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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出血病盲目用药易造成死亡
其他地区的发病时间也是在水温 20℃~30℃
的期间。
发病鱼龄和种类：经过近几年的检测和现
场调查，华中、华东地区草鱼出血病只有春片
鱼种发病，发病鱼大约是 1 整龄（俗称“秧子”、
“烟管子”
），而其他鱼龄的草鱼，如 2 整龄的隔
年大鱼种（俗称“隔子”
）不发病，成鱼也不发
病。青鱼也发病，青鱼发病鱼龄和草鱼相同，
而同一个池塘的其它种类的养殖鱼类如白鲢、
花鲢、鲫鱼等都不发病。发病鱼龄和种类也是
临床诊断该病的重要参考依据。
临床症状：草鱼种发生的草鱼出血病的典
型症状就是肠道明显发红，肠管外观均匀发
红，附着在肠管上的脂肪也出血、充血发红，解
剖肠管也能见到出血发红。这是近几年草鱼
草鱼出血病的临床诊断
种出血病的最显著的症状，也是判断草鱼出血
发病时间：草鱼出血病在华中、华东地区
病的重要依据。而以往资料介绍的红鳍、红鳃
有两个发病阶段，一是当年鱼种在秋末的白
盖、红肌肉的症状很少见，容易与细菌性败血
露前后发病；二是当年秋片鱼种越冬后，在第
症的症状混淆，不是临床诊断草鱼出血病的主
二年发病。发病时间在华中、华东地区大约 4
要依据。发病草鱼体表一般没有明显异常，个
月 中 下 旬 至 6 月 末 ，发 病 高 峰 在“ 五·一 ”前
别草鱼有红鳍、红鳃盖的症状，有的鱼有肛门
后，渔民习惯称“麦子黄”，有的地区称“油菜
发红的症状，但一般不像细菌性疾病那样肛门
开花”季节。不同年份气温差异，发病时间有
突出。
先有后，发病水温约在 20℃~30℃。其他时间
发病前期有些草鱼春片鱼种并发细菌性
基本不发病，发病时间是该病重要的流行病
烂鳃病，早期烂鳃以鳃丝末端溃烂为主，一般
学特征之一，是临床诊断的重要参考依据。 等不到整片鳃丝溃烂就已经因为草鱼出血病
草鱼出血病是我国最早也是最全面系统
研究的一种鱼类病毒病，也是一直严重危害我
国草鱼养殖的一种疾病。自从 1953 年我国鱼
病工作者发现草鱼出血病至今已经半个多世
纪，从近几年现场调查和诊断结果来看，该病
仍然是危害草鱼春片鱼种最严重的疾病，每年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由于基层技术
服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检测手段，很多因误诊成
其它细菌病而错误用药；渔民也因为对草鱼出
血病缺乏认识而盲目用药和错误操作，造成死
亡量很高，经济损失很大。本文对草鱼出血病
的临床诊断方法、如何减少发病和死亡做简单
介绍，
希望对相关业者有所帮助。

而死亡。也有部分发病鱼并发细菌性败血症。
草鱼肠道严重出血发红时，解剖肠管见内
壁严重出血呈紫色，肠管内有大量乳黄色黏
液，为肠壁上的黏液细胞分泌所致。因为肠管
发红、肠管内有大量黏液，很多病害防控的技
术人员因此误诊为细菌性肠炎。
当前草鱼出血病高发的情况下，具有以上
流行病学特点和临床症状，在临床上可以初步
诊断为草鱼出血病。

减少草鱼出血病发病和死亡
诱发发病和增加死亡的因素：草鱼春片的
草鱼出血病发病率非常高，多数池塘发病都有
诱发因素，这些因素也能导致发病的池塘死亡
量剧增。影响病毒性出血病发病的几个重要
因素有：
（1）杀虫、消毒引起发病和暴发死亡。发
病季节大量使用杀虫剂、消毒剂来杀虫和治疗
细菌病是诱发草鱼出血病的重要因素，很多发
病池塘也因此出现日死亡量暴增情况。
（2）缺氧也是诱发和加重死亡的因素。每
次严重缺氧以后，就有一些草鱼池塘发病，发
病池塘也会出现一个死亡高峰。
（3）天气不稳定，气温变化大，经常引起水
变，水质变清、变浑、变浊都容易引起草鱼种发

病和死亡增加。
（4）投喂量过大也是诱发草鱼出血病发病
和增加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5）拉网也会诱发发病和引起暴发死亡。
预防和控制方法：草鱼出血病没有有效的
治疗方法，如何减少各种诱发发病的因素和发
病后如何控制死亡是关键。草鱼种发病高峰
期“增氧、稳水、抗应激、提高免疫力”是防控该
病的主要手段。
（1）加大增氧，春片鱼种塘和分塘放成鱼
后及时安装增氧机，并且根据水质情况多开增
氧机，特别是阴雨天气要及时打开，认为水温
低、密度低不容易缺氧是错误的。
（2）适当肥水、调水、改底，保持水体有一
定的肥度有助于水体稳定，多开增氧机、适当
加大水深也有助于水体稳定，减少水变引起的
发病。
（3）草鱼出血病高发期避免草鱼种严重应
激，避免连续使用杀虫剂和刺激性大的消毒
剂，避免一次大量注水，发生应激。
（4）开始投喂配合饲料以后，定期添加免
疫增强剂，提高鱼体抗病能力。同时避免过量
投喂，发病后减料，严重死亡时要停料。
（5）草鱼出血病经常并发细菌感染，发生
细菌性败血症，饲料中添加抗菌药物和保肝药
物内服。
唐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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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兴市鱼儿莫名死亡
农技人员上门帮忙
江苏泰兴市双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
的鲫鱼这几天突然出了问题，每天都有鱼儿死
亡，养殖户束手无策。6 月 3 日下午，笔者请来
泰兴市水产站技术人员帮忙诊断。
水产高级工程师周萍仔细查看了刚刚从
河 面 上 捞 起 的 死 鱼 ，没 有 看 出 鱼 死 亡 的 原
因。但是鱼塘里的水引起了周萍的注意，这
里的水发绿，而且程度较深。了解了鲫鱼的
养殖量以及平时喂料情况，周萍断定是水质
过肥导致鲫鱼生了病。周萍说：
“ 塘里面的鱼
密度大，投喂量大，残饵、粪便比较多，造成水
体比较肥。”
河水过肥造成河水富营养化，水体缺氧
引起鱼死亡。开增氧设施只能减少鱼的死
亡，真正解决问题需要尽快恢复水质。周萍
说：
“ 先用强氯精，一个星期以后再用生石灰
调节 pH 值，防备因为 pH 值偏低细菌繁殖速
度加快。”
秦银生 何军

日照市举办水产品药残
快检技能培训班

鱼虾发病了，养殖户用药需谨慎

鱼虾得了病要及时治疗，否则会由小病变大
病，大病变绝症。但不是什么病都需要用药治
疗，有些病是不需要吃药也能好的。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药始终是药，多吃没
有好处，所以要分清什么时候该吃药，什么时候

可以不用药。养殖户自己不会判断，只有请人上
门诊治，由于开门做生意，讲究的还是利益，因此
很难避免多用药、用贵药、乱用药的情况，这就是
水产养殖的现实。
广大养殖户就该接受这样的现实吗？如果
不想多用药、用贵药、乱用药，只有自己懂得一些
治病知识，
才能减少被忽悠的机会。
治病先找病因，也就是病根，方能找到最简
单、最直接的治病方法，而不是像现在有些人治
渔病，把几种抗生素搞在一块，再加点中药，加点
多维，加点免疫的药，药方就组成了，有时这样还
真能治一些鱼虾的病，特别是夏天细菌病高发
期。但养殖户养殖的周期很长，后面还有几个月

时间，发病初期就大量用药，半个月、一个月后病
又来了，还能用什么药来治呢？加大剂量？
养殖户不管对方开什么药，只要能控制病
情，他们不介意鱼虾吃几种药，至于以后病还会
来而且会更猛，他们心里也明白，但更多的是考
虑眼前，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是水产养
殖的现实。
其实，治病是有方法的：
平时多调水，多补充营养；
小病不吃药，调水加营养；
大病得吃药，消毒杀细菌；
病后得调水，营养强身体；
调水加营养，防治病通行；

平时乱吃药，得病没得治。
意思是说，平时养殖户应该多注意调水和补
充鱼虾的营养；鱼虾等发病初期，关键是把水质
调好，把鱼虾的营养补充好，就能很好地预防疾
病的发生，这时候不应该乱用抗生素类的药物；
但当鱼虾出现大量死亡情况时，就要马上进行药
物治疗，并对水体进行消毒，减少致病菌的数量
来控制疾病的发生；而当疾病暂时控制住后，应
该马上进行调水预防和加强鱼虾的营养，这样才
能真正减少疾病的发生。
最怕的是平常没事就拿抗生素来预防鱼虾疾
病，
因为乱吃抗生素不但会影响鱼虾的生长，
当疾病
真正到来时，
鱼虾都有抗药性了。 渔舟 文/图

“鲤鱼疱疹病”
的演变及其防治
近几年在北方鲤鱼集中养殖区域，在鲤鱼
商品鱼和鱼种养殖过程中，一种潜伏期短、发病
快、死亡率极高的急发性鱼病，目前被人们普遍
认定为鲤鱼疱疹病毒病。一到发病季节，一旦
有 鲤 鱼 发 病 死 亡 养 殖 户 都 望 闻 生 畏 ，十 分 担
忧。笔者 2012 年接触第一例鲤鱼商品鱼养殖和
第一例鱼种培育暴发此病，与早年的鲤鱼疱疹
病毒病区别较大，有必要对鲤鱼疱疹病的演变
及其防治和相关人员分享。

早年“鲤鱼疱疹病”

发 病 季 节 ：发 生 在 冬 末 初 春 ，又 称“ 鲤 春
病”，但也有将鲤膘炎症称“鲤春病”，鲤膘炎症
常年发生，与
“鲤春病”极不相称。
表现特征：鲤鱼疱疹症状表现明显，先是头
部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白色黏液，并漫延至体表，
形成不规则白色斑块，逐步增厚变硬扩大，俗称
“白蜡样增生物”
，状似痘疮，又称痘疮病。
治疗效果：病期较长，由于水温低，短期内
治愈率不高，死亡率虽高，不成突发性、暴发性
死亡；水温达到 25℃以上，或将病鱼转入溶解氧
高的清新流水中暂养一段时间，斑块自然脱落
不治而愈。对药品的选择早年以醛制剂为主，
目前药品种类多可供选择，选择高浓度水杨酸
（10%~20%），可以软化角质层脱落，再结合其他
药物修复皮肤。

新型“鲤鱼疱疹病”

发病季节：较早年“鲤鱼疱疹”迟，一般主要
发病季节在 5 月上旬到 7 月初及秋后两个季节，
近几年有整个养殖周期投食期间均有发生趋
势，尤以苗种培育严重。
症状表现：
暴发性：上午吃食正常，下午吃食锐减，有
暗浮头和游边现象；体表无明显症状；鳃丝无腐
烂、无鳃丝肿，镜检鳃丝未端有充血，无虫害；肝
内脏黏连不容易分离，肝脏颜色浅，肠道无食发
红；第二天出现暴发性死亡。
预兆型：发病前 1 天~2 天，有少量独游，头部
有色斑，上部有凹陷，眼球凹陷，俗称“骷髅头”；
鳃丝未端发白，有轻度烂鳃；肝内脏器官颜色
浅、黏连，不容易分离；肠道无食发红；快者 1 天、
慢者 2 天陆续死亡，
并出现暴发性死亡。
继发型：前期有轻微的烂鳃、肠炎和赤皮，
零星死亡未引起重视，进而继发性感染。
病名演变：由于此病来得快，用不用药均有
一定损失，用刺激性、腐蚀性强和杀虫的外用
药会加重死亡。前些年一些水产养殖从业者
最初定名“链球菌”暴发，又定名“急性烂鳃”，
烂鳃又不明显，也不至于暴发性死亡，甚至全
军覆没，目前普遍叫法“鲤鱼疱疹病”，也有叫
“急性烂鳃”。

鲤鱼疱疹的预防
暴发性鱼病，防不胜防，只有做好环境调
控，增强抗病能力，
有病早治，
才能降低发病率。
生物和非药品调控：包括各种有益菌、有机
肥、无机肥、生物肥、配方微量元素肥、功能性专
用肥、解毒抗应激、杀虫剂、底改、增氧剂等。目
前，普遍重视施各种有机肥、生物肥和调水产
品，确实在短期内养殖环境得到改善；但也使水
产养殖潜伏危机，大量物质周而复始投入使养
殖水体富养营化，有机质大量存积，使底质和水
质日趋恶化，有利于有害藻类（如蓝藻和裸藻）
和致病病原体繁殖，甚至成为一潭臭水，抑制有
益藻类繁殖。因此，养殖高峰中后期，高投喂、
高排泄有机物和氮物质，池塘水体处于有机高
负荷环境中。
（1）以施微量元素配方肥为主：补充藻类所
需的微量元素失衡，促进有益藻类繁殖，尽可能
减少有机肥和含氮物质肥的用量。当然也要因
塘而宜，结合施用有机和含氮性质生物肥。
（2）补充功能性肥：补充二氧化碳肥可以降
低或稳定 pH 值，还可以提高初级生产力，间接
降低其他肥源的投入。
（3）提倡使用益生菌调水质：分解有机质转
化为藻类能吸收的营养盐类，维持和平衡藻桐，
间接降低肥源的投入。施益生菌要注意控制浮
游动物过量繁殖，保持水体生态平衡。
机械工程调控：是控制和缓解底质、水质恶
化、鱼病发生频繁的大趋势。据报道，亩产 500
公斤鱼，一个养殖周期池底淤积可达 10 公分左
右。为此，笔者推荐一种投资小、耗能低，1 台可
供 10 亩水面改底增氧设备：该机功率 1.5 千瓦，
无浮球，机座离池底 40 厘米左右，整机沉入水
中，有吸气管露水面；采用高压气流、水流混合
倾钭角冲击底质，反冲形成水面大片涌浪，改
底、增氧、释放原始积累肥力、避免车轮虫卵和
有机物积累，一机多用，节约能源、肥料、杀轮虫
药品的资金投入。
（1）高压气流、水流混合和涌浪 2 次增氧。
（2）打破水质分层现象，上下均衡增氧，避
免上下温差对流引起转水，生态失去平衡，危害
鱼类生存。
（3）避免有机物淤积，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减少氧债。
（4）释放底质有机质、营化盐类，提高初级
生产力，据通威试验测评，底改机能显著提高浮
游生物种类和数量，减少外源肥水产品的投入，
降低养殖成本，避免水质富营养化。
（5）控制轮虫卵积累，华北、东北地区以养
殖底层鲤鱼为主，轮虫频繁暴发，使水体失去生
态平衡，影响养殖鱼类的摄食、生长甚至生存，
频繁杀虫肥水，不仅增加养殖成本，加快水质污
染、恶化，也影响食品安全。目前，杀灭水体轮

虫的药品，只能杀灭成虫，对轮虫卵毫无作用。
据测定池塘每平方米中，有轮虫卵 100 万个，而
且轮虫卵生命力极强，在冷冻多年后也能孵化
出轮虫。清池、干塘消毒杀虫，工作量和投资
大，也受条件限制，控制轮虫的有效办法是与日
常生产管理结合，减少轮虫卵的积累，底改机械
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6）缺点：围捕鱼不方便，但可以通过改进
不影响捕鱼。其改进方法，将固定在池底部改
为悬浮式，增加 3 个浮球和支架，底部高压出口
连接弹簧软管到池底，冲击方向可以根据情况
调节。
增强抗病能力：
（1）首先要消除养殖户不管有病无病，定期
或不定期投喂抗生素就是防治鱼病的误区。当
然 有 轻 度 病 兆 提 前 对 症 下 药 ，可 避 免 病 情 加
重。忌长期低剂量投喂抗生素，不仅会培养鱼
的耐药性，而且会损伤其肝胰脏重要器官，降低
免疫和抗病能力，甚至有病无有效药可选用或
治疗效果差。
（2）倡导中草药防治鱼病，是绿色药品发展
趋势。不同复方中药有其特定的防病治病效
果，因此有金方、秘方、妙方和名方之称。抗菌
抗病毒的复方中药有多种，一些护肝的复方中
药同时也具有抗菌、抗病毒、消炎、止血等功效，
定期或适时对症选用，小病、预防兼治，重病配
合抗生素治疗。忌两种不同方剂的中药同时混
合使用，易失去特定功效；这也是目前鱼病治疗
中比较普遍现象。
（3）增强免疫力；黄芪多糖等是目前主要免
疫增强剂，虽然直观看不出明显效果，但确有增
强免疫功效；单方或两种中药配合一些维生素、
代谢调节剂组成的保肝护胆药品，通过调节肝
脏重要器官代谢机能，也可以起到增强免疫抗
病作用，可与黄芪多糖配合使用，因中药种类不
多，不会引起配伍冲突。

治疗效果与体会
鲤鱼疱疹病潜伏期短、发病快、死亡率高，
特别是暴发型，采取措施都来不及，即使用药也
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失；预兆型，采用腐蚀性、刺
激性强（包括杀虫剂）药物会加快暴发性死亡，
由此产生治疗纠纷，甚至要求赔偿也有案例。
因此，技术人员与用户之间要有相互信任感，技
术人员阐明此病危害性，选择药品要小心谨慎，
不能夸海口，包治百病。
伤亡程度：暴发型鱼病，即使及时用药与不
用药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选用药适当，能控
制继续暴发死亡；预兆型，能避免暴发性死亡
期。一遇暴发型，商品鱼达到商品规格及时贱
卖，虽算不上绝产，但损失不小，据了解有三天
时间绝产的；未达到商品规格的得到及时控制
的，伤亡也在 10%左右，有的更高。鱼种培育阶

段一遇暴发型，伤亡程度比饲养商品鱼高，一般
在 30%左右。也有突然暴发性死亡过大，放弃治
疗而不治的仅成活 20%左右。有预兆型鱼病虽
然经治疗避免了暴发死亡期，看不出大的伤亡，
疗程期差异，仍有零星死亡。
药品选择：治疗鲤鱼疱疹病，宜选用温和型
药品外用泼洒，结合内服药治疗，能得到较好的
疗效。目前选用温和型的外用药品很多，
主要有
VC、
葡萄糖等解毒抗应激类；
中草药提取液，
如五
黄抗毒液、大黄膏、本草精华露，三黄粉自制液
等；
碘、
聚维酮碘、
三氧碘、
活性碘、
中药活性碘等
常用抗生素；
某些生物农药主要成分生物提取抗
生素，
无刺激，
对细菌、
病毒、
霉菌、
芽孢有杀灭作
用，也有一定疗效；一些药品企业推出了外用和
内服结合的
“急性烂鳃康”
等专用药品。
效果评价：评价药品的效果，要考虑有效
性、疗程期和经济性；同时考虑对动物和人有无
副作用或残留危害。
有效性和疗程期：
治疗效果与疗程密切相关，
从目前上述几大类药品对治疗鲤鱼疱疹病效果
看，
解毒抗应激类，
对杀灭致病病原毫无作用；
单一
的使用中草药抗病毒液体泼洒，
有一定效果；
比较
明显的是泼洒常用抗生素，
虽然与规范用药相违
背，
因发病急、
死亡率高而无奈的选择。目前选择
比较多的是
“急性烂鳃康”
专用系列药品，
能较好地
避免暴发死亡期，
但疗程有差别。
常规抗生素，在水产养殖中应用时间长，对
一些致病菌已产生抗药性，敏感性不強，而且有
的已经列入新的禁用药范围，如诺氟沙星等。
受水产药品剂型标准限制，
抗生素外用一般
低浓度，
低含量、
低浓度达不到抑菌效果。
“急性烂鳃康”主要成分还是抗生素，有的
在水产养殖中应用时间不多，而且化学结构、作
用机理特殊，使致病菌蛋白合成异常，细胞膜通
透性增加，使细胞质内的钾离子、酶等重要物质
外渗，引起致病菌死亡，对静止期细菌的杀灭作
用较强。
后续治疗不及时，一般施用一次抗生素避
免了暴发死亡期，重复使用成本过高，后续未配
合其它外用药治疗，也直接影响治疗效果。
投喂内服药不按体重计算用药量，发病期
间摄食减少，达不到有效治疗效果。
经济性：
一般认为用药成本与治疗效果关系
不大，
实际上关系密切。治疗鲤鱼疱疹病单次外
用成本较高，
一般达30元/亩左右，
高的达40元~50
元/亩，
因此影响治疗积极性，
错过最佳治疗期，
影
响后续用药，
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和疗程。
副作用：国家已明文禁止滥用抗生素，一般
养殖户为防治鱼病发生，不定期投喂抗生素，不
但形成抗药性，也降低了鱼的抗病能力，而且积
累残留，危害食品安全。因此，不宜作为预防内
服药频繁使用，做到有病早治，与其它药类联合
使用，降低用量增加疗效。
黄明 张通悦 苟保明 程超

6 月 2 日，山东省日照市海洋与渔业局在
山海天农产品检测中心举办了一期水产品药
残快检现场技能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有市渔政
处、市海洋与渔业研究所、市渔技站、各区县渔
业主管局相关人员以及有关养殖企业人员。
通过专家授课、现场演示以及分组操作等方
式，给予参加培训人员面对面的精准培训，有
效提高了快检人员检测技能和水平，为日照市
全面提升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打下了坚
实基础。
鲁海 文/图

鱼到处乱游可能
是眼球中有寄生虫

近日，据知名在线网站 Bussiness Insider 英
国版报道，科学家进一步证实，鱼类如果在一
段时间里出现失去平衡，在水中无方向乱游的
现象很可能是因为眼球中存在寄生虫。这种
寄生虫“操控”鱼类的视觉神经，从而影响鱼类
行为。
研究证明，这是一种复口吸虫属的寄生
虫，科学家将其称为“眼吸虫”，鱼类一旦感染
往往会影响一生，直到宿主死亡。较早观察到
这种寄生虫对鱼类的影响是在 2015 年，由莫斯
科 谢 尔 维 佐 夫 生 态 与 进 化 研 究 所 Mikhail
Gopko 团队发现。他们当时观察到养殖彩虹
鳟在幼鱼阶段一旦感染了眼吸虫会变得不活
跃，在水体底部很难被渔网捞到，也很难被人
察觉。
根据 Gopko 团队最新试验发现，真正的问
题也许比最开始的发现要严重得多。近期，在
新西兰一种野生鱼类中发现大量这种寄生在
眼球中的眼吸虫，被这类眼吸虫寄生的鱼类会
在一段时间内，在水体中无方向性地乱游，并
且会露出水面。这一发现引起了实验团队的
注意，认为这类寄生虫有可能会在大规模野生
或养殖鱼群中传播。
经过长期调查及对比实验，实验团队认
为，眼吸虫有可能在鱼群中大范围寄生与眼吸
虫的繁殖习性有关，眼吸虫虽然在鱼体中生
存，但是它们却需要在鸟类肠道的特殊环境下
进行繁殖。
实验团队将被眼吸虫寄生和没有寄生的
等量鱼类混养在一起，并模仿水鸟去捕食它
们，结果发现，在有“水鸟”捕食的时候，所有
鱼类都会受到惊吓。不过，没有被寄生的鱼
类会选择游到水底防止被捕食，而被寄生的
鱼类则依旧在水面游动。实验团队认为，这
证明眼吸虫需要宿主被水鸟捕食，从而进入
水鸟肠道中。
更多的实验结果显示，眼吸虫会随着虫体
不断成熟，选择离开没有利用价值的宿主，从
而延续自己的生命周期。当眼吸虫准备开始
繁殖时，它们就会“命令”宿主做出自残性的行
为，令其在水面停留足够久，以确保自身能够
进入到一个合适的繁殖环境中。
一旦眼吸虫进入水鸟的肠道，就会进行
繁殖，繁殖过程包括五个阶段：毛蚴、胞蚴、尾
蚴、囊蚴和成虫。成功产出的卵会以特殊的
方式藏匿在水鸟面部，并在水鸟捕食时以毛
蚴的形式进入水中，寄生在螺体内，之后变为
胞蚴离开螺体。胞蚴可以裂变为许多尾蚴，
在水中选择合适的机会进入鱼体。尾蚴通过
神经系统进入鱼眼球，然后在水晶体中生长
一个月，成为囊蚴，最终变为成虫，进入下一
轮繁殖过程。
目前，对于为何眼吸虫会有如此特殊的繁
衍机制，鱼类学家尚未得出一个确切的定论。
孙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