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捕捞策略正在作为渔业管理领域的一项关键创新而兴起。了解用于描述流程中许多步骤的术语将有助于渔业
管理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有效地应用此工具包中描述的做法。一致的定义将为讨论捕捞策略和所涉及的
概念提供通用的参考框架。 

术语表
B：生物量。种群或种群既定部分中所有生物的总重量。 

B0：原始种群生物量或未捕捞种群生物量。捕捞开始之前或没有捕捞的任何时间点可能存在的平均生物量。 

BMSY：通过以等于 FMSY 的恒定捕捞死亡率进行捕捞而取得的长期平均生物量；换句话说，能够产生最大可持
续产量 (MSY) 的平均生物量。由于这是一个平均值，因此尽管维持长期平均值，但由于生产力和繁殖成功率
的自然可变性，任何特定时间的生物量都可能与 BMSY 不同。 

F：瞬时捕捞死亡率。这是预期在任何单个时间点捕获的种群（或年龄级或其他既定群体）比例。使用公式 1-e-F 
可计算年度捕捞死亡率，其中 “e” 是称为欧拉数的数学常数。例如，F 为 0.54 意味着每年捕获种群的 0.417 
或 41.7%。  

F0.1：单位补充量渔获量 (YPR) 曲线的斜率减小到原点（图形上 x 和 y 轴的截距）处值的 10% 时的捕捞死亡率。
提出 F0.1 用以提供捕捞死亡率，以保护产卵种群潜力（见  FX%），同时提供高单位补充量渔获量。10% 值是任 
意的；可以将相同的概念应用于不同的 YPR 百分比降低量，但是 10% 是作为 FMAX 的更保守替代项而提出的。

FMAX：将产生最大单位补充量渔获量 (YPR) 的捕捞死亡率。虽然这可最大程度地提高 YPR，但此比率并不一
定能防止补充量（即补充型过度捕捞）减少和后续过度消耗。提出 F0.1 是因为认识到 FMAX 有时是不可持续的。 

FMED：可通过每年 50% 观察到的新补充鱼量的存活率来支持的捕捞死亡率。

FMSY：如果持续应用捕捞死亡率，长期平均而言，会导致 BMSY 和最大可持续产量 (MSY)。 

FX%：达到不捕捞情况下获得最大产卵潜力（例如产卵、补充量、产卵鱼） X% 的捕捞死亡率。

Kobe 图：四象限图形，显示种群状况和/或随时间变化的种群轨迹。横轴为种群丰度，纵轴为捕捞死亡率。
轴通常分别以 B=BMSY 和 F=MSY 进行划分，因此可以采用图形方式描绘种群是否被过度捕捞和/或遭受过度
捕捞。 

Kobe 策略矩阵：显示在替代管理方案（例如，不同的总允许渔获量 [TAC] 水平）下实现一个或多个管理目标 
（例如成功重建、避免过度捕捞）的概率的表格。

M：瞬时自然死亡率。总死亡率 (F+M） 中由于自然原因（包括疾病、捕食和饥饿）造成的部分。

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对影响种群评估、参考点估计和管理的一个或多个因素的完全了解而导致的结果。渔业
中考虑的不确定性主要有四种：观察误差（由偏差数据引起）、流程误差（由自然种群可变性引起）、模型误差
（由错误的假设或模型结构引起）和实施误差（由于未能完全实施管理措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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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卵潜力比 (SPR)：在既定捕捞死亡率下，相对于其在不捕捞情况下的终生产量，补充鱼量预期提供的产卵 
产量（例如卵）的终生贡献。通常以百分比表示。例如，SPR50% 表示在指定的捕捞死亡率下，补充鱼量终生平
均产卵量将是不捕捞情况下产卵量的一半。请参阅 FX%。

产卵种群生物量 (SSB)：种群中性成熟部分（即成年鱼）的总重量。

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CPUE)：单位捕捞努力获得的渔获量，例如每 1,000 个鱼钩的鱼数量。通常用作种群
丰度的替代术语。 

单位补充量渔获量 (YPR)：在既定捕捞死亡率和选择性下新补充鱼量终生将生产的预期产量（按数量、生物
量等衡量）。

参考点：相对于指标的基准，用于将渔业管理制度的当前状况与理想（或不理想）状况进行比较。

指标：被测量或估计的数量，被认为直接或间接地提供有关种群状况的信息。指标可以是定量也可以是定性。
指定指标的期望结果和不期望结果时，可以使用组合来提供绩效指标或绩效度量。用于衡量实现管理目标的
成功率。请参阅绩效指标。

捕捞控制规则 (HCR)：描述如何根据种群状况的选定指标来管理捕捞的预定规则。又称为决策规则。 

捕捞策略：用于做出渔业管理决策（例如设定配额）的预定框架，旨在实现特定管理目标。策略通常包括监控
计划、种群评估方法、参考点和捕捞控制规则 (HCR)。也称为管理规程或管理策略。

最大可持续产量 (MSY)：在现有环境条件和恒定捕捞死亡率下可以从种群中获得的最大长期平均产量。

生长型过度捕捞：当鱼的捕捞量过少而无法最大程度提高单位补充量渔获量 (YPR) 时发生。

目标参考点 (TRP)：指标的基准，确定应实现和维持的目标渔业状况。创建缓冲区域，以确保不违反限制参 
考点 (LRP)。可以基于一种或多种生物学、生态、社会或经济考虑因素。

稳健：一种在一系列既定不确定性和假设下都能实现预期绩效以及可靠一致结果的方法。

管理目标：种群和渔业正式采用的目标。它们包括通常在立法、公约或类似文件中表达的概括性或概念性 
目标。它们还必须包括具体且可衡量的运作目标，以及相关的时间表和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最低概率。在捕
捞策略中提及管理目标时，则采用后者，即更具体的定义。

管理策略评估 (MSE)：基于模拟的分析框架，用于评估多种捕捞策略相对于预先指定的管理目标的绩效。

管理规程 (MP)：请参阅捕捞策略。

绩效指标：管理目标的定量表达式，用于通过确定指标的当前值与目标（通常是参考点）的接近程度来评估目
标的实现情况。也称为绩效统计信息或绩效指标。请参阅指标。

补充：由于生长和/或迁徙每年加入既定鱼群的新鱼数量。既定群体可以是种群的被开发利用部分，被描述为
渔业的补充。既定群体也可以是超过一定年龄（例如 1 岁或成年年龄）的整个种群（已捕捞或未捕捞）。

补充型过度捕捞：当成年鱼枯竭到无法自行补充的程度时发生。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将导致种群崩溃。

触发参考点：请参阅阈值参考点。

调整：在管理策略评估 (MSE) 中根据可用数据拟合运作模型 (OM) 的流程。调整 OM 有助于开发一套与数据
和不确定性假设相一致的看似合理的种群和渔业模型和/或假设，而不是在测试预期收获策略时只确定一个 
”最佳”方案而忽略其他模型和/或假设。



运作模型 (OM)：管理策略评估 (MSE) 流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用于测试捕捞策略。OM 将模拟捕捞策略的所
有相关方面，以便可以衡量和比较替代策略的效果。通常，OM 包括资源/生态系统动态、观察流程、评估 
流程、管理决策流程以及管理决策的实施。这些流程都包含了不确定性。基于不同假设的多个 OM 通常在 
单个 MSE 流程中使用，以测试替代捕捞策略的稳健性。

选择性：衡量不同年龄（大小）类别易被特定渔具或船队捕获的相对脆弱性。

阈值参考点：触发预先定义的管理响应以帮助渔业保持接近目标参考点 (TRP) 并避免违反限制参考点 (LRP) 
的基准。通常设定在 TRP 和 LRP 之间。又称为触发参考点。

限制参考点 (LRP)：指标的基准，定义种群的不理想生物状况。为了保持种群安全，违反 LRP 的概率应该非 
常低。但是，如果违反 LRP，则应立即采取行动（例如暂停捕捞），以使种群或渔业恢复到目标水平。 

预防措施方法：一种管理理念，要求在决策时考虑降低风险，以便在缺乏完整信息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策
对种群的风险最低。

风险：在渔业中产生不利结果的概率，例如种群崩溃或违反限制参考点 (LRP)。用统计术语来说，这是负面结
果乘以其负面影响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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