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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是国际上最大的非营利性的自然环境保护组织
之一，一直致力于联合各界力量保护万物赖以为生的陆地和水域。TNC
以科学为基础，研发创新的实践方案，解决地球上最严峻的挑战，维护
自然环境，提升人类福祉。 TNC 目前在全球 70 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工
作，管护着全球超过 50 万平方公里的 1600 多个自然保护区，8000

摘要

与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和盐沼湿地一样，牡蛎礁也是一种关键的海岸带栖息地。
它是由牡蛎不断固着在牡蛎壳上，聚集和堆积而形成的生物性礁体结构，在温带和

亚热带海湾、河口与潟湖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过滤水体、为水生生物提供繁殖、育幼
和庇护场所、防护岸线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Fitzsimons et al., 2019）。

公里长的河流以及 100 多个海洋生态区。1998 年，TNC 受中国政府邀
请进入中国，在陆地、淡水、气候变化、海洋、城市等多个领域实施保
护项目，并取得卓越成效。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简称“东海所”）是中国的综合
性渔业研究机构。东海所创建于 1958 年 10 月，拥有一支学科结构合理、

然而，全球范围内已有 85% 的牡蛎礁退化消失（Beck

• 礁体投放后获得可持续的野生牡蛎幼苗补充，尽管礁

et al., 2011）。为扭转这一趋势，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

体基部部分被泥沙淤积，但礁体上的牡蛎平均密度总

多个地区的海洋保护工作者、科研人员和多方社会力量

体维持在较高水平（约 1897 个 /m22）且显著高于未

开展了大量的牡蛎礁修复行动。

修复区（临近的硬质滩涂区），礁体上已形成较为稳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有着超过 20 年的牡蛎礁

业务素质较高、具有雄厚实力的渔业科研队伍，承担中国渔业发展中的

修复全球经验，从小规模的修复研究与实践、到大规模

• 修复的牡蛎礁为多种水生生物提供结构性栖息地，礁

全局性、基础性、关键性和方向性的重大科技任务，为中国渔业科技进步、

的修复规划与实施，取得了良好的修复成效。TNC 也在

体上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种类（5 类 22 种）和密度

行业管理和产业发展提供服务。东海所主要开展远洋与极地渔业资源开

中国与合作伙伴一起进行牡蛎礁修复的探索。2019 年，

（约 240 个 /m2）分别约为未修复区的 22 倍和 120

发、河口与近海渔业生态学、渔业资源保护及利用、捕捞与渔业工程、

TNC 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简称“东

倍 3。

渔业生态环境评价与保护、水产养殖技术等研究。

海所”）组成项目团队，在中国水产学会、浙江省水产
技术推广总站和三门县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于浙江省
台州市三门县健跳港内湾的硬质滩涂区启动了三门牡蛎
礁修复研究试点项目。项目希望借鉴国际经验，研究适
合中国的牡蛎礁修复方法及所发挥的栖息地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为三门牡蛎种质资源养护提供科学支持，也为
中国其他地区的牡蛎礁修复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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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于 2019 年和 2020 年夏季在 1 公顷的项目区内，
利用当地石块和野生牡蛎幼苗构建了 19 个潮间带礁体 1，
并对礁体上的牡蛎生长和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实
施了三年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 礁体长度对礁体上的牡蛎密度和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
密度有着显著性影响，长礁体（长 8m）显著高于短
礁体（长 2m），初步显示长礁体对泥沙淤积有着更
好的适应性。
三年的项目实施显示，在野生牡蛎幼苗补充量充足
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增加可供幼苗固着的底质物，做
好泥沙淤积管理与礁体管护，牡蛎礁即可开始发育生长，
其生物多样性效益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显现。同时，
项目也带来了宝贵的牡蛎礁修复本土经验：1）牡蛎幼苗
补充量、牡蛎繁殖高峰期、底质环境类型是设计修复方
案的重要考虑因素；2）基于不同的修复目标，泥沙淤积
可能是达成预期修复效果的制约因素；3）需将礁体的管

• 修复的牡蛎礁由多种牡蛎物种构成，主要物种除本

护安排纳入修复设计方案；4）应加强对外来牡蛎养殖物

地 的 熊 本 牡 蛎（Crassostrea sikamea） 和 近 江 牡 蛎

种的生态监测与评估，以指导养殖实践，减少对自然种

（C. ariakensis）外，因水产养殖引入的香港牡蛎（C.

群的影响。此外，项目从本底调查、礁体设计与构建，

hongkongensis）在礁体上也有一定占比。

到持续监测与礁体方案改进，展示了一套适应性的修复
过程，为中国牡蛎礁修复实践提供良好的借鉴作用。

1 2019 年夏季构建 10 个礁体，为一期礁体；2020 年夏季构建 9 个礁体，为二期礁体；
* 封面照片：露出水面的三门牡蛎礁 拍摄：刘青 /TNC

2 一期礁体 2021 年 10 月监测数据；

* 封底照片：退潮后露出水面的三门牡蛎礁 拍摄：刘青 /TNC

3 一期礁体 2021 年 10 月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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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垂直高度显著的礁体，也有垂直结构不明显的礁床（Fitzsimons et al., 2019）。

︶内的潮间带牡蛎礁 拍摄：刘青
Virginia Coast Reserve

01

美国弗吉尼亚海岸带保护区︵

前言

1

/TNC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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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礁是贝类礁体的一种典型类型，牡蛎也因此被喻为“生态系统工程师”。牡蛎礁是由牡蛎不

断固着在牡蛎壳上，聚集和堆积而形成的生物性礁体结构（Fitzsimons et al., 2019）。它发挥着净化水体、为

鱼虾蟹等水生生物提供栖息地、养护渔业资源、减少岸线侵蚀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zu Ermgassen et al., 2013;

牡蛎礁亟需保护与修复

Humphries et al., 2016; zu Ermgassen et al., 2016a; Judge et al., 2017），也被喻为“温带的珊瑚礁”。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牡蛎礁在维持近海生态系统健康中扮演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乔治湾（Georges Bay）的安

85%

牡蛎层层叠叠固着生长形成的牡蛎礁 拍摄：Ian McLeod

加西牡蛎（Ostrea angasi）礁 拍摄：Chris Gillies

着重要角色，但它却已成为退化最严重的海岸带栖息地之一，亟
需开展保护与修复。近一个世纪以来，受过度捕捞、泥沙淤积、

水体污染、海岸带开发以及病害等主要影响，全球超过 85% 的

牡蛎礁已经退化消失（Beck et al., 2011）。

中国温带和亚热带海区的潮间带和浅水潮下带广泛分布着牡
蛎礁，但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调查与评估，其分布现状和受威胁程
度多处于未知状态。基于文献和专家实地踏查记录的信息，中国
牡蛎礁主要分布于河北曹妃甸至乐亭海域、天津大神堂、山东莱
州湾、江苏小庙洪、福建深沪湾和金门、广东珠海和台山等地。
其中，对大神堂和小庙洪牡蛎礁的调查研究较多，调查数据显示

牡蛎礁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设计元素来源：《贝类礁体修复指南》

这两处牡蛎礁均呈现明显的退化趋势（房恩军等 , 2007; 范昌福等 ,

（Fitzsimons et al., 2019）

2010; 孙万胜等 , 2014; 张忍顺等 , 2004; 耿秀山等 , 1991; 俞鸣
同等 , 2001; 姚庆元 , 1985; 全为民等 , 2012, 2016, 2022; 大

来源：《贝类礁体修复指南》（Fitzsimons et al., 2019）

自然保护协会，2022）。

全球牡蛎礁生存现状的评估研究结果 ▼
（Beck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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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海草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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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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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礁体状况分为：好（退化 <50%）、一般（退化 50-89%）、差（退化 90-99%）和
功能性灭绝（退化 >99%）。其中由于缺乏数据，仅以中国记载的天津汉沽、山东大家洼
和江苏小庙洪的礁体状况，局部评估了中国黄渤海牡蛎礁生存状况（Beck et al., 2011）

03

牡蛎礁生态修复成为

一项全球实践

20 世纪 90 年代，牡蛎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渐
受到关注（Netwell, 1988），这极大促进了对牡蛎礁生
态系统的深入研究与修复实践，较早关注和推进牡蛎礁
修复的地区是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Hernández et
al., 2018）。随后，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一些国家，
以及中国也相继在这一领域投入资源。但总体来说，中

江苏小庙洪潮间带的牡蛎礁与
栖居在礁区内的螃蟹

国有关牡蛎礁生态系统及其修复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

拍摄：刘青 /TNC

适合中国牡蛎礁生态修复的技术手段与体系尚未建立。

TNC 有着超过 20 年的牡蛎礁修复全球经验，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帕尔梅托种植园（Palmetto Plantation）牡蛎礁修复位点的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监测 拍摄：Joy Brown

在全球不同地区实施和参与了超过 200 多个不同规模
基于文献和专家实地踏查记录的信

息， 中国牡蛎礁主要分布于河北

的牡蛎礁修复研究与实践项目，这些与合作伙伴共同积
累的修复经验也被开发为一系列的牡蛎礁修复工具包

曹妃甸至乐亭海域、天津大神堂、

（Brumbaugh et al., 2006; Baggett et al., 2014; zu Ermgassen

深沪湾和金门、广东珠海和台山

复和保护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与参考。推动中国牡蛎礁栖

山东莱州湾、江苏小庙洪、福建
等地。

et al., 2016b; Fitzsimons et al., 2019），为全球的牡蛎礁修
息地的保护与修复是 TNC 中国海洋项目的一个重要工作
方向，我们致力于借鉴国际经验，推进中国这一领域的

快速发展。三门牡蛎礁修复研究试点项目是我们在

大陆沿海地区探索牡蛎礁修复工作的重要标志性
案例之一。

澳大利亚南部圣文森特湾（Gulf St Vincent）实施占地 20 公顷的温达拉牡蛎
礁修复项目 拍摄：Adam Bolton/Maritime constructions

中国香港流浮山（Lau Fau Shan）
牡蛎礁体投放
拍摄：欧阳凯

▼

中国牡蛎礁栖息地主要分布

（审图号：GS 京（2022）0140 号）
来源：《中国牡蛎礁栖息地保护与修复研究报告》
（大自然保护协会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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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位于三门县健跳港上游的滩涂区被当地人俗称“蛎江滩”

蛎江滩上固着在自然石砾上生长的牡蛎 拍摄：刘青 /TNC

拍摄：程珺 /TNC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健跳港是三门湾畔一

蛎江滩曾以盛产优质牡蛎而闻名，上个世

为养护蛎江滩的牡蛎野生种质资源，三门县农

条狭长而弯曲的内湾，是典型的海湾型淤泥质潮

纪 80 年代，当地村民投放石条采集湾内野生牡

业农村局积极探索解决方案，一方面规划在蛎江滩设立

汐河道，这里曾有着丰富的野生牡蛎资源，特别

蛎苗种，在滩涂上开展了大面积的养殖。但目前

三门县牡蛎种质资源保护基地（已于 2021 年正式划定）
；

是位于上游湾区的硬质滩涂区。区内野生牡蛎以

这片栖息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退化。受早期上游

另一方面在 2019 年，与中国水产学会、浙江省水产技

滩涂上的自然石砾为底质物固着生长，这片滩涂

采沙的影响，部分滩涂区域产生淤积，底质发生

术推广总站一同支持 TNC 与东海所组成项目团队，在蛎

也因此被当地人俗称“蛎江滩”。

江滩启动了三门牡蛎礁修复研究试点项目。项目旨在

了改变，下游筏式吊养外来牡蛎物种对本地种形

成了一些竞争，蛎江滩适宜牡蛎生长的面积与

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小规模牡蛎礁修复实验，研究牡蛎

野生牡蛎种群受到一定干扰。

礁的修复方法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当
地野生牡蛎种群的养护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

三门县蛎江滩及项目区地理位置 来源：罗永梅 /TNC
三门县蛎江滩上传统的牡蛎石条养殖 拍摄：程珺 /TNC

健跳港
1ha 项目区
蛎江滩

06

涨潮后被海水淹没的蛎江滩 拍摄：董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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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行动

项目团队基于蛎江滩的自然环境特征和当地的社会经济因素，
在 1 公顷的项目区内设计并构建了牡蛎礁体，并对礁体上的牡蛎
生长和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 4 多样性状况进行量化研究。底栖动
物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而且一些底栖动物也是渔业经
济物种，或是其他渔业经济物种的天然饵料，了解牡蛎礁上的底
栖动物多样性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牡蛎礁在渔业资源增殖中发挥的
作用。

环境特征
项目区位于蛎江滩的低潮间带，面积为 1 公顷，底质类型是
由泥沙、碎石子、碎沙和贝壳碎屑构成的硬质滩涂。项目区地势
缓慢倾斜，落差约 1 米。受蛎江滩上游涌入的淡水溪流影响，项
目区海水平均盐度约为 13.9‰，平均水温为 26.1℃，平均总悬浮
物为 74.2mg/L，平均叶绿素 a 浓度为 1.9mg/m3。

修复策略
2019 年 4 月，在对蛎江滩牡蛎资源进行本底调查后，基于当
地牡蛎幼苗补充量充足、项目区滩涂质地较硬且供牡蛎幼苗固着

的底质物有限、水体流速快的特点，项目团队决定采用仅投放成

本低且易获得的当地石块作为底质物的修复策略，实施牡蛎
礁修复研究。

4 底栖动物指生活在水体沉积物底内和底表的动物类群。大型底栖动物是能够被孔径为
退潮后项目团队与当地养殖户在滩涂上利用石块构建礁体结构 拍摄：董大正

08

0.5mm 网筛截留的底栖动物（蔡立哲 , 2006）。

09

< 专栏 >

水体中具有充足的、可持续的牡蛎幼苗补充量和可

牡蛎礁修复方法

供牡蛎幼虫固着的底质物是牡蛎种群生长发育，也就是

了解拟修复的造礁牡蛎物种的生命周期和栖息地要求

形成牡蛎礁的两个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回看导致牡蛎礁

是成功修复牡蛎礁的前提 。同为牡蛎，不同物种之间的生物

退化消失的压力因素，如过度捕捞、海岸带开发、病害等，

学特征和适宜生长条件也存在差异。对于中国常见的巨蛎属

归根结底是严重影响了水体中的幼苗补充量，或是规模

化地破坏了牡蛎固着所需的硬质底质物。因此，在制定

（Crassostrea）造礁牡蛎物种，它们的繁殖方式为卵生型，成

牡蛎礁修复策略与方法时，需要了解当地牡蛎种群生

年牡蛎将精子和卵子排至体外进行受精，受精卵逐渐发育为幼

长的限制因素，是牡蛎幼苗补充量受限，还是底质物

虫，随后在水体中经历一段自由浮游的阶段后，将在牡蛎壳或
其他适宜的硬质粗糙表面上固着生长为成年牡蛎（Fitzsimons et

受限，或是两者兼具 ？

al., 2019）。

中国香港培育的附壳幼体 拍摄：Inga Feitsma

• 幼苗补充量受限：修复时需要遵循生物安全管理规定，
结合当地自然特征和项目预算，考虑人工补充牡蛎幼
苗或成年牡蛎，以支持区域内逐渐形成自我可持续生

巨蛎属（Crassostrea）中的美洲牡蛎（C. virginica）
生长周期示意图 ▼

长的牡蛎种群。

在修复流程上，牡蛎礁的实地修复需要遵循：修复

前开展可行性研究并明确修复目标、修复中基于自然、
经济与社会因素制定科学的修复方案并实施、修复后
开展长期监测评估与适应性修复管理 。

• 底质物受限：修复时需要遵循当地的许可规定，结合

来源：《贝类礁体修复指南》（Fitzsimons et al., 2019）

修复目标、当地自然特征以及项目预算，选择合适的
底质物进行投放，建造礁体结构，以供牡蛎幼虫的固

~3周

受

精

牡蛎礁修复流程图 ▼

着生长。

自由浮游的

来源：《中国牡蛎礁栖息地保护与修复研究报告》

幼虫

（大自然保护协会 , 2022）

卵
判断修复可行性

明确目标、确定参照、制定监测计划

• 牡蛎种群情况：物种及其生活史、幼苗
补充量、种群及基因健康、病害情况等

精子

卵子

幼虫固着成为稚贝

受精

卵生型
牡蛎
生命周期

成熟 1 至

10

补充量受限

2年

制定修复方案

固着在壳上的

底质物受限

• 生态目标（如渔业资源量增长、
防灾减灾）和 / 或社会经济目标
（如志愿者参与、
提供就业机会）

补充量与底质物均受限

• 选择苗种类型
（通常使用附壳幼体）

• 底质物材料选择

• 使用本地种群

• 牡蛎壳或其他贝壳需经过 6 个月风化曝
晒处理

• 活体牡蛎需经淡水或弱醋酸
浸渍或喷洒

投放牡蛎幼苗或成体

稚贝

成年雄性和雌性 ─ 具有转换性别的能力

• 牡蛎礁栖息地情况：历史分布、现状、
威胁因素等
• 环境因素（或使用栖息地适宜性模型）、
社会经济因素等

修复中

年
寿命 ~ 20

成年牡蛎

修复前

• 目标明确、可实现、可衡量且有
时限；

• 礁体设计 – 根据环境条件与项目目标

投放底质物

长期监测评估
修复后
对照目标进行评估

* 注：绿色为避免病害传播所需
操作，如入侵物种、寄生虫、
细菌和病毒。

适应性管理

11

修复行动

开展

本底调查

2019 年 4 月，基于项目目标与以下本底信息，

礁体监测方案：

制定采用仅补充底质物（石块）的修复策略。

• 对照区：临近礁体的未修复硬质滩涂区（简

• 硬质滩涂

称“未修复区”）

总

结

• 水体流速较快
• 牡蛎幼苗补充量充足
• 缺乏供牡蛎幼苗固着的底质物

经

• 监测指标：环境因子、牡蛎生长状况（物种、

验教

密度、壳高）、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

训

（物种、密度）
• 监测频次：每年 2 次，于 5 月和 10 月开展

• 易获得的底质物类型：石块

一期礁体设计方案：

– 礁体大小：高 1m、宽 2m、长 4m；
– 10 个礁体：高潮区 5 个、低潮区 5 个；

设计

– 礁体长边顺水流方向，以减少泥沙淤积。

修

复
与

二期礁体设计方案：

实施

蛎养殖户经验与政府意见，设计方案：

监测方案

适应性
修复管理

• 基于环境条件、项目目标与预算、当地牡

监测

• 在超强台风“利奇马”影响下，一期礁体

方案

泥沙淤积较严重，因此设计不同长度礁体，
试验其对泥沙淤积的适应性：
– 6 个礁体：位于同一潮区，3 个长 8m 礁体、
3 个长 2m 礁体，宽度均为 2m、高度均

修

为 1m。

实施

• 为未来研究不同潮区礁体上的游泳性动物
多样性，在临近潮下带的低潮区，构建 3
个与一期礁体大小一致的礁体。

复

方

案

2019 年 6 月与 2020 年 7 月，与当地牡蛎养
殖户合作完成两期共 19 个礁体的构建。

* 图片来源：刘青 /TNC、董大正、T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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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经过 2-3 年的生长，修复的牡蛎礁逐年

获得可持续的野生牡蛎幼苗补充，且礁体上
的牡蛎呈现多龄级结构，已趋向形成较为稳
定的牡蛎群落，并成为鱼、虾、蟹、贝类和
沙蚕等水生生物的栖居场所 。

三门礁体上生长的牡蛎 拍摄：刘青 /TNC

项目区内 19 个礁体投放位置及礁体形状示意图 ▼
● 礁体
100m

● 一期礁体

潮间带 - 高潮区

长 4m 礁体
水流方向

● 二期礁体

100m

长 8m 礁体
长 2m 礁体

高 1m
潮下带

拍摄：刘青

潮间带低潮区的牡蛎礁 拍摄：刘青 /TNC

宽 2m

/TNC

14

牡蛎繁殖季后，固着在二期礁体上生长的野生牡蛎幼苗

长 4m 礁体

长 2m/4m/8m
潮间带 - 低潮区

4

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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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礁体上生长有多种牡蛎；礁体构建后每年均有野生牡蛎幼苗的持续补充，
牡蛎生长密度维持较高水平且显著高于未修复区，礁体上已形成较为稳
定的牡蛎群落 。

2）牡蛎密度
三年的监测数据显示，自 2019 年构礁后，一期礁体每年均获得良好的野生牡蛎幼苗补充，但受环境因素影响，
年际间的幼苗存活率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礁体投放的当年因遭受超强台风带来的泥沙影响，固着的幼苗出现了严
重的死亡，但在后续两年的幼苗持续补充与牡蛎种群自疏过程的调节下，尽管礁体上的牡蛎密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图 4-2 所示）。2021 年 5 月和 10 月，一期礁体的牡蛎平均密度分别约为 451 个 /m2 和
1897 个 /m2，约为未修复区的 113 倍和 474 倍 7。

一期礁体

图 4-2 2019 年至 2021 年一期礁

未修复区

▼

2500

密度（个/m2）

体的牡蛎生长密度变化 8
2000
1500
1000
三门礁体上生长着大小不一的牡蛎
拍摄：刘青 /TNC

500

1）牡蛎物种组成

0
2019-10

礁体上的牡蛎物种包括熊本牡蛎（C. sikamea）、近江牡蛎（C. ariakensis）、香港牡蛎（C. hongkongensis），

2020-5

2020-10

2021-5

2021-10

与极少量的福建牡蛎（C. gigas angulata5）（图 4-1 所示）。基于中国主要牡蛎物种的自然分布特征，熊本牡蛎、近
江牡蛎和福建牡蛎应是蛎江滩上的本土物种，而香港牡蛎可能来自当年下游筏式养殖的香港牡蛎在水体中繁殖的后
代，其幼苗固着礁体生长，并形成一定占比。
▼

图 4-1 牡蛎礁上的牡蛎物种占比 6

一期礁体

二期礁体
香港牡蛎（C. hongkongensis）
近江牡蛎（C. ariakensis）
熊本牡蛎（C. sikamea）
福建牡蛎（C. gigas angulata）
东海所科研人员观察礁体上的牡蛎生长
状况 拍摄：刘青 /TNC

5 Wang et al.（2010）将福建牡蛎（原拉丁学名：C. angulata）鉴定为长牡蛎（原拉丁学名：C. gigas）的一个亚种，因此福建牡蛎的拉丁学名为 C. gigas
angulata，长牡蛎的拉丁学名为 C. gigas gigas；
6 两期礁体的牡蛎物种占比组成存在差异，推测由礁体投放当年是否遭遇强台风（导致首批固着幼苗严重死亡）、下游香港牡蛎养殖规模变化、不同牡蛎物
种的繁殖条件与时间存在差异等因素共同导致，有待研究；

16

7 2021 年 10 月的未修复区样品未监测到牡蛎，此处均与 2021 年 5 月未修复区的数据做比较；
8 2019 年 10 月、2021 年 10 月的未修复区样品未监测到牡蛎，故数值为 0；

17

3）牡蛎大小

礁体为多种水生生物提供结构性栖息地，礁体上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

2

多样性显著高于未修复区，其物种种类和密度分别约为未修复区的 22

三年的监测数据显示，一期礁

倍和 120 倍 。

体上的牡蛎壳高分布范围逐渐扩大，
礁体上的牡蛎呈现多龄级结构（图
4-3 所示）。礁体生长的第三年，5
月的牡蛎壳高范围为 6-93mm，平均

1）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种类

壳高为 37.3mm；经历夏季的牡蛎繁
殖高峰期后，较多的牡蛎幼苗补充
至礁体上，使得 10 月牡蛎群落中的
稚贝（壳高约 <20mm）占比明显高
于 5 月（ 图 4-4 所 示）， 平 均 壳 高
（24.1mm）小于 5 月。

三年的监测数据显示，一期礁体初夏时的定居性

多 齿 围 沙 蚕（Perinereis nuntia）、 双 带 核 螺（Pyrene

大 型 底 栖 动 物 种 类 高 于 秋 季（ 图 4-5 所 示）。 其 中，

bicincta）、 红 斑 棱 蛤（Trapezium liratum） 和 刺 螯 鼓

2021 年 5 月 共 监 测 到 6 类 34 种 动 物， 优 势 种（ 占

虾（Alpheus hoplocheles）， 监 测 到 两 种 鱼 类 ： 双 带

比 高 于 5%） 为 中 华 近 方 蟹（Hemigrapsus sinensis）、

缟 虾 虎 鱼（Tridentiger bifasciatus） 和 髭 缟 虾 虎 鱼（T.
barbatus）；10 月共监测到 5 类 22 种动物，优势种与
5 月略有差异，除中华近方蟹、红斑棱蛤、刺螯鼓虾、

用游标卡尺测量牡蛎壳高 拍摄：刘青 /TNC

平均壳高

鳃 鳚 （Omobranchus fasciolatoceps） 两 种 鱼 类；5 月 与

礁体的牡蛎壳高变化

10 月监测到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种类分别约为未修复

图 4-3 2019 年至 2021 年一期

120
100

区的 7 倍和 22 倍。

80
礁体上栖息的蟹类 拍摄：刘青 /TNC

60

图 4-5 2019 年至 2021 年一期礁体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变化 9

▼

壳高（mm）

刺蟹（Pilumnus spinulus），监测到髭缟虾虎鱼和斑头肩

最小壳高

▼

最大壳高

多齿围沙蚕外，也包括丽核螺（Mitrella bella）和小型毛

40

甲壳动物
2019-10

20
0
2020-5

2020-10

2021-5

2021-10

2021-10

▼

图 4-4 2021 年 5 月与 10 月一

期礁体的牡蛎大小频率分布

30

35

40

礁体

礁体

礁体

礁体
未修复区

2021-10

20
10

礁体
未修复区

0

5

10

15

0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50-60

壳高 (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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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类群

未修复区

2021-5

频率（%）

40

鱼 类

未修复区

2020-10

2021-5
50

环节动物

未修复区

2020-5

2019-10

软体动物

60-70

70-80

80-90

20

25

30

物种数（种）

90-100
9 2019 年 10 月的未修复区样品未监测到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故物种数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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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

/m2，约为未修复区的 20 倍和 120 倍。
一期礁体

▼

礁体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变

潮区不同长度礁体顶部与基部的
牡蛎生长密度对比 11

8000
6000

2000
450
0
长8m礁体-顶部

300
150

长8m礁体-基部

长2m礁体-顶部

长2m礁体-基部

未修复区

2）礁体长度、礁体部位与潮区对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的影响

0
2019-10

3

10000

图 4-7 2020 年至 2021 年同一

4000

600
密度（个/m2）

化 10

未修复区

750

2021-10

2020-5

2020-10

2021-5

2021-10

礁体长度、礁体部位与礁体所处潮区对牡

二期礁体构建的第二年，5 月与 10 月对同一潮区

一期不同潮区礁体间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监

不同长度礁体顶部与基部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的

测与分析显示，高、低潮区礁体间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

监测（图 4-8 所示）与分析显示，总体而言，礁体长度

物密度无显著性差异，潮区对其无显著性影响。

显著影响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长 8m 礁体的定居

蛎密度和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有着

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平均约 798 个 /m2）高于长 2m

不同的差异性影响 。总体而言：

礁体（平均约 304 个 /m2）。然而，礁体部位对定居性
大型底栖动物密度无显著性影响。

• 长礁体的牡蛎密度和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

均显著高于短礁体；

2020-10

• 礁体顶部的牡蛎密度显著高于礁体基部，但两
• 高潮区与低潮区礁体间的牡蛎密度和定居性大

型底栖动物密度均无显著性差异 。

位于同一潮区的长 8m 礁体和长 2m 礁体
拍摄：刘青 /TNC

密度（个/m2）

者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差异不显著；

2021-5

2021-10

5000

图 4-8 2020 年至 2021 年同一

▼

图 4-6 2019 年至 2021 年一期

密度（个/m2）

4-6 所示）。一期礁体生长的第三年，5 月和 10 月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平均密度分别约为 270 个 /m2 和 240 个

2021-5

12000

▼

2020-10

三年的监测数据显示，一期礁体自 2019 年构建后，礁体上的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显著高于未修复区（图

潮区不同长度礁体顶部与基部的

4000

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密度对比 12

3000
2000
1000

1）礁体长度、礁体部位与潮区对牡蛎密度的影响
二 期 构 建 的 长 8m 礁 体 与 长 2m 礁 体 位 于 同 一 潮
区。礁体构建的第二年，5 月与 10 月对其顶部与基部牡
蛎密度的监测（图 4-7 所示）与分析均显示，礁体长度
和礁体部位均显著影响牡蛎密度，但两因子间无互作效
应。总体上，长 8m 礁体的牡蛎密度（平均约 2626 个

0
长8m礁体-顶部

长8m礁体-基部

长2m礁体-顶部

长2m礁体-基部

未修复区

/m2）显著高于长 2m 礁体（平均约 1474 个 /m2），初
步显示长礁体对泥沙淤积有着更好的适应性。
一期不同潮区礁体间的牡蛎密度监测与分析显示，
高、低潮区礁体间的牡蛎密度无显著性差异，潮区对牡

三门牡蛎礁构建后的三年监测显示，在野生牡蛎幼苗补充量充足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增加可

供幼苗固着的底质物，做好泥沙淤积管理与礁体管护，牡蛎礁即可开始发育生长，牡蛎礁的生物多
样性效益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开始显现 。

蛎密度无显著性影响。
11 2021 年 10 月的未修复区样品未监测到牡蛎，故数值为 0；

10 2019 年 10 月的未修复区样品未监测到定居性大型底栖动物，故数值为 0；

20

12 2021 年 10 月长 8m 礁体顶部样品间的数据差异大，故其标准误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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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思考

在过去三年的项目实施过程中，牡蛎礁生长也遭遇了多种挑

战，项目从中总结了以下经验教训：

1）牡蛎幼苗补充量、牡蛎繁殖高峰期、底质环境类

型是前期设计修复方案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在幼苗补充

量高的位点开展修复工作较为容易成功。对于底质物受限的环境，

因地制宜地设计礁体结构与投放时间是牡蛎礁成功修复的前提条
件。除了开展前期研究，与当地富有经验的牡蛎养殖户进行交流，
也能获得有价值的指导信息。

2）基于不同的修复目标，泥沙淤积可能是达成预期
修复效果的制约因素，前期修复设计时需提前考量 。
三门项目以养护牡蛎资源为主要目标，项目团队在修复前的考察

中，预判到泥沙淤泥可能是礁体生长的限制因素，因此一方面通
过设计礁体长边走向与水流方向一致，以尽可能减少所受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试验不同长度礁体对泥沙淤积的适应性，来指导未
来的礁体设计。此外，一些以减少岸线侵蚀为目标的牡蛎礁修复
项目中，在不影响牡蛎种群生长发育的前提下，牡蛎礁所发挥的
促淤护滩功能还可为盐沼、红树林等栖息地的生长创造适宜条件。

3）牡蛎礁修复后的管理维护不容忽视，在修复前也
需提前考虑与安排 。除台风等自然因素，三门礁体的生长也

受到两次人为因素干扰。由于部分村民不清楚所开展的项目，短期
采挖了礁体上的一些大牡蛎；此外，2021 年台风“烟花”登陆浙江，
一些渔船进湾避风，由于未做好礁体标识，一些礁体被船锚损坏。
这两次事件后，在当地政府的协调支持以及牡蛎养殖户对礁体的
管护与重建下，才使得人为因素对礁体生长的干扰被尽可能降低
到最小。

4）外来牡蛎养殖物种对当地自然种群的影响不容小
觑 。通过对礁体上的牡蛎物种监测，发现多分布于广东和广西沿
海河口区的香港牡蛎物种在蛎江滩上已有生长，后续需加强生态
监测与影响评估，以及对养殖实践的指导与管理。

三门牡蛎礁上固着生长的牡蛎 拍摄：刘青 /T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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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正在积极投入牡蛎礁栖息地的保护与修复，

但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伙伴的共同参与和积极努力！

TNC 机构介绍
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TNC）成立于 1951 年，是国际上最大的非营利性的
自然环境保护组织之一。一直致力于在全球保护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陆地和水域，维护自然环境、提
升人类福祉。TNC 总部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拥有 100 多万会员、400 余名科学家以及 3500
多名员工。
TNC 以科学为基础，研发创新的实践方案，解决地球上最严峻的挑战，维护自然环境，提升人
类福祉。我们以全球视角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保护土地、河流及海洋，帮助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TNC 目前在全球 70 多个国家及地区开展工作，管护着全球超过 50 万平方公里的 1600 多个自然保护
区，8000 公里长的河流以及 100 多个海洋生态区。
1998 年，TNC 受中国政府邀请进入中国，总部位于北京。在陆地、淡水、气候变化、海洋、城
市等多个领域开展保护项目，并取得卓越成效。

TNC 的使命
保护代表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动物、植物和自然群落赖以生存的陆地和水域，来实现对这些动物、
植物和自然群落的保护。

TNC 的保护方法
陆地、气候变化、海洋、淡水以及城市是 TNC 最为关注的五个方面，多方协作，坚持以科学为基
础的保护方法和标准化分析方法，是 TNC 进行所有保护工作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TNC 可以甄
选出有必须得到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及优先保护的区域，制定保护方案，并衡量保护成效。这套保护方
法及标准化的分析方法构成了“自然保护系统工程”（Conservation by Design，CbD）的核心内容。
自然保护系统工程是 TNC 长期使用的保护工具和方法，为了减少在进行保护工作决策时的不确定
性，TNC 还会经常使用这一框架下的两个方法：生态区评估（Eco-regional Assessment，ERA）和保护
行动规划（Conservation Action Plan，CAP）。

非对抗原则
在坚持进行科学保护的同时，TNC 遵循“非对抗”原则，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积极合作，共同面对
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美国阿拉巴马州莫比尔湾（Mobile Bay）构建的牡蛎礁体和觅食的鸟类
拍摄：Erika Nortemann/T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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