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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窗
澳大利亚大堡礁深礁区
发现丰富的珊瑚物种
全球变暖引起海水温度上升，对珊
瑚礁这种脆弱的生态系统产生了致命
性影响。2016 年发生了最严重的珊瑚
礁白化事件，且这一情形被认为已不太
可能“逆转”，许多幸存下来的珊瑚群仍
在缓慢死亡。但研究人员也发现，尽管
全球多个地方都观察到珊瑚礁退化，但
也有一些地区的珊瑚礁状况良好，有些
甚至还在生长。
澳大利亚昆士兰博物馆的研究人
员称，他们通过遥控车辆和专业潜水，
在大堡礁地区的深礁区发现了 195 种珊
瑚物种，比之前记录的 32 种物种大幅增
加。深礁区代表了该地区约一半的珊
瑚物种，而且较深的珊瑚礁区域可以带
来额外的保护，使珊瑚免受褪色和严重
风暴事件的影响。与此同时，大多数珊
瑚谱系也存在于深礁中，因此这一栖息
地可以在保护珊瑚礁谱系多样性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并可能有助于受损的浅
礁区再生。
张梦然

美国加州海湾
发现 22 种新微生物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
究人员称，他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湾
深处发现了 22 种新型微生物，这些新微
生物是在加利福尼亚海湾瓜伊马斯盆
地深处热液沉积物中发现的。在对该
盆地沉积物开展基因取样后，研究人员
重建了 551 个微生物基因组，发现其中
有 22 个属此前未知的独特谱系。这些
新型微生物在基因上与之前研究的微
生物非常不同。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新
物种具有的基因差异足以使其成为生
命之树的新分支。
研究人员通过给基因组中的蛋白质
分配代谢功能，推断它们潜在的生理能
力，探究这些微生物群落和周围环境中
营养物质间的相互作用，进而推断这些
微生物是如何消耗不同营养物质的。他
们发现，新发现的微生物中，大多以甲
烷、
丁烷等碳氢化合物为食，
具有很强的
污染物吞噬能力，能降解石油和其他有
害化学物质。研究人员指出，海洋下面
有着巨大的碳氢化合物气藏，其中就包
括甲烷这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同时深海
中也蕴藏着大量微生物群落，能以碳氢
化合物为食，
吞噬温室气体，
阻止这些气
体被释放到大气中。
刘海英

有“北方石斑”美誉，是典型的白肉鱼

大泷六线鱼实现全人工繁育
黄鱼，学名：大泷六线鱼，因
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有“北方石
斑”的美誉，现在只有少数的海鲜
市场能够发现它的踪迹。
大泷六线鱼是黄海、渤海中
经济型鱼类之一，外形美观，肉质
鲜嫩。其鲜鱼红烧、清蒸、氽汤味
道均佳，尤其是质地肥美丰满的
六线鱼氽汤，其汤汁如同奶油状，
汤鲜、肉嫩，
风味绝佳。
大泷六线鱼的肉质淡泊细
嫩，是典型的白肉鱼，正直盛产期
的六线鱼体内油脂丰富，肉质也
会变得非常细腻甘甜软滑可口，
但在其他非盛产季节的六线鱼，
其味道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因此六线鱼被
认为是季节感非常明显的鱼类。
这样一种美味的近海底层食肉性鱼类，
多栖息于沿海底层岩礁地带及海生植物生
长茂盛的周边，不喜游动，
“ 潜伏”时身体多
呈弓状，蓄势待发。当有食物降、漂至近前
便会似箭般迅速“射出”摄食，而后又迅速返
回原隐蔽处。因其体色与周边环境相似，故
不易被发现。但近 30 年却日渐稀少，出海钓
鱼的人偶尔收获一条，均视为惊喜。如何才
能吃上更多美味的大泷六线鱼？
近日，由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研究员
郭文主持的“大泷六线鱼人工繁育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项目荣获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该项目组经过 10 余年攻关，在国际
上首次突破了人工繁育重大技术难关，建立
了完善的人工繁育技术体系。一直靠野生捕
捞售卖的大泷六线鱼，随着人工繁育技术的
成熟，
能让老百姓更多地品尝到美味，
而且有
助于修复海洋生态资源。

攻克难题建立技术体系

粘性卵鱼类人工繁殖难度大
以往只要能尝到大泷六线鱼，那不用问，
鱼苗保准都是野生的。因为大泷六线鱼雌鱼
怀卵量少，鱼卵具有高粘性，极易粘结成团块
状，人工授精与孵化异常困难，其人工繁育是
学术界公认的世纪难题。二十世纪 60 年代以
来，全球几十个科研团队致力于这一重大世纪
难题的攻关，但一直未能突破人工授精和孵化
技术瓶颈，
人工繁育未获得成功。
近年，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变化，大泷六
线鱼自然资源几近衰竭，发展养殖引起业界广
泛重视。大泷六线鱼是典型的恋礁性鱼类，有
“北方石斑”之称，是北方特有的名贵海水经济
鱼类之一，也是网箱养殖、渔业增殖和休闲渔
业的理想品种，市场前景广阔。该鱼耐低温，
生存温度为 2℃~26℃，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
海，也见于朝鲜、日本和俄罗斯远东诸海，在我

如何解决鱼卵高粘性在人工繁育中的困
难？针对鱼卵高粘性特点，
项目组在国际上首创
发明了大泷六线鱼单层平面授精技术，
突破粘性
卵鱼类人工授精技术瓶颈。粘性卵鱼类人工授
精的传统技术主要集中在鱼卵如何脱粘，
多采用
物理或化学方法处理，
降低或脱去鱼卵粘性，
但
脱粘过程的各种处理对鱼卵本身造成较大的损
伤，
易导致受精率低、
孵化率低、
仔鱼畸形率高、
苗种培育成活率低等现象。大泷六线鱼鱼卵具
有高粘性，极易粘结成块，从而导致精、卵结合
几率小，
受精率低，
这种高粘性鱼卵的特性制约
了人工繁育技术发展，故而成为人工繁育难以
突破的重大技术瓶颈。单层平面授精技术采用
人工方法将鱼卵整形成为紧密排列的平面卵片
后再行授精，
避免了鱼卵粘结成团块状，
使鱼卵
与精子充分接触，
显著提高了受精率，
受精率达
98%。该技术无需对粘性鱼卵进行脱粘处理，
对
鱼卵无损伤，彻底解决了粘性鱼卵受精率低的
问题，
突破了粘性卵鱼类人工授精技术瓶颈，
为
粘性卵鱼类人工繁育开辟了一条崭新途径。
此外，
项目组在国际上首创发明大泷六线鱼
仿自然孵化技术，
突破了人工孵化技术难关。系
统开展了胚胎发育特征和胚胎孵化相关技术研
究，
掌握了人工孵化关键技术因子。在受精卵孵
化过程中，
模拟自然界受精卵的孵化条件，
使受

精卵孵化环境接近自然环境，
彻底解决了受精卵
孵化率低的难题，
受精卵孵化率达92%。

实现大泷六线鱼全人工繁育
项目组通过系统开展大泷六线鱼亲鱼生态
习性、生理特性、繁殖行为、亲鱼优选培育和光
温调控技术、激素诱导、性腺和配子发育、保存
规律等研究，探明了亲鱼性腺发育规律和调控
机理，突破了亲鱼生殖调控关键技术。项目组
系统研究了苗种生长发育特征和早期各阶段的
摄食节律及生态适应性等，攻克了苗种培育关
键技术，
掌握了苗种培育各阶段最适环境因子，
解决了苗种饵料系列、
饵料转化及投喂策略、
病
害防治等技术关键点，形成了苗种培育技术规
范，苗种培育成活率达 40%以上。另外，项目组
采用人工繁育苗种开展大泷六线鱼网箱养殖技
术研究，
建立了一套成熟健康养殖技术规程，
并
据此开展了全人工亲鱼培育技术研究，人工苗
种经海上网箱养殖后成功培育全人工亲鱼，国
际上首次取得全人工繁育的成功，使人工繁育
稳定可控，
为增养殖业发展奠定基础。
大泷六线鱼人工繁育技术的突破，推动了
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该技术成功辐射推
广到山东、天津、河北、辽宁等地，累计带动苗
种生产 3600 余万尾，其中养殖 2100 余万尾，增
殖放流 1000 余万尾，直接带动养殖户 800 户~
1000 户、农业人口 1 万人~2 万人，效益显著；带
动了饲料、餐饮、旅游等相关产业，新增就业岗
位 4000 余人，并推动了海洋牧场和渔业资源修
复事业的发展。此外，大泷六线鱼是公认的渔
业资源修复的理想品种，目前山东省已设置省
市级大泷六线鱼增殖站 10 余处，年放流规模
300 余万尾，将有力推动渔业资源修复事业的
发展。
王伟 文/图

南京“渔光一体
渔光一体”
”大闸蟹养殖项目通过评审
见过塘养蟹，您见过在太阳能发电板下养的
螃蟹吗？同样是大闸蟹，这样的“福”蟹与普通塘
养大闸蟹有什么不同？

头顶加盖 霸气横行
在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龙袍街道，通威江苏
南京六合渔光一体养殖基地 7 号塘，头天放进去的
地笼已经爬进了很多螃蟹。在地笼旁，是一大片
充满科技感的“板子”，像具有水乡特色的斜面屋
顶，而这些“板子”也确实为大闸蟹的养殖提供了
良好的生长环境，那么这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
在水生动物生存环境中，光作为重要的影响
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动物的存活、摄食、生长
和繁殖等。在水产动物工厂化育苗、养殖生产中，
根据生物的生理、生态需求，提供相应的光照条
件，对提高苗种培育、养殖存活率和生产稳定性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威经过 36 年的跨越式发
展，集合农业、新能源双主业实力，于 2013 年底提
出“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渔光一体”的设想，水
上安装太阳能光伏板进行太阳能发电，水下产出
优质水产品，创新设计和攻关研究“渔光一体”养
殖系列课题，着重开展了池塘安装太阳能光伏组
件及安装方式对养殖水质和养殖效果的影响研
究，并分别摸索和论证了黄颡鱼和草鱼等鱼类、虾
类、海水蟹类水产品种在模拟“渔光一体”池塘光
伏板遮光条件下的最优养殖模式，探讨了“渔光一
体”条件下不同模式的养殖效益。经过三年的摸
索，积累了 12 万个养殖数据，形成了多项研究成
果、标准、专利和论文。
“ 渔光一体”自 2016 年在全
国进行推广，得到了广泛的认可。2018 年初，通威
股份在龙袍基地对“渔光一体”池塘开展大闸蟹养
殖，通过研究光照强度和光辐射的变化，间接分析
光伏板遮光是否对蟹塘的水草和大闸蟹生物学特

性、池塘产出效益等产生影响，探讨和评估“渔光
一体”
大闸蟹养殖效果。
经过长期的跟踪监测验证，
“ 渔光一体”池塘
大闸蟹生态高效养殖技术研究项目池塘安装光伏
板，可明显降低光照强度，光伏板中部下方光照强
度比光伏板外、光伏板边缘下方、光伏板阴影中部
的光照强度低。池塘安装光伏组件，可降低池塘
水温 2℃~3℃，遮光比例增加，水温呈降低趋势；池
塘 pH 随着遮光比例增加，呈降低趋势。但光照强
度的下降并未影响水中水草的生长，未遮光部分
“渔光一体
渔光一体”
”大闸蟹养殖
的水草生长良好，与普通养蟹池塘无差别。
“ 渔光
水养殖模式及“渔光一体”3.0 箱式循环水养殖模
苏省水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研究员张朝晖，
南京市
一体”项目中光照的降低对大闸蟹幼体摄食、蜕
式，全新定义了现代智能渔业的养殖模式，推动了
水产科学研究所所长周国勤担任委员。南京市六
壳、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并不明显，后期测产
情况和综合效益分析也与一般蟹塘养殖无差别。 “渔业+光伏”的产业跨界整合。
合区龙袍街道办主任余洋、
南京市六合区农业局副
通过搭配智能化养殖模式，通威打造出水上
局长李文昌、南京市六合区发改局副局长周文胜、
反而，在高温季节，光伏板的遮光有利于防止水草
产出清洁能源、水下产出优质水产品的的“渔光一
南京市六合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韩传金等相关单
晒死，遮光阴影还可以作为大闸蟹的避暑、隐蔽场
所。如 2018 年 7 月下旬，安徽无为县、江苏扬中市
体”基地，养殖全程不添加违禁药品，通过专业药
位领导到场见证，通威股份光伏事业部总裁陈星
残检测与电化水净养，从水环境、苗种、投入品到
宇、通威股份光伏事业部部长张凡、通威股份技术
等地蟹塘的伊乐藻因高温大量晒死，而同期的南
检验、配送上市全程质量可控的健康安全鱼。这
中心办公室主任干玉琼等出席会议。
京龙袍“渔光一体”
池塘伊乐藻长势茂盛。
种通威式的“渔光一体”模式不仅通过了中科院、
经取样检测，通威“渔光一体”大闸蟹养殖项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专家领导验收，获评了四
目实施光伏水域母蟹平均规格体重 124.7 克，体长
双重收益 效益叠加
川省科学技术成果，还实现了每亩光伏发电 1.8 万
61.04 毫米，最大规格体重 147.9 克，体长 65 毫米；
元~2.2 万元，跨界整合，使每亩池塘利润比单纯水
公蟹平均规格体重 192.1 克，体长 65.65 毫米，最大
在新能源产业方面，通威业已成为国内唯一
产养殖提高了 5 倍~10 倍。
规格体重 232.9 克，体长 70.75 毫米，产值 169 斤，产
拥有从上游多晶硅生产、中游太阳能电池片生产
到终端光伏电站建设的垂直一体化光伏企业，已
值超过 1 万元。专家们一致认为，
“渔光一体”养殖
模式下的光伏板遮光，为大闸蟹养殖提供了低温、
形成完整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伏新能源产业
专家验证 成果可喜
隐蔽的友好生长环境，作为双产结合的项目，通威
链条，
具有成本优势。
2018 年 12 月 9 日，
由通威股份光伏事业部组织 “渔光一体”达到了“水下产出优质水产品，水上产
在产业链终端，通威新能源作为集团旗下光
的通威“渔光一体”大闸蟹验收评审会隆重召开。 出清洁能源”的目标，通威“渔光一体”模式有效增
伏终端业务投资平台，以“光伏改变世界”为核心
理念，专注光伏终端投资开发、规划设计建设、智
此次评审委员会主任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加了单位养殖水面的产出效益，对促进能源革命
所研究员、
院士（博导）桂建芳担任，
中国科学院水生
和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建议进一步
能运维的全投资流程业务。独创“上可发电、下可
生物研究所主任、
研究员（博导）刘家寿，
上海海洋大
延伸，发展成集产业、休闲农业、旅游业相结合的
养鱼”的绿色清洁能源加绿色安全水产的“渔光一
学教授教授（博导）成永旭，
中国水产科学院渔机所
综合园区，真正实现“渔、电、环保、税收、旅游”五
体”双绿色模式，通威在 365“渔光一体”1.0 养殖模
主任、
研究员刘兴国，
通威首席水产专家吴宗文，
江
丰收。
吴佳妮 文/图
式的基础上，通过升级形成了“渔光一体”2.0 循环

洪湖市打造渔稻综合种养升级版
目前，
“小龙虾养殖+池塘专用稻”
的共作模式效果最好

古老海龟下“硬蛋”
现代海龟产下的蛋带有柔软的外
壳。最新研究发现，和它们不同，已知
的最早海龟在沙滩上产下带有坚硬且
矿化外壳的蛋。
十多年前，研究人员在哥伦比亚中
部地区挖掘出一块 1.2 亿年前的化石，
它属于 2015 年首次从其他化石中发现
的海龟物种 Desmatochelys padillai。自
此以后，对新样本进行的计算机断层扫
描揭示了 40 多个近似球形的蛋，直径为
32 毫米~43 毫米，对保存完好的蛋的矿
物结构进行显微镜观察以及其他测试
表明，
这些蛋拥有坚硬的外壳。
排列在蛋壳上的膜比蛋壳本身薄，
这种比例同现代淡水或陆地物种中带
有坚硬外壳的乌龟蛋相似，但完全不像
今天的海龟。目前尚不明确为何这种
海龟产下带有坚硬外壳的蛋，而今天的
海龟却没有。一种可能性是这是一种
进化返祖现象，来自更早期尚未被发现
海龟物种的更柔软蛋壳，又或者坚硬的
外壳可能提供了对抗鸟类、螃蟹和当时
其它捕食者的保护。
徐徐

国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北、天津和辽宁等地。
人工繁育技术突破之前，用于网箱养殖的大泷
六线鱼苗种均来自野生苗种，产量不稳定并呈
逐年减少趋势，难以满足大规模、高产量的养
殖需求；另一方面，从自然界采捕野生苗种，本
身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与渔业资源
修复、生态保护等理念相悖。

池塘里养鱼养虾、
种水稻，
而且这种水稻个头比
据浙江大学教授吴殿星介绍，
“ 渔稻”系列株
成年人还高。
“我试种池塘专用稻已经八年了，
总算摸
型高大，株高可达 1.8 米，适合水深 1.0 米以下养殖
透了它的习性。
”
刚获评为全国
“最美渔技员”
的湖北
水体种植；茎秆粗壮，比普通水稻径粗 1 倍~2 倍，秆
省洪湖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王英雄告诉笔者，
综合
皮壁厚且硬，不易倒伏；叶片大而长，生物产量大，
来看，
池塘专用稻+水产养殖解决了池塘富营养化、 根系发达，每个节间长有发达的水生根，高效吸收
底泥深捕捞难、
高温对水草影响等问题，
同时减少了
底泥和水体氮、磷肥，净化能力强。
水产化学品投入，
修复了池塘环境，
提供了
“一稻两
方福平指出，池塘种稻最好对传统锅底型池
虾”
的良好生态，
提高了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塘实施工程化改造，构建稻渔共生、共作系统，并
池塘专用稻——
“渔稻”系列品种是浙江大学
通过规模开发、产业经营、标准生产、品牌运作，实
和中国水稻研究所共同为养殖池塘专门培育的高
现水产品稳产、稻谷新增、品质提升、效益提高。
秆、壮秆新品种。2010 年至今，科研人员在浙江、 “池塘种稻也是一种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
江苏、安徽、广西、湖北等地 30 多个试验点，开展了
王英雄说，
经过多年探索和试验，
目前洪湖市已
鱼、虾、蟹、鳖等 12 种不同类型池塘种稻试验。
经在养殖池塘形成了
“两茬虾+稻”
“螺+鳖+稻”
“刺
鳅+稻”
等多种新模式，
每亩纯利均在5000元以上。

生态效益双丰收
“与深水稻、浮床种稻不同，池塘种稻是选择
池塘专用稻品种，直接种植于池塘底泥，随水产动
物生长而逐步抬高水位，渔稻共生而成熟收获。
水稻生长期间不施肥、不打药，全部依靠养殖池塘
中残饵、水产动物排泄物等产生富营养化的氮、磷
等养分。”中国农科院水稻产业经济团队首席专
家、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方福平告诉笔者。

渔业增效农民增收
不仅是经济效益，池塘种稻还实现了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方福平认为，池塘种稻开拓了水稻种植新领
地，
新增了水稻种植面积、
绿色优质稻谷，
对确保国
家口粮绝对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池塘种稻提
高塘体养分利用效率，减少养殖污染，提高生态安
全水平。现有研究结果表明，
养殖池塘水产品吸收

的氮、
磷仅占投入总量的 3%~25%；
残余养分中约有
41.7%残留在水体中、
44.0%沉积在底泥中。可见，
底
泥和水是养殖池塘氮、
磷输出的主要渠道。在养殖
池塘中种植水稻，可以吸收底泥和水体中的氮、磷
等营养物质，
特别是降低底泥中有机物和铵态氮含
量，
改善水质，
促进水产动物生长。

生态水产养殖的新亮点和新名片。
方福平介绍，近十年，中国水稻研究所和浙江
大学共同在浙江、江苏、湖北等 10 余个省份开展了
青虾、黄颡鱼、中华绒鳌蟹、泥鳅、小龙虾等 10 余种
“水产动物+水稻”
模式的研究和试验示范。结果发
现，
“小龙虾养殖+池塘专用稻”的共作模式效果最
好，
应用潜力最大，
特别在种养茬口衔接、
稻虾长期
示范推广需多方配合
共生、水稻机械化收获、秸秆还田做饵料等方面具
稻田养鱼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如浙江
有独特的优势，
经济效益好，
深受养殖户欢迎。
青田稻渔共生系统、贵州从“江稻—渔—鸭”共生
此外，由于该类品种植株高大、茎秆粗壮，具
系统还被联合国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但
有水稻全程不晒田、适宜灌深水养虾、退水后不易
是，池塘种稻技术的研究与示范推广才刚刚起步， 倒伏、水质净化效果好等优势，目前在湖北、江苏
需要各地水产水稻部门的密切配合，共同推进。
等省的稻田养殖第二茬小龙虾养殖（即 7 月份放
湖北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总工程师程咸立认
苗，10 月底前捕捞上市）中广受好评。
为，高秆、壮秆的池塘专用稻品种以及池塘种稻模
当前，稻田养小龙虾的效益普遍较好，但也要
未雨绸缪。方福平认为，应当加强水稻品种、种养
式的出现，打破了稻田养殖的传统，拓展了稻渔综
合种养的边界，为水产养殖户提供了更为多样性
模 式 和 关 键 技 术 的 创 新 ，提 高 稻 渔 综 合 种 养 水
的模式选择，有利于促进生态水产产业的转换和
平。此外，目前小龙虾塘和甲鱼塘种稻，均可排水
升级，减少单一模式爆发式增长带来的产业风险。
后采用收割机机收。但是深水条件下水稻机收尚
洪湖市水产局局长李贤琼对高大的渔稻品种
存在问题，需要农机部门研发相关机械。
充满好感。她认为，池塘种稻实现了“一水两用，
“池塘专用稻种植+小龙虾养殖模式的成功
一地双收”，既改善水质又增产稻谷，有利于促进
推广，率先打造了稻渔综合种养的升级版。”方福
洪湖市传统水产养殖模式的生态升级，是洪湖市
平说。
李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