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  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 郝向举 名家论坛

一、我国鲍鱼养殖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

鲍自古被誉为海味珍品之冠，素有“一口鲍鱼一口

金”之说，是一类符合现代人追求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高

级海鲜。鲍壳是著名的中药材石决明，又名千里光，有明

目功效。其壳内珍珠层色彩绚丽，是制作装饰品和贝雕之

佳品。自古以来人类就有捕捞鲍鱼的行业，但近代以来，

由于自然环境变化加剧，鲍的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市场供

不应求，导致价格攀升，因而鲍鱼人工养殖应运而生。在

世界上66种鲍中，目前已开展人工养殖的有10余种，其中
皱纹盘鲍、杂色鲍、中间鲍、黑唇鲍、绿唇鲍、虹鲍、红

鲍、疣鲍等养殖数量较多。

我国的鲍鱼养殖研究从1960年代末开始，1970年代
先后取得杂色鲍和皱纹盘鲍人工育苗成功，同时开展了养

成实验。1980年代中期在北方开始皱纹盘鲍小规模商业
化养殖并逐年增长，但在1997年遭遇大规模暴发性死亡
现象，产量锐减，严重打击鲍养殖的积极性。而此时福建

和广东等南方沿海从台湾引进“九孔鲍”的亲鲍和陆基水

泥池养殖技术，发展迅猛，产量超过皱纹盘鲍。之后北方

由于皱纹盘鲍杂交种的应用，养殖产业迅速回升，并进入

高速增长阶段。然而南方的九孔鲍养殖于1999年开始遭受
冬季暴发性死亡和苗期“脱板症”的严重危害，鲍养殖陷

入低谷。不过从2000年开始皱纹盘鲍杂交鲍引入福建海域
养殖大获成功，养殖面积和养殖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皱

纹盘鲍迅速成为福建海域养殖的主导种。2003年至2011年
的8年间，我国鲍鱼养殖产量从9810吨快速增加到76786吨
（图1），年产值100多亿元，其中养鲍大省福建省更是从
3156吨增加到60407吨（图2），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使鲍鱼养殖成为我国海水养殖产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鲍鱼养殖产业现状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鲍大国，2010年养殖产量达5.65万
吨，占世界养殖总产量的86%（图3），2011年我国的鲍
鱼养殖产量更是达到7.68万吨，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拥有巨
大的鲍鱼市场和优良的养殖自然条件，也归功于水产科技

工作者及养殖业者的智慧和不懈努力。

从养殖种类看，皱纹盘鲍是目前我国养殖主导种，

杂色鲍虽然曾辉煌一时，且其肉味鲜美独特，很受南方特

别是台湾的消费者喜爱，但因为是小型鲍，在目前大陆鲍

鱼市场尚未细分的情况下，其价格不高，因此主要局限在

不适皱纹盘鲍渡夏的广东和海南养殖。从各省份的鲍鱼养

殖产量看（图4），福建省占据绝对优势，2011年占全国
产量的78.7%，其次是山东省的10.9%和广东省的6.9%。

我国鲍鱼养殖产业现状与展望
◇ 柯才焕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361005

图1 2003-2011中国鲍鱼养殖的发展 图2 2003-2011福建省鲍鱼养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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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域养殖皱纹盘鲍得益于其拥有独特和优越的自然条

件，包括适宜的水温、众多的内湾和丰饶的养殖海藻。

随着鲍鱼养殖产业的发展壮大，带动了鲍鱼养殖器材

产业、海藻养殖产业、鲍配合饲料产业、鲍加工产业和运

输业等快速发展，已形成了较完整的鲍鱼产业链，如近年

的养殖海藻价格比鲍鱼大量养殖前高出2～3倍，鲍苗饲料
企业作为新兴的饲料企业已发展到几十家，鲍鱼加工企业

也开始兴起，新产品不断推出。鲍鱼养殖及其带动的相关

产业极大地促进了沿海渔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吸纳了大

量劳动力，对渔民致富和社会稳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鲍养殖也有积极的减碳等生态价值。按照目前我国的

鲍鱼产量，估计每年因鲍鱼养殖约消耗大型海藻140多万
吨。鲍养殖促进海藻养殖的大发展，不仅使海藻养殖业者

增收，对于减碳和减低沿岸海域富营养化风险、控制赤潮

发生也有重要意义，因此鲍鱼养殖的生态效益显著。

三、我国鲍鱼养殖产业面临的问题

近十年来鲍鱼养殖产业在我国的发展速度在其他养殖

产业是不多见的，可以说是超高速发展，但是相配套的养

殖规划、管理、科技进步、资源和市场拓展等却一直没有

跟上，导致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日益积累和加深。

1．海上养殖规划滞后
在海上养鲍取得成功后，陆基工厂化养殖因成本高逐

步被海上养殖取代。海上养殖进入门槛低，群众的养殖热

情异常的高，在有关部门意识到规划的重要性之前，海上

鲍鱼养殖已经处于失控状态，在一些内湾海域已超出了其

养殖容纳量，而且养殖区布局混乱，户间间隔极小，养殖

密度过大，公共水道狭窄，阻碍水流畅通，易导致缺氧和

疾病蔓延。

2．海上适养空间日趋紧张
在海域利用竞争中水产养殖业包括鲍鱼养殖处于弱势

地位，港口、临海工业和旅游业等强势产业挤占鲍养殖空

间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海上适养空间却来越小，而鲍鱼自

身的生态特点又使得新的养殖空间尤其是外海空间的拓展

非常艰难。

3．赤潮危害凸显

以往发生赤潮很少对鲍鱼养殖造成大的影响，但2012
春夏之交福建沿岸暴发赤潮灾害导致养殖鲍大量死亡。

2012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在福建闽中和闽东沿岸相继发
生赤潮，其优势种是有毒的米氏凯伦藻和无毒的东海原甲

藻，受灾海域的养殖鲍大规模暴发性死亡，重灾区养殖鲍

死亡率高达80%以上，给养鲍业者造成10亿元以上的重大
经济损失。近年来在渤海湾的部分海域夏季出现的褐潮也

可能是造成养殖鲍鱼夏季滞长的原因。赤潮灾害已成为鲍

养殖产业面临的新的严峻挑战。

4．夏季死亡现象逐年加剧
皱纹盘鲍原是产于北方的温带性种类，对南方夏季

高温的适应性较差，每年的8月底至9月初在福建海上养殖
的皱纹盘鲍容易出现死亡现象，并且有逐步加剧的趋势。

2009年8月底罗源湾出现养殖鲍大规模死亡，2012年在相
同季节福建海域从闽东到闽南地区的养殖鲍鱼均有较严重

的死亡现象，部分养殖户的鲍鱼死亡率超过50%。这种现
象除了与养殖对象的种类与种质有关外，还与气候和海域

水文条件、养殖布局与养殖密度、污损生物危害等有密切

关系。小潮水加上养殖密度过高减缓潮流，而污损生物的

危害性也不容忽视，它们堵塞养殖笼孔洞，附着在养殖容

器内外和鲍壳上，都极易导致笼内缺氧和鲍鱼窒息死亡。

当然，在高温季节病害也容易发生和流行，尤其是在鲍鱼

生理状态不佳的情况下。

5．种业发展不完善
鲍鱼养殖已成大规模产业，但种业工程欠缺规划与管

理，导致育苗场建设与生产失控，仅福建省就有2000家以
上的鲍育苗场，粤东地区鲍鱼育苗场也数以百计，不仅苗

种质量参差不齐，而且从去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鲍苗供大

于求，苗价波动很大，种业风险增大，不利于种业的健康

持续发展。种是养殖业的基础，但作为新品种培育基础设

施建设的鲍遗传育种系统尚未完整建立，优良新品种的推

出较慢。现有的鲍育苗技术较粗糙，在剥离初期和季节交

替时期不时暴发大量死亡现象，其原因未解明。

6．夏季养成饲料紧张，导致养殖成本大幅上升
近几年，由于鲍鱼养殖的超高速发展，已经急剧扩

大养殖规模的海带和龙须菜仍不能充分满足需求，价格猛

图3 2010年世界主要养鲍国的养殖产量（据FAO） 图4 2011年中国大陆主要养鲍省份鲍鱼产量分布图



29  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 郝向举 名家论坛

涨，大幅压缩养鲍的利润空间。此外，福建和粤东海域养

殖的龙须菜等常出现不明原因的烂菜和断根现象，或遭遇

篮子鱼等敌害的蚕食，产量不够稳定。尤其是大宗养殖海

藻不适于南方夏季高水温环境，因此导致夏季饵料鲜藻紧

张，不少养殖户只能用盐渍海带或干海带作为饵料，养殖

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一些饲料厂家适时推出成鲍配合饲料

在部分海上养殖户试用，但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未被广

大养殖户接受。

四、推进我国鲍鱼产业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1．确保鲍鱼养殖合理合法的养殖海域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在海洋功能区划的允许范围

内，政府部门应确保鲍鱼养殖合理合法的养殖海域，与其

他海洋产业拥有同等的用海权利，为鲍鱼养殖产业的健康

持续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

2．加强鲍鱼养殖海域的整顿和规划管理
目前鲍鱼各主养区内养殖密度普遍偏大，养殖区潮流

不畅通易致局部溶氧不足，建议当地有关部门在充分调研

养殖区水文动力环境的基础上，对鲍养殖区布局重新进行

科学规划，适当减少单位面积鲍养殖笼数和养殖数量，确

保区内各部分潮流畅通，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落实，以优

化养殖布局，减少在高温期和赤潮灾害来临时的损失。

3．积极发展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我国鲍鱼养殖发展早期以陆基水泥池流水养殖为主要

方式，2000年后尝试海上筏架吊养大获成功，目前基本形
成以海上筏架吊养和延绳式吊养为主、陆基水泥池流水养

殖为辅的格局。海上养殖与陆基工厂化养殖的优劣势比较

见表1，综合比较结果发现海上养殖虽然见效快，但风险
较大，特别是近年来赤潮和台风屡次造成鲍鱼养殖的重大

损失，一些养殖户赔进了之前几年辛苦获得的养殖收益。

陆基养殖虽然成本高，见效慢一些，但可控性好，避免或

大幅减小台风和赤潮的危害，基本解决养鲍“靠天吃饭”

的不利局面，大大降低了养鲍风险，同时还可有效避免海

区污损生物的危害。陆基方式可实现工业化管理，也为提

高养殖技术水平和养殖效果提供了较大空间。

表1 鲍鱼陆基工厂化养殖与海上养殖方式的优劣势比较

比较项目 陆基工厂化养殖 海上养殖

1.生长速率 较慢 较快

2.基建投入 较大 较小

3.电费和人工费用 较高 较低

4.抗台风 强 弱

5.抗赤潮 强 弱

6.配合饲料使用便利性 较好 较差

7.收益特点 慢，稳定 快，风险大

值得强调的是，陆基工厂化养殖需要在技术水平上加

以提升，首先要大力研发和推广陆基循环水养鲍技术，这

种方式比流水式一次性投入高，但更节能减排，在高、低

温季节视情可以进行人工控温，还可有效避开海区赤潮的

危害。此外，急需加强鲍鱼营养学研究，研发优质成鲍配

合饲料，同时配套研发循环水条件下适于投喂配合饲料的

养殖容器和技术方法。

4．鲍养殖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目前鲍养殖产业结构过于简单，养殖企业基本上分

为育苗场、养殖场（户）和育苗场兼养殖场三种类型，养

殖产业链短，技术水平提高缓慢，生产风险较大。而实

际上，鲍鱼育苗和养殖可以明确地划分为几个阶段，有

必要按这几个阶段对产业进行细化分工，形成更加专业化

的分工有序的产业结构新格局。具体来说，就是把原有的

二段式（育苗、养殖）改为七段式，即形成亲鲍培育、受

精卵或担轮幼虫生产、板上苗生产、小规格苗培育、大规

格苗培育、普通商品鲍养殖和大规格鲍养殖等7类专业化
企业。产业的细化分工与专业化至少有如下好处：有力促

进育苗和养殖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相对延长产业

链，降低生产风险，壮大产业规模；各环节生产周期缩

短，提高资金周转率。

5．加强鲍种业工程建设
按照目前的养殖产量估算，我国鲍苗年需求量约30多

亿粒，但2011年产苗量已达到60.5亿粒，供过于求，而鲍
育苗场达数千家之多。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鲍育苗场的

规范管理，整并鲍苗场，减少厂家，提高质量，坚决淘汰

劣质种苗、病苗和尾苗，重新制订鲍育苗技术标准和鲍苗

质量标准。其次，要加强鲍新品种培育与推广力度，对皱

纹盘鲍，重点培育耐高温（南方适养）和耐低温（北方适

养）的新品种，对杂色鲍，重点在杂交种的基础上培育生

长快的新品种。加快鲍种业工程建设，在鲍鱼养殖集中区

应尽快建成鲍鱼遗传育种中心、良种场和育苗场三级种业

体系，并将种鲍培育专业化，促进鲍养殖实现良种化。

6．养殖技术改进
由于鲍鱼产业发展太快，以致技术进步跟不上产业发

展的需要，亟待迎头赶上。一是养殖容器改革：海上立架

式养殖近几年已开始尝试，在节省劳力、畅通水流等方面

显示出与笼养方式的比较优势，但要加紧优化器材结构和

完善养殖技术。二是加紧解决鲍的饲料问题：养成期配合

饲料研发需要攻关，同时配合饲料使用要与养殖方式改革

相配套；积极筛选新的适于高温生长的大型海藻种类；加

强研究龙须菜等海藻栽培技术，确保鲍饵料的稳定供应，

降低饵料价格。三是重视污损生物的防除：深入研究养殖

海域主要污损生物的附着季节和附着规律，通过控制入海

时间和调节水层规避污损生物附着；宏观控制养殖海域的

牡蛎养殖数量；进一步优化荔枝螺和甲虫螺等混养防污技

术；开展环境友好防污涂料或防污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四

是发展鲍的底播养殖：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发展底播养殖

技术，拓展养鲍空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和种类，开展藻场

修复或保护，投放大规格鲍苗，清除敌害和定期补充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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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是加强病害研究与防控：深入研究鲍病病原生物的

生物学、致病机理及病害流行规律，寻求病害防控方法。

7．赤潮灾害防控
建议有关部门加强条件建设和技术力量，根据赤潮发

生规律，在赤潮较易发生时期开展赤潮监测和预报工作，

减除灾害带来养殖鲍鱼的损失。在鲍养殖集中区近岸建设

相当数量的陆基水泥池或养殖场，形成海陆配套养殖的格

局，以供赤潮灾害来临前养殖鲍上岸避害。针对赤潮导致

养殖鲍鱼窒息和毒害死亡，采取减少养殖密度、优化养殖

布局以确保养殖区潮流畅通，赤潮来临时降低养殖网笼所

处的水层，暂停投饵，或采取临时增氧措施，可减少损

失。此外，要加强对养殖户进行鲍鱼养殖风险意识的宣传

教育工作，避免盲目养殖。

8．大力宣传与推广鲍鱼文化
我国食用鲍鱼有悠久的历史，鲍壳还是著名的中药

材“石决明”，在梁朝陶宏景《名医别录》、明朝李时珍

《本草纲目》均有记载其药用功效，因此为壮大鲍鱼消费

群体，拓展市场，有必要进一步挖掘与宣传鲍鱼文化。建

议在鲍鱼主养区定期举办“鲍鱼节”，开展鲍王大赛、烹

调竞赛、品尝会等大众化活动。在鲍鱼加工方面重视功能

食品开发，如明目食品、运动食品、美容保健食品等，鲍

壳工艺品也有很好的开发前景。

五、我国鲍鱼养殖产业前景展望

市场决定产业的发展。从近几年养殖鲍鱼的市场价格

波动情况看，随着产量的上升，价格明显回落，利润空间

压缩，说明鲍市场容量有限，因此进一步发展鲍鱼养殖需

要扩充鲍消费群体。通过拓展内地省份的鲍鱼消费市场，

增加出口，相信鲍鱼养殖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由

于受到养殖空间、市场容量、饲料资源等的限制，未来几

年鲍鱼养殖将可能由快速发展进入数量调整、质量提高的

新阶段。

在养殖模式与技术方面，海上筏架和延绳式养殖规模

大体保持稳定或有下降的可能，而陆基工厂化养殖将重新

兴起，通过配合饲料研发和配套养殖工程技术的进步，精

细化、可控性好、环保和高效的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将

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以海藻为基础的鲍配合饲料研发将受

到高度重视，随着技术提高使饵料系数降低，将逐步增大

在养殖中的应用比例。海上养殖器具将逐步形成笼式与立

架式并存互补的局面。由于受到其他海洋产业的挤压，近

岸内湾的可养水域萎缩，为拓展鲍养殖空间，大型企业或

合作社将积极发展岛礁底播养殖模式，并寻求赴海外发展

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现为厦门大学海洋系、海洋环境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