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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江、浙一带沿海滩涂开发利用三个阶段, 即: 先改良后利用, 边利用边改良, 先利用后改良

的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今后沿海滩途开发利用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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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海岸线漫长,大陆岸线全长 18 400km, 岛屿

岸线14 2171 8km,海岸带面积340 000km2 ,土壤面积

1 1291 8hm2, 其中滩涂面积约 200 万 hm2。我国沿海

气候条件优越,降水相对丰富, 且雨热同季, 因此, 沿

海滩涂盐土是我国一块不可多得的土地后备资源。

滩涂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将缓解沿海地区人多地少

的矛盾, 对促进沿海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有极其重大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国内外沿海滩涂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方面采

用盐渍土改良, 降低土壤盐分, 以适应一般作物生

长;另一方面, 选育耐盐植物品种, 直接在滨海盐土

上种植甚至直接用海水灌溉。而后者越来越成为世

界范围内滨海盐土农业的研究热点。

1  国内滩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由于受我国社会因素和经济条件的制约, 在滩

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上, 主要分以下三个研究

阶段:

111  先改良后利用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研究利用水利和农业生物综合措

施,通过引淡淋盐、挖沟排咸, 实行咸淡分开, 灌排配

套工程,增施各种有机肥, 因土种植, 防板保苗等方

式,促进海涂改良利用。各地从实践中总结出许多

有效的经验,如江苏采用一水, 二草, 三改方式, 平整

土地, 开沟挖河, 引蓄淡水, 条排沟渠, 纵横交错, 沟

沟相通, 沟河相连, 灌排通畅, 田成条, 树成行, 改善

了农业生态的环境, 改变了生产面貌。浙江围垦经

验是: 一抓灌排工程, 水利措施配套; 二抓加强耕作

管理, 农业技术措施。如浙江温州地区, 平阳第一农

场宋埠分场 ,围垦海涂 160hm2 ,经过一年蓄淡种植田

菁, 次年旱作, 当年获得红薯公顷产 18 750kg, 大豆

公顷产 750kg 以上, 以后改种甘蔗, 80hm2 平均公顷

产量 22 500kg。

这一阶段开发滩涂的特点是农田基本建设牢

固, 但投资大,改土周期长,前期经济效益不显著。

112  边利用边改良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研究在围垦后通过种植水稻或围

滩养鱼, 利用淹水条件, 以水压盐, 达到边利用边改

良滩涂的目的。例如浙江沿海肖山、上虞、温岭、乐

清等县, 为了加速开发海涂,打破了过去的/ 三年白,

三年草, 九年头上好种稻0的常规, 进行当年围滩, 当

年垦殖, 当年收益的试验, 取得了引淡排咸, 勤灌勤

排, 勤耕勤耙的海涂种稻经验, 大大加速了改良利用

海滩地的进程, 并获得较好收成。浙南乐清县城南

乡南岸村, 在当年围的粘质海涂上试种水稻, 产量达

4 82719kg / hm2; 东清县白溪乡合作塘, 在脱离海水

89天后的新围垦海涂上试种晚稻, 获得单产 4

605kg / hm2 的好收成; 上虞县七五丘, 脱离海水只有

四个半月, 即种早稻, 在 70hm2 海涂上 ,当年公顷产

超过 6 000kg ,第二年公顷超过 7 500kg。江苏省农科

院土肥所和南京农业大学、省农林厅及沿海农科所

等单位联合实施的围滩养鱼改土技术, 在沿海地区

具有很大的影响。近几年, 江苏省农科院土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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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农场经营的 1 120hm2 滩涂已取得稳定经济效

益,年产成鱼 300 万 kg , 销售收入 2 400 万元。1997

年,又新增开发荒滩 1 533hm2。这些荒滩经 3~ 5 年

围滩养鱼,使土壤肥力达中等以上水平, 退鱼还耕水

稻公顷产量在 6 000kg 以上。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 在改良滩涂的同时, 还

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前期水利投资较大。

113  先利用后改良阶段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耐盐植物筛选、引种

等,通过在滩涂上直接种植耐盐植物, 充分利用盐荒

地,产生经济效益。南京大学在江苏沿海引种柽柳、

芦苇、籽粒苋等耐盐植物获得成功。中国科学院植

物所通过细胞工程方法筛选的一些耐海水突变体已

能在 1/ 3海水中通过海水无土栽培方式生长。山东

大学采用细胞工程技术培育出耐 015% ~ 019%盐分

的玉米单交种并在滨海盐碱地示范推广。江苏沿海

地区农科所在海涂先锋植物引种筛选方面取得多项

成果, 如耐盐油料作物: 海滨锦葵、油葵、油莎豆、碱

蓬;耐盐保健蔬菜: 枸杞、三角叶滨藜、鲁梅克斯等。

这一阶段开发滩涂的特点是投资少、见效快, 能

充分利用滩涂资源。目前, 该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

阶段。

2  今后开发滩涂研究方向

211  进一步加快耐盐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引种和

筛选,加速其产业化进程

我国沿海滩涂野生植物资源丰富, 如果这些植

物产品能成为商品或通过加工转化成商品,就可以

进一步发展形成产业。研究要集中在野生植物栽培

种选育技术和现有耐盐经济植物引种, 耐盐经济植

物大面积生产,优质、高效人工栽培以及收获技术体

系;探索耐盐经济植物的深度产品开发途径和加工

技术。

212  进一步拓宽围滩养鱼的研究成果, 开展特种水

产养殖,提高养殖经济效益

沿海一带的框围滩涂养鱼已开展了十多年, 这

项技术的试验成功和推广应用, 对加快我省沿海滩

涂的开发利用, 改良滩涂土壤等都起到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随着水产养殖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市场行情

的变化, 滩涂水产养殖已处于/ 微利0状态 ,单纯进行

常规鱼养殖容易亏本。因而滩涂水产养殖目前也面

临着产品结构调整的问题, 需要寻找新的养殖品种

和新的养殖方式。特种水产养殖由于其经济效益

好, 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 在苗种繁育及养殖技术等

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但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

步提高和完善,尤其在大面积滩塘养殖中,名、特、优

水产品的养殖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 把现有技术应

用于滩涂养殖业,结合滩塘的实际环境条件加以改

进和提高, 针对滩涂的具体水土条件, 在品种选育、

品种搭配模式、养殖品种驯化、水体环境调控以及病

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 必将促进名、特、

优水产品的产业化发展, 大大提高滩塘水产养殖的

经济效益, 使滩涂的大面积开发利用跃上一个新台

阶, 从而促进沿海滩涂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213  引进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 进行设施农业和设

施养殖的研究, 开展蔬菜和花卉工厂化生产在滩涂

上的应用, 加速滩涂开发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作物的工厂化生产是在无土栽培技术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农业产业, 也是未来农业的发展

方向和主要生产模式。由于工厂化生产可以人工控

制作物生长所须的温度、湿度及其营养供给, 因此作

物的生长一致、质量提高、产量增加而生产成本降

低。无土栽培技术无需考虑土壤的基质, 因而这项

技术在二十一世纪里可能迅速应用于不能种植作物

的盐碱地带。目前, 应开展可用于工厂化生产的沿

海滩涂条件的分析和确定, 进一步进行高效、低成本

的温室及无土栽培设施的研究。我国工厂化养鱼技

术的研究从六、七十年代开始获得重视和发展, 但限

于工厂化设施的成本过高、养殖种类及水处理技术

没有大的突破, 在大多数地区进展不大。今后在工

厂化养殖中应在生态养殖, 水处理技术, 降低生产成

本, 提高水体产量和养殖品种上做进一步的研究。

214  在发展滩涂经济的同时, 必须加强开发基础和

应用基础的研究, 在开发利用滩涂的同时, 重视生态

环境的保护

滩涂开发必将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要素变化和

产业结构的改变, 从而造成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动。

由于滩涂地区原有环境质量较好, 滩涂湿地对生物

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评估滩涂开发对滩涂生

态环境的影响, 保护滩涂生态多样性, 对实现滩涂整

体功能, 持续利用滩涂资源, 具有现实和长远意义。

本部分研究工作主要包括: 滩涂开发的生态环境效

应评估; 沿海用地的合理置换; 滩涂生物多样性保护

技术; 滩涂自然保护区建设及其功能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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