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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点叉尾鮰养殖情况及技术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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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斑点叉尾鮰有哪些近亲？
世界上属于叉尾鮰科的鱼类共有 6 属 45 种，其中，属于叉尾鮰属的有 16 种。其中可
作为养殖对象的大约有 6~7 个种，除斑点叉尾鮰外，还有外表与斑点叉尾鮰相似的长鳍叉
尾鮰（也称蓝叉尾鮰）；有适应性较强、但是个体较小的云斑鮰，以及白叉尾鮰、黄鮰、
短须扁头鮰和短棘鮰等。但是，这些种类的经济性状与渔业价值均不及斑点叉尾鮰。
2、世界上哪些国家和地区有斑点叉尾鮰的分布？
斑点叉尾鮰原产于美洲，主要分布于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东南亚及西欧部分地区也
有斑点叉尾鮰的分布， 但没有看到有关渔业利用方面的报道。在美国，叉尾鮰科鱼类主要
分布在大湖区，如伊利湖、安大略湖、安艾达湖及密西西比河和其他水体内。池塘养殖主
要集中在南方的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地；斑
点叉尾鮰在这些地区既是食用鱼类，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游钓对象。
3、斑点叉尾鮰耐低氧能力如何？
平均全长 1.3 厘米和 5 厘米的斑点叉尾鮰苗种，白天每小时平均耗氧量分别为 0.9431
毫克 / 克和 0.2234 毫克 / 克；夜间为 0.5909 毫克 / 克和 0.1457 毫克 / 克；白天因为代谢旺
盛，故耗氧量大于夜间。在水温 24~24.5 时，斑点叉尾鮰鱼种窒息点的溶氧量为 0.34 毫克
/ 升，与类似规格的黄颡鱼（0.398 毫克 / 升）相近，远低于鳜（0.45~0.76 毫克 / 升）。属
于在一般低氧状态下亦能生存的鱼类，斑点叉尾鮰适宜的溶氧量为 4~5 毫克 / 升。
4、斑点叉尾鮰对养殖水体的酸碱度（PH）和盐度适应能力如何？
斑点叉尾鮰能正常地生活在 ph6.8~8.5 的水体中，ph 过高或过低，均可能对斑点叉尾
鮰的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斑点叉尾鮰虽然是一种纯淡水鱼类，但是，也能忍受高盐
度水体，适盐为 0.1‰ ~ 0.8‰。
5、斑点叉尾鮰的食性如何？
鱼类摄食器官的结构决定其食性。斑点叉尾鮰的前额骨和齿骨上有排列不规则的细密
向内稍弯曲的小齿，齿形有中央向两侧愈来愈稀而短，形似针状。第 5 对鳃弓有明显退化，
形成 2 个椭圆形有斑状的齿列，排列类似八字形，为咀嚼工具。该鱼有 U 形胃，胃壁较厚，
其伸缩磨碎能力较强，饱食后胃的体积膨胀较大，在 5 级充塞度时，胃可膨胀到 4 级胃体
积的 1 倍。食道长 1.6~5.4 厘米，食道随着鱼体增长而逐渐变粗、变长，食道有管道与鳔
前室相通。肠道近胃前端有管道与胆囊相通，胆囊管道上有较多的胰岛细胞，能分泌消化液，
促进消化功能。肠管较短，为体长的 2~3.2 倍，肠长与体长之比以及肠弯曲，均随鱼体的
增长而增加。
鳃耙数目的变幅，外侧平均值为 17~20，内侧平均值为 18~21。斑点叉尾鮰在生长过
程中，鳃耙数目变化不大；而耙间距随着鱼体不断长大愈来愈宽。
根据投喂人工饲料和依靠天然饵料饲养条件下所进行的食性分析看出，斑点叉尾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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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苗阶段主要摄食浮游生物，如轮虫、枝角类、桡足类、摇蚊幼虫及无节幼体等；斑点叉
尾鮰的鱼种阶段之后则以底栖生物，水、陆生昆虫，大型浮游生物，水蚯蚓，有机碎屑等
个体较大的生物为主，也能摄食小鱼、小虾。从营养角度看，斑点叉尾鮰的食性属于偏动
物性的，但是，其摄食器官和摄食能力决定它不属于肉食性凶猛鱼类，通常不会掠食袭击
其他鱼类。一般而言，引种斑点叉尾鮰不会对当地土著鱼类构成生态威胁。
斑点叉尾鮰食性的另一个特点是可塑性很大，在人工饲养时，可以完全摄食人工配合饲
料，并且能正常生长、发育。
6、斑点叉尾鮰繁殖习性有什么特点？
斑点叉尾鮰是一种定居型鱼类，其繁殖习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繁殖适宜水温范围为 19~30℃，孵化温度适宜范围为 23~28℃。
（2）无论江河、湖库等天然水域，或人工池塘等静水水域，只要水质清新，斑点叉尾鮰
均可自行产卵、受精与孵化。
（3）斑点叉尾鮰产卵水域底质要求沙质、砾石、硬土底等，而且必须具备产卵巢，如水
下各种天然洞穴或人工放置的产卵巢（鱼巢），才能顺利产。
（4）斑点叉尾鮰产卵之后，受精卵的卵块由雄性亲鱼守护直至鱼苗孵化出来。
上述（3）和（4）列出的两个特点，是斑点叉尾鮰与我国常见淡水鱼类繁殖习性方面最
大的不同。
7、斑点叉尾鮰是怎样引入我国的？
斑点叉尾鮰首次被引进我国是 1978 年，当时从日本引进 100 多尾斑点叉尾鮰鱼种，除
少数鱼种被留在北京水产研究院试养外，大部分斑点叉尾鮰鱼种被送到珠江水产研究所试
养。经过 2 年多养殖，个体重达 2.5 千克左右。但是，由于当时对斑点叉尾鮰的习性了解不多，
又疏于管理，最终因为池塘缺氧而导致大部分斑点叉尾鮰死亡。此外，当时的国情也还不
允许大量养殖以商品饲料为主的鱼类，故这次引种最终宣告失败。
1984 年，由湖北省水产研究所从美国进行了斑点叉尾鮰的第二次引种，先后引进了云
斑鮰和斑点叉尾鮰。对引进的 2 个种进行了全面观察与试验比较，发现云斑鮰无论其生物
学特性，或渔业价值均不及斑点叉尾鮰，最后选定斑点叉尾鮰作为主要引种对象。并相继
进行了斑点叉尾鮰鱼种繁育、本土化养殖模式的选定、饲料的配置、渔业价值评估等大量
试验与研究，为以后推广养殖斑点叉尾鮰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为了保种、扩种和更新种质资源，1997 年，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又从原产地组织引
进了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阿肯塞州 3 个斑点叉尾鮰的优良品系 60 万尾，分别在北京小汤
山水产养殖场、湖北省水产良种试验场和江苏省泰兴市水产良种场，建立了 3 个不同品系
的斑点叉尾鮰良种繁育基地，以便为我国的养殖者提供斑点叉尾鮰良种。1999 年至 2007
年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共从美国引进了 420 万尾卵黄苗，其中 1999 年 70 万尾 .2004 年
90 万尾，2005 年 130 万尾，2007 年 130 万尾，分布在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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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斑点叉尾鮰在我国的养殖现状如何？
斑点叉尾鮰自 1987 年苗种繁育成功之后，很快成为主要名特水产品之一，也是继罗非
鱼之后，淡水鱼类引种最成功的淡水养殖对象之一。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推广到全国 20 多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养殖。养殖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江
苏等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我国有一定规模的斑点叉尾鮰鱼种繁育场约 140 个，
其中，湖北省在 20 个以上，年产斑点叉尾鮰鱼苗 3 亿尾左右。斑点叉尾鮰苗种生产最多的
是湖北省，占总产量的 60% 左右，其次是广东省。
2008 年养殖产量高峰达 224,471 吨。金融危机后，由于美国对我国鮰鱼产品出口实行
贸易壁垒，以及受美国将出台的新法案影响，出口受阻，产量急剧下降，产业发展受到了
严重影响。依据海关数据，2009 年我国鮰鱼对美国出口 1.66 万吨，2010 年为 9,289 吨，
同比下降 45.32%。其中，湖北省出口 3,180 吨，排位第一，同比下降 58.08%；江苏省出
口 2,094 吨，排位第二，同比下降 11.83%。 2011 年出口 6600 吨，同比下降 29.2%；金
额 51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22.27%。2011 年估计全国斑点叉尾鮰年产量在 7 万吨左右。
9、斑点叉尾鮰在美国的人工养殖状况如何？
斑点叉尾鮰原本由美国开发出来的一个水产养殖对象。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为
满足游钓业的需要，美国就开始人工养殖斑点叉尾鮰的研究。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
人口的增加，以及人们对食物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认识到发展水产养殖业是增加动物源
性食物的有效途径之一，即着手从野生鱼资源中筛选比较好的养殖对象。由于斑点叉尾鮰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生产快、品质好、出肉率和饲料转化率高、抗病能力强、易操作，产
品便于加工和适应美国的饮食消费习惯等特点，而被选作淡水养殖新对象，并迅速得以发展。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虽然鳟、鲈、罗非鱼等养殖业发展得很快，但是，斑点叉尾鮰
的绝对主导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在此期间，斑点叉尾鮰还被苏联、南斯拉夫和日本等国引
进并开展人工养殖试验和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斑点叉尾鮰养殖业进入成熟期，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养殖产
量和养殖面积。而且人工繁殖、养殖、营养与饲料等技术都有了新的突破。苗种来源由过
去以采捕野生亲鱼进行繁殖，改为池塘蓄养亲鱼。人工繁殖“三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苗种不仅完全满足了生产的需要，每年还向江河、湖泊放流 2 亿 ~3 亿尾。养殖模式由最初
使用无机肥、豆饼等逐步改为以浮性配合饲料为主，鱼产量由开始的 100~200 千克 / 公顷，
现已提高到 4000~7000 千克 / 公顷（折合 266.7~466.7 千克 / 亩）。
目前美国养殖的鮰科鱼类主要有 3 种：斑点叉尾鮰、蓝叉尾鮰、斑点叉尾鮰（♀）与
蓝叉尾鮰（♂）的杂交种，以斑点叉尾鮰为主。在美国，斑点叉尾鮰养殖场的规模不一，
小者 300~500 公顷，大者超过 1000 公顷，年产量 3000~7000 吨。其主要特点是：池塘的
面积都比较大，一般在 6~7 公顷，池塘形状在平原地区比较规范，丘陵地带则随地形变化
而定，水深在 1.5 米左右；机械化程度高，水质控制、增氧、投饵、捕捞、活鱼运输都有专
用设备和机器；合理密度和产量（一般控制在 2286 千克 / 公顷），保持良好的池塘水质，
能做到长时间不清池、只加水不排水；饲料主要是用浮性膨化颗粒饲料，饲料系数控制在 2
之内；因美国劳动力昂贵，私人养殖场的管理人员都比较少。追求的是最佳经济效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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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的模式。
10、我国人工繁育斑点叉尾鮰的“三率”如何？
人工繁育斑点叉尾鮰鱼苗追求的目标是，在尽量减少亲鱼伤亡的前提下，获得较高的“三
率”（亲鱼产卵率、鱼卵受精率和鱼苗孵化率），以获得优质的斑点叉尾鮰苗种。
在美国，斑点叉尾鮰由野生种群驯化我为家养对象已有 50 年以上的历史，关于人工繁
殖斑点叉尾鮰的研究与实践均比较充分，目前，斑点叉尾鮰人工繁殖的“三率”除产卵率
较低外，鱼卵受精率和鱼苗孵化率均在 90.0% 以上，反映其综合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在我国，经过多年的实践，斑点叉尾鮰人工繁殖“三率”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但
是，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以产卵率而言，在长江流域养殖斑点叉尾鮰的地区，均可达
70%~80%。湖北省水产研究所 2- 世纪 80 年代引种初期，人工繁殖斑点叉尾鮰即达到较
高的“三率”水平：人工放置产卵巢产卵率 65% 以上，鱼卵受精率 97.3%，孵化槽孵化率
平均 95.1%，环道孵化率平均 87.2%。而华南地区相对较低，根据从 1989-1991 年 1~2
批次繁殖结果统计，斑点叉尾鮰的平均产卵率 52.1%，一般为 30%~40%，差的仅 10%。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华南地区的越冬季节较短，当地培育的斑点叉尾鮰亲鱼尽管体重
已达到了标准，但是性腺大部分尚未完全成熟；其次，也可能是与斑点叉尾鮰亲鱼种质质量、
培育技术有关。由于华南地区气温较高，斑点叉尾鮰性成熟加快，生殖期缩短，近亲繁殖
的几率进一步增加，这也是可能造成“三率”低的重要原因。
11、我国饲养的斑点叉尾鮰存在种质退化现象吗？
因为鱼类引种往往受数量的限制，一次引种难以保证其遗传多样性不受影响。以养殖
为目的的引种，成熟之后进行小群体亲本不间断人工繁殖和辗转引种，养殖业者在追求数
量和利润最大化时，往往很少考虑种质保护的问题，其后代遗传变异日益减少，劣质基因
日益钝化，种质质量是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
从湖北省水产研究所 1984 年引进斑点叉尾鮰，到 1987 年第一次仍繁殖成功，迄今也
不过 5~6 个世代，但是，斑点叉尾鮰的经济性状已明显退化。实践结果表明，凡是以野生
种作为养殖对象，而苗种大多来源于人工繁殖；无论土著种还是引进种，都存在家养后丧
失遗传变异的可能性。尤其是我国当期经营分散、种质保护不足、原良种体系的建设不健
全和水产养殖良种化程度低的情况下，强调和积极开展鱼类种质保护，对于未来养养殖业
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12、如何推算斑点叉尾鮰其亲鱼的适宜保有数量？
如果是为了向一个养殖场提供斑点叉尾鮰鱼苗。究竟需要多少斑点叉尾鮰亲鱼，才能
做到既保证足够的苗种供应，又不因大量饲养多余的亲鱼而造成浪费，应根据生产规模，
对斑点叉尾鮰苗种需要数量进行推算。一般推算标准为：每千克斑点叉尾鮰亲鱼产卵量为
6000 粒左右；斑点叉尾鮰产卵率为 50%~60%；孵化率为 80%；卵黄鱼苗暂养存活率为
90%；鱼苗养成大鱼种存活率为 70%~80% 计；以此类推，即可算出需要蓄养亲鱼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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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斑点叉尾鮰亲鱼培育池塘如何搭配放养？
对于刚引进的斑点叉尾鮰亲鱼，大多存在年龄、体重方面的差异。因此，在放养前应进
行统筹安排，分类放养，在有限的培育时间内，有针对性地进行饲养管理，以期获得最佳
的饲养效果。
在斑点叉尾鮰亲鱼体重 1.5~2 千克时，推荐放养量为：亲鱼池面积 1500~2000 米
2，平均 4~5 米 2 放养 1 尾；面积 2000~4000 米 2，5~6 米 2 放 1 尾；总放养量控制在
225~250 千克 / 亩。面积较小的斑点叉尾鮰亲鱼池管理方便，放养密度可以适当高一些；
而面积较大的亲鱼池，应当在单位面积内适当减少放养数量。斑点叉尾鮰亲鱼初始体重较
小或体质较差的，放养量需留有一定空间，因为在培育过程中体重增加较快，如开始放养
量过大，后期鱼池超载，会影响斑点叉尾鮰亲鱼的成熟和产卵。
自然繁殖斑点叉尾鮰则应实行雌、雄性亲鱼混养，比例以 1:1 为宜；如人工催情和人工
受精，则需雌、雄性亲鱼分养，否则性成熟的斑点叉尾鮰亲鱼在池塘中会自然产卵和孵化，
可导致生产计划失控。
为了控制池塘的水质，在斑点叉尾鮰亲鱼池中，可以搭配 250~300 尾鲢、鳙；由于斑
点叉尾鮰属于底栖杂食性鱼类，在人工饲养过程中，以摄食配合饲料为主，故斑点叉尾鮰
亲鱼池中不要放养鲤、鲫，或其他食性相似的鱼，以免发生争食现象，影响斑点叉尾鮰亲
鱼的正常发育。
斑点叉尾鮰亲鱼放养前，用浓度为 50 克 / 升的食盐水浸洗 5 分钟后再下池，目的是进
行伤口消毒或杀灭体外寄生虫。
14、怎样进行斑点叉尾鮰亲鱼的分期培育？
根据斑点叉尾鮰亲鱼的质量、性腺发育的特点，培育应分阶段，突出重点。
（1）春季培育

即斑点叉尾鮰产前培育，时间 3~5 月。重点是促进斑点叉尾鮰性腺发

育和成熟，争取早开口摄食，饲料量要足，适当多投喂一些鲜活饲料；并加强冲水，不能
使亲鱼池缺氧、浮头。
（2）夏季培育

即斑点叉尾鮰产后培育，时间 6~8 月。此时，斑点叉尾鮰的性产物逐

渐被鱼体吸收，但是由于水温较高，要通过 经常加水或增加水深等措施，控制和调节水温
在适温范围内，投足饲料，使因繁殖造成的斑点叉尾鮰亲鱼体体力消耗和损伤尽快恢复。
（3）秋季培育 时间是 9~11 月。斑点叉尾鮰亲鱼性腺进入新一轮发育时期，培育好坏
将直接影响 年的性成熟质量。首先，要注意调节好水质，保持足够水深，以备过冬，检查
有无潜在的病害，以防越冬死亡；其次，饲料要投足，适当增加一些脂肪和蛋白质成分，
为越冬前斑点叉尾鮰性腺发育和越冬消耗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4）冬季培育 从 12 月到翌年 3 月。主要是越冬期，多数地区除个别天气外，一般不
再投喂，以管好水质，防止冰冻、缺氧为主。但是，南、北方有所差别，如在华南越冬期
的时间很短（12 月至翌年 1 月），在温度适当的情况下，只要斑点叉尾鮰亲鱼开口摄食，
要适当投喂一些饲料，因为越冬时间短对性腺发育不利，通过强化培育。能得到一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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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对斑点叉尾鮰亲鱼投喂什么样的饲料？
斑点叉尾鮰亲鱼饲料的特性，在于不仅要有足够的营养物质与能量水平，使斑点叉尾鮰
亲鱼维持一定的生长速度，而且要能促进斑点叉尾鮰生殖细胞的生长发育，使个体重量增长
大于单纯的长度增长，以满足斑点叉尾鮰亲鱼生殖活动的需要。

斑点叉尾鮰饲料配方多种多样，只要达到最低营养需要限量，都能获得基本满意的培育
效果。但是对于斑点叉尾鮰亲鱼而言，以下要求是必须达到的。
（1）饲料中蛋白质的含量必须略高于一般成鱼，达到 35% 左右；蛋白质中动、植物蛋白的比
例应为 1：2。如果动物蛋白质含量过低，会对性腺发育和繁殖产生很大影响。
（2）在斑点叉尾鮰亲鱼培育过程中，与产卵前 1~2 个月内，应以鲜活饲料为主，如野
杂鱼及禽、畜内脏等，投喂量占亲鱼总体重的 5%~10%，这对促进斑点叉尾鮰亲鱼成熟和
繁殖是不可或缺的措施。美国在斑点叉尾鮰亲鱼培育阶段，也采取类似的方法，除用配合
饲料外，常投饵料鱼（金体美鳊、金鲫等）。
斑点叉尾鮰亲鱼的投饲和管理，也应采用我国淡水养殖常用的“四定”原则，不仅使投
饲管理量化、简化，而且养殖业者容易掌握。该原则用于亲鱼培育（包括以后各个养殖阶段），
即科学又实用。
（1） 定量

水温 6~12℃，日投饲料占鱼体重的 1%；
13~20℃，为 2%；20~35℃，
为 3%~4%。

（2）定时 通常日投饲料 2 次，上、下午各 1 次；低温时可每天 1 次；投饲料后以 30
分 钟以内吃完为宜，过多或过少对斑点叉尾鮰亲鱼性腺发育和水质控制都不利。
（3）定位

投饲料位置应比较集中，而且要固定一处；饲料直接投入水中，以适应斑

点叉尾鮰集群摄食的特点。
（4）定质

使用营养全面而新鲜的饲料，才能保证斑点叉尾鮰亲鱼健康。尤其是投喂

鲜活饲料时，一定要注意选用新鲜而未变质的饲料。
16、斑点叉尾鮰的摄食习性有什么特殊性？
斑点叉尾鮰有喜集群、喜弱光、喜温暖、昼伏夜出等习性。不管在自然水体还是在人工
控制的水族环境中，无论是在沙质或泥质是水体中，或饲养在富含有机质、水生植物丛生
的池塘、江河、水库、湖泊沿岸带或溪流中，从苗种直至成鱼，均以集群摄食为主。如在
池塘中集中投喂饵料后大约 2~3 分钟，就会出现大量鱼类集群摄食，从鱼苗至成鱼无一例外。
斑点叉尾鮰的摄食与光照强度有密切关系。如通过强光和弱光的水体条件（强光指水体
透明度 50 厘米以上，弱光 20 厘米以上）进行人工饲养试验，发现在弱光下，斑点叉尾鮰
的胃中一般充塞度为 5 级，强光一般为 1~2 级，如果在强光水体中放一些物体遮光，充塞
度可达 3~4 级。所以，凡是能遮光的养殖水体，如网箱采取一定遮光措施，能有效地促进
斑点叉尾鮰的生长。
斑点叉尾鮰从鱼苗至成体阶段的摄食方式是不同的。体长在 10 厘米以前，吞食、滤食
方式并用；10 厘米以后开始以吞食为主，兼滤食。食性则以动物性食物为主，并具有很高
的可塑性。在养殖过程中，可以完全使用人工配合饲料，并要求较高的饲料蛋白质含量。
17、如何确定人工养殖斑点叉尾鮰的产量和质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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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内、外的养殖经验，将斑点叉尾鮰的养殖目标定为（400±50）千克 / 亩，是处
于中上等的养殖水平。制订该目标参考了以下数据：
（1）国内养殖业者已有单产 400 千克 / 亩以上的实际养殖成绩；但是，达到这个养殖
产量的比例不大，普遍达到该水平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2）目前美国一般单产控制在 2286 千克 / 公顷左右，折算 152 千克 / 亩。因此，400
千克 / 亩的目标，较美国常规产量已经高出 2~3 倍。
（3）我国养殖技术和斑点根据叉尾鮰的特点，单产目标是可能再提高一些。不过，进
一步提高单产，会增加养殖水体负载量，加速水质的恶化，对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但是，
也不宜确定的太低，因为我国人均土地、水资源严重不足，不得不走适度密养、高产的途径。
（4）鱼种养成成鱼的成活率 90% 以上。只要放养斑点叉尾鮰鱼种规格整齐、无伤残，
体重达到了 30~50 克，运输、放养时间得当，养殖过程措施得力，通常是能够达到的。但是，
90% 以上的成活率也已经不是一个低指标，因为实行规模化养殖生产，是难以做到没有死
鱼现象发生的。
（5）商品斑点叉尾鮰平均个体重达 500 克以上；其中，1/3 以上的个体能长到 750 克
以上，达到出口和加工的标准。
（6）产品质量符合无公害水产品各项质量指标。
---- 根据陈昌福编写的《斑点叉尾鮰高效养殖百问百答》摘录整理

斑点叉尾鮰与越南鲶鱼差异化定位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刘匆 盛晓洒 王勇强 罗拉体 应汝华
四川省斑点叉尾鮰良种场 龙翔平
越南海阳通威公司 唐明
越南鲶鱼从最初养殖巴沙（英文名 Basa）到现在 90% 以上转为渣鱼（Tra 或 Cha）。
渣鱼拥有巨大的成本优势，中国出口企业也希望能为出口市场提供价廉物美，成本堪比越
南鲶鱼的斑点叉尾鮰产品。
但斑点叉尾鮰和渣鱼的生物学特性不同，导致这两个品种养殖生产特性具有很大差异，
造成斑点叉尾鮰养殖成本远高于渣鱼。
一、比较：
就斑点叉尾鮰和渣鱼生物学、养殖特性差异及由此对成本的影响做简单比较：
1、苗种环节：
1）、亲鱼和卵：
两者亲鱼性成熟均需要 3-4 年以上，渣鱼亲鱼个体一般为 10-20 多斤，斑点叉尾鮰亲
鱼一般为 5-10 斤。
斑点叉尾鮰卵粒大，每尾雌鱼一年出苗 1-2 万尾；渣鱼卵粒小，数量大，每年可产 2-3
次，每尾雌鱼年可出苗 300-500 万尾。即斑点叉尾鮰与渣鱼单尾雌亲鱼出苗量的比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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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300。
假如要建年产过亿尾的种苗场，斑点叉尾鮰需要 1-2 万组亲鱼，数百亩亲鱼池。渣鱼
只需 100 多尾，一个几亩的小池足够。
2）、孵化：
斑点叉尾鮰卵粒大，孵化过程对水的污染大，孵化时间长达 4-7 天。孵化用水多，数
万卵即可造成数十立方的孵化用水水质败坏。
渣鱼卵粒小，采用简单的循环水处理装置孵化，孵化时间一般 18-22 个小时，几十立
方水可孵化上千万卵。
同四大家鱼比，斑点叉尾鮰孵化时间也太长，这也造成了孵化过程风险高，为使孵化
率保持较高水平，孵化过程药物滥用、使用违禁药物的风险随之而来。
2、养殖环节：
1）、溶氧：
溶氧是大部分鱼类养殖的第一限制因子，斑点叉尾鮰耐缺氧能力弱于鲤、鲫，也不及
四大家鱼，静水池塘养殖产量在 1-1.5 吨即达到极限，且必须配备增氧机。
但有些鱼类由于有辅助呼吸器官，类似于肺的功能，可直接呼吸空气，不怕缺氧，如
渣鱼、乌鳢、革胡子鲶、泥鳅、黄鳝。渣鱼有鳃上呼吸器官，也不怕缺氧，因此不需增氧机，
也能养殖到每亩池塘 10 吨、20 吨甚至更高。
渣鱼的这一特点，不仅节省了增氧机、电费，由于没有了浮头泛池风险，且养殖密度高，
场地面积小，人工管理成本大大降低。
以年需 3 万吨鲜鱼的加工企业为例，斑点叉尾鮰需要成鱼池 2-3 万亩，这得有多少个
养殖基地和多少家养殖单位来提供原料鱼？需要多少电力和药物？需要多少工人去养殖？
多少管理人员去维护？加工厂需要多大功夫和精力去采购和协调、以及担心违禁药物的问
题？而渣鱼只需要 1000 多亩，不用担心浮头泛池风险，不需要强大稳定的电力保障，两三
个几百亩的养殖场即可，因此，越南很快形成了养殖、加工、贸易为一体的企业：“水产
联合体”。
广东的生鱼由于具有相似的特性，有望成为中国第一条造就类似于“水产联合体”的鱼。
2）、饲料：
虽然斑点叉尾鮰和渣鱼都是对饲料广适性的品种，从高到低到无动物蛋白的饲料均可
养殖。但渣鱼对饲料和营养的档次需求低得多，渣鱼商品鱼饲料蛋白水平 26 左右，饲料系
数 1.5-1.7。斑点叉尾鮰商品料蛋白含量 32-34%，相当于渣鱼的鱼种饲料，饲料系数为 1.8
左右。
斑点叉尾鮰饲料的档次高于渣鱼，即使这更高档次的饲料，饲料系数也比渣鱼高。
3）、疾病：
斑点叉尾鮰抗病力远远不如渣鱼。美国养殖斑点叉尾鮰亩产 300-500 斤，但已经有大
量的疾病，疾病研究成果众多。中国养殖斑点叉尾鮰上规模时间不长，最高年产约 15-16
万吨，今年为 5-6 万吨 ( 鮰协数据 )，但斑点叉尾鮰的套肠等爆发性疾病就已经造成过大
面积的死亡，并对产业产生了影响。中国百万吨级的外来养殖品种罗非有链球菌，南美白
对虾有病毒病，均对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渣鱼在养殖密度如此高的水平下，在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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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吨级的养殖规模下，还没有经历对产业造成重大影响的流行疫病。
顺便提一下，越南水产养殖的防控病技术水平低于中国，有些水产药品还是从中国走
私过去的。
4）、生长速度和养殖生产周期：
越南水温高，适合渣鱼生长，从孵化到养成 1 公斤规格商品鱼只需 6-7 个月，其中，鱼种
到成鱼只需

4 个半月；斑点叉尾鮰养殖 1 年半—2 年达到 0.5-0.75 公斤的商品鱼规格。

斑点叉尾鮰长生产周期除提高了生产成本，也导致鱼病和用药风险。当年不能养成，
规格鱼种越冬易感染水霉病，越冬后易爆发鱼病，一直是影响生产的常见因素，加剧了药
物滥用风险。
二、总结：
综上，比较养殖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及各方面，斑点叉尾鮰养殖成本远高于渣鱼。
但渣鱼作为热带养殖品种，要求的生长、生存水温甚至高于罗非鱼，也无法在斑点叉尾鮰
养殖区取代斑点叉尾鮰。
三、定位：
对斑点叉尾鮰和渣鱼的肉质评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因此，考虑到斑点叉尾鮰
对饲料、温度的广适性，斑点叉尾鮰和渣鱼应是不同定位、差异化的养殖品种。
2011 年中国斑点叉尾鮰不到 10 万吨，综合养殖成本和现有市场消费容量，中国斑点
叉尾鮰养殖产量远景目标定位在 50 万 -100 万吨是合适的，各种资源的配套也应按此从长
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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