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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迫近南大洋面临的威胁

磷虾捕捞业的扩张，
加上气候变化的影响，
可能会威胁到
南极食物网的
根基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养护委员会

有能力在
南极附近的公海

创建一个海洋保护区
网络

南极海洋联盟
建议将19个区域

纳入到海洋保护区
和禁捕保护区网络

之中

罗斯海是
世界上受破坏最少的

海洋生态系统，
现在渔船却来到这片海域

捕捞犬牙鱼

南大洋是

15500 

多种物种的栖息地，
其中有许多物种

仅在南大洋海域生存 

2009年4月，
一艘澳大利亚巡逻船
在班扎尔海底斜坡
发现了一张非法刺网，
但是没能找到肇事的
IUU渔船。
这张渔网长130公里，
置放在海底1.5公里的地方，
已经捕获了

29 吨
南极犬牙鱼和大量鳐鱼

巨型鱿鱼——罕见的
海底怪物水手的不解之谜
在南大洋的深海之中漫游
据说它最长可达

15 米
以大型鱼类为食
例如南极犬牙鱼

南极半岛
- 气候变化参考区域

- 帽带企鹅和阿德利企鹅

1

威德尔海
- 渔业高产区

- 海冰 / 冰层退化时的 气候变化参考区域

2

南奥克尼群岛
- 丰富的深海生物多样性

3

南乔治亚岛
- 罕见的海底山栖息地

- 企鹅和信天翁觅食的地带

4

南桑威奇岛弧
- 火山活动产生的栖息地

5

毛德海隆
- 磷虾高产地区

- 从大陆架到海底盆地的生物多
样性包括海底山、峡谷、山
脉和平原

6

布韦岛
- 特殊的深海环境，包括海中山脊

的裂谷、 断裂带和海底山

- 陆地捕食者的觅食区

7

鄂毕-勒拿海底斜坡
- 正在恢复的犬牙鱼种群

8

德尔卡伦公海地区
- 大量的陆地捕食者

- 海底山和峡谷等深海环境

9

克尔格伦高原公海地区
- 南大洋的大斜坡

- 正在恢复的犬牙鱼种群

10

班扎尔海底斜坡
- 正在恢复的犬牙鱼种群

- 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和峡谷

11

克尔格伦产区
- 褶皱的海底栖息地

12

东部南极大陆架
- 旺盛的生产力

13

阿蒙森海和别林斯高晋海
（南极西部大陆架）
- 气候变化参考区域

- 经确认的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18

彼得一世岛
- 旺盛的生产力

- 太平洋盆地、杰拉许、贝尔基卡和莱
科因特海底山

19

巴雷尼群岛
- 陆地捕食者的觅食区

17

太平洋海底山
- 犬牙鱼繁殖区

16

罗斯海
- 未受污染的顶级捕食者聚集地

- 受干扰最少的海洋生态系统

15

印度洋海底环境
- 特殊的深海栖息地，包括海槽、山脊、 

从大陆架开始向外延伸的峡谷和热盐流
形成的沉淀

14

渔业：从2000年开始，已经有近12个国家派遣正规渔

船到罗斯海捕鱼

非法捕鱼区

磷虾捕捞区

大规模捕鱼区

关键点

南大洋
守护南极的灯塔

在南极大陆及其周围的南大洋，尽管环境和气候条件非常恶劣，

但是磷虾，鲸、海豹、企鹅和海鸟等生物却适应了这种环境，将

这里作为自己的家园。南大洋是15500个物种的栖息地，其中有

许多物种仅在南大洋海域生存。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独特，需要

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南大洋遭遇的威胁

犬牙鱼捕捞业
犬牙鱼，也叫美露鳕，在欧美市场上常常被称为智利海鲈。犬牙

鱼是南极食物链上层的捕食者，它们身长可达2米，体重可达100

公斤，寿命可达35年。

犬牙鱼长寿多脂，是欧美昂贵餐馆里的热门菜，这种可观的经

济价值致使它们成为IUU渔船猎捕的对象（IUU，即Illegal, Un-

regulated and Unreported，指非法、未通报和未经规范的捕捞

方式）。虽然南大洋既偏远，作业条件又恶劣，各国渔船还是长

途跋涉到此处，捕捞巴塔哥尼亚犬牙鱼和南极犬牙鱼。IUU渔船

将某一片海域捕捞殆尽后，就马上转移阵地去别的海域作业。

官方估计IUU捕捞的犬牙鱼为总捕获量的50%。事实上，目前被

IUU捕捞的犬牙鱼的数量还没有办法准确的统计，这就导致了某

些地区渔业管制的不力和滥捕现象的发生。

由于犬牙鱼要到十几岁时才能成年并具有生殖能力，所以过度捕

捞对其影响非常大，一般来说，雄性犬牙鱼一般要到13岁体长

1.2米左右时，才能性成熟并具备生殖能力，而雌性南极犬牙鱼

则需要等到约17岁体长达到1.3米时，才具备生殖能力。

现在有许多捕捞犬牙鱼的IUU渔船开始采用塑料单层刺网进行捕

捞，这比在合法渔业中使用多钩长线的破坏性要大得多。虽然目

前还没有具体的数据能说明南大洋海域内有多少鸟类、哺乳动物

和其他海洋生物作为副捕获物被打捞上来，但是其他地区的经验

证明刺网很容易带上大量的副捕获物。而且，遗留或者掉落在海

洋中的刺网，可能像幽灵一样继续捕捞海洋生物，鱼类和其他的

物种都有可能会误入其中而丧命。

磷虾捕捞业
磷虾是一种类似小虾的甲壳类动物，它们是群居动物，有时候仅

1立方米的地方就能聚集30000多只磷虾。磷虾是挪威、日本和韩

国等国的渔船觊觎已久的目标。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一条装备

精良的拖网渔船，在一个捕捞季就能捞上45000吨磷虾。

现在越来越多的Omega-3保健品采用磷虾作为其主要原料，同

时磷虾也逐渐被用来作为水产养殖的鱼饲料，随着磷虾产品的

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磷虾捕捞业

会大举扩张。即便是按照目前的捕捞水平来看，我们也有理由

担忧捕捞磷虾的行为，会影响到处在磷虾食物链上层的捕食者

物种的数量。再考虑到南大洋地区气候变化对磷虾的影响，以

及已知的磷虾减少的情况，作为南极整个生态系统根基的磷虾

正被危机包围。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南极的面貌。气温的变化在南极的分布并不均

匀，尽管有些地区的气温近年来下降了，但是近期的研究结果显

示整个南极大陆的气温正在上升。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南极

半岛地区——这里是全球增温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有报道指

出，过去61年以来，南极半岛87%的冰川正在消融。

尽管南极某些地区的海冰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臭氧层空洞导致的

离岸风增加，南极半岛西边的冬季海冰面积和结冰时间都急遽缩

减。而冬季海冰恰恰是磷虾的“育婴房”，海冰的减少，会导致

第二年夏季磷虾数量减少，这必然会对以磷虾为食的鲸、海豹和

企鹅产生影响。另外，阿德利企鹅和帝企鹅都依赖南极的海冰繁

衍后代和觅食。在南极某些地区，依赖海冰生存的阿德利企鹅似

乎正逐渐被一些开阔水域的物种所取代。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近

期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到本世纪末，南极特雷阿德利区域的一

个大型的帝企鹅栖息地里95%的帝企鹅将可能消失。

海洋管理的“盲区”
如果南极是一尊皇冠，罗斯海就是上面的一颗明珠。罗斯海是

企鹅、海豹和鲸鱼种群的栖息地，它们在这儿觅食和繁衍后

代。居于罗斯海生态系统中心地位的是数量异常庞大的浮游植

物，他们生产的食物约占整个南大洋所有产出的28%，对整个

南极都是至关重要的。罗斯海大陆架和斜坡上的这片海域约占

南极锋南面的南大洋总面积的2%（约3290万平方公里），虽然

放在整个地球上看，这片海域的面积很小，但是其生物价值和

生态价值却相当大。

来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本杰明·哈尔彭和18位海洋生

态学家开展了一项探究人类对世界海洋影响的独立研究，结果表

明罗斯海是世界上仅存的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少的海洋生态系统。

因此，罗斯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活着的实验室”，在那里科学

家们可以排除人类活动的干扰，研究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总体上

来看，除了因工业捕鲸导致的蓝鲸减少和不断下降的南极犬牙鱼

数量之外，罗斯海的整个食物网络近千年来还没有发生变化。与

多数其他的海洋区域不同，罗斯海仍是大量顶级捕食动物的栖息

地，因此罗斯海对研究正常运作的生态系统的意义重大。

罗斯海蕴藏着丰富的物种，包括南极38%的阿德利企鹅，26%的

帝企鹅，30%以上的南极海燕，6%的南极小须鲸和6%的威德尔

海豹。虽然罗斯海面积较小，却是这颗星球上“冰封的加拉帕戈

斯群岛”（注：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太平洋厄瓜多尔，动植物物种

丰富，是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源头）。

尽管罗斯海位于偏远地带，还是难逃捕捞业的魔爪。由于近海水

域鱼类资源消失殆尽，于是捕鱼船赶到更远的海域，去捕捞深海

鱼群和远洋鱼群。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拖网渔船曾在罗斯

海进行过勘探性质的捕捞作业，之后到1998年罗斯海正式成为渔

船下手的对象。当时新西兰采用延绳钓的方法，开始在世界最南

端的渔场捕捞犬牙鱼。延绳钓渔船曾在2004年的捕捞季达到了21

只的历史最大数量。在2009-2010年的捕鱼季期间，来自7个国

家的18只渔船在罗斯海捕捉犬牙鱼。然而，除了正规渔船之外，

大量的IUU捕捞正在危害南大洋更广大的生态系统。

由于过度捕捞，科学家已经无法在麦克默多海峡地区捕捉到成年

的犬牙鱼对其进行研究——这里曾是犬牙鱼出现的最南端海域。

作为罗斯海中重要的捕食者，犬牙鱼种群数量的减少会给整个生

态系统带来毁灭性影响。南极科学家发现有证据表明，目前对犬

牙鱼的捕捞活动可能已经改变了罗斯海的食物网。在麦克默多海

峡地区，食鱼的罗斯海虎鲸数量骤减，以及阿德利企鹅饮食结构

的变化，都可能与该区域南极犬牙鱼的消失有关。

我们能做什么？
绿色和平以及南极海洋联盟的其他成员正在南大洋极地附近搭建

一个海洋保护区网络。基于目前最领先的研究成果，南极海洋联

盟（Antarctic Ocean Alliance, AOA）提议将19个地区列入重点

保护区域，其中包括在整个罗斯海大陆架和斜坡建立一个360万

平方公里的海洋保护区。

构建这样一个大型网络的依据是南极条约体系（Antarct ica 

Treaty System, ATS）。根据南极条约体系的规定，在南极开展

任何活动都必须控制其负面影响，而且在进行规划时就必须充分

了解这些活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且禁止除科学研究活动之外所

有的矿产资源开发活动。但是，并没有禁止捕捞业。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The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

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CCAMLR）是负责

管理南极渔业的机构，是国际公认的基于预防性和生态系统的原

则来管理渔业的领袖。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和南极条约

下的具体规定明确了建立海洋保护区的机制，尤其重要的是，各

国认同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World Summit on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所建立的目标，即到2012年前

创建一个海洋保护区的网络，并就此建立了明确的机制。南极海

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各成员国必须履行他们的义务，加快在

南极地区构建大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步伐，并将罗斯海大陆架和

斜坡纳入到这个网络之中。然而，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南大洋的

生物们。我们必须为了全人类的福祉管理好全球所有的海洋，各

国政府有责任为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做法建立法律依据，将南

大洋保护区纳入全球海洋保护区的网络。因此，各国政府有责任

就海洋救援计划（Oceans Rescue Plan）达成共识，并将其纳

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防止公海海域遭遇毁灭性的商业捕捞行

为。这份海洋救援计划必须确保各国政府最终兑现他们保护海洋

的承诺，来捍卫我们的海洋，创建一个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为

我们的后代拯救地球上现存的生物。



南大洋
守护南极的灯塔

绿色和平是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组织，致力于

以实际行动推进积极改变，保护地球环境与

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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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reenpeace.cn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90%的大鱼已经
消失，是时候去保护那剩余的10%了，
特别是保护罗斯海地区的生物。”
海洋学家塞维娅·厄拉，2009年5月21日，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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