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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鱼类增殖放流对河道水体的影响
孔桂芹

!枣庄市水资源试验站" 山东 枣庄"#MMO&&$

!摘"要""本文介绍了鱼类增殖放流对河道水体影响的研究背景&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效益分析"在枣庄市的潘

龙河水域进行了对照试验"旨在探讨增殖放流对河道水体的影响"以期探求使水体达到淡水养殖国家标准的最适

宜放养量"并对开展鱼类增殖放流工作提出建议"可为同类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鱼类增殖放流#河道水体#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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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在鱼类增殖放流方面"渔业发达国家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研究"并进行了技术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生态&

经济&社会效益+ 近几年"日本&美国&韩国和俄罗斯等

国家就增殖放流的方法&经济效果进行了评价"同时"

他们十分重视放流的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针对环境

容纳量&最大允许放养量&放流种群在生态系统的作

用"以及增殖放流对土著资源栖息地的潜在影响&生态

入侵造成的危害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国内仅在

物种濒临灭亡的种类&稀有种群&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

情况下进行增殖放流和生态修复"只重视放养规模&放

养投资&放养影响"较少进行放养同步监测对河道水体

的影响及效果评价+ 为有效改善渔业生态环境"加大

水生生物资源的养护和修复力度"枣庄市水资源试验

站紧紧围绕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确定的建设内容和

区域布局"根据渔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按照优先选择和

安排自然条件优越&工作基础较好&技术比较成熟&生

态和社会效益明显的项目的具体要求"通过大水面养

殖与渔网养殖相结合"即在大水面与网箱分别投放不

同放养量的鱼苗#!& 斤P亩&#& 斤P亩&$& 斤P亩%"跟踪

监测不同放养量对水质以及一个放养周期的出鱼量&

出鱼品质的影响来探求最适宜的单位放养量"研究对

河道水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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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在放流后"进行跟踪监测"探求出在生

态&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河道单位面积的最适放养

量"为以后养殖&生态修复&打造生态基地提供重要的

依据+

#&研究目的

目前"经济发达&污染严重和水利化程度高等因素

导致生态破坏严重&鱼类品质下降"修复生态环境"保

障食品安全已迫在眉睫+ 因此"通过鱼类增殖放流对

河道水体影响的研究能探求出河道水体最适放养量"

通过以渔养水"修复生态环境+ 以最小的投资获取大

的效益"也避免了增殖放流的盲目性+ 项目本身没有

人为或技术风险"具有巨大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研究内容

项目组通过对实地考察的水库库面&湖面&河道蓄

水&水域宽深度&水质&方便实施监测管理等情况进行

综合分析&研究"认为枣庄市薛城区境内的潘龙河水域

满足项目研究条件和要求"因此确定潘龙河泰山-挪

庄-西丁-华众橡胶坝水域为项目研究实施地点+

薛城区蟠龙河发源于枣庄市山亭区柏山飞来泉"

由许由河&蟠龙河&大沙河三段组成"东向西横穿薛城

北部"干流全长 ((%)[F"流域面积 #)&[F

#

"多年来平均

径流量 )O&& 多万F

$

"占薛城区径流量的 ''N"为薛城

区最大的河流+ 据薛城水文站多年测定"该河径流量年

际内变化大"M-W月降水集中"径流量达 WMW&W万F

$

"占

全年径流的 M!%$N+

利用自然条件将试验区划分为试验#组和试验)

组+ 试验#组位于挪庄橡胶坝至西丁橡胶坝之间$试

验)组位于西丁橡胶坝至华众橡胶坝之间+ 试验#组

再划分为 $ 个试验区"分别为挪庄橡胶坝至绳桥"以下

称,区$绳桥至张桥"以下称 R区$张桥至西丁橡胶

坝"以下称D区+ ,区面积 )5F

#

"平均水深 #%!F$R区

面积 )%$$5F

#

"平均水深 #%!F$D区面积 !&%$$5F

#

"平

均水深 #%!F+ ,&R区以绳桥北侧拦网为界"R&D区以

张桥北侧拦网为界"拦网用 #! 股网目 (BF的网片制

作+ R&D区以西丁橡胶坝分隔+ 试验)组面积

$&%)M5F

#

"平均水深 #%MF+ 试验#组&试验)组以西

丁橡胶坝分隔+ 挪庄橡胶坝上游至泰山橡胶坝为对照

试验组+

!将水体状况相对稳定的试验#组划分的 $ 个河

段"分别按 M'[JP5F

#

&!'&[JP5F

#

&##'[JP5F

#

不同的放

养密度"主要投放鲢鱼&鳙鱼"搭配投放鲤鱼&鲫鱼&草

鱼"定期检测&分析不同河段水体的理化指标及浮游生

物指标"抽样观察放流鱼类的生长情况"探索在有效改

善河道水质前提下的最适鱼类放养量$

"在试验)组

开展对比试验"并在水面比较开阔的水域"设置 O 只

)F\)F网箱"网目 (BF"按照鲢&鳙鱼 M'[JP5F

#

&

!'&[JP5F

#

&##'[JP5F

#

不同的放养比例"观察研究鱼

的生长情况"分析适宜的鲢&鳙鱼放养比例$

$对照试

验组不投放任何鱼种"仅检测&分析水质理化指标+

$%!"河道增殖放流鱼类不同放养量对河道水质

影响

""综合各试验区放养量&产鱼量及试验水域富营养

化程度评分值分析"两个试验组与对照组总氮&总磷&

Dê

D=

&Rê

'

&透明度基本同步变化+ 两个试验组及对

照试验组鱼类生长期水理化学指标检测值见表 ! f

表 '+

表 $&

!组 '区水理化学主要指标检测值

单位#J

检测项目
' 月

!! 日

) 月

!! 日

M 月

!! 日

O 月

!! 日

W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Dê

D=

P#FJP2%

#O%' #O%( #'%! #$%) ##%W #$%( #$%!

Rê

'

P#FJP2%

(%W' (%)& $%OO $%'# $%W) $%'' $%!#

总氮P#FJP2% $%'M $%!) #%() #%#W #%(M #%#( #%##

总磷P#FJP2% &%&'& &%&(W &%&$O &%&$' &%&$# &%&$$ &%&$&

透明度PBF )& )& )O M' O( O( O)

水温PX !O%' #'%$ #)%# #O%' #O%# !W%) !)%#

G+值 M%(# M%$O M%$' M%'& M%(O M%$M M%#W

表 #&

!组 G区水理化学主要指标检测值

检测项目
' 月

!! 日

) 月

!! 日

M 月

!! 日

O 月

!! 日

W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Dê

D=

P#FJP2%

#)%& #(%! ##%& #$%' #!%( #&%' !)%#

Rê

'

P#FJP2%

(%W$ (%!' $%)$ $%!! #%WM $%&) $%!&

,&#,



续表

检测项目
' 月

!! 日

) 月

!! 日

M 月

!! 日

O 月

!! 日

W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总氮P#FJP2% #%W) #%M& #%$! !%O( !%O) !%M& !%M!

总磷P#FJP2% &%&() &%&($ &%&$) &%&$# &%&$! &%&#W &%&#O

透明度PBF M& O& O( W# !&& !&! !&'

水温PX !O%' #'%$ #)%# #O%' #O%# !W%) !)%#

G+值 M%($ M%$) M%$' M%'# M%() M%$' M%#)

表 ,&

!组 O区水理化学主要指标检测值

检测项目
' 月

!! 日

) 月

!! 日

M 月

!! 日

O 月

!! 日

W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Dê

D=

P#FJP2%

#'%# #$%W #&%O #&%) #!%& #&%$ !'%)

Rê

'

P#FJP2%

(%'& $%MO $%!$ #%)O #%(M #%O) #%OO

总氮P#FJP2% #%)! #%$M #%&) !%)( !%)M !%'( !%'#

总磷P#FJP2% &%&(& &%&$' &%&$! &%&$& &%&#W &%&#) &%&#)

透明度PN M& O& O) W' !&& !&& !&!

水温PX !O%' #'%$ #)%# #O%' #O%# !W%) !)%#

G+值 M%(# M%$M M%$) M%'! M%(M M%$) M%#O

表 .&试验"组水理化学主要指标检测值

检测项目
' 月

!! 日

) 月

!! 日

M 月

!! 日

O 月

!! 日

W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Dê

D=

P#FJP2%

#'%$ #$%# #&%# #!%& #&%( !W%O !'%'

Rê

'

P#FJP2%

(%(# $%') $%!& #%)# #%'# #%OM #%O)

总氮P#FJP2% #%)! #%$$ #%&# !%'W !%)# !%'! !%'#

总磷P#FJP2% &%&(& &%&$$ &%&$& &%&$& &%&#O &%&#' &%&#)

透明度PN M& O! W& WW !&# !&' !&(

水温PX !O%( #'%! #)%& #O%$ #O%! !W%M !)%(

G+值 M%(& M%$W M%$' M%'& M%(M M%$' M%#W

表 D&对照试验组水理化学主要指标检测值

检测项目
' 月

!! 日

) 月

!! 日

M 月

!! 日

O 月

!! 日

W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Dê

D=

P#FJP2%

#W%$ #O%# #O%# #M%O #'%( #'%! #(%&

Rê

'

P#FJP2%

'%&# (%W) (%O& (%)' (%'# (%WM (%&)

总氮P#FJP2% $%O! $%#$ #%WM #%O) #%WW #%OM #%OO

总磷P#FJP2% &%&'! &%&'! &%&(W &%&(W &%&(O &%&(O &%&()

透明度PN '& '' )# )M M& M# M(

水温PX !O%' #'%$ #)%# #O%' #O%# !W%) !)%#

G+值 M%(! M%$W M%$( M%(W M%(' M%$$ M%#'

""从表 ! f表 ' 可以看出!' 项指标最低值均在试验

#组D区"即单位放养量最高的区域"' 项指标最高值

均在对照试验组"' 项指标次高值均在试验#组 ,区"

即单位放养量最低的区域+ 每公顷放养 !'&[J和

##'[J的 # 个水域"水质分析检测值都能够达到0无公

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1 #-]'&'!-#&&!%要求

的水质标准+ #&!' 年 M 月 #& 日&!& 月 #& 日分 # 次对

# 个试验组的放流鲢&鳙鱼进行抽样检测"抽样采取

'灯光诱捕(的方式进行+ 具体抽样检测结果见表 )+

表 *&蟠龙河鲢鳙鱼抽样检测值

检测日期

#组,区 #组R区 #组D区 )组

鲢鱼平

均规格

鳙鱼平

均规格

鲢鱼平

均规格

鳙鱼平

均规格

鲢鱼平

均规格

鳙鱼平

均规格

鲢鱼平

均规格

鳙鱼平

均规格

M 月 #& 日 #&W $&$ #&) #WW !WO #O$ #&# #O(

!& 月 #& 日 ($# 'WO (!M ')$ $(W $O! $W# '&W

""抽样结果表明!试验)组的养殖生产结果进一步

验证了每公顷放养 !'&[J养殖效果最佳+ 在养殖效果

最佳的试验区"分析鲢&鳙鱼平均规格及增重倍数"蟠

龙河鲢&鳙鱼 !l# 的放养比例是可行的+

试验河段水温适宜"酸碱度适中"鱼的生长期长+

经过对三个试验区养殖产品药物残留抽样检测"结果

显示均未检测出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代谢物&

喹乙醇等药物残留成分"产品达到无公害农产品相关

技术标准+

试验数据说明"鱼类放养量不同对水体水质改良

的程度也不同"在试验设计的放养密度范围内"增殖放

流对水体的改良程度随放养量的提高而增强+

$%#"河道增殖放流鱼类的最适放养量对水体的

影响

""自 #&!' 年 ( 月 !O 日至 #&!' 年 !# 月 !! 日"经过

一个鱼类生长周期的研究"每公顷放养 !'&[J的试验

组"平均每公顷单产达到 )&W%)[J"鲢鳙鱼平均规格分

别达到 ($!JP尾和 'W'JP尾"增重倍数分别为 (%!O 倍和

$%W! 倍+ 试验组的水体部分理化指标检测值全部达

到0渔业水质标准1 #.R!!)&M-!WOW%&0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1#-]'&'!-#&&!%的要求"与对照

,'#,

孔桂芹P浅谈鱼类增殖放流对河道水体的影响"""""""""""



试验组水理化指标检测值相比"Dê

D=

降低 $'%(#N&

Rê

'

降低 #W%')N&总氮降低 (M%##N&总磷降低

($%(ON&透明度增高 (&%'(N"具体见表 M+

表 -& 水 体 化 学 主 要 指 标 平 均 检 测 值

项目
Dê

D=

P

#FJP2%

Rê

'

P

#FJP2%

总氮P

#FJP2%

总磷P

#FJP2%

透明度P

BF

试验组 '%' '#%O) !%'# &%&#) !&(

对照组 O%'# M'%&( #%OO &%&(W M(

$%$"河道增殖放流鱼类的最适存鱼量对水体的

影响

""河道试验#组 R区&D区在 O 月总氮含量达到相

对较低的检测值"此时的试验河段平均水深 #%!F"根

据鲢鳙鱼生长情况推算"鲢鳙鱼密度约为 $$&[JP5F

#

+

说明河道每公顷存鱼量在达到或超过 $$&[J时"鱼类

的活动对水质方能起到明显改善作用+ 换言之"河道

鲢鳙鱼密度应常年保持 $$&[JP5F

#

"采取'捕大留小"

捕大补小(的放流模式"是保护和维持河道良好水质状

况的主要技术措施+

.&效益分析

项目从 #&!' 年 ( 月至 !# 月"历经了鱼类一个养

殖周期的研究与示范"主要通过此项目来探求鱼类在

河道增殖放流过程中的单位水体最适放养量和最适存

鱼量对河道水体的影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也为以后河流的增殖放流&生态修复

工程及渔业的经济增收提供重要的科学理论参考+

(%!"经济效益

通过一个生产周期的研究"在 '$%$$5F

#

的放流水

域内"在最适放养量和最适存鱼量的水域中"由于水质

得到改善"共生产优质水产品 $&()W[J"折合单产

'M!%$'[JP5F

#

"与未开展放流前的水产养殖状况相比"

每公顷单产提高 '')%)'[J"按照大宗淡水鱼平均单价

!&元P[J计算"项目区增加产值 #W%)W 万元"扣除养殖

生产投入"实现养殖效益 #!%$( 万元+ 投入产出比为 !

l$%($+ 研究&检测分析表明"项目区水产品品质已达

到无公害农产品标准"随着其品牌价值的体现"经济效

益将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社会效益

项目的研究与示范"采用纯天然饵料增殖的生产

模式"而天然饵料是以含有氮&磷的营养盐为物质基础

的"从而减少水域氮&磷含量"起到净化水质作用+ 因

此采取人工增殖放流措施"不仅增加物种数量"而且保

护物种种质资源"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水域生态环

境的安全"达到'以渔治水"以渔养水(效果+

(%$"生态效益

本项目的关键技术是通过鱼类放流"有效利用水

域天然饵料资源"生产优质淡水鱼+ 利用生态调控技

术"改良养殖鱼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构建鱼水和

谐"降低水体富营养化程度"保障流入南四湖的淡水资

源水质达标+ 按照每增殖 ![J淡水鱼"可消耗水中 #OJ

氮和 'J磷分析"通过放流鲢&鳙鱼"在本研究试验生产

周期内共转移出渔业水体中氮 O'$%)([J&磷 !'#%(([J+

研究数据表明"鱼类放流活动显著改善了水体质量状

况"水域中理化因子保持较低含量"生态效益明显+ 随

着本项技术的应用推广"无疑将为养殖水体生态环境

的改善起到有力地推动作用+

D&对开展鱼类增殖放流工作的建议

'%!"改善种群结构"增加物种多样性

保护物种多样性是生态环境修复的关键"因为生

物多样性决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当水

域生态环境因某些原因而受损时"可以通过增殖放流

的手段来进行修复+

'%#"加强放流监督管理

严把鱼种鉴定&检疫检测&投放验收等关键环节"

开展水质&水生生物和鱼类监测分析"掌握放流鱼类&

水体&水域生物群落等变化情况"并开展放流效果跟踪

评估及放流水域环境容量研究"不断修改和完善增殖

放流方案+

'%$"加强增殖放流的资金投入

水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

程"为提高增殖放流的科学性"促进 #下转第 #M 页$

,(#,



!'O f!)'2P#人,:%"城市生活综合用水定额为 #!O f

#(&2P#人,:%+ 考虑本地区水资源状况"新余市属水

质性缺水较严重地区"可用作生活用水的水源较为有

限"城市生活用水必须强化节约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定

额应该从紧考虑+ 在0新余市白梅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建议书1中"规划水平年 #&#& 年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为

!'&2P#人,:%"城市生活综合用水定额为 #$&2P#人,

:%$在0新余市城市给水专项规划 #&!'-#&$&1中"新

余市中心城区 #&#& 年和 #&$& 年居民生活用水量指标

为 !)&2P#人,:%和 !''2P#人,:%+

,&取水方案

选择狮子口水库为新余市应急供水水源"以第四

水厂为应急水源目标水厂#受水点%+ 输水管网布置

原则!充分利用地形与原有灌溉沟渠条件"一般沿道路

布设"减少拆迁与工程建设投资+ 水库至第四水厂段

输水管!满足第四水厂应急取水规模 !) 万 F

$

P:#原

水%的要求"管长约 M%O)$[F"管径约 !%#F+ 第四水厂

至第三水厂段输水管!满足第三水厂应急取水规模

)%OW 万F

$

P:#净水%的要求"管长约 !!%&[F"管径约

&%O&F+ 其他工程措施还包括兴建提水#加压%泵站&

水库清淤&水源地保护#水库周边生活&生产污水处理"

农林果业面源污染处理等%+

.&结&语

作为城市生活用水水源"首先水质要符合饮用水

卫生标准"然后再进行方案的经济性&工程布局&供水

范围等方面比较+ 总之"水质是选择方案时首先要考

虑的问题"其次才是水量&经济等方面的问题+

6%新余市狮子口水库可作为新余市主城区应急

备用水源地+ 调查表明"现状水质呈轻度富营养化"今

后应严格控制总磷&总氮的排放"处理好废水排放与用

水的矛盾+

A%下一步应开展城市供水水源规划工作"对袁河

江口水库方案&孔目江水源方案和赣江引水方案进行

充分论证"为政府下一步通盘考虑全市未来供水安全

需求"建设应急备用水源地提供决策依据+

2%狮子口水库作为应急备用水源地"应满足主城区

居民生活用水需求+ 新余市城市管网覆盖率按全覆盖

考虑#即通过管网改造提升"第三水厂和第四水厂可以

联合调度"互为城市供水补充水源工程%"至规划水平年

#&$& 年新余市城区相应用水人口 W) 万的年均综合生

活用水量为 OM)& 万F

$

"换算成日需水量为 #(F

$

P:+

<%要明确应急备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建立安全

防护&水源涵养等安全保障体系+ 水源地内采用生物

治水&食物链净水等方式保证水质"同时在上游建设水

质监测站实时监测水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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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O 页$ 资源永续利用"应投入专项资金"充分

发挥增殖放流的效益+ 通过连续多年不间断的放流恢

复资源量"使河流水库等流域鱼类逐步形成种群"河流

水质持续得到改善+

'%("加强基层执法"保护鱼类生态环境和资源

加强基层渔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手段和能力建设"

配备渔政执法设备"严格落实河流禁渔制度"加大渔政

执法力度"以适应目前鱼类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保护工

作需要+

'%'"加强增殖放流技术的科研工作

增殖放流是在天然水域中进行"对河道水体的影

响是直接和深远的"因此对放流的鱼种&放流地点等都

要进行系统研究+ 通过对水体初级生产力等饵料生物

的调研"以确定放流规模$对生态环境恶劣水域的研

究"以确定增殖放流的品种和规格$另外还要加强标志

放流&跟踪监测&效果评估等问题的研究+

"

,'",

彭军海等P新余市狮子口水库应急备用水源地可行性的初探""" """"


	页面提取自－ 水资源12正文.pdf
	页面提取自－ 水资源12正文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