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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种越冬如何降低死亡率
鱼类是生活在水中的变温动物，水温的变
化与鱼的生长密切相关。冬季，水温下降，鱼
也随之进入越冬状态。10 月中、下旬水温降至
10℃左右时，鱼类开始减食直至深冬时节完全
停食（有地区差异），至来年三四月解冻，这一
段时间称之为越冬期。
在鱼种越冬期间，总有“死鱼”情况发生，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水产苗种在越冬期间，一
般死亡率(损耗率)达到 5%~10%之间，但有的死
亡率(损耗率)高达 30%以上，甚至越冬存活率为
0，对渔业生产造成较大损失。究其原因，主要
与鱼种本身的状况、养殖水体状况和饲养管理
密切相关。
冬季来临时，水温降至鱼类生长的适宜温
度以下时，大多数养殖鱼类停止摄食，部分鱼
的摄食强度也会急剧下降。在食物匮乏或停
食的情况下鱼类只能消耗机体自身储存的能
量物质来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几乎所有越冬
饥饿鱼类都出现体重的显着下降的情况。在
静水越冬池中，滤食性鱼类（比如白鲢）在越冬
后体重仍然略有增加，而吞食性鱼类（比如鲤
鱼）越冬后体重可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可
能与天然饵料的存在与否有关。相近规格的
鱼类，草鱼种减重率偏大，鲤鱼较小；同种鱼
类，规格小的减重率偏大。
鱼体消耗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取食和消
化状况，同时还要看其代谢强度（耗氧量）的
大小。耗氧量与鱼的种类、规格、运动情况以
及水温等因素有关。不同种类的鱼对低温和
低氧的适应力是不同的，多数鲤科和鲑科鱼
类 在 0.5℃ 以 下 会 冻 伤 ，小 于 0.2℃ 时 开 始 死
亡；鲈形目鱼类长期在水温低于 7℃的水中可
能会有死亡。
鱼本身的体质和健康状况的好坏是越冬
成活率的关键。在低温情况下，肌肉中的脂
肪是被消耗的主要能量源。因此，肥满度低、
前期脂肪沉积不足等引起养殖鱼类体质差会
出现越冬障碍。鱼体健康状况主要决定于机
体本身的抗病能力和病原之间的博弈。在越
冬期间，最容易出现因拉网后鱼体机械损伤
而继发感染水霉以及寄生虫引起的继发性细
菌感染。
越冬时养殖水体状况：如果养殖水位太
低，水体的保温能力就差，因此，提倡深水越冬
较好；一般而言，相对于淡水鱼而言，海水鱼对
低温更敏感，可能是海水鱼类越冬的第一限制
性因子。
池塘本身情况：新挖池塘的水不肥，产氧
能力就差一些；老化池塘有机物多，耗氧也大，
皆会引起水体缺氧或溶氧不足。连续阴天和
下雪天均会影响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从而导
致水中溶氧较低；放养密度过大或者野杂鱼过
多、耗氧过大等都会大大提高水体欠氧或缺氧
的可能。

海鲈正值投苗季
却一苗难求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广东珠海斗门地区率先开
展海鲈人工养殖。发展至今，斗门白蕉镇成为中国最
大的海鲈产区，被誉为“中国海鲈之乡”，当地海鲈养
殖面积大概在 2.8 万~3 万亩之间，饲料容量在 13 万~
15 万吨。斗门地区，因其具备独特的咸淡水优势，因
此成为了海鲈的养殖集中地，白蕉海鲈成为了珠海市
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目前（1 月中旬），斗门地区 1.6 斤以下规格的海鲈
价格为 9.2 元/斤（打冰塘头价），规格在 1.6 斤以上的
冰鲜价格 9 元/斤；而 1.6 斤以下规格的活鲜价格为 9.4
元/斤。而在去年 12 月中旬，当地海鲈普遍价格在
7.9~8.3 元/斤，相比之下，一个月内海鲈价格上涨幅度
超过 1 元/斤。
海鲈的投苗集中期一般在每年的 11 月底到次年
的清明前后。据悉，2017-2018 年的投苗集中期中，珠
海地区海鲈投苗量达到 3 亿尾，而从 2018 年 11 月底到
目前（2019 年 1 月中旬），珠海地区的投苗量仅有 1.3
亿~1.4 亿尾左右，相比上一年减半。
今年海鲈苗孵化不顺，成功率低，苗量减少 50%
左右，除了受到去年 12 和今年 1 月的寒潮因素外，可
能还有种苗退化等因素。据悉，第一批放的海鲈苗整
体成活率低，其中黑身死鱼的现象较为普遍。
由于市场上的苗量紧缺，苗价水涨船高，目前苗
价 0.65 元~0.7 元/尾，相比之下，往年同期才 0.2 元~
0.25 元/尾左右。
当下正值海鲈的投苗期，但由于苗价高涨，直接
造成养殖成本的攀升，因此对于打算投苗的养殖户而
言，目前还在观望当中。现阶段，鱼苗紧缺，苗价高
涨，养殖户接下来或有可能转养美国红鱼或尖吻鲈。
2018 年，珠海海鲈的养殖成功率在 98%以上，除
了个别养殖户因为病害、管理不善等极端情况下，一
般都能顺利养成。这主要得益于海鲈养殖的病害可
控性高，养殖风险小。
据介绍，海鲈的投苗密度在 6000（头批鱼）尾~1.2
万尾/亩，养殖户的亩产普遍可以达到 8000 斤~1 万
斤/亩，养殖成本为 7.2 元~7.6 元/斤，以目前的价格来
算，每斤的利润空间超过 1 元，亩利润超过 1 万元。
对于存塘的养殖户而言，鱼价继续上调的利好消
息使其期待，
但对于已经清塘打算投苗的养殖户来说，
目前面临种苗缺、
苗价贵的局面，
只能继续观望种苗行
情，现阶段的海鲈鱼价上涨与他们的关系却不大。总
体而言，
2019 年海鲈的行情依然被看好。 中水网

水体光照度：不同的冰类型对冰下光照度
肌肉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
有影响：明冰透光率 30%以上，乌冰 10%左右， 的下降。
雪覆盖 750px 厚的冰下透光率不足 1%。因此，
在越冬过程中，鱼类在受到低温和饥饿的
下雪以及水面被冰覆盖均会影响水体光照度， 双重压力下，在初期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进而降低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另外，相较浮
此后只能不断通过消耗鱼体自身储存的脂肪、
游植物含量较多的水体而言，含浮游动物较多
糖原、蛋白质等能源物质才能维持机体的正常
的水体更易出现缺氧死亡。
代谢和生命活动。
如果在越冬前未加强鱼的营养或者停食
过早（普遍现象），使鱼不能达到适宜的肥满
水质和水深
度，不具备良好的体质基础，从而不能为越冬
提供较为坚固的体能充实的防线；另一方面，
在北方应尽量保证越冬池不冻水层在 1 米
拉网不慎后鱼体机械损伤不及时处理（普遍现 （1.5 米最好）以上。由于越冬池在长期的封冻期
象）或者未定期杀虫，也会引发水霉和寄生虫
中，池水可能有渗漏，因此，要注意越冬池的水
相关疾病的发生。
位变化，
及时采取补水措施，
使越冬池水保持在
在水温方面，没有保持较高的水位、换水
一定水深的范围之内；
在南方，
水的深度也要在
时忽略温差高于 3℃、在不适当时间时开启增
1 米以上，促使水体自身产生“冷热分层”，以宜
氧机等均可能降低水温，导致鱼体被冻伤或
于鱼儿自动寻觅在
“热”
层水体中过冬。
冻死。
鱼类越冬用水不宜全部使用原塘老水，也
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鱼儿饥饿对于体重
不宜全部使用新水（因新水一般较瘦没有肥
的影响要大于低温，在越冬期间持续或间断性
度），最好的办法是老水+新水，水中保持一定
摄食的鱼类体重有所增加，而没有喂食的鱼类
数量的浮游植物，利用水（冰）下光合作用，补
体重显着减少，说明冬季鱼体重的下降更多是
充水中一定的氧气，还可以起到改善水质的
受到饥饿的影响。
作用。
相比较饥饿而言，温度对越冬鱼类体重的
影响表现在，冬季还可摄食的鱼，温度的影响
死亡的主要原因
主要体现在食物的转化效率上，不管是连续投
喂还是间断性投喂，鱼类冬天的饵料转化率都
鱼体质差：通常规格大的鱼苗(种)和体质好
很低。
的苗种，越冬成活率就高。体质弱的苗种本身
另有研究表明：肥满度的变化与鱼体体重
含脂肪和蛋白量均低下，不足以支撑越冬期间
的变化非常相似，越冬期间肥满度不断减小， 的体能消耗，难以在漫长越冬期蓄积维持生存
并且在越冬初期的紧张期和适应期尤为显着， 所需的能量，常因身体衰弱而死亡。特别是因
但在此后的越冬过程中，并不发生明显的变
管理不善或者气候暴寒而加大体能消耗所造成
化，说明在越冬期间，鱼体体重的变化在越冬
的体质亏虚，导致抵抗疾病和不良环境的能力
初期下降最明显，越冬后期下降趋势放缓。
就差，
染病机会增加，
因此就会引起鱼的死亡。
鱼体机体组成的变化：鱼类越冬的适应过
鱼病：如果苗种场捕网技术不精或者网具
程表现在鱼体组成的变化为在越冬结束时肌
粗糙，会造成苗种受伤(机械损伤)或者体质不
肉中的水分含量显著上升，鱼体的脂肪和蛋
佳，在越冬期间常会感染水霉、竖鳞病或车轮
白质含量显著降低，肝脏中的脂肪和糖原显
虫、指环虫、斜管虫等寄生虫，某些病毒性鱼
著减少，肌肉和肝脏中的饱和脂肪酸和单不
病，如鲤春病等在冬末、初春时亦有发生。导
饱和脂肪酸含量显著减少，鱼体脂肪酸的不
致越冬鱼类的死亡，尤以春季融冰前后其发病
饱和性增高。
率较高。
由于越冬期间鱼体停食或减食且体内能
越冬鱼池中对苗种危害较大的是小三毛
源物质不断消耗，使饥饿鱼体代谢的一些内源
金藻。小三毛金藻是冷水性藻类，大量繁殖就
性物质被水取代，导致含水量和灰分含量逐渐
会产生毒素，使苗种出现类似浮头症状，常使
上升。鱼的肌肉水分含量随越冬时间的延长
鱼种大批死亡。
而增加，越冬过程中肌肉组织的一些营养物质
缺氧：因缺氧造成越冬死鱼的现象也有出
被消耗。
现，其原因大致有：扫雪不及时或面积过小，透
越冬期间，鱼类动用机体贮存的能量来维
光性差；水体清瘦、缺肥；浮游动物过多；水质
持生命活动，作为主要贮能物质的糖原、脂肪
过肥、水质老化坏水；水位太浅等。
和蛋白质在越冬过程中将会不同程度地被消
低 温 ：在 越 冬 水 体 过 浅 时 ，当 水 温 降 至
耗。在越冬开始的过程中，温度这个因子的变
0.5℃~0.2℃时，鱼体就可能会冻伤乃至冻死，
化对鱼体施加了影响，从而改变了其代谢水
体质虚弱的鱼更不耐低温。
平，尤其在初期，鱼类为了应对并适应这种环
管理不善：管理不善而引起死鱼的主要原
境的改变，将会加大能量的消耗，因此相应的
因是责任心不强和不懂技术。比如，越冬前停

食过早，造成越冬后期的鱼体消瘦而死亡；越
冬水体水质差，水位浅；拉网操作受伤、感染鱼
病造成死亡等。

降低死亡率措施
苗种越冬池的选择，苗种越冬池最好选择
背风向阳处、保水性能好的池塘作为越冬池。
背北向南和不是风口的池塘更利于增强保温
性能。池塘土质要保水保肥性能好，塘底最好
是粘性土质，严重漏水的池塘不要作为越冬池
使用。
强化秋季培育，规格大的鱼种体质健壮、
肥满，耐寒耐低氧能力强，死亡率低一些。一
般越冬苗种规格在 10 厘米(3 寸)左右即可。在
秋季时，鱼类摄食量大应加强饲料投喂，在越
冬以前促进脂肪积累以应对越冬期消耗。故
在越冬前要多投喂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高的精
饲料，还可添加玉米粉等能量饲料，增强苗种
体质，培育强健的鱼(苗)种越冬以减少损失。
在现实中，恰恰有些养鱼户以为越冬前鱼儿不
肯长了，喂料划不来，就提前断料，这是万万要
不得的，停食过早，这样的鱼儿往往在开春后
会出现“蛇头刷尾巴”的低质弱鱼，成活率很
低，更不耐长途运输。
为保证鱼种安全越冬，必须在秋季强化培
育，以鲢、鳙为主的池塘要看水施肥，还可适当
投喂精料；以草鱼为主的池塘可先投喂浮萍、
草料等青料，然后投喂精饲料，保证鱼种膘肥
体壮，增强其耐寒和抗病能力，同时注意肥水
越冬。
入池消毒，鱼种入池时，用 1%~5%的食盐
水溶液浸洗鱼体 5 分钟~20 分钟，或用 1ppm 漂
白粉水洗浴 10 分钟~20 分钟。在并塘前，最好
对越冬池用生石灰进行彻底清塘消毒，以杀灭
病原体和敌害生物。发现有小三毛金藻的，应

向池塘灌注新水后，用 0.7ppm~1ppm 硫酸铜全
池泼洒。在入池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细心操作，
避免鱼体碰伤、擦伤或压伤。
适时适度投放苗种，越冬池的投放，应随
面积、水深、溶氧量及品种、规格、池塘条件酌
情考虑。投放时间不宜过早或过迟，过早鱼体
消耗大，过晚水温低，易冻伤而发生水霉病和
赤皮病。一般应选择在水温 8℃~10℃及以上
时的晴天进行，6℃以下不宜放鱼，操作要小
心，避免鱼体受伤。放养密度必须因时因地制
宜，鱼种规格要求尽量大小一致，每亩水面可
投放 4 万~5 万尾苗种。
培肥水质越冬，在越冬前将越冬池内注入
呈绿色（有较多的浮游植物）的肥水，或在越
冬池塘里施入化肥培育浮游植物，尽量肥水
过冬。
鱼种保膘，鱼种越冬时期，在暖和天气时
鱼类仍要（需）摄食，故越冬池塘应适量投喂些
含蛋白质更高的（还要喂更好的）适口饵料，以
满足越冬鱼种少量摄食的（营养）需要。如果
鱼体积存的营养物质少，不够越冬期的消耗，
会因衰弱死亡，放养密度过大或者水质变坏也
会引起死鱼。
越冬期间，适时适量投喂适口饵料，可使
越冬鱼种的成活率提高到 90%以上，不投饵的
成活率一般只有 50%左右甚至更低或者为 0。
做好鱼病防治工作，越冬期间，鱼种易患
打印病、水霉病、三毛金藻、口丝虫病和科管虫
病等，所以鱼种下塘前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
当的药剂浸洗鱼体。在有可能发生病情的情
况下应投入生石灰或其他药物以防鱼病发生，
冬天的鱼病只要一经暴发，大多数情况下不容
易治愈。
在遇有严寒时，可以在池角堆放一定的干
草或草料沤水，鱼儿可以在此抵御寒冷并有一
定的水生饵料供鱼摄食。
水花鱼

“岱衢族”大黄鱼“游”回来了
“笃、笃、笃”，在浙江省长涂叮嘴门大黄鱼
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基地，随着养殖工人的敲
击声，重 1 斤左右的大黄鱼背脊露出水面，工人
用网兜顺势一捞，就见几条大小不一的夹杂金
黄色的鱼儿在其间“活蹦乱跳”
。
经过两年多的摸索滚爬，舟山岱衢洋渔业
有限公司不断改进养殖技术，让此处大黄鱼的
成活率从最初的 30%以下提升到了 80%以上。
如今，越来越多的“岱衢族”大黄鱼在这里安下
了
“家”
。
“2016 年 5 月来这里，我就发现叮嘴门这地
方具备得天独厚的天然养殖优势。”张家豪是
舟山岱衢洋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他告诉笔
者，叮嘴门是“岱衢族”大黄鱼的理想海上牧
场，这里环状岛链形成了半封闭海域，而大黄
鱼需要潮流冲击，所以在这里养殖，鱼肉质更
紧实，
口感也与野生大黄鱼接近。
为了让笔者一睹大黄鱼的“风采”，张家豪
特意安排了一场大黄鱼“见面会”。
“ 大黄鱼一
入夜就‘穿’金衣，所以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
抓的鱼最好看。更奇特的是，它还会发出像青
蛙的咕咕声。
”张家豪说。
晚上 7 时许，张家豪发出了捕捞指令，笔者
立刻冲到了网箱前，一下子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了。大黄鱼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白天还泛着银
光的大黄鱼都换了件黄金衣，条条金光闪闪，
并
“咕咕”
的叫着。
工人们迅速有序地将这些大黄鱼装进盛
着冰水、套着黑色塑料袋的泡沫箱里。
“冰水能
让大黄鱼保持鲜美味道，而黑色塑料袋是为了
保持它的色泽更加金黄。
”张家豪解释说。
据了解，长涂叮嘴门大黄鱼深水抗风浪网

箱养殖基地背靠岱衢洋，海域内潮流顺畅，饵
料丰富，无污染流，抗风浪条件良好，发展大黄
鱼养殖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2016 年，张家豪在 8 个深水网箱养了一万
条大黄鱼，从那一刻起，张家豪和他的团队就
几乎吃住在了养殖场附近，摸索激流中如何养
活、养好大黄鱼。
第一年的养殖效益并不理想，因为流急，
鱼条形不好看；因为低温季节，大部分鱼被冻
死了，其间又有一只养殖网箱被渔船撞毁，损
失惨重。
张家豪心急如焚，到处寻求专家、技术人
员解决流急问题。
“依靠专家多番实地考察、试
验，通过加厚加深加宽加固挡流网，现在流急
问题已基本解决，接下去是鱼儿如何过冬问
题。”张家豪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只能把现
有的鱼赶在春节前卖掉，但这样实在可惜。
前不久，张家豪在技术团队的支持下，在
陆地上为鱼儿建起了一个循环水养殖试验池，
池内水温保持 15℃左右。可喜的是，1500 条大
黄鱼“迁养”
后，
长势喜人。
张家豪喜上眉梢，
“ 新建 2000 立方米的循
环水养殖暖棚已开始筹备，今后，大黄鱼避险、
过冬难题也能迎刃而解了。
”
张家豪的大黄鱼养殖虽然投资成本高，但
也凭着过硬的品质逐渐打开了市场。
最近，他开了一家“岱山叮嘴门大黄鱼”旗
舰店，并为产品设计了外包装，通过电商渠道
结合生鲜速配方式把“岱衢族”大黄鱼销售各
地。张家豪预计，2019 年公司养殖的 6 万条大
黄鱼，将有望带来 500 万元的销售额。
“ 目前，
深水网箱养殖大黄鱼取得了初步成功，2019

年，我计划再增加 8 个网箱，争取养更多品质
上 乘 、口 感 与 野 生 大 黄 鱼 几 乎 无 异 的‘ 岱 衢
族’大黄鱼。”张家豪信心满满地说，
“ 岱衢族”
大黄鱼的市场潜力巨大，前景看涨，
“ 钱途”更
加看好。
据了解，长涂叮嘴门大黄鱼深水抗风浪网
箱养殖基地是岱山县海洋与渔业部门开辟的
首个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基地，它对野生大黄
鱼资源恢复有促进作用。
从东海自然捕捞来看，近些年野生大黄鱼
群虽有恢复迹象，但昔日“人踏在鱼群上都不
会掉下去”的景象已一去不复返。
“深水网箱水
体大，更接近自然环境，鱼类活动范围广、成活
率高。在深水环境中，鱼类生长快、病害少、体
形和肉质也更接近野生状态。”岱山县海洋与
渔业局渔业科分管养殖的负责人罗峰介绍，深
水网箱的建设不仅能有效推进传统养殖业的
转型升级，优化调整产业布局结构，而且还可
以保护近海海域生态环境，促进水产养殖持续
健康发展。
罗峰认为，当下，岱山县海岛旅游业发展
迅猛，无论是作为餐饮菜肴还是让游客体验大
黄鱼非遗文化，大黄鱼养殖是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出路所在。
当然，在大黄鱼养殖突破技术难关的同
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据业内人士介
绍，目前在浙江省大黄鱼育苗市场上出现岱衢
族、闽东族育苗进货混杂的状况，如果品种退
化，那“岱衢族”大黄鱼品牌、口碑都会受到影
响。
“对‘岱衢族’大黄鱼的纯种保护，希望政府
引起重视，科研机构也能积极作为。”业内人士
呼吁。
岱新

团头鲂品种选育关键技术国际领先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下午，华中农业大学水
产学院王卫民教授团队完成的“团头鲂品种选
育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成果评价会在华
中农业大学水产楼顺利举行。课题组代表高
泽霞教授围绕研究成果做了题为“团头鲂品种
选育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的主题汇报，
专家组组长桂建芳院士对成果表示赞同与支
持，现场宣读评价综合结论，专家组成员一致

认为该技术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会上，
水产学院党委书记张韶东指出，
在王
卫民教授的带领下，团队已经完成了团头鲂新
品种鉴定与审批，
并且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高泽霞教授在汇报“团头鲂品种选育关键
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的报告中，从立项背景
与总体思路、技术研究内容与创新点、技术成
果的先进性、知识产权与第三方评价和应用推

广与经济社会效益五个方面展开，介绍了团头
鲂新品种的选育历程、组学资源的开发、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育种技术体系的构建、微卫星标
记的团头鲂亲子鉴定及团头鲂良种“育繁推一
体化”产业发展模式的建立，并向专家们展示
了课题组的科研成果和产出以及新品种“华海
1 号”的推广应用情况。与会专家审核资料和
报告，提出相关问题，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探

岱衢族大黄鱼
岱衢族大黄鱼呈金黄或虎黄
色，有光泽，鳃丝清晰呈鲜红或紫
红色，眼球饱满，肌肉结实，富有弹
性，是黄鱼族中的极品。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资
源 的 枯 竭 ，这 种 鱼 类 已 形 不 成 渔
汛。宁波市于 2007 年始启动了岱
衢族大黄鱼原种开发和种质资源
保护工作，专门成立了“野生岱衢
族大黄鱼采捕”攻关小组。2008 年
5 月，攻关小组采用特制的小对网
作业方式，成功的在岱衢族大黄鱼
原产地岱衢洋采捕到 8 尾可繁殖的
野生原种活体，成功培育出苗种。
目前，宁波已成为岱衢族大黄鱼苗
种主要供应地。

讨，提出各自的意见与建议。
邹桂伟研究员在肯定成果的同时提出新
品种“华海 1 号”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上和显著
性性状相关的问题。万成炎研究员指出“华海
1 号”作为主要经济养殖鱼类之一，培养意义很
大，并提出形态学特征和普通团头鲂的区别。
常剑波教授希望能加大新品种的推广。
通过此次会议，课题组听取了各位专家学
者们的建议，并最终形成评价综合结论及评价
报告终稿。桂建芳院士宣读评价综合结论，专
家组成员一致认为该技术成果整体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耿瑞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