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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和陆源污染物的积累,我国近海海域的生态环境破坏已经越来越严重,
生态系统出现严重的退化问题。近年来,生态修复工作已经提上日程,而利用大型海藻进行生态修复因其
独有的优势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可,大型海藻不仅能从海域移除碳、氮、磷,其本身的收益也很可观。本
文介绍了大型海藻生态修复的优势和潜力,并从利用大型海藻进行生态养殖方面进行研究,大量的实验
和实践证明大型海藻生态修复效果显著,在近海海域生态修复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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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land-based pollutant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s coastal waters has been damaged more and more seriously, and the ecosystem has been
seriously degraded.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has been put on the agenda. However, the use of large
algae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recogniz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because of its unique advantages.
Macroalgae can not only remove carb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from the sea area, but also have considerable
benefi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acroalgae, and studies
the ecological cultivation with macroalgae. A large number of experiments and practices have proved that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ffect of macroalgae is remarkable, and it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offshore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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