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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竞合机制的海陆产业双螺旋耦合模型
阎永兴ꎬ张向群
( 宁波大学商学院ꎬ浙江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摘

要: 随着“ 一带一路” 战略的提出ꎬ尤其是“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规划建设ꎬ必将为中国乃至世

界相关沿海地区的海陆产业发展注入活力ꎮ 在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基础上ꎬ海陆产业耦合已经成为海陆经
济发展的动力ꎮ 该文通过竞合机制ꎬ建立了海陆产业双螺旋耦合模型ꎬ从而对学者们海陆产业耦合的相关研究进
行整理综述ꎬ并作了总结和展望ꎮ
关键词: 海洋产业ꎬ陆域产业ꎬ竞合机制ꎬ双螺旋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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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张海峰( ２００５) 学者在郑和下西洋 ６００ 周年

报告会上提出“ 海陆统筹ꎬ兴海强国” ꎬ到“ 十二五”

规划将海洋经济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ꎬ标志着中国
经济开始由内陆向海洋延伸ꎮ “ 一带一路” 的提出
更成为沿海地区海陆产业发展的助推剂ꎮ

中国是一个海洋面积广阔ꎬ海岸带长的沿海国
家ꎬ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一直重陆轻海ꎬ海洋经济一直
严重滞后陆地经济ꎮ 海陆产业系统耦合协同发展是
对海陆统筹ꎬ海陆一体化ꎬ海陆产业互动ꎬ海洋可持
续发展ꎬ海岸带综合管理等发展战略共性的凝练ꎬ为

者对海岸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环境、社会经济和自
然资源等方面ꎮ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ｔａｕｒ Ｒａｈｍａｎꎬ Ｓｏｗｍｅｎ

Ｒａｈｍａｎ(２０１４) 把传统的和科学的海岸带生态体系
管理办法相结合ꎬ从而减少自然以及气候变化所导
致的灾害ꎬ增加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ꎮ 而 Ｍａｒａ Ｌ.

Ｒｏｊａｓꎬ Ｍａｒｉｎａ Ｙ Ｒｅｃａｌｄｅ( ２０１４) 等学者从海岸带不
断增加的侵蚀问题出发ꎬ认为政府对海岸带缺乏强
有力的社会资本投入和检测批准程序使得海岸带被
过度开发ꎮ Ｅｒｉｃ Ｌｅ Ｇｅｎｔｉｌꎬ Ｒéｍｉ Ｍｏｎｇｒｕｅｌ(２０１５) 通
过对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１ 年学术文献的系统回顾ꎬ分析了海

岸带管理形成过程中社会经济评估的类型和它们的
有效性ꎮ 因此ꎬ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于海陆产

沿海区 域 产 业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指 明 了 道 路 ( 滕 欣ꎬ

业相关研究的整理( 如图 １) ꎬ在分析研究方法的基

洋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ꎬ经济绩效将得到提升ꎬ进而

模型ꎬ进一步分析海陆产业耦合的动态发展ꎮ

２０１３) ꎮ 晏维龙ꎬ孙军(２０１３) 经过计算认为ꎬ随着海

础上ꎬ基于竞合机制ꎬ提出了海陆产业的双螺旋耦合

海陆产业之间的关联将会越来越紧密ꎮ 陆域与海洋
产业关联的最佳状态有助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合
理化ꎬ提高产业聚合能力以及区域经济的运行效率
( 李福柱ꎬ肖云霞ꎬ２０１２) ꎮ

海岸带是海陆产业联动发展的空间载体ꎬ必须

重视海岸带管理( 戴桂林ꎬ刘蕾ꎬ２００７ꎻ曹可ꎬ２０１２) ꎮ
海岸带管理最早由 Ｃｉｃｉｎ － Ｓａｉｎ 和 Ｋｎｅｃｈｔ ( １９９８) 提
出ꎬ定义为对沿海区域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展和
保护进行决策的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ꎮ 因此之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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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

国内外海陆产业耦合相关研究

研究方法
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定量的方法ꎬ比如袁小霞ꎬ

朱壮(２００８) ꎻ赵昕ꎬ王茂林( ２００９) ꎻ赵亚萍ꎬ曹广忠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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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等学者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研究了海陆

激烈( 戴桂林ꎬ刘蕾ꎬ２００７) ꎮ 在资金方面ꎬ由于海洋

用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分析对海岸带管理的一体化模

流动ꎬ即从 陆 地 产 业 向 海 洋 产 业 流 动 ( 赵 昕ꎬ 王 彦

产业的关联关系ꎮ Ｔ.Ｇ. Ｎｇｕｙｅｎꎬ Ｊ.Ｌ. ｄｅ Ｋｏｋ(２００７)

型进行系统化测试ꎮ Ａｌｅｋａ Ｍｅｌｉａｄｏｕꎬ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Ｓａｎ￣

ｔｏｒｏ(２０１２) 等学者用模糊认知图的方法把影响海岸

带的因素分为控制、基础设施、环境、跨部门交流、部
门计划五个方面ꎬ并肯定了模糊认知图方法在海岸
带管理中的作用ꎮ
通过定性的方法ꎬ叶向东( ２００８) ꎬ曹可( ２０１２)

研究了海陆统筹的发展战略ꎮ 朱坚真ꎬ张力( ２０１０)

研究了 海 陆 统 筹 与 区 域 产 业 转 移ꎮ 韩 立 民ꎬ 卢 宁
(２００７) 研究了海陆一体化的理论思考ꎮ Ｊ. Ｒｅｉｓꎬ Ｔ.

Ｓｔｏｊａｎｏｖｉｃꎬ Ｈ. Ｓｍｉｔｈ ( ２０１４) 通过 ＳＰＩＣＯＳＡ ( 海岸带
一体化科学政策评价体系) 研究实施海岸带管理系
统方法的相关性ꎮ 徐胜( ２００９) 通过定性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ꎬ研究了海陆经济发展的关联性ꎮ

另外ꎬ国外学者也通过一些具体的方法来研究
海岸带管理ꎮ Ｊｉｔｅｎｄｒａ Ｋ. Ｐａｎｉｇｒａｈｉꎬ Ｐｒａｔａｐ Ｋ. Ｍｏｈａ￣

产业的利润率逐步提高ꎬ致使资本开始了新一轮的
楠ꎬ２００９) ꎬ而资金也已经成为实施海岸带管理的关
键因素( Ｍ. Ｚａｉｎｏｒａ Ａｓｍａｗｉ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ꎮ 在劳动

力方面ꎬ海洋产业中新兴产业多于陆域产业ꎬ可以创
造更多的就业途径( 赵昕ꎬ孙瑞杰ꎬ２００９) ꎬ所以海洋
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优于腹地产业( 董晓菲ꎬ韩
增林ꎬ王荣成ꎬ２００９) ꎮ

在能量梯度方面ꎬ由于海陆产业子系统在发展

历史ꎬ资源禀赋程度ꎬ经济基础强弱等方面存在明显
的差异ꎬ从而导致两者不仅在系统总能量上存在差
别ꎬ在能量具体分配上也有不同ꎮ 在经济基础上存
在由陆地向海洋的正势差ꎬ在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
上存 在 由 海 洋 向 陆 地 的 正 势 差 ( 戴 桂 林ꎬ 刘 蕾ꎬ

２００７ꎻ徐胜ꎬ２００９ꎻ孙吉亭ꎬ赵玉杰ꎬ２０１１) ꎮ
３.２

合作

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共同承担着区域产业经济

ｎｔｙ(２０１２) 用 ＳＷＯＴ 分析对印度沿海监管区海岸带

发展的重任ꎬ两者形成资源共享ꎬ功能互补的共生关

沿海监管区条款的 效 率 提 出 建 议ꎮ Ｖｉｎｃｅｎｚｏ Ｍａｃ￣

合机制主要表现为海岸带地区海陆产业间的竞合机

管理条款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对提高海岸带管理与
ｃａｒｒｏｎｅꎬ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Ｆｉｌｉｃｉｏｔｔｏ(２０１４) 等学者通过建立

平衡计分卡模型为海岸带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
框架———ＤＰＳＩＲꎬ从而促进了海岸带管理战略的评
估ꎮ 本文在借鉴学者研究的基础上ꎬ结合海陆产业
的特点ꎬ采用定性的方法ꎬ在竞合机制的基础上ꎬ建

系( 苑清敏ꎬ杨蕊ꎬ２０１４) ꎮ 所以ꎬ海陆产业系统的耦
制( 盖美ꎬ刘伟光ꎬ田成诗ꎬ２０１３) ꎮ 只有二者的竞合

发展ꎬ才能形成海陆产业的良性共振耦合ꎬ让生产要
素ꎬ能量梯度的竞争变成海陆产业耦合系统内部的
流动( 如图 ２) ꎮ

立了海陆产业的双螺旋耦合模型ꎮ

３

３.１

基于竞合的耦合机制
竞争
沿海地区生活着大量的人口ꎬ他们通过争夺有

限的空间和海洋资源来增加经济发展ꎬ利益相关者
的冲突和对生态系统的掠夺时有发生( Ｗｅｎ － Ｈｏｎｇ

Ｌｉｕꎬ Ｒｈｏｄａ Ｃ. Ｂａｌｌ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ꎬ自然资源的竞
争已经成为沿海地区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 Ｍａｒａ Ｌ.
Ｒｏｊａｓꎬ Ｍａｒｉｎａ Ｙ. Ｒｅｃａｌｄ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ꎮ 比如ꎬＪ. Ｇ.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２０１４) 等学者通过调查计算得出由于陆地

水产养殖业对食物的消耗会导致海洋水产养殖业蛤
蚌的产量下降 ３％ꎮ

空间竞争是海陆产业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

种竞争关系ꎬ而海岸带地区更是海陆各个产业争抢
空间的必争之地ꎻ另外对于生产要素的竞争也十分

图２

４

海陆产业基于竞合的耦合机制

海陆产业双螺旋耦合模型的建立
双螺旋结构最早是应用在生物学中ꎬ但是近年

来随着学科间的交叉相融ꎬＤＮＡ 的双螺旋结构也开
始应用在管理学等学科中ꎮ ＤＮＡ 双螺旋结构是由

两条外侧的基本链和内侧的碱基对构成ꎮ 本文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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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陆产业的耦合应用在 ＤＮＡ 的双螺旋结构中ꎬ从而构

基础模型( ＥＢＭ) 对沿海地区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

两条链是海洋产业和陆域产业ꎬ内侧连接的碱基对

Ｇ.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２０１４) 等学者以水产业为例ꎬ认为需要

建了海陆产业双螺旋耦合模型ꎮ 其中排列在外侧的
为理论、系统、地域和关联产业( 如图 ３) ꎬ从而实现

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存在耦合关系ꎮ 而 Ｊ.

超出传统的空间规划ꎬ采用生态系统的方法ꎬ利用信

了海洋产业和陆域产业在理论、系统、地域和关联产

息经济实施系统框架来减少陆地水产业和沿海水产

业方面的耦合ꎮ

业系统内数据和软件的资本成本ꎬ从而构筑海陆水
产业的一体化系统ꎮ
４.３

地域
优化海陆产业的空间布局是海岸带综合管理的

关键环节ꎬ既要保证沿海每个地区海陆产业布局的
合理性ꎬ又要保证沿海不同地区间海陆产业布局的
协调性ꎬ达到海陆产业系统的总体效益最大化( 刘
伟光ꎬ２０１２) ꎮ

随着“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提出ꎬ国

与国在海陆产业的合作也将更加频繁ꎮ 致力于地区
图３

４.１

海陆产业双螺旋耦合模型

理论
理论作为基础ꎬ对于海陆产业耦合的构建具有

和国家项目的国家可以通过与邻国的合作来加强海
岸带 一 体 化 建 设ꎬ 并 学 习 他 们 的 经 验 ( Ｍ. Ｅ. Ｐｏｒｔ￣

ｍａｎꎬ Ｌ.Ｓ. Ｅｓｔｅｖｅ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ꎬ从而根据不同地区

具体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保证项目的实施( Ｌ. Ｅｒｎｏｕｌꎬ

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赵昕ꎬ孙瑞杰( ２００９) 以系统演化

２０１０) ꎮ 另外ꎬ由于地区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是动

织性ꎬ构建了海陆产业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的演化

考虑( Ｗｅｎ － Ｈｏｎｇ Ｌｉｕꎬ Ｒｈｏｄａ Ｃ. Ｂａｌｌ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２) ꎮ

的自组织理论为基础ꎬ分析了海陆产业系统的自组
模型ꎬ并用役使原理对模型进行了求解ꎮ 苑清敏ꎬ杨
蕊(２０１４) 以共生理论为基础ꎬ探讨了海陆产业间协

态变化的ꎬ所以要对法律基础ꎬ组织结构等进行统一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ｕｅｎｔｅ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ꎬ Ｄｉａｎａ Ｇｉｅｂｅｌｓ( ２０１４) 等学
者认为不能忽略那些涉及到不同实践ꎬ不同问题和

同共生关系ꎬ构建了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协同共生

地区之间知识一体化的因素ꎬ需要不同地区间高度

度评价模型ꎬ分析了中国沿海省市海陆产业共生状

的参与交流和社会投入ꎮ

态并进行预测达到对称性互惠共生状态的时间区

４.４

间ꎮ 戴桂林ꎬ刘蕾( ２００７) 以系统论为基础ꎬ对海陆

关联产业
从产业的三次产业划分来看ꎬ海陆产业具有很

产业的关联问题进行细致分析ꎬ并将海陆产业之间

强的对应性ꎬ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上都

的联系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启示ꎬ从而把理论研究和

有充分的体现( 吴雨霏ꎬ２０１２) ꎮ 肖云霞(２０１３) 通过

实践发展很好的结合起来ꎮ 所以海岸带管理面临的
最大挑战就是实施阶段ꎬ不能把理论作为一种目标
而应该成为一种实施的方法( Ａｌｉ Ｐａｋꎬ Ｆａｒｈａｄ Ｍａｊｄꎬ

２０１１) ꎮ
４.２

系统

海洋产业存在内部的碎片化并且和沿海地区整

分析空间依赖ꎬ发展动因等方面ꎬ利用灰色关联度分
析了中国沿海地区海陆三次产业的关联度并用静态
动态相结合的方法探析沿海地区海陆三次产业的结
构演进过程ꎮ
所以海洋产业对陆地产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ꎬ
陆地产业 也 在 向 海 洋 产 业 渗 透 ( 孙 吉 亭ꎬ 赵 玉 杰ꎬ

个海洋实践相脱离( Ｍｏｉｒａ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ꎬ ２００２) ꎬ另外

２０１１) ꎮ 例如ꎬ在沿海水产业方面ꎬ可以把水产养殖

理 任 务 不 清 楚 ( Ｎｉｃｏｌｅ Ｍｉｌｎｅꎬ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ꎬ

Ｔｏｖｅ Ｂｒｅｋｋ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ꎬ也可以通过评估整个水

由于权力的分散ꎬ沿海市政当局对于沿海资源的管
２００５) ꎬ所以系统方法体系为海岸带管理提供了运
作原则( Ｊ. Ｒｅｉ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ꎮ

Ｍａｒｉａ Ｈｅｌｅｎａ Ｇｕｉｍａｒãｅｓ(２０１４) 等学者通过经济

和浮游 动 物 的 获 取 技 术 结 合 起 来 ( Ｒａｃｈｅｌ Ｔｉｌｌｅｒꎬ
产养殖业生态系统ꎬ利用经济生物模型把牡蛎或蛤
类文化和传统的半集约式沿海水产业相结合从而有
助于海岸带管理纵向一体化以及减少对外部供应商

２２

阎永兴等:基于竞合机制的海陆产业双螺旋耦合模型

的依 赖 ( Ｓｔｕａｒｔ Ｗ. Ｂｕｎｔｉｎｇꎬ Ｍｕｋｉ Ｓｈｐｉｇｅｌꎬ ２００９ ) ꎮ

经济带的提出ꎬ海陆产业的耦合会成为今后研究的

而 Ｊ.Ｇ.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ꎬ Ｃ.Ｓａｕｒｅｌꎬ Ｊ.Ｄ.Ｌｅｎｃａｒｔ ｅ Ｓｉｌｖａ(２０１４)

热点ꎮ 鲍捷ꎬ吴殿廷ꎬ蔡安宁ꎬ胡志丁(２０１１) 认为可

等学者以葡萄牙为例ꎬ通过建立临海和陆地水产养

以从人本主义视角ꎬ发掘海洋之于人的价值ꎻ从结构

殖业的交互模型ꎬ分析了产量ꎬ环境效应ꎬ疾病的交

主义视角ꎬ探寻影响海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运行的

叉传播ꎬ指出要超出传统的空间规划去寻找水产养

深 层 机 理ꎮ 而 Ｄａｎｉｅｌ Ｆｅｌｓｅｎｓｔｅｉｎꎬ Ｍｉｃｈａｌ Ｌｉｃｈｔｅｒ

殖业生态体系的方法ꎮ

５

５.１

模型的分析
海陆产业的双螺旋结构旨在强调一种动态耦

合

(２０１４) 从海岸带土地使用角度ꎬ认为可以从海岸带
从业人员和公众的交流ꎬ为海岸带土地的最终使用
者提供新颖可行的工具等方面进行研究ꎮ 作者认
为ꎬ今后的研究方向可以更多的关注微观层面的企
业以及企业集群在海陆产业耦合中的作用ꎻ沿海不

在产业结构的演进中ꎬ陆域与海洋产业互动性

同地区海陆产业耦合子系统的跨地区影响ꎻ某一地

越来越强ꎬ形成一种循环积累的动态效果ꎬ促进了陆

区海陆产业耦合过程中耦合要素的动态演化等等ꎬ

域与海洋 产 业 结 构 的 协 同 演 进 ( 李 福 柱ꎬ 肖 云 霞ꎬ

２０１２) ꎮ 另外整个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ꎬ是一个

为海陆耦合研究打开更多的视野ꎮ

通过不断吸收涌现的知识和验证的假设对一体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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