4.5行为驯化区的规划要求 

海域环境噪声影响小、便于管理的近岸海域可规划建设音响驯化区，根据拟建海域环境条件确定对

象鱼种，一般选择本地经济鱼类，根据对象鱼种的听觉特定及环境噪声特性确定驯化声音的各项参数，

然后确定驯化的具体方案，设计时需要明确驯化声音类型、频率、声压、每日放声次数、放声总时长、

投饵前放声时长、投饵后放声时长、驯化周期、驯化鱼类种类、规格、数量、驯化系统设施设备要求等，

具体可参照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鱼类音响驯化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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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底播增殖区及增殖放流规划要求 

根据对象生物及拟建生息场环境条件，确定增殖放流种类、规格、放流密度和时间、放流方法和放

流工具等，明确放流苗种来源、苗种质量、放流记录等要求。具体可参照 SC/T 9401。放流种类一般选

择土著种，谨慎选择外来种，放流时间和放流规格应根据放流种类生活习性和环境抵抗能力确定，放流

密度应参照放流种类的自然栖息密度并结合生物承载力分析确定。 

5.4.7资源培育区及设施的规划要求 

需规划确定资源培育区的具体范围，培育设施的种类、规格、设置地点及设置方式、布局、对象生

物苗种的规格、在培育育成空间内的密度及育成规格等。一般不规划投饵式资源培育区，在营养物质贫

乏的海域可适当规划，但不宜作为海洋牧场设施长期使用。资源培育设施的结构、类型、规格大小应根

据培育资源对象种类、环境条件、水深、成本等因素综合确定。设置密度应根据环境承载力、流场特性

等进行确定，并应做好自然灾害、病害防控等预案。 

5.4.8捕捞生产区及生态采捕规划要求 

渔业生产型海洋牧场应规划建设后的生物采捕方式，包括采用的采捕策略、采捕网具、采捕时间、

计划采捕数量等。应根据对象生物习性及环境特点，规划采用环境友好型生态采捕网具，提高对象生物

选择性及成活率。应根据资源量增殖情况对采捕的规格及数量做出规定，采捕生物的规格及采捕量应不

损伤对象生物种群的自然恢复能力。具体可参照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渔业资源采捕规范。 

5.4.9休闲垂钓区及休闲渔业设施的规划要求 

休闲型海洋牧场需规划休闲垂钓区，并根据垂钓区域大小、鱼类增殖规模、服务设施等规划休闲垂

钓设施，无台风、浮冰等影响的离岸较近区域可规划休闲垂钓平台，对平台材质、规格、接待能力等提

出具体要求；人员离岸较远的垂钓区可规划休闲垂钓船队，规划船只的数量、材质、马力、载客量、航

行能力等，同时应规划相应的停泊码头等陆地配套设施。垂钓鱼类的规划应以资源调查评估为依据，不

损害种群的自然恢复能力，满足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需求。 

5.4.10监测评估系统及多功能管理平台规划要求 

海洋牧场宜配备环境监测系统、海上管理平台等监管设施。环境监测系统应对海洋牧场区域的水温、

盐度、溶解氧、浊度、叶绿素等基础环境要素进行在线监测，应规划环境监测平台的数量、位置分布、

主要功能、监测的环境因子种类及精度要求等，生物监测应采用视频监测，规划建立水下及海底的视频

监控系统（监控系统位置及监控的时间）。监测浮标及站点的布设密度可根据区域大小、环境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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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报告内容 

一、规划概况 

（一）规划背景 

（二）规划范围 

（三）规划依据 

二、建设基础与现状 

（一）发展基础及优势 

（二）建设现状及问题 

（三）建设意义 

三、建设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建设目标 

（四）建设类型 

四、总体布局 

五、建设内容 

六、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七、投资估算 

八、效益分析 

九、保障措施 

十、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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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底播增殖区及增殖放流规划要求 

根据对象生物及拟建生息场环境条件，确定增殖放流种类、规格、放流密度和时间、放流方法和放

流工具等，明确放流苗种来源、苗种质量、放流记录等要求。具体可参照 SC/T 9401。放流种类一般选

择土著种，谨慎选择外来种，放流时间和放流规格应根据放流种类生活习性和环境抵抗能力确定，放流

密度应参照放流种类的自然栖息密度并结合生物承载力分析确定。 

5.4.7资源培育区及设施的规划要求 

需规划确定资源培育区的具体范围，培育设施的种类、规格、设置地点及设置方式、布局、对象生

物苗种的规格、在培育育成空间内的密度及育成规格等。一般不规划投饵式资源培育区，在营养物质贫

乏的海域可适当规划，但不宜作为海洋牧场设施长期使用。资源培育设施的结构、类型、规格大小应根

据培育资源对象种类、环境条件、水深、成本等因素综合确定。设置密度应根据环境承载力、流场特性

等进行确定，并应做好自然灾害、病害防控等预案。 

5.4.8捕捞生产区及生态采捕规划要求 

渔业生产型海洋牧场应规划建设后的生物采捕方式，包括采用的采捕策略、采捕网具、采捕时间、

计划采捕数量等。应根据对象生物习性及环境特点，规划采用环境友好型生态采捕网具，提高对象生物

选择性及成活率。应根据资源量增殖情况对采捕的规格及数量做出规定，采捕生物的规格及采捕量应不

损伤对象生物种群的自然恢复能力。具体可参照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渔业资源采捕规范。 

5.4.9休闲垂钓区及休闲渔业设施的规划要求 

休闲型海洋牧场需规划休闲垂钓区，并根据垂钓区域大小、鱼类增殖规模、服务设施等规划休闲垂

钓设施，无台风、浮冰等影响的离岸较近区域可规划休闲垂钓平台，对平台材质、规格、接待能力等提

出具体要求；人员离岸较远的垂钓区可规划休闲垂钓船队，规划船只的数量、材质、马力、载客量、航

行能力等，同时应规划相应的停泊码头等陆地配套设施。垂钓鱼类的规划应以资源调查评估为依据，不

损害种群的自然恢复能力，满足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需求。 

5.4.10监测评估系统及多功能管理平台规划要求 

海洋牧场宜配备环境监测系统、海上管理平台等监管设施。环境监测系统应对海洋牧场区域的水温、

盐度、溶解氧、浊度、叶绿素等基础环境要素进行在线监测，应规划环境监测平台的数量、位置分布、

主要功能、监测的环境因子种类及精度要求等，生物监测应采用视频监测，规划建立水下及海底的视频

监控系统（监控系统位置及监控的时间）。监测浮标及站点的布设密度可根据区域大小、环境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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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情况综合确定。有条件的可规划建设涵盖数据采集、分析、传输、垂钓、牧场管护等功能的管理平

台。具体可参照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监测信息化建设技术规范。 

5.4.11海洋牧场管理规划要求 

明确海洋牧场的管理方法，确定管理方式、管理主体，明确管理责任。应对海洋牧场建设效果的调

查及评估进行规划，即确定建设后的调查范围、内容、时间、方法，调查要求参照 GB/T12763，确定评

估的方法及标准，参照 SC/T 9417。建设完成后 3年内一般规划为 1次/季度，3 年后不少于 1次/年，

调查评估可采用定点采样调查，有条件的可规划采用科学鱼探仪等声学调查。具体可参照 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效果评估技术规范、T/SCSF XXXX-XXXX 海洋牧场建后管理与维护工作规程。 

5.4.12海洋牧场配套建设规划要求 

海洋牧场配套设施建设一般包括健康苗种繁育中心、产品加工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各类建设生产

船只的建设等。根据建设目标及功能，选择配套设施建设内容，明确配套设施建设的时间、地点、布局、

建设投资主体、建设步骤、维护管理等。 

6 规划设计的步骤 

应根据建设主体要求，按照调查调研（本底环境及生物调查、社会及渔业发展调研、利用现状分析）、

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选取建设内容、明确建设布局、规划编制、评审备案等步骤进行。 

6.1 调查调研 

6.1.1资料获取基本要求 

通过查阅历史资料、走访调研、现场调查、问卷等多种方式获取相关资料，资料获取应包含： 

a) 应具备拟建海域近 5年内的水质、水文、底质、生物、流场、气候等基本数据。 

b) 应具备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及海域功能区划等基本数据。 

c) 应具有拟建海域环境变化、对象生物资源变动、海岸线变动、海域历史开发情况等历史数据。 

d) 应具有区域社会发展现状、渔民生活现状、海洋牧场建设意愿调研等社会经济发展调研资料。 

e) 具备规划设计的海域基本图集资料。 

6.1.2环境及本底调查 

环境及本底调查宜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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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规划前按照 SC/T 9416 要求，进行环境、底质、生物等本底调查，调查站位及调查方法参照

GB/T 12763、SC/T 9403、SC/T 9102 等进行。底质调查可采用浅地层剖面仪、柱状采泥器或底

质钻孔等方法。 

b) 由潜水员或利用水下机器人进行海域海底的实测调查，一般采用抽样实测，实测区域不少于规

划区域的 1/3。 

c) 利用多波束测深系统或侧扫声呐系统进行海域地形地貌调查，采用走航式覆盖规划全区域。 

6.1.3社会及渔业发展调研 

社会及渔业发展调研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对整个区域渔民数量、渔船数量、总吨位、作业区域、时间、范围调查统计。 

b) b) 调研海域的管辖权限、经济发展情况、渔民渔村收益情况、水产品交易情况（主要交易的

种类、数量、交易额、交易地点等）、水产品加工等情况。 

6.1.4海域利用现状资料搜集 

海域利用现状资料搜集宜满足如下要求： 

a) 进行过何种开发、利用，现在有无其他利用。 

b) 海域内捕捞渔民数量、捕捞产量、捕捞网具、捕捞种类及数量、规格等。 

c) 有无养殖、采沙、疏浚等等相关工程。 

d) 其他海域有无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网箱、浮筏等养殖设施、海域环境监测、苗种生产等建设

项目。 

e) 本海域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条例或管理规章等。 

6.2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 

按照 5.1和 5.2要求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 

6.3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规划内容选择 

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规划内容选择宜满足如下要求： 

a) 对所有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结合建设主体需求按照 5.1 和 5.2要求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

然后按照 5.3选取建设内容。 

b) 对各项建设内容根据规划方法进行详细规划，包括建设背景、建设区域、总体布局、具体建设

内容、方法、时间步骤、投资估算、效益分析、管理要求、保障措施等。 

6.6规划编制 

T/SCSF**-2020 

8 

附录 A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报告内容 

一、规划概况 

（一）规划背景 

（二）规划范围 

（三）规划依据 

二、建设基础与现状 

（一）发展基础及优势 

（二）建设现状及问题 

（三）建设意义 

三、建设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建设目标 

（四）建设类型 

四、总体布局 

五、建设内容 

六、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七、投资估算 

八、效益分析 

九、保障措施 

十、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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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规划前按照 SC/T 9416 要求，进行环境、底质、生物等本底调查，调查站位及调查方法参照

GB/T 12763、SC/T 9403、SC/T 9102 等进行。底质调查可采用浅地层剖面仪、柱状采泥器或底

质钻孔等方法。 

b) 由潜水员或利用水下机器人进行海域海底的实测调查，一般采用抽样实测，实测区域不少于规

划区域的 1/3。 

c) 利用多波束测深系统或侧扫声呐系统进行海域地形地貌调查，采用走航式覆盖规划全区域。 

6.1.3社会及渔业发展调研 

社会及渔业发展调研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对整个区域渔民数量、渔船数量、总吨位、作业区域、时间、范围调查统计。 

b) b) 调研海域的管辖权限、经济发展情况、渔民渔村收益情况、水产品交易情况（主要交易的

种类、数量、交易额、交易地点等）、水产品加工等情况。 

6.1.4海域利用现状资料搜集 

海域利用现状资料搜集宜满足如下要求： 

a) 进行过何种开发、利用，现在有无其他利用。 

b) 海域内捕捞渔民数量、捕捞产量、捕捞网具、捕捞种类及数量、规格等。 

c) 有无养殖、采沙、疏浚等等相关工程。 

d) 其他海域有无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网箱、浮筏等养殖设施、海域环境监测、苗种生产等建设

项目。 

e) 本海域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条例或管理规章等。 

6.2 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 

按照 5.1和 5.2要求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 

6.3 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规划内容选择 

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规划内容选择宜满足如下要求： 

a) 对所有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结合建设主体需求按照 5.1和 5.2要求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

然后按照 5.3选取建设内容。 

b) 对各项建设内容根据规划方法进行详细规划，包括建设背景、建设区域、总体布局、具体建设

内容、方法、时间步骤、投资估算、效益分析、管理要求、保障措施等。 

6.6 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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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编制宜满足如下要求： 

a) 按照确定的建设目标、类型及建设内容，基本应包含规划背景、原则、建设目标、类型、布局、

建设内容、步骤、时间安排、投资估算、效益分析、保障措施等内容。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报告

内容参见附录 A. 

b) 规划编制应由海洋牧场专业研究人员负责，同时应配套有规划图集等资料，便于建设时参考。 

6.7 规划评审与备案 

规划完成后应通过专家评审会进行修订完善，最后上报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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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报告内容 

一、规划概况 

（一）规划背景 

（二）规划范围 

（三）规划依据 

二、建设基础与现状 

（一）发展基础及优势 

（二）建设现状及问题 

（三）建设意义 

三、建设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建设目标 

（四）建设类型 

四、总体布局 

五、建设内容 

六、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七、投资估算 

八、效益分析 

九、保障措施 

十、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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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报告内容 

一、规划概况 

（一）规划背景 

（二）规划范围 

（三）规划依据 

二、建设基础与现状 

（一）发展基础及优势 

（二）建设现状及问题 

（三）建设意义 

三、建设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二）基本原则 

（三）建设目标 

（四）建设类型 

四、总体布局 

五、建设内容 

六、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七、投资估算 

八、效益分析 

九、保障措施 

十、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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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 

《海洋牧场建设规划设计技术指南》编制说明 

 

一、 制定本标准的工作过程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全国

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全国科技兴海规划（2016-2020 年）》沿海各地规划，“十

三五”以后，我国将进入海洋牧场快速发展期，2017、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

代化海洋牧场，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出发展海洋牧场，作为现代渔业发展的重

要方向之一，国家对海洋牧场建设高度关注，出台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

（2017-2025 年）》，规划到 2025 年，在全国创建区域代表性强、生态功能突出、具有典

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178 个，推动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和管理

科学化、规范化。海洋牧场需要科学规划、科学建设、科学管理，这样才能保障海洋牧

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保障我国当前和以后的大规模海洋牧场建设能够按照系

统、科学、规范地进行，有效地为海洋牧场的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指导，以充分发挥海

洋牧场建设养护渔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带动三产融合发展目标，很有必要制定相关

的规划设计技术标准，从科学规范角度指导海洋牧场的规划设计，为科学建设打下坚实

基础。2018 年，根据关于印发《海洋牧场建设与管理技术规范编制计划》的通知（农渔

资环便[2018]321号），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委托大连海洋大学等单位负责起草《海

洋牧场规划设计技术指南》团体标准。 

2、工作简介 

《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技术指南》任务下达后，标准承担单位大连海洋大学联合国内

从事海洋牧场研究的优势力量，成立了专门的标准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涵盖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学（威海）、全国水

产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标准制定的基本框架、工作内容、技术路

线等，并对起草小组人员进行任务分工。为使本标准科学、规范、务实，并具备较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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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标准起草小组先后走访了各省市相关海洋牧场建设和管理单位、水产科研机构、

大专院校以及相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等，收集、整理了大量理论和技术资料。在取得大

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起草小组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 1.1-2009 的规定进行编写，

完成征求意见稿，于 2019 年 7 月提交给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进行专家送审。 

3、基础资料分析和补充调研 

起草小组对收集的海洋牧场研究的相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已经建成的海洋

牧场示范区进行了现场调研，根据有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海洋牧场建设规划的要求，

确定海洋牧场规划设计的主要编制框架及技术参数。为使本标准更加科学与准确，编写

组收集、整理了大量理论和技术资料，主要文献简列如下： 

（1） GB/T 8588-2001 渔业资源基本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 2001-11-12 发布，2002-03-01 实施）。 

（2） GB/T 19834-2005 海洋学术语 海洋资源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5-07-15 发布，2006-01-01 实施）。 

（3） GB/T 15918-2010 海洋学综合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4） GB/T 15919-2010 海洋学术语 海洋生物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01-14 发布，2011-06-01 实施）。 

（5） GB/T 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发布，2008-02-01实施）。 

（6） GB/T 12763.2-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2 部分：海洋水文观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7） GB/T 12763.4-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4 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8） GB/T 12763.6-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2008-02-01 实施）。 

（9） GB/T 12763.9-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 9 部分：海洋生态调查指南（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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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7-08-13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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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硕，主要负责撰写海藻场及其他辅助配套部分的设置布局要求等。 

张秀梅，主要负责撰写人工鱼礁、海草场及其他辅助配套部分的设置布局要求等。 

张沛东，主要负责撰写海草场及其他辅助配套部分的设置布局要求等。 

李文涛，主要负责撰写有关人工鱼礁选址的基本原则等内容。 

梁振林，主要负责撰写人工鱼礁及其他辅助配套部分的设置布局要求等。 

姜昭阳，主要负责撰写人工鱼礁及其他辅助配套部分的设置布局要求等。 

二、 编制本标准的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本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在格式上按照符合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标准文本简要，能直接引用的标准尽量引用，相关内容不

再在本标准中出现。并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参考相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目前海洋牧场规划建设及管理过程中的实际情

况，从维护海洋牧场建设管理者的权益，提高海洋牧场规划的科学性和适用性等指导思

想出发，对获得的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研究，使规划设计更加科学化，对规划设计中的

可量指标进行合理的规定。密切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标准的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

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逻辑严谨。标准中的术语、符号统一，与相关标准相协调。同时

注意了以下原则：（1）考虑我国现阶段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导向；

（2）针对我国近海海域的生态特点与开发与利用现状；（3）考虑我国目前海洋科技能

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4）考虑我国目前的行业统计制度与统计水平；（5）考虑目前

我国的海洋牧场发展现状与趋势。 

2、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1） 关于标准的名称 

标准原计划名称“海洋牧场建设选址与规划布局技术规程”，考虑到内容复杂性，

同时考虑到内容完整性，根据专家意见，将标准拆分为两个：其中之一即本标准名称改

成了“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技术指南”，使得本标准更加适合于海洋牧场建设前的规划与

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献 

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进行，在规范中未引用过的标准不出现在该章节中；

在引用未提及具体章节号的引用采用不注日期引用，以适应所引文件的将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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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 

为突出本标准的重点，易于理解本标准的相关概念和操作，根据专家审定会议和专

家意见，对“海洋牧场、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海洋牧场功能区、海洋牧场设施”进行了

定义。 

3.1 海洋牧场 marine ran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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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9111-2017，定义 3.1] 

关于海洋牧场定义，国内多位学者都曾给出过定义，国内学者傅恩波、黄宗国、张

国胜、杨金龙 、陈勇、杨红生等都对海洋牧场的概念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农业部在 2017

年发布了行业标准“海洋牧场分类”（SC/T9111-2017），因此为统一起见，本标准采用

2017 年发布的行业标准“海洋牧场分类”中关于海洋牧场的定义。 

3.2 海洋牧场类型 types of marine ranching 

根据海洋牧场的主要功能和建设目标、所在海域、主要增殖或养护对象、主要开发

利用方式等，将海洋牧场进行类型划分。 

注：包括养护型、增殖型、休闲型。 

本定义主要结合海洋牧场分类的行业标准进行说明，便于规划设计的分类完成。 

3.3 海洋牧场规划设计 marine ranching design 

海洋牧场建设前通过调查、调研等方式搜集资料，在分析建设基础与现状、存在问

题及解决措施的基础上对海洋牧场建设目标与类型、总体布局及建设内容、建设方法与

步骤、投资及效益分析、保障措施等进行规划和设计并完成规划文本的过程。 

本定义主要结合海洋牧场规划设计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骤来定义。 

3.4 海洋牧场资源调查 investigation of marine ranching resources  

海洋牧场建设前后，对海洋牧场区和对比区进行的以掌握环境、生物和生态系统功

能等状况为目的的调查，包括本底调查及效果调查。 

本定义主要对海洋牧场建设前后开展的调查进行定义。 

3.5 海洋牧场区 area of marine ranching 

海洋牧场外围功能区的外界点连线包围的区域。 

规定了海洋牧场的建设和规划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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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海洋牧场功能区 functional area of marine ranching 

实现海洋牧场各项功能而划分出的相对独立的区域。 

注：包括人工鱼礁区、底播增殖区、资源培育区、休闲垂钓区等。 

在海洋牧场规划设计中，功能区的划分非常重要，关系到海洋牧场效益最大化，按

照目前海洋牧场主要建设内容及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功能区划分。 

3.7 海洋牧场设施 facility of marine ranching 

海洋牧场功能区中实现某种功能的基本工具或设备。 

注：包括人工鱼礁、资源培育设施、鱼类音响驯化系统、休闲垂钓设施、浮标监测

系统、多功能管理平台等。 

本条对海洋牧场中的设施进行定义，海洋牧场设施是目前海洋牧场建设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 

（4） 第 4 章 规划设计条件 

4.1.1  符合涉海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海域使用功能区划及渔业发展

规划等要求。 

4.1.2  符合 GB/T 19485-2014 中对海洋工程环境影响基本要求。 

4.1.3  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与水利、海上开采、航道、港区、锚

地、通航密集、倾废区、海底管线及其他海洋工程设施、保护区和国防用海等排他性功

能区划不相冲突。与海洋生态红线管控要求相符合。 

在基本原则要求方面，主要对目前海洋牧场建设前需要考虑的与国家法律法规、发

展规划、功能区划、生态红线等的相符性。 

4.2 基本条件 

4.2.1 自然条件 

4.2.1.1 选择海底地形坡度平缓或平坦的海域。对于 II 型、III 型鱼礁生物的人工鱼

礁与大型天然礁的间距应该在 1000m 以上。 

4.2.1.2 拟建海域具备良好的底质、海流等环境条件；水质达到 GB 3097 规定中的

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并满足 GB11607 要求，沉积物达到 GB 18668 规定中的第一类海

洋沉积物质量标准。 

4.2.1.3 有饵料生物分布，对象生物的竞争生物及敌害生物的生物量较少，不会对对

象生物增殖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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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受台风、风暴潮、海冰等灾害性气象影响较小。 

4.2.2 社会条件 

4.2.2.1 具有政府专门管理机构、相应的管理及运营单位以及长期合作的科技支撑单

位及科技团队。 

4.2.2.2 能够得到海域相关利益者的同意，不存在权属争议。能够理顺与渔业除外的

权力、法律、制度的关系。不仅要明确行政区域，还要明确管理的内容和范围。 

4.2.3 其他条件 

4.2.3.1 能够具备开展水质、底质、生物、流场、地形等调查的条件。 

4.2.3.2 离岸或码头距离一般不超过 30 nmi，易于确定位置，易于锚泊，往返航道安

全，通讯无干扰。 

4.2.3.3 具备获取渔业发展历史、开发利用现状及相关海区规划等材料的途径和条件。 

4.2.3.4 不得对建设区域内的景观历史造成影响，应具备长期使用功能，并对本地产

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在基本条件要求设置方面，主要根据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其他条件进行规范性要

求，自然条件根据地形、底质、沉积物、水质、饵料生物、敌害生物等方面做出基本要

求，社会条件主要从海洋牧场建设的管理、运行、科技支撑等方面进行基本要求，其他

条件主要从位置、历史和现状、相关条件等方面提出基本要求。 

（5）     第 5 章 规划设计内容及要求 

5.1 建设目标 

5.1.1 生态环境优化目标 

明确需要修复优化的具体区域的生态环境及修复优化程度。 

5.1.2 资源增殖目标 

根据自然条件、原有生物种类组成及生产发展现状，明确养护和增殖的渔业资源种

类及资源量增殖目标。如需投放人工鱼礁，则根据 SC/T9416-2014 需明确养护增殖的对

象生物为 I 型、II 型还是 III 型。 

5.1.3 效益目标 

明确建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是综合效益等效益目标。 

海洋牧场建设首先要明确建设目标，因此在规划设计内容上，首先对建设目标的规

划进行要求，即规划设计要从生态环境优化、资源增殖、效益等方面设定目标要求，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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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建设时按照目标设定进行。 

5.2 确定建设类型 

5.2.1 按主体功能分类 

参照 SC/T 9111，将海洋牧场按照 2 级 12 类划分，明确海洋牧场建设的主体功能。 

5.2.2 按功能目标类型分类 

依据本底调查结果、区域主体功能区划以及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在明确主体功

能前提下结合建设主体需求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相关设施，详见表 1。 

表1 建设目标类型 

类型 海洋牧场功能目标分类 
海洋牧场设施 

基本设施 配套设施 

单一目

标型 

养护型 人工鱼礁、人工藻礁 
宜配有鱼类音响

驯化系统、监测系

统、多功能管理平

台等，并根据自身

建设条件开展对

象生物增殖放流、

藻类移植等。 

增殖型 
人工鱼礁、人工藻场、生态养殖设

施 

休闲型 人工鱼礁、休闲垂钓设施 

多功能

型 

养护型兼顾增殖生产 
人工鱼礁、人工藻礁、资源培育设

施 

养护型兼顾休闲垂钓 
人工鱼礁、人工藻礁、休闲垂钓设

施 

 

设定建设目标后，需要根据本底调查结果、区域主体功能区划以及相关区域经济发

展现状设定建设类型，建设类型的设置主要参考日本、韩国等建设类型分类依据，同时

结合我国建设实际，主要从功能目标等方面进行分类。 

5.3 总体布局 

5.3.1 总体布局应依据拟建海洋牧场海域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及建设目标与类型，对拟建海

域海洋牧场的各功能区进行科学布局，对建设设施、建设内容进行统筹规划设计；海洋牧场功能区

的划分应根据海域内的本底环境条件、对象生物行为特征、功能区生态定位、投资情况，以及开发

利用现状。 

5.3.2 功能区的划分，可根据功能差异分为人工鱼礁区、藻（草）场建设区、底播增

殖区、资源培育区、行为驯化区、休闲垂钓区、捕捞生产区等，依据具体情况一些功能

区可重叠。 

总体布局方面主要考虑到拟建海域条件和建设目标与类型，然后对海洋牧场的区域

划分、设施布局、建设内容等做出要求。 

5.4 设计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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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基本要求 

5.4.1.1 海洋牧场设施建设必须符合生态优先、统筹规划的基本原则，根据海洋牧场

选址要求，综合海域生态环境、生物资源、底质条件、流场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开发

利用现状等科学布局。 

5.4.1.2 建设设施工程包括人工鱼礁、人工藻礁、生态养殖设施、音响驯化系统、休

闲垂钓设施、多功能管理平台等，建设内容涵盖人工鱼礁渔场、海藻场、对象生物增殖

放流、鱼类行为驯化与控制、生态健康养殖、环境生物监测与预警、海洋牧场信息化智

能化管理等。 

5.4.1.3 具体选择的设施工程、建设内容应根据本底调查结果、海域环境及生物特点、

建设目标与类型及投资情况综合确定。设计报告相关术语参照 GB/T 8588。 

5.4.2 人工鱼礁区的规划要求 

5.4.2.1 人工鱼礁 

低潮线水深 6m 以深、海底地形平坦、底质较硬、潮流通畅无污染的区域宜规划人

工鱼礁建设内容，低潮线水深 6m 以浅区域如底质适合且不影响船舶航行的前提下可适

当规划。人工鱼礁区选址要求可参照团体标准（人工鱼礁选址技术规范），建设类型可

根据 SC/T 9416 的要求在明确建设目标前提下，结合当地自然、社会等条件进行明确定

位。人工鱼礁建礁材料鼓励使用低成本环保新材料，设计时需要对材料强度、环境及生

物相容性、制作过程等提出要求，具体可参照 SC/T 9416、《海洋牧场礁体制作技术规范》，

鱼礁结构布局可参考《人工鱼礁建设容量评估及布局技术规范》，礁体运输、投放参考

《海洋牧场礁体运输与投放技术规程》，管理及维护等参考《海洋牧场建后管理与维护

工作规程》。 

5.4.2.2 珊瑚礁 

珊瑚礁建设规划需考虑拟建区域自然条件、拟增殖珊瑚种类等，对建设方法、步骤

等做出详细规定，具体可参照《海洋牧场珊瑚礁建设技术规程》。 

5.4.3 藻场建设区规划要求 

海藻场需要对区域自然条件特别是水深、底质等做出要求，设计需综合考虑建设水

深、透明度、营养盐含量、流速、对象藻种、敌害生物等因素，海藻场宜采取投放人工

藻礁进行藻类移植或自然增殖海藻的方法，规划时需对人工藻礁的选材、结构、配置布

局等进行设计，人工藻礁宜布设在光线较强、透明度较大的真光层内，一般设置区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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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以浅，建设要求应符合 SC/T 9416，同时对移植藻类的种类、方法、移植步骤等进行

规定，具体可参照《海洋牧场海藻场建设技术规程》。 

5.4.4 海草床建设区规划要求 

海草床设计需考虑水深、底质、对象草种、敌害生物等因素，一般选用历史上曾经

生长的种类或本地土著种，并对种植海草的区域选址、方法、步骤等做出规定，具体可

参照《海洋牧场海草床建设技术规范》。 

5.4.5 行为驯化区的规划要求 

海域环境噪声影响小、便于管理的近岸海域可规划建设音响驯化区，根据拟建海域

环境条件确定对象鱼种，一般选择本地经济鱼类，根据对象鱼种的听觉特定及环境噪声

特性确定驯化声音的各项参数，然后确定驯化的具体方案，设计时需要明确驯化声音类

型、频率、声压、每日放声次数、放声总时长、投饵前放声时长、投饵后放声时长、驯

化周期、驯化鱼类种类、规格、数量、驯化系统设施设备要求等，具体可参照《海洋牧

场鱼类音响驯化技术指南》： 

5.4.6 底播增殖区及增殖放流规划要求 

根据对象生物及拟建生息场环境条件，确定增殖放流种类、规格、放流密度和时间、

放流方法和放流工具等，明确放流苗种来源、苗种质量、放流记录等要求。具体可参照

SC/T 9401。放流种类一般选择土著种，谨慎选择外来种，放流时间和放流规格应根据

放流种类生活习性和环境抵抗能力确定，放流密度应参照放流种类的自然栖息密度并结

合生物承载力分析确定。 

5.4.7 资源培育区及设施的规划要求 

需规划确定资源培育区的具体范围，培育设施的种类、规格、设置地点及设置方式、

布局、对象生物苗种的规格、在培育育成空间内的密度及育成规格等。一般不规划投饵

式资源培育区，在营养物质贫乏的海域可适当规划，但不宜作为海洋牧场设施长期使用。

资源培育设施的结构、类型、规格大小应根据培育资源对象种类、环境条件、水深、成

本等因素综合确定。设置密度应根据环境承载力、流场特性等进行确定，并应做好自然

灾害、病害防控等预案。 

5.4.8 捕捞生产区及生态采捕规划要求 

渔业生产型海洋牧场应规划建设后的生物采捕方式，包括采用的采捕策略、采捕网

具、采捕时间、计划采捕数量等。应根据对象生物习性及环境特点，规划采用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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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生态采捕网具，提高对象生物选择性及成活率。应根据资源量增殖情况对采捕的规格

及数量做出规定，采捕生物的规格及采捕量应不损伤对象生物种群的自然恢复能力。具

体可参照《海洋牧场渔业资源采捕规范》。 

5.4.9 休闲垂钓区及休闲渔业设施的规划要求 

休闲型海洋牧场需规划休闲垂钓区，并根据垂钓区域大小、鱼类增殖规模、服务设

施等规划休闲垂钓设施，无台风、浮冰等影响的离岸较近区域可规划休闲垂钓平台，对

平台材质、规格、接待能力等提出具体要求；人员离岸较远的垂钓区可规划休闲垂钓船

队，规划船只的数量、材质、马力、载客量、航行能力等，同时应规划相应的停泊码头

等陆地配套设施。垂钓鱼类的规划应以资源调查评估为依据，不损害种群的自然恢复能

力，满足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需求。 

5.4.10 监测评估系统及多功能管理平台规划要求 

海洋牧场宜配备环境监测系统、海上管理平台等监管设施。环境监测系统应对海洋

牧场区域的水温、盐度、溶解氧、浊度、叶绿素等基础环境要素进行在线监测，应规划

环境监测平台的数量、位置分布、主要功能、监测的环境因子种类及精度要求等，生物

监测应采用视频监测，规划建立水下及海底的视频监控系统（监控系统位置及监控的时

间）。监测浮标及站点的布设密度可根据区域大小、环境变化情况、投资情况综合确定。

有条件的可规划建设涵盖数据采集、分析、传输、垂钓、牧场管护等功能的管理平台。

具体可参照《海洋牧场监测信息化建设技术规范》。 

5.4.11 海洋牧场管理规划要求 

明确海洋牧场的管理方法，确定管理方式、管理主体，明确管理责任。应对海洋牧

场建设效果的调查及评估进行规划，即确定建设后的调查范围、内容、时间、方法，调

查要求参照 GB/T12763，确定评估的方法及标准，参照 SC/T 9417。建设完成后 3 年内

一般规划为 1 次/季度，3 年后不少于 1 次/年，调查评估可采用定点采样调查，有条件

的可规划采用科学鱼探仪等声学调查。具体可参照《海洋牧场效果评估技术规范》、《海

洋牧场建后管理与维护工作规程》 

5.4.12 海洋牧场配套建设规划要求 

海洋牧场配套设施建设一般包括健康苗种繁育中心、产品加工中心、物流配送中心、

各类建设生产船只的建设等。根据建设目标及功能，选择配套设施建设内容，明确配套

设施建设的时间、地点、布局、建设投资主体、建设步骤、维护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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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内容方面，主要基于目前海洋牧场建设中的技术体系，从人工鱼礁、海藻场

建设、增殖放流、音响驯化、生态采捕等技术内容以及配套设施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在本规范中只是对每一项技术内容的规划设计基本要求提出规范性要求，并不针对每一

项具体内容来明确如何建设，具体如何建设可对应后续系列标准的每一项建设内容进行

规范要求。 

（6） 第 6 章  规划设计的步骤 

应根据建设主体要求，按照调查调研（本底环境及生物调查、社会及渔业发展调研、

利用现状分析）、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选取建设内容、明确建设布局、规划编制、

评审备案等步骤进行。 

6.1 调查调研 

6.1.1 资料获取基本要求 

通过查阅历史资料、走访调研、现场调查、问卷等多种方式获取相关资料，资料获

取应包含： 

a) 应具备拟建海域近 5 年内的水质、水文、底质、生物、流场、气候等基本数据。 

b) 应具备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及海域功能区划等基本数据。 

c) 应具有拟建海域环境变化、对象生物资源变动、海岸线变动、海域历史开发情

况等历史数据。 

d) 应具有区域社会发展现状、渔民生活现状、海洋牧场建设意愿调研等社会经济

发展调研资料。 

e) 具备规划设计的海域基本图集资料。 

规划设计的步骤中第一步应该是获取各类参考资料，这些参考资料通常包括拟建海

区的基本情况（包括历史和现状，包括海域环境、水文水质、生物、底质等等各个方面），

还包括相关行业等的发展情况，还有就是为了设计而搜集的基本图集等资料，在此明确

了应获取的相关资料情况。 

6.1.2 环境及本底调查 

环境及本底调查宜满足如下要求： 

a) 规划前按照 SC/T 9416 要求，进行环境、底质、生物等本底调查，调查站位及

调查方法参照 GB/T 12763、SC/T 9403、SC/T 9102 等进行。底质调查可采用浅地层剖面

仪、柱状采泥器或底质钻孔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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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潜水员或利用水下机器人进行海域海底的实测调查，一般采用抽样实测，实

测区域不少于规划区域的 1/3。 

c) 利用多波束测深系统或侧扫声呐系统进行海域地形地貌调查，采用走航式覆盖规

划全区域。 

开展本底调查是进行规划设计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本底调查的数据分析才能更加

科学规范的制定规划设计报告，由于目前开展的海洋牧场建设是以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

海藻场建设为主，因此本底调查参考在行业标准《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中的本底调

查要求，同时规定了先进声学设备的应用调查。 

6.1.3 社会及渔业发展调研 

社会及渔业发展调研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对整个区域渔民数量、渔船数量、总吨位、作业区域、时间、范围调查统计。 

b) 调研海域的管辖权限、经济发展情况、渔民渔村收益情况、水产品交易情况（主

要交易的种类、数量、交易额、交易地点等）、水产品加工等情况。 

本部分主要针对渔业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为规划设计提供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依

据。 

6.1.4 海域利用现状资料搜集 

海域利用现状资料搜集宜满足如下要求： 

a) 进行过何种开发、利用，现在有无其他利用。 

b) 海域内捕捞渔民数量、捕捞产量、捕捞网具、捕捞种类及数量、规格等。 

c) 有无养殖、采沙、疏浚等等相关工程。 

d) 其他海域有无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网箱、浮筏等养殖设施、海域环境监测、

苗种生产等建设项目。 

e) 本海域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条例或管理规章等。 

海域利用现状直接关系到海洋牧场建设能否按照规划设计内容来建设，因此，在规

划设计前必须考虑海域利用现状，在尽可能不破坏现有利用情况下开展规划设计工作。 

6.2 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 

按照 5.1 和 5.2 要求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 

6.3 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规划内容选择 

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规划内容选择宜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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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潜水员或利用水下机器人进行海域海底的实测调查，一般采用抽样实测，实

测区域不少于规划区域的 1/3。 

c) 利用多波束测深系统或侧扫声呐系统进行海域地形地貌调查，采用走航式覆盖规

划全区域。 

开展本底调查是进行规划设计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本底调查的数据分析才能更加

科学规范的制定规划设计报告，由于目前开展的海洋牧场建设是以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

海藻场建设为主，因此本底调查参考在行业标准《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中的本底调

查要求，同时规定了先进声学设备的应用调查。 

6.1.3 社会及渔业发展调研 

社会及渔业发展调研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对整个区域渔民数量、渔船数量、总吨位、作业区域、时间、范围调查统计。 

b) 调研海域的管辖权限、经济发展情况、渔民渔村收益情况、水产品交易情况（主

要交易的种类、数量、交易额、交易地点等）、水产品加工等情况。 

本部分主要针对渔业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为规划设计提供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依

据。 

6.1.4 海域利用现状资料搜集 

海域利用现状资料搜集宜满足如下要求： 

a) 进行过何种开发、利用，现在有无其他利用。 

b) 海域内捕捞渔民数量、捕捞产量、捕捞网具、捕捞种类及数量、规格等。 

c) 有无养殖、采沙、疏浚等等相关工程。 

d) 其他海域有无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网箱、浮筏等养殖设施、海域环境监测、

苗种生产等建设项目。 

e) 本海域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条例或管理规章等。 

海域利用现状直接关系到海洋牧场建设能否按照规划设计内容来建设，因此，在规

划设计前必须考虑海域利用现状，在尽可能不破坏现有利用情况下开展规划设计工作。 

6.2 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 

按照 5.1 和 5.2 要求确定建设目标及建设类型。 

6.3 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规划内容选择 

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及规划内容选择宜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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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所有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结合建设主体需求按照 5.1 和 5.2 要求确定建设目标

及建设类型。然后按照 5.3 选取建设内容。 

b) 对各项建设内容根据规划方法进行详细规划，包括建设背景、建设区域、总体

布局、具体建设内容、方法、时间步骤、投资估算、效益分析、管理要求、保障措施等。 

这部分主要对资料分析及规划内容的选择提出基本要求，即明确必须要有资料分析

整理的步骤，分析的目标即结合现状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和建设内容。 

6.4 规划编制 

规划编制宜满足如下要求： 

a) 按照确定的建设目标、类型及建设内容，基本应包含规划背景、原则、建设目

标、类型、布局、建设内容、步骤、时间安排、投资估算、效益分析、保障措施等内容。

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报告内容参见附录 A. 

b) 规划编制应由海洋牧场专业研究人员负责，同时应配套有规划图集等资料，便

于建设时参考。。 

对规划编制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做出规定。 

6.5 规划评审与备案 

规划完成后应通过专家评审会进行修订完善，最后上报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管理。 

对最后规划设计完成后的相关程序做出规定。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等 

无。 

2、预期经济效果 

《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技术指南》的制定，有利于我国各地开展的海洋牧场建设工作

能够在科学、规范、高效地规划设计框架下有步骤地规范化进行，为我国海洋牧场的建

设和管理提供科学指导，充分发挥我国海洋牧场建设应有的作用，养护渔业资源，改善

生态环境，提高渔业产量和质量，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技术指南》是海洋牧场建设工作能够按照科学、规范化建设框

架下开展的方案性提纲，是进行海洋牧场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国内尚属首次，填补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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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所有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结合建设主体需求按照 5.1 和 5.2 要求确定建设目标

及建设类型。然后按照 5.3 选取建设内容。 

b) 对各项建设内容根据规划方法进行详细规划，包括建设背景、建设区域、总体

布局、具体建设内容、方法、时间步骤、投资估算、效益分析、管理要求、保障措施等。 

这部分主要对资料分析及规划内容的选择提出基本要求，即明确必须要有资料分析

整理的步骤，分析的目标即结合现状确定建设目标、类型和建设内容。 

6.4 规划编制 

规划编制宜满足如下要求： 

a) 按照确定的建设目标、类型及建设内容，基本应包含规划背景、原则、建设目

标、类型、布局、建设内容、步骤、时间安排、投资估算、效益分析、保障措施等内容。

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报告内容参见附录 A. 

b) 规划编制应由海洋牧场专业研究人员负责，同时应配套有规划图集等资料，便

于建设时参考。。 

对规划编制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做出规定。 

6.5 规划评审与备案 

规划完成后应通过专家评审会进行修订完善，最后上报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管理。 

对最后规划设计完成后的相关程序做出规定。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等 

无。 

2、预期经济效果 

《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技术指南》的制定，有利于我国各地开展的海洋牧场建设工作

能够在科学、规范、高效地规划设计框架下有步骤地规范化进行，为我国海洋牧场的建

设和管理提供科学指导，充分发挥我国海洋牧场建设应有的作用，养护渔业资源，改善

生态环境，提高渔业产量和质量，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技术指南》是海洋牧场建设工作能够按照科学、规范化建设框

架下开展的方案性提纲，是进行海洋牧场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国内尚属首次，填补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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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空白。 

五、 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与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草案经相关专家内审，目前尚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在我国开展海洋牧场规范化、科学化的建设和管

理工作中，特别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建设过程中尽可能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海洋牧场规划设计技术指南》团体标准的制定，为我国渔业主管机构、海洋牧场

建设和管理机构以及从事海洋牧场工作研究的科研部门对海洋牧场建设前的规划和设

计工作提供了统一的依据，有利于规范我国海洋牧场建设前相关规划设计等工作的开展。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及时在我国有关地区、特别是海洋牧场建设、管理等实施单

位和有关研究机构进行宣讲贯彻，增强海洋牧场相关建设和管理部门及有关研究机构的

标准化意识，对海洋牧场建设单位技术人员和海洋牧场主管机构管理人员等进行标准化

培训，海洋牧场主管机构以本标准为依据，加大管理力度，促进我国海洋牧场建设科学、

健康、持续发展。 

九、 废除现行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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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中国水产学会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标准项目名称：

意见提出单位（专家）：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2020年 月 日 填写 共 页 第 页

序号
标准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理由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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