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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性鱼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启动暨第一次

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 

 

由黑龙江所牵头组建的“冷水性鱼类产术创新战略联盟”启动

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6-19 日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

科技部副处长王亚武、黑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张长斌、青海省科技厅

副厅长邢小方、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杰人、黑龙江省科技厅

农业处处长唐晓明、处长汪国志、副处长闫志金联盟所属研究机构、

大专院校和知名企业共计 50 余家单位的 100 余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

议。 

在“联盟”启动会前的预备会议上，各理事单位一致推选黑龙江

所为联盟理事长单位、盾安集团&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

等 10家单位为副理事长单位。 

会议表决一致通过了理事长、副理事长单位，为“冷水性鱼类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会议表决产生了联盟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秘

书长，黑龙江水产研究所陈儒贤所长当选为理事长，王文琪等 11 位

为副理事长，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纪锋为联盟秘书长，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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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设在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联盟启动会由黑龙江所副所长孙大江主持。青海省科技厅邢副厅

长小方、黑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张长斌为大会的胜利召开致辞，并对

联盟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 

科技部农村司王亚武副处长在启动会上介绍对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产生的背景、科技部对联盟的设计思路及目前农业领域中联盟的布

局情况等做了简要介绍，对联盟的组建程序、联盟的自发性开放性和

契约性特征、以及联盟的评审程序等进行了重点说明。王亚武副处长

充分肯定了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在冷水性鱼类研究中的优势地位，希望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在冷水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构建和运作中发挥

行业领头雁积极作用。他希望联盟启动后要勇担重任，积极承担国家、

省部等行业科技任务，充分发挥联盟的平台作用，加强联盟体制的创

新力度，积极探索适合本联盟的运行机制，促进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水产科学院副院长李杰人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冷水性鱼

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的积极意义，希望通过该“冷水性鱼

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组建和运行，快速推动我国冷水性鱼类

产业快速、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联盟理事长、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所长陈儒贤在发言时指出：“冷

水性鱼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建立，就是要建立起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的有效组织模式，提升冷水性鱼类产业的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为更好地促进我国冷水性鱼类产业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联盟”的目标是要建成一批国内一流的冷水性鱼类研发创

新基地、组成一支国际一流的冷水性鱼类研发创新队伍、打造一批冷

水性鱼类增养殖行业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他希望各成员单位一定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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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担负起实现上述目标的责任。 

黑龙江所科研处处长纪锋向大会详细介绍了联盟的组织框架、目

标与任务分工；王炳谦研究员和王斌总经理分别以“我国鲑鳟渔业现

状与发展途径”和“鲟鱼业发展状况与深加工技术应用”为题做了

重要学术报告。 

会议期间，联盟各成员单位还围绕我国冷水性鱼类产业发展存在

问题及解决途径展开了重点研讨，并商定联盟会议每年召开一次。



                 《冷水性鱼类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报》2011 年第 1 期  总第 1 期 

 

“白斑红点鲑引进及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研究”获得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完成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北京顺通虹鳟鱼养殖中心 

完成人：王炳谦,沈希顺,张永泉,白庆利,王昭明,谷伟,李建兴, 

李淑兰,尹洪滨,叶远涛,范铁虹,李玉凤 

所属领域：养殖技术领域 

奖项名称及等级：2011 年度黑龙江省农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内容简介： 

该项目应用于红点鲑属鱼类养殖及种质源保护等方面。采用免疫

组织化学、驯化生物学以及动物营养学与动物生理学相结合方法，在

充分掌握白斑红点鲑生物学习性和生殖生理特点的前提下，对白斑红

点鲑引进移植及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进行研究。项目组经 10 余年系

统深入研究，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和成套技术的突破： 

1、初步查明了早期发育规律、各发育阶段形态特征和以繁殖习

性、繁殖力、摄食习性、生长速度为主的养殖生物学特征。受精率和

孵化率分别达到 93%和 75%。2、揭示了白斑红点鲑消化系统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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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特征。3、形成了白斑红点鲑人工繁殖技

术和工艺，稚鱼驯饲技术等全人工养殖技术，4、查明了苗种营养需

求及当龄鱼种和 2 龄成鱼养殖生产性能。5、使用动物性鲜饵填加人

工饲料诱导稚鱼开食驯化，苗种育成率达 70%。6、开发出 BSS 液洗

卵授精技术，受精卵微流水吸水膨胀、孵化连续作业技术，适合于大

规模繁殖生产。7、研发出平流式网笼出膜孵化器和桶式网盆发眼孵

化器两项人工孵化设施工艺。提高孵化率 10%。8、制定了白斑红点

鲑苗种规模化养殖技术规程和苗种质量标准 9、建成了拥有亲鱼、后

备亲鱼 21600 尾，苗种年生产能力 1000 万粒的苗种供应扩繁基地。

10、从引进至今已经历时 13年，累计推广苗种和发眼卵 5000万尾（粒），

推广至黑龙江、北京、山东、辽宁、内蒙、甘肃、青海、四川、云南、

吉林、湖北、湖南、新疆等 13 个省区，苗种育成及成鱼养殖技术己

获得广泛应用，11、北京、山东等地区实施白斑红点鲑与虹鳟混养，

改变了数十年来虹鳟鱼单一养殖方式，推动了养鳟技术的进步。 

该项目发表论文 10 篇，申请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 2 项，培

养硕士生 1 名。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显著，据统计，近 3 年向生产

单位提供苗种 500 万尾，出产商品鱼 2250 吨，商品鱼市场价格在

80-120 元/kg，按目前市场最低价格推算，创造产值 1.8 亿人民币，

每年带动就业 200人，同时也会促进饲料加工，餐饮服务、运输行业

的发展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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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技厅张长斌副厅长 

考察房山鲟鱼繁育基地 

 

3 月 3 日，黑龙江省科技厅张长斌副厅长、农村处唐晓明处长、

闫志金主任到我院房山鲟鱼繁育基地进行考察。 

房山鲟鱼繁育基地始建于 1998 年，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推

动中国鲟鱼养殖产业发展而与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共同兴建的集科研、

生产、培训、技术示范和科技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养殖繁育示范基地，

已被农业部批准为国家级鲟鱼原种场,目前保有 7 种鲟鱼的亲鱼和后

备亲鱼群体，是我国最大的鲟鱼苗种繁育基地，同时开展了哲罗鱼等

冷水性鱼类的养殖试验。 

 张副厅长对鲟鱼繁育基地对我国鲟鱼产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

予了高度的评价，对通过建立示范基地带动和支撑产业发展的模式十

分认同。他说：“黑龙江水产研究所作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设在黑

龙江省的国家级水产科研机构，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尤其

是以虹鳟养殖技术研究为突破口所进行的冷水性鱼类的研发极大地

促进了全国优质淡水渔业的发展，同时也在地方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和

促进渔民增收方面做出了贡献。 

                           （源自：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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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所向新疆阿勒泰地区赠送哲罗鲑发眼卵 

 

根据对口援助新疆渔业科技发展规划的部署，4 月 30 日，我所

援疆赠送哲罗鲑发眼卵仪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隆重举行。阿

勒泰地区行署副专员赵杰、黑龙江省援疆指挥部新疆阿勒泰地委副秘

书长董立峰、陈儒贤所长等领导应邀出席。 

4 月 28 日凌晨起，尹家胜研究员亲自护送 30 万粒哲罗鲑发眼卵

历经 40 多个小时的行程，辗转抵达哲罗鲑栖息地--新疆喀纳斯湖所在

的布尔津县。这批发眼卵将由我所派出的科技人员在当地完成鱼苗的

孵化和驯养工作。其中一部分培育至放流规格后在喀纳斯湖适宜水体

区进行原生地增殖放流；一部分用于亲鱼培育，以提高保护和恢复该

濒危鱼类的自给能力。以本次赠送的 30 万粒哲罗鲑发眼卵作为试验

材料，我所将开展大规模的技术培训工作，帮助阿勒泰地区培养哲罗

鲑物种保护、规模化繁育及产业化发展的技术力量。 

 赠送仪式上，赵杰副专员对我所长期以来在疆开展渔业资源调

查和水产养殖技术培训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阿

勒泰地区行署对我所本次在苗种和技术上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同

时指示布尔津县水产部门要以哲罗鲑发眼卵赠送为契机，认真做好哲

罗鲑苗种的繁育、增殖放流和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作，加快生态旅游

业的快速发展，争取以哲罗鲑为品牌的生态效益、旅游效益和产业效

益的全面丰收。 

陈儒贤所长在赠送仪式上从 4 个方面总结了我所援疆工作在短

时间内取得显著效果的原因：一是阿勒泰地区政府和渔业主管部门高

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二是农业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鼎力支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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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指导；三是我所认真贯彻中央援疆工作精神并积极开展工作；四

是得益于本所科技人员不辞艰辛的努力工作和敬业精神。 

 黑龙江省援疆指挥部新疆阿勒泰地委董立峰副秘书认为我所在

科技援疆工作中“反应迅速、推进积极、成效显著”，表率作用突出。

小小的鱼卵不仅体现出其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更加彰显出黑

龙江人民对新疆人民的深情厚谊。 

 林艳坤副县长代表布尔津县委、县政府对我所无偿援助价值 40

万元哲罗鲑发眼卵深表谢意，他同时表示地方政府一定会担负起哲罗

鲑在喀纳斯湖安家落户的职责，为恢复和开发这一珍稀名贵物种提供

一切必要的扶持，以此推动阿勒泰地区旅游业持续健康地发展，一定

要让来喀纳斯湖旅游观光的游客看到并品尝到传说中的喀纳斯湖湖

怪——哲罗鲑。 

 阿勒泰行署财政局副主任汤海涛、布尔津县县委书记高志敏、

水利局党委书记王晓明、水产局局长吕涛、副局长朱新英、我所科研

处处长纪锋研究员、养殖研究室主任尹家胜研究员等领导和专家出席

了赠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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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所科技人员赴五大连池等地考察洽谈冷水性

鱼类产业技术合作 

 

 日前，黑龙江所农业行业专项“冷水性鱼类养殖产业化研究与示

范”专题项目组成员科研处处长纪锋研究员、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研

究室副主任王炳谦研究员、鱼类资源学科专家姜作发研究员与黑龙江

省科技厅农村处处长唐晓明、副处长阎志金等一行 5 人分别赴五大连

池、山口水库、连环湖等黑龙江省渔业主产区，对上述地区的水域环

境、水质条件、渔业结构、渔业产值及渔业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进

行了全面考察，根据现有条件，因地制宜地提出渔业发展方案，并与

相关管理部门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作为我国第二大火山堰塞湖的五大连池，总面积为 4.5 万亩，总

容量 2 亿立方米，水深平均 15 米，最深达 25 米，常年水温处于 2—22

之间，由于水深、库容量大、水温较低，原栖息地主要以哲罗鱼、细

鳞鱼、黑斑狗鱼、青梢鲌等土著冷水性鱼类为主，但受人类活动和农

业生产的影响，鱼类产卵场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原生土著鱼类日渐

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小型鱼类比例逐年上升。近年来，在黑龙江所的

支持下，人工放流哲罗鱼、虹鳟等冷水性鱼类试验获得成功，为产业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此，考察组提出建议：一是建立冷水性鱼

类苗种培育场，以增加苗种的供应；二是在适宜水域批量放流哲罗、

虹鳟等冷水性鱼类，培育主打品种；三是选择温度较高的浅水水域放

殖鲟鱼，推动冷水性鱼类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拥有 84 平方公里养殖水面的山口水库为典型的高山湖泊，湖水

水质优良，自然饵料丰富，近 10 亿立方米的水体中生活哲罗、细鳞、

黑斑狗鱼等近 10 余种名贵土著冷水性鱼类和鲢、鲫、鲤、鲶等 2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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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小型经济鱼类。目前该水域的渔业主打产品为 2005 年移植成功的

高白鲑，每年产量约占渔获量的 1/4。受水利工程建设的影响，土著

鱼类的产量逐年下降，保护和恢复渔业生态成为山口水库渔业发展面

临的主要问题。考察组专家建议对山口水库生态环境、理化因子指标、

基础生产能力进行全面的测试和评估，科学制定山口水库的渔业发展

规划。 

大庆市连环湖是黑龙江省最大的内陆偏碱性淡水湖，水域由 18

个湖、两条沟、三条人工引水渠组成，总面积 83 万亩，养殖面积为

56 万多亩，鱼类资源丰富，已知鱼类多达 65 种，其中以鲤、草、鲢、

鳙、鲫、黑鱼、狗鱼、鲂鱼、泥鳅等为主的 40 种余种淡水鱼类可以

形成产量，年捕鱼千余吨。但由于水域较浅，渔业生产力受鱼类越冬

的影响较大。根据当地的水质条件，专家建议：一是养殖附加值较高、

生长速度快的松浦镜鲤；二是增加适宜在该水域生长的耐盐碱性鱼类

卡拉白、大鳞鲅、雅罗鱼等品种；三是申报秀丽白虾国家级水生动物

良种场。 

考察组还与上述三地的管理部门确定了技术合作时间表，就深层

次合作的细节达成共识，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扎实有效的推进，真

正发挥好以项目带基地、以基地带农户、以农户促产业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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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冷水性鱼类养殖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在成都

召开 

日前，由黑龙江所承担的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冷

水性鱼类养殖产业化研究与示范”项目牵头的“西南地区冷水性鱼类

养殖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由院首席科学家、专项负

责人、黑龙江所副所长孙大江研究员与项目参加单位负责人杜军研究

员共同主持。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四川省农

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等科研院所及从事冷水性鱼类养

殖研究的龙头企业共计 23 家单位的 80 余人参加了会议。四川省农业

科学院副院长黄钢、四川省水产局总工漆乾余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云、贵、川、藏、渝等地代表关于当地冷水性鱼类产

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对策与思考的汇报，并就如何促进

该地区冷水性鱼类养殖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进行了专题讨论。黑龙江

所作为国内以冷水性鱼类研究为特色科研院所，以多年来在冷水性鱼

类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开发经验在会上进行了交流。 

孙大江副所长在发言中指出：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冷水资源，

养殖产业条件优越，是我国发展冷水性鱼类养殖产业潜力最大的地区

之一。相信在黑龙江所的带动下、在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

项“冷水性鱼类养殖产业化研究与示范”项目支持下，相关主管部门不

断加大科研力量投入、龙头企业持续注入资金，一定会推动这一产业

快速、健康地发展。 

本次会议得到了承办单位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和协办

单位四川律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通威（成都）三文鱼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会后，全体代表分别到上述两家单位的养殖生产现场进行了

参观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