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PSR 模型的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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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 Osbeck, 1765)为国家Ⅰ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 厦门湾作为其在中国的主
要分布区之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海岸带开发活动和环境污染程度均不断加大, 导致此海域中华白海
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种群数量日趋减少, 资源状况面临严重威胁。作者采用 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
框架, 对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面临的主要环境压力、当前的资源状态以及采取的保护响应措施进行了一
个较全面的评价, 评价结果认为: 围填海工程、船只交通、水下爆破作业和陆源排污等人类活动给厦门湾
中华白海豚带来了生境缩小、身体伤害、环境污染和饵料短缺等严重影响, 厦门市已采取的保护政策响应
包括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公共管理等方面, 目前种群资源数量稳定在 80 头左右并有潜力扩大。基于评价
结果, 作者提出了加强保护的建议和策略, 可为厦门以外海区的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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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 Osbeck, 1765), 隶属

模 型 是 最 初 由 加 拿 大 统 计 学 家 Rapport 和 Friend

鲸目(Cetacea), 海豚科(Delphinidae), 白海豚属(Sousa

(1979 年)提出, 后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

Gray)。它于 1988 年被列为国家Ⅰ级野生保护动物, 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共

是被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所列入的

同发展起来的用于研究环境问题的框架体系 [8]。由于

物种之一。在中国沿海已证实有中华白海豚种群分布

中华白海豚这一资源与复合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人

[1-2]

[3-5]

、湛江雷州湾 、北

类活动、环境等所有因子相互关联、彼此影响, 基于

部湾北部沿岸[1]、台湾西部沿岸[7]等, 且它是厦门水域

PSR 模型的资源评价使用“压力-状态-响应”这一逻

唯一的国家Ⅰ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自 20 世纪 80 年

辑思维, 体现了人类活动、环境与资源之间的相互作

代以来, 由于受到港口建设、填海围垦、渔业捕捞、船

用关系。一方面人类活动对资源本身及其周边生态

只交通和水体污染等一系列因素影响, 中华白海豚已

环境状态造成一定影响, 另一方面资源状态的改变

逐渐失去其原有的良好栖息环境, 面临着日益严峻的

又迫使人类为恢复资源而做出响应, 此评价方法反

生存威胁。为保护这一海洋珍稀物种, 厦门于 1997 年

映出各因子之间的有机联系, 使得评价结果更具生

8 月 25 日建立厦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并于

态意义。

的水域包括厦门湾

、珠江口

[6]

2000 年 4 月获批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作者拟以 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为基
础对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进行资源评价, 旨在揭示自然
环境和人类活动对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保护和恢
复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恢复资源的存在问题和
对策, 为我国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工作提供参考。

1

基于 PSR 模型的厦门湾中华白
海豚资源评价方法

由此作者提出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评价的 PSR
模型框架(图 1), 在此评价体系中, 压力(P)表征厦门湾
中华白海豚资源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目前正在遭受的
影响；状态(S)表征特定时间阶段的中华白海豚资源状
态或资源状态变化情况；响应(R)表征人们在意识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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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状态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已受到胁迫后所做出

亡的中华白海豚个体, 其中幼仔 20 头, 占死亡总数

的回应, 体现了人们对资源保护的重视情况。

的 54%。作为生活于河口内湾的鲸豚类, 中华白海豚
面临着人类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由于表 1 中所列
出的各项压力指标对资源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 且
其影响程度会随着厦门湾周边社会、经济的发展状
况及人们对其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而发生变化, 因
此本文在具体评价过程中将各项压力进行筛选, 构
建主要压力指标, 如表 2 所示。
可见, 围填海、船只交通、水下爆破作业和陆源

图 1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评价的 PSR 模型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the PSR model for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 assessment in Xiamen waters

1.2

排污等活动给资源造成了较大的生存威胁, 且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有增加的趋势, 将会给厦门湾中华白
海豚带来栖息地缩小、身体伤害、环境污染、饵料
短缺等多种不利影响。因此本研究根据前文提出的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参照 PSR 概念框架, 依据层次分析法原理,

在资料调查和收集的基础上结合厦门湾环境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形成具有目标层、准则层和指
标层共 3 个层次 15 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表 1)。

PSR 模型框架, 选取围填海、船只交通、水下爆破作
业及陆源排污等主要压力指标对厦门湾中华白海豚
资源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价。

2.2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面临的主要压
力分析

2.2.1

围填海工程

目标层为确定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状态, 准则层
包括压力层、状态层、响应层 3 项, 指标层为能反映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所遭受影响的特征指标。
表 1 基于 PSR 的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Tab.1 Dolphin assessment system in Xiamen waters
based on the PSR model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龙江口东北岸、厦门东海域、同安湾和大嶝三岛海
域等。伴随着建设海湾型城市的快速发展步伐, 厦门
市已逐步向以海济陆、向海拓展空间的开发态势转
变 [9]。自 1955 年至 2001 年, 厦门海域面积因围填海

围填海

而缩小了三分之一, 西海域、同安湾等中华白海豚主

海上养殖

要栖息地的围垦面积分别达 58.96 km2 与 31.3 km2。

船只交通
压力层

厦门海域面积为 390 km2 , 包括厦门西海域、九

水下爆破作业
渔业活动
人为捕杀

马銮湾、杏林湾、 筼筜 湖和同安湾顶的丙洲附近等
历史上中华白海豚的主要栖息地, 其自然生境均随
着围堤的建成已不复存在 [10] 。根据厦门市港口建设
的发展态势, 未来的开发利用活动与中华白海豚保

厦门湾中华白海

生活垃圾

豚资源状态

陆源排污

护的矛盾冲突将更加激烈, 中华白海豚面临的生境

种群分布

减小压力也将日益严重。此外, 由于围海造地破坏了

种群数量

海岸带生态环境, 潮间带生物逐渐衰落, 使得处于

种群组成

海洋生物链最高端的中华白海豚的索饵场所和摄食

就地保护

种类、数量均严重受到限制 [11]。

迁地保护

2.2.2

状态层

响应层

公共管理

船只交通
厦门西海域为中华白海豚活动的核心区域, 然

而目前厦门港规模最大、来往船只最多的东渡港区

2
2.1

影响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环境压
力分析
主要压力指标的选取

频繁往来。据统计, 仅大屿、鼓浪屿、鸡屿和漳州附
近水域的快艇平均每天就接近 100 班次 [12]。而中华
白海豚喜爱在离岸距离小于 500 m、水深低于 20 m

厦门海域自 1997 年至 2011 年至少发现 37 头死
58

就位于保护区范围内, 渡轮、集装货轮、快艇等在此

的近岸浅水区域活动 [11, 13], 鼓浪屿、鸡屿等地船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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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主要压力指标选取
Tab. 2 Selection of the main pressure indexes of dolphin in Xiamen waters
影响

直接身体伤害 减少生存空间

传播疾病

干扰定位

生理异常

饵料短缺

压力变化趋势

总计
+++++

围填海工程

−

+

+

+

+

−

+

海上养殖

−

+

−

−

−

−

−

+

船只交通

+

+

−

+

−

−

+

++++

水下爆破作业

+

−

+

+

−

−

+

++++

渔业活动

+

−

+

−

−

+

−

+++

人为捕杀

+

−

−

−

−

−

−

+

生活垃圾

−

−

−

−

−

+

+

++

陆源排污

−

−

+

−

+

+

+

++++

注: “+”表示该项压力在此产生影响, “−”表示根据文献所载该项压力未发现显著影响

频繁活动不仅可能造成白海豚生境的割裂, 螺旋桨

域和中度污染海域(图 2), 海水中的无机氮和活性磷

的转动还可能直接击伤海豚。此外船只产生的机械

酸盐等污染物严重超标。中华白海豚处于海洋生物

噪音, 可干扰海豚用回音定位和通信, 进而增加它

链的最顶端, 环境污染物不仅将通过食物链的传递

被船只伤害的几率。如据报道, 2004 年 2 月 22 日在

和长期富集作用直接影响到白海豚的种群健康, 也

东渡码头附近发现一头硬物撞击致死的白海豚幼仔,

会因鱼类对低氧区域的回避作用导致白海豚饵料资

考虑到厦门西港一带是各种船只来往最为密集的海

源减少, 从而间接影响其种群的持续增长 [4]。

域, 故其很可能为快艇撞击致死

[13]

。

此外, 厦门在五缘湾和香山建立的游艇帆船基
地和国际游艇码头距离白海豚保护区的核心区不远,
不仅将进一步减少白海豚的活动空间, 还可能会影
响到白海豚进出同安湾的洄游通道。
2.2.3

水下爆破作业
随着厦门港涉海工程持续进行, 水下爆破作业

频繁开展, 对中华白海豚的生存造成了很大威胁。水
下爆破作业对白海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
是冲击波对它的伤害。仅 2004 年在厦门海域发现的
8 只死亡白海豚中, 就有 2 只经相关专家进行解剖和
死亡原因分析后, 鉴定为水下炸礁时产生的冲击波
导致死亡

[12]

, 可见水下爆破作业已严重威胁到中华

白海豚的生命安全; 二是研究发现白海豚也会患有
皮肤病、肺炎等疾病 [13], 爆破过程引起的悬浮物、石
油类污染物含量升高可能会增加海豚体表感染细菌

图 2

2010 年厦门海域水质综合评价示意图(摘自《2010

年厦门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14])
Fig. 2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water quality in Xiamen
waters

在 2007 年 3 月的粤港中华白海豚保护研讨会上,

的机会。另外, 悬浮有机物对溶解氧有消耗作用, 可

有研究者提出珠江口中华白海豚由于受到海洋有

能在河口水域造成相对低氧区域, 使此处的鱼类产

毒污染物和人类活动影响而频繁出现流产、性激素

生回避反应进而影响中华白海豚的饵料资源。

紊乱现象, 面临严重的生育危机[15]。根据黄宗国[16]、

2.2.4

陈炳耀[17] 等对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组织内重金属的测量

环境污染
海域水体污染使得重金属、难降解有机污染物

结果, 将其与香港[5, 18]、广东[19]和广西 [20]的测量结果进

等在生物体内累积, 对中华白海豚的健康造成了严

行比较后发现, 厦门白海豚肝脏中的 Cu、Zn 和 Hg

重威胁。根据《2010 年厦门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

含量是香港珠江口白海豚的 2 倍左右、Pb 含量是

厦门海域中的东部海域、同安湾、西海域和九龙江

大襟岛的 2.6 倍, 肌肉中的 Pb 含量是北部湾的 2

口海域水质综合污染程度升高, 其中白海豚出没较

倍。且厦门湾的 Cu、Pb、Zn、Cd、Hg 等重金属

多的西海域和九龙江河口区海域分别为轻度污染海

含量在海水中远远小于鱼体, 而在鱼体中的含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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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远 远 小 于 成 年 的 中 华 白 海 豚 [16] , 这 反 映 出 厦 门

口区和同安湾口两侧沿岸海域分布相对密集(图 3),

海域白海豚体内因生物富集作用而累积大量的有

且在秋冬季有迁移到靠近外海水域的习性 [2]。厦门西

毒污染物, 其危害程度是目前不可估量的。

港和鸡屿可视为中华白海豚的“关键栖息地” [13] 。
结合历史数据发现, 白海豚数量和分布区域相比 20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状态

3

世纪 60 年代已大为减少, 60 年代的定点观察遇见率

根据前文提出的 PSR 模型框架, 厦门湾中华白

为 3.5 群/d, 至 90 年代仅为 0.4 群/d[2], 而目前种群

海豚资源的种群数量、分布及结构组成反映了在各

数量仅为 80 头左右。虽然种群规模较小, 但在近年

项压力指标影响下的资源状态。

来的大力保护之下,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数量基本保

种群数量与分布

持稳定, 百公里遇见率和群大小均呈缓慢上升之势

3.1

(图 4)。根据 2010 年的记录, 百公里遇见率虽稍有下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福建水产研究所就对厦门西

降, 但平均每群的数量升高到 6.32 头 [14], 因此可推

港东渡水域的中华白海豚进行过研究记载。从 20 世纪

测中华白海豚总数保持稳定。

90 年代至今, 厦门及邻近海域已先后设立 20 多个中华

3.2

白海豚监视站, 进行了多次定点观察和船只调查研究。

种群组成

调查中通过跟踪、拍照和记录, 对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进

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多次调查结果分析,

行了数量估算和个体鉴别, 历年调查结果如表 3 所示。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种群世代结构完整, 且近年来年

调查中发现, 3~6 月是中华白海豚出现最频繁的

轻个体的比例持续增长。在 2010 年的调查中幼豚出

时间, 总体来说其在厦门西海域、南海域、九龙江河

现率达 26.2%(表 4), 亚成体和成体中体表底色较淡、

表 3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调查情况
Tab.3 Results of dolphin survey in Xiamen waters
时间

调查方式 调查单位 时长(月) 地点/航程 发现数量(头) 识别个体(头) 数量估算(头) 遇见率(群/km)

1994~1999 年 [2] 定点观察
船只调查
2004 年 [21]

国家海洋
局第三研
究所

定点观察 南京师范
船只调查

2006~2007 年 [13] 船只调查

大学

239

厦门岛周围

15

2836km

392

8

大屿岛

235

11

6107km

473

12

4202.6km

428

12624

40

60

0.6

45

66~98

1.7

52

70~100

1.8

南京师范
大学

E

N

E

N

图3
Fig. 3

1994~1999 年及 2004 年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目击点
Spotting sites of dolphin from 1994 to 1999 and in 2004
A. 摘自刘文华等, 2000[2]; B. 摘自张荔锋, 2008[12]
A. From Liu Wenhua etc.[2]; B. From Zhang Life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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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种群结构变化
Tab.4 The changes of generation structure of dolphin population in Xiamen waters
比例(%)

个体类别

1994~1999 年

[2]

2004 年

[21]

2006~2007 年 [13]

2008 年*

2009~2010 年*

幼体

6.50

20.08

23.25

26

26.2

亚成体和成体

93.50

79.92

76.75

74

73.8

注: *数据引自 2008 年、2010 年厦门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

就地保护响应

4.1

保护区选址

4.1.1

早在 1997 年厦门市已建立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
保护区, 并于 2000 年 4 月升格为厦门海洋珍稀物种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于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分布
范围较广且不均匀, 保护区实施非封闭式管理, 将
白海豚出现率较高的第一码头和嵩屿联线以北、高
图 4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遇见率及群大小(群/100km, 头/群)
Fig. 4 The encounter rate and group size of dolphin in
Xiamen waters (group/100km, ind/group)

集海堤以南 3500 hm2 的西海域及钟宅、刘五店、澳
头、五通 4 点连线 2 000 hm2 的同安湾口海域界定为
核心区, 总面积约 5 500 hm2 , 厦门市管辖的其他海
域均为保护区外围地带(表 5)。

[21]

具有斑点的青年个体数量较多, 老年个体比例较小
但陈炳耀等

[13]

。

对厦门中华白海豚种群生存力分析结

果表明, 其数量在 100 年内呈下降趋势, 死亡率、雌

表 5 厦门中华白海豚保护区的功能区划、范围和面积
Tab.5 The protected areas for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 in Xiamen
功能区

性繁殖率和灾害等因子对种群是否实现增长影响较

西海域 第一码头和嵩屿联线以北、

大。总体来看, 目前厦门湾中华白海豚在控制灾害因
子、降低死亡率的前提下仍是一个具有繁殖和增长

核心区

面积(hm2)
3500

高集海堤以南
同安湾口 钟宅、刘五店、澳头、五通

潜力的种群。

4

范围

2000

四点连线的同安湾口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保护响应
从历史资料和上述种群数量及分布的调查数据

可见,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数量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外围保护地带

除核心区以外的厦门其他
管辖海域

4.1.2

保护区建设

为方便保护区管理工作, 2002 年厦门市设立了

200~300 头减少了到目前的 80 头左右。且它的雌性

专门的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且将中华白海豚

性成熟期为 9~10 年, 妊娠期约 11 个月, 1 胎 1 仔, 一

的日常执法管理交由厦门市海洋行政综合执法支队

般雌性海豚终生只产 1~2 胎 [22]。较低的繁殖率和幼

承担, 以保证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同时, 管委会积

体存活率加之极近沿岸栖息的生活习性, 决定它极

极拓展资金渠道, 拟定《厦门中华白海豚专项资金管

易受到人类活动影响, 且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在短

理办法》将资金专款专用, 严格落实于各项建设和科

期内恢复。为此, 厦门市已建立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

研项目。此外, 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加强,

区和救护繁育基地, 并制定了多项针对性的法规、政

如在西海域和同安湾口的核心区临界点树立八座中

策等, 如 PSR 模型框架中所述的就地保护响应、迁

华白海豚的永久性界碑；构建海上监控系统, 提高保

地保护响应和公共管理响应等。在政府部门和社会

护区海域的监管效率等。

各界的大力保护之下, 近年来白海豚死亡数量相比

调查资料显示中华白海豚个体的习惯活动面积

2006 年以前大大减少, 2010 年和 2011 年均只有一头

并 不 大 , 厦 门 海 域 种 群 的 平 均 家 域 面 积 为 (84.06±

死亡记录, 且未发现人为伤害痕迹, 可见其资源保

48.29)km2(MCP), 且个体的活动空间具有很高重叠

护工作已取得较明显的效果。

性, 绝大部分个体活动区域集中于九龙江河口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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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湾 [23] 。在中华白海豚的“关键栖息地”建立保

态系统管理战略行动计划》的实施, 并且厦门每年拿

护区为其生存起到了直接有效的保护作用, 也能唤

出 2000 万元作为生态补偿。厦门市海洋环境质量公

起民众和社会各界对中华白海豚的保护意识。

报显示, 近几年海洋珍稀物种自然保护区海域水环

4.2

境状况基本稳定。生态环境的改善使中华白海豚的

迁地保护响应
近年来厦门市政府愈发重视中华白海豚的保护

工作, 自 2006 年起投入大量资金在五缘湾和火烧屿
水域建立中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 并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1 年投入使用。火烧屿以救护受伤的海豚为
主, 五缘湾负责接受治疗恢复后的海豚, 对其进行
人工养护和野化训练后放归自然海域。以此确保厦
门及周边受伤、搁浅的海豚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护, 同
时为中华白海豚科学研究提供平台。
建立救护繁育基地对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
具有重大意义。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国家海洋
局第三研究所一方面成立研究小组进行中华白海豚
人工繁育研究, 另一方面在火烧屿进行白海豚全年
性观测, 并编印了《中华白海豚等鲸豚应急救护预
案》。救护基地为白海豚的救护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和
手段, 在 2010 年间至少实施有效救助 4 起, 切实降
低了中华白海豚的非正常死亡率。

4.3
4.3.1

栖息空间得到净化、饵料生物逐渐增多, 2010 年、
2011 年厦门海域多次出现大群白海豚长时间觅食嬉
戏景象, 且仅同安湾的百公里遇见率就由 2004 年的
2.1 头上升至 2009 年的 9 头 [23]。
4.3.3

加强科学研究
为尽量减少水下爆破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对白海豚

的伤害, 厦门自 2005 年起就根据声驱法的原理, 成立
中华白海豚专业驱赶队伍进行培训后上岗。后又开展
《厦门海域水下爆破等作业对中华白海豚的影响及水
声监测系统的构建》研究, 并提出厦门海域水下爆破声
压、药量和作用距离之间关系的半经验公式, 为在海洋
工程建设过程中加强监管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保
障。这些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工作后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统计, 2006 年至 2011 年厦门海
域没有发现因水下冲击波致死的中华白海豚。
此外, 厦门持续多年开展中华白海豚的种群数量、
分布范围及活动规律等调查, 并于 2008 年进行了厦门

公共管理响应

中华白海豚饵料生物调查研究。调查报告系统分析了饵

颁布法规

料生物种类组成、群体结构、数量分布与时空变化, 为

为保障保护区管理目标的实现, 厦门市先后制定
并颁布了《厦门市中华白海豚保护规定》, 和《厦门海

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4.3.4

扩大公共参与

洋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这些法规中

保护区管委会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

明确规定了各管辖部门的职责, 要求水下爆破工程、填

动, 包括修建中华白海豚艺术雕塑、制作宣传图片、举

海工程必须报经相关部门审核并实施全程跟踪监督,

办以中华白海豚为主题的摄影比赛、音乐节等。还在

严格限制保护区内船只交通航速、渔业捕捞工具规格、

火烧屿救护中心建立了一个海洋生态保护展示厅, 全

污水排放标准等, 还提出与毗邻厦门的漳州、泉州两市

方位地向人们展示中华白海豚的家族史、生存环境、

共担保护义务,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或避免对中华白海

生活习性等, 让群众在亲近它的同时树立保护意识。

豚的伤害。此外, 2008 年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发布了
《关于在厦门市五缘湾大桥以南五缘湾内海域等特定

5

海域设置禁渔区的通告》, 保证了中华白海豚重要生境
内饵料资源的充足和避免渔具对它的伤害。
4.3.2

整治生态环境
近年来厦门市积极开展海域综合整治和海洋生

态修复工作, 自 2002 年起全面清理并逐步退出西海
域和环东海域的水产养殖, 且在马鸾湾海堤、高集海
堤和集杏海堤进行了岸线修复、增殖放流、投放人
工鱼礁等一系列海洋生态修复行动。针对厦门水域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资源保护讨论
与建议
通过建立保护区、救护繁育基地等措施, 目前厦

门湾中华白海豚数目保持稳定, 相比 20 世纪 90 年代
其遇见率、大群出现率和幼豚比例均显著增加。但
鉴于白海豚种群规模仍较小, 且仍面临继续减少的
风险, 本文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加强保护。

5.1

科学确定保护区边界

的主要污染源——九龙江流域, 目前厦门已联合上

据 2004 年及以后的调查资料, 除目前保护区

游的漳州、龙岩, 共同推进《九龙江流域—厦门湾生

内的西港、同安湾口海域外, 鸡屿至青屿一带水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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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白海豚出现频率很高的地方, 本文认为应将
其划为保护区核心区内。且由于目前厦门中华白海

Aquatic Mammals , 2004, 30: 189-196.
[8]

豚数量很少, 部分个体的丧失可能会对整个种群造
成严重后果 [24], 因此不仅要对中华白海豚的“关键栖
息地”进行保护, 还应把大嶝、小嶝等可作为 “避
难所”的地方也包括进来, 扩大保护区范围。

5.2

落实保护措施

肖佳媚. 基于 PSR 模型的南麂岛生态系统评价研究
[D]. 厦门: 厦门大学, 2007.

[9]

余兴光, 卢昌义, 王金坑, 等. 福建近岸海洋生态系
统服务面临的挑战与调控对策[J]. 台湾海峡, 2005,
24(2): 257-264.

[10] 黄宗国, 刘文华, 林瑞才. 厦门中华白海豚保护研究

因现有保护区的管理体制不完善, 一些保护措

[J]. 厦门科技, 1997, 5: 9-10.

施并未完全落实。政府应尽快建立跨部门、跨行业

[11] Chen B Y, Zhai F F, Xu X R, et al. A preliminary

的综合管理体制, 将保护区范围内船舶限速限道工

analysis on the habitat selection of Chinese white

作落实到位, 要求船只行驶速度在 10 海里/小时以内,

dolphins (Sousa chinensis) in Xiamen waters, China[J].

尽早禁止环鼓浪屿的快艇在保护区内营运。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 2007, 27(01): 92-95.

5.3

[12] 张荔锋. 中华白海豚环境压力分析和保护对策研究

控制入海污染物总量
可进行厦门海域环境容量评估, 形成一套切实

可行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审核标准、总量分配原则, 最
终建立厦门湾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信息系统。
在逐步改善九龙江流域—厦门湾生态环境的同时,
实现中华白海豚保护与特区经济发展相协调。

[D]. 福建: 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 2008.
[13] 陈炳耀. 厦门中华白海豚种群生物学与保护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14] 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 2010 年厦门市海洋环境质量
公报[R]. 2010.
[15] 张婷, 祝茜, 刘莹莹, 等. 中华白海豚的研究概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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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 (Sousa chinens Osbeck, 1765) is ranked in the first class of national key protected
species in China. Xiamen is one of its most important habitats. Since 1980’s, the population of the Chinese white dolphin in
Xiamen waters was reduced severely due to the large area coastal recla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 This study presented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the dolphins in Xiamen waters based on the PSR model to reveal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to the dolphins and their habita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everal pressure sources, including reclamation,
vessel traffic, underwater explosion and land-based pollutions. A variety of protection methods have been take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protect the dolphins, which have been proved to be effective. Currently, Chinese white dolphin’s population
in Xiamen waters remains stable, and the number may increase with further efforts. This study may provide useful data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nese white dolphin in Xiamen as well as in other habitats.
(本文编辑: 谭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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