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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开发研究的新近进展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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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海洋开发的深入推进，海岛凭借其丰富海洋资源与特有区位条件，正在成为沿海开发的

新战略增长点，海岛开发研究成果不断丰富。通过对近年海岛开发论文的梳理，从海岛资源开发及其影响、

海岛主导产业选择、海岛产业结构演进及海岛开发模式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目前海岛开发研究进行综述，并

对研究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及未来研究重点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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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我国首次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拉开海岛开发序幕，引发海岛开发第

一次研究浪潮。近年来我国海岛开发出现新趋向，一方面，国家出台众多沿海地区海洋经济

发展规划，纷纷将海岛作为发展重点，并且设立了舟山群岛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发展新

区，为海岛开发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沿海各市大力建设陆岛连接工程、连岛工程，通

过陆岛相连、岛岛相接，极大的改善了海岛发展区位条件，为海岛资源开发、产业发展提供

绝佳条件。随着国家对海洋经济的不断重视，海岛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海岛的开发重

要意义不仅在于海岛的丰富资源有助于缓解陆域资源压力，更在于海岛将通过自身发展成为

海洋经济开发、城市向海拓展的战略支点，海岛正在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甚至区域发展的新

增长极。然而，我国海岛开发历史较短，开发经验不足，且海岛开发与大陆不同，其开发条

件、发展路径及开发管理等问题都需要相应研究的展开与指导。在此背景下，海岛研究不断

受到学者重视，极大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开展，本文较为系统的梳理了近年来我国及部分国外

学者在海岛开发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海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1.1 海岛资源禀赋及开发概述 

海岛开发价值在于其独特的资源优势，长期以来，对于海岛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渔、

景、港”三个方面，即鱼类、贝类等水产资源，海岛旅游资源以及港口岸线资源，随着海岛

开发的不断深化，其他海岛资源如矿产资源、海水资源、滩涂资源、可再生能源资源等的开

发也日益受到关注。这些丰富的资源无疑是海岛发展的巨大优势，对于缓解陆域资源紧张具

有重要意义。 

我国学者针对海岛资源开发的进行了较为丰富的实证研究，海岛资源开发正从生物资源

开发为主转变为非生物资源与空间资源利用为主
[1]
，同时，学者逐步意识到单岛开发的局限

性，对海岛资源开发的研究从单一资源开发向综合利用发展，从单岛资源的开发向群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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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开发发展。对海岛资源开发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海岛资源选择适宜产业及其产业发展研

究，其他方面还涉及到产业开发影响分析、海岛资源评价等。 

1.2 海岛资源开发影响分析与定量评价 

海岛资源开发是海岛经济发展主要的支撑，但在开发同时也导致许多生态环境问题，如

水产资源开发中捕捞造成渔业资源衰退、破坏生态系统平衡、捕捞海域海水污染，海水养殖

造成浅海水域污染及红树林系统破坏，旅游资源的开发造成岛陆及其周围海域环的污染
[2]
，

等等。研究中对环境影响及经济影响的分析较多，并开始拓展到社会文化影响方面。 

在社会文化影响方面国外学者研究较多，且多为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及旅游业影响分析，

TracyBerno通过对太平洋Cook岛的研究，认为海岛旅游对社会文化变化影响显著，旅游活动

使居民社会生活商业化、人际关系变为经济关联，但旅游对本地居民和外来者的影响存在差

异，如果两者没有形成共同的期望和理解，本地居民将承受旅游引起的大部分负面影响
[3]
；

Ray Green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泰国Koh Samui岛的居民感知，发现旅游业的发

展使社区环境快速改变，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周边环境、社区传统生活模式等都造成负

面影响
[4]
。 

面对海岛开发活动中的诸多环境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海岛的可持续发展是海岛资源开

发与环境保护的必然选择，对海岛开发进行合理评估及针对性的研究至关重要，对此，相关

研究正从定性到定量发展，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海岛资源评价，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评价方面，王跃伟等以舟山市海岛旅游开发

为例，在对舟山海岛旅游资源的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定性的评价了舟山海岛旅游资源
[5]
；

Morgan选择海岛开发程度、自然、生物、人文四类共50个评价因子，对海岛的安全性、气

候适宜性和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并为游客的旅游决策提供参考信息
[6]
；罗烨在之前旅游评

价的基础上，运用专家咨询及层次分析法构建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对嵊泗列岛进行实证

研究
[7]
； 

（2）海岛资源开发影响评价，学者主要利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相关

评价指标。孔梅、肖佳媚等分别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指标体系模型构建了环境

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及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海岛开发的环境效应进行综合评价，为海

岛资源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8，9]

。 

（3）海岛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近年来，对海岛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定性的

策略分析，还进行了相应的定量评价。李金克等在参考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海洋产业、资源、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潜力等方面选取指标，建

立了海岛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10]

；柯丽娜等基于海岛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从海岛生存支持指

标、海岛发展支持指标、海岛社会和智力支持指标三个方面，构建海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对12个海岛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
[11]

。 

1.3 海岛环境系统保护与承载力研究 

海岛开发过程中必须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研究较多是对海岛开发的指导性建议以及开发

问题的策略应对，然而，海岛环境保护不仅要究海岛问题的产生、后果及其应对，更强调对

环境整体的管理，必须进行系统性、长期性的环境管理。近年来，学者进行相关尝试，但多

为管理对策分析，尚未有系统性的构架。高俊国等从海岛环境、海岛发展历程、海岛区位和

海岛物权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海岛环境管理的特殊性，并据此提出海岛环境管理的基本对策
[12]

；唐伟等一方面从海岛规划、海岛立法、海岛开发许可制度等方面分析国外海岛生态系统

管理的特点及研究进展，并探讨各制度在我国海岛环境保护中的可行性
[13]

；另一方面从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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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法制建设、海岛可持续发展和海岛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等方面提出我国海岛生态系统管

理对策
[14]

。 

此外，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开发，其核心问题之一是海岛承载力问题，学者通过构

建评价指标，针对海岛资源、海岛产业测算其环境承载力，但尚缺乏对海岛环境整体承载力

的研究。狄乾斌等以长海县为例，根据人均资源消耗与资源供给能力预测，分析海岛地区海

洋水产资源的承载能力，并提出提高海洋水产资源承载力的途径与对策
[15]

；张灵杰以玉环大

鹿岛为例，通过对海岛生态系统的评价，并运用数量最终环境界值法对大鹿岛的日旅游环境

容量进行了计算
[16]

；刘伟利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通过SPSS软件建立海岛旅

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判断长山群岛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状态
[17]

。 

总体来说，在海岛资源环境特性分析的基础上，相关研究呈现出计量化与系统化的趋势，

一方面不断采用计量方法，通过对海岛资源及海岛开发的定量分析，提高了海岛开发研究的

准确性及针对性，海岛定量研究不仅出现在以上三方面，还涵盖海岛产业结构演进、海岛开

发管理等多个方面，成为近年来海岛开发研究的重要发展；另一方面，把海岛、甚至群岛作

为系统整体来看待，强调其整体的开发与系统的管理，这在海岛产业发展中也得到了体现。 

2 海岛产业开发与发展策略研究 

2.1 海岛主导产业选择与产业集群构建 

海岛开发的关键在于主导产业选择以及海岛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在产业选择中对单体岛

屿、具体产业的研究成果颇丰，早期产业选择方面研究主要是基于海岛“港景渔”资源优势，

发展港口运输业、旅游业、渔业等，而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对海洋科技投入不断

增大，“科技兴海”成为海岛发展的战略选择，海岛产业也随之升级，开始向海洋精细化生

产、海洋医药、海水利用等进军。 

海岛产业选择与发展策略不仅考虑海岛资源，由于海岛资源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性、海

岛本身的承载力较小等相对大陆的发展劣势，海岛发展必须强调专业化与差异化
[18]

，海岛产

业应该在群岛开发及陆域联动的基础上选择，而海岛产业集群的构建不仅是海岛本地产业的

集群发展，也是从海岛区域的角度出发，在各海岛专业化发展背景下构成的群岛集群。我国

已有学者对具体海岛主导产业选择与产业集群发展进行相关研究，主导产业选择方面楼东等

运用SWOT法分析舟山发展的优、劣势，并根据舟山的资源条件和环境特征，考虑与上海和宁

波的对接，提出舟山以临港产业、旅游业为新时期舟山市的两大主导产业
[19]

；车婷婷认为长

山群岛的产业发展必须结合大连的城市发展趋势和产业定位，从而确定其现代服务业发展区

的发展定位，并选择以高端旅游为主的现代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
[20]

。产业集群构建方面杨效

忠等提出以普陀山等国家级风景区为依托，通过陆海交通网络将周边岛屿联通，推动舟山景

区整合，创造特色精品旅游产品的旅游功能区集群
[21]

；陈文在对舟山旅游业产业集群发展条

件及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舟山旅游业产业集群构建的若干措施，即以大旅游项目为主体，

延伸产业链，打造旅游综合体，并通过区域合作、一体化开发等，提高集群效应
[22]

。 

由于海岛发展的容量有限，在产业选择时必须关注不同产业间的影响，特别要考虑产业

间的互补与互斥，以实现产业间协调发展。如Riaz Sharee通过对比20个小岛屿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发展情况，发现旅游发展加剧了不同产业的竞争，导致产业重组，并且旅游发展速度与

发生经济风险概率成正比
[23]

，Mark的研究表明海岛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离岸

金融业的发展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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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岛产业结构演进与布局模式 

产业结构是过去发展的结果以及未来发展的基础，对海岛产业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把握海

岛发展情况、指导未来海岛发展，海岛产业结构也是近年研究重点之一，张耀光等以我国12

个海岛县为例，运用三轴图法分析了海岛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提出“右旋”与“左旋”两

种产业结构演进模式，并且海岛县产业结构演进受市场机制、大陆经济及高新技术的影响，

常规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可能会发生改变
[25]

，即海岛产业结构演进存在跨越性，此外，海岛

产业结构也存在伪高级化现象，虽然产业结构已经达到高级化，但其缺乏工业发展积累，并

不能完全指导海岛产业发展。此后张耀光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划分出12个海岛县产业结构的

不同演进阶段和产业结构类型，对三轴图法进行了验证
[1]
。据此方法，关晓吉等分析了长岛

县产业结构的特征和演进模式，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26]

。其他学者进行了深化研究，认为不存

在统一的产业结构演进目标，提出海岛产业结构演进目标应为“稳定发展第一产业，有限发

展第二产业，优先发展第三产业”
[27]

。 

海岛产业必须存在于一定空间之上，而海岛空间相对狭小，产业布局问题是海岛发展中

的关键，然而研究相对不足。一方面，关注到产业布局不合理造成的问题，发现渔业与旅游

业之间，存在争海滩、争水面、争空间等矛盾，如浮筏养殖占用海域，近海区域进行海产品

初加工等，会影响海滨风貌，不利于旅游开发
[28]

。另一方面，也对产业布局及布局模式进行

初步研究，张婧等通过国内外海岛相关成功经验的分析，为长岛县产业发展定位及产业布局

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29]

；张耀光以长海县为例分析了海岛产业的飞地布局模式，并对产业布局

等提出建议，该模式对于缓解海岛土地压力，延长产业链具有重要价值
[30]

。  

2.3 海岛发展策略与开发模式研究 

海岛发展策略不仅包括前述的主导产业选择、产业集群化发展等，更在于将海岛发展于

环境保护结合，实现海岛可持续发展。对海岛发展的策略研究较多，特别是针对海岛产业发

展、海岛产业结构升级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实证分析。 

对于海岛开发模式研究，除了海岛可持续发展模式外，还有学者提出海岛发展的循环经

济发展模式、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岛陆一体化发展模式等
[31，32]

，实际研究中，主要以海岛

可持续发展等为指导，以海岛产业发展为重点，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海岛发展模式，虽然未

有系统的构建，但在研究中比较普遍采取的是海岛集群发展模式，即大岛综合开发，形成类

似于城市中心的功能，提供海岛发展所必须的社会服务等，小岛进行专业化开发，通过海岛

区域开发及各岛分工构成集群式发展的模式。如李植斌在对浙江海岛分析中提出海岛开发应

坚持组合开发和主导开发的原则以发挥组合优势，实行以大岛为中心岛带动周边小岛开发的

区域综合开发策略
[33]

；杨效忠等提出舟山海岛发展必须通过完善陆岛交通、岛岛交通，以大

岛为发展中心，带动周边小岛，组成海岛开发网络，发挥群岛优势
[21]

。此外，罗迎新在对南

澳县经济现状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利用现代系统理论的方法，构建了包括海岛淡水资源综合

开发系统、海岛能源资源综合生产系统、海岛交通综合开发系统、海岛特色工业综合开发系

统、海岛传统渔业及生态农业系统及海岛生态旅游资源综合开发系统等在内的南澳县经济系

统开发模式，对发展模式系统构建进行了有益尝试
[34]

。 

对于海岛开发的相关理念，如通过群岛区域开发、与陆域联系开发及海岛开发系统等在

较早研究中即有涉及
[35，37]

，但具体实施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

近期学者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以具体海岛地区为例，系统分析我国海岛的发

展策略与开发模式，在实践中对这些理念进行应用与完善，并尝试构建系统的海岛开发模式，

在海岛开发中不仅考虑海岛资源优势，更考虑陆岛联系、岛岛联系，不仅考虑海岛本身的开

发，更考虑群岛区域的发展；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在海岛本身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对以往理

论进行一定补充与修正，如对海岛产业结构演进模式及特点的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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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岛开发管理研究 

海岛开发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海岛管理的完善，海岛开发管理问题也一直是海岛

开发研究中的重点问题。近年研究中，一方面，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关注海岛管理的独特性，

针对海岛开发管理中关键问题，对海岛管理体制、海岛开发规划、海岛立法等方面研究进行

完善，提出适合海岛的管理体制
[38，41]

，并建议实行统筹陆海的海岛、海域一体化功能区划
[42，

43]
，等等；另一方面进行海岛开发管理方式的创新，不仅尝试运用GIS相关技术处理纷繁复

杂的海岛管理工作，还对众多海岛进行分类管理
[44，47]

，提升管理绩效。 

03年出台的《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首次提出允许个人或机构开发利用无居

民海岛，揭开无居民海岛开发的热潮。今年国家海洋局公布了第一批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名

录，并印发无居民海岛开发系列规章制度，近日浙江省无居民海岛首次进行拍卖及授权使用，

无居民海岛开发走向规范化并迈出实质性步伐，相关研究也正在逐步展开。通过文献梳理分

析可知，无居民海岛是近年研究的新热点，目前主要研究海岛管理难题及其应对策略，特别

是管理体制机制、海岛使用权及其转让抵押等方面
[48，52]

，为无居民海岛的开发扫除障碍，

同时，随着无居民海岛开发的展开，相关研究也开始关注无居民海岛的发展模式、功能区划

等开发问题
[53，55]

。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今年海岛开发研究文献的梳理分析，结论如下： 

（1）海岛旅游业、渔业外的其他产业研究有待丰富。海岛研究中对海岛旅游业、渔业

研究较多、也较为全面，但对其他产业的研究略显不足，如今国家日益重视海洋经济发展，

作为海洋经济的桥头堡，海岛产业迎来新发展。例如，以往由于海岛的空间隔离，海岛工业

主要是依靠港口或渔业发展初级加工制造业，但近年来，诸多沿海城市纷纷通过跨海大桥、

海堤等将海岛与大陆相连、岛屿与岛屿相连，海岛已然“半岛化”，海岛区位条件发生重要

转变，为海岛工业升级、重工业发展提供保障；又如在当下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发展，海岛理

应在此方面发挥作用，并且海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具有资源优势、空间优势，众多海岛纷纷

提出将海洋新兴产业作为发展重点，海岛将成为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对海洋新兴

产业开发的产业选择、布局及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亟待展开。 

（2）缺乏对海岛开发模式的系统研究。当前海岛研究涉及海岛开发的诸多方面，但缺

乏整体性海岛开发模式的研究，如海岛承载力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有学者对海岛开

发承载力问题进行研究，但在海岛产业选择与开发中却易忽视此问题。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

究建议实施海岛开发的集群发展模式，但缺少理论性总结，许多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海岛与

陆域城市联系紧密，海岛开发必须依靠陆域支撑，对海岛开发存在决定性影响，但实际研究

中缺乏陆域经济发展对海岛开发的影响分析，海岛对陆域辐射的响应措施研究也依然缺乏，

不利用海岛与陆域的联动发展。 

（3）海岛开发相关理论亟待创新。海岛开发研究中多为具体案例研究，其成果的可应

用性有待商榷，缺少针对性海岛开发理论研究。在研究中，学者发现海岛与陆域的区别，提

出海岛管理等方面与陆域的差异化构建，但在海岛开发中陆域思维的影响依然存在，如产业

结构演进，诸多学者研究中依然以陆域的“三二一”产业结构指标作为海岛发展的目标，但

实际上，产业结构应由海岛本身发展的模式所决定，并不存在统一的发展目标。此外，在海

岛绩效考评、海岛空间结构演化等方面的相关理论仍待深入研究。 

总之，我国海岛开发研究正从海岛县向近陆岛、无居民海岛拓展，随着研究的深入，未

来海岛开发研究在海洋新兴产业布局与发展、海岛发展模式研究、陆岛联系分析与响应、海

岛理论研究创新等方面还有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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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ine exploitation in China, and Islands, with its rich marine resources 

and specific geographic conditions, is becoming the new strategic growth areas of coastal development. 

Islands Development Research constantly enriched.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tudy on island 

development on several aspects,including the island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its influence, the 

selection of leading industry of the isl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in island and Islands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other aspects. Then discus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and make a 

prospect of research prior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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