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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和长江中下游通江湖泊（ 洞庭湖和鄱阳湖） 草鱼、鲢的孵化
∗
日期及早期生长特征
张文武１，２ ，马

琴３ ，黎明政１ ，张

晨１，２ ，高

欣１∗∗

（１：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多样性与保护重点实验室，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２：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３：南昌师范学院生物系，南昌 ３３００３２）
摘

要： 三峡水库以及上游江段形成的河 库生态系统与长江中下游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江湖生态系统都是四大家鱼的

重要栖息地，有相似性也有差异． ２０１７ 年 ７

８ 月在三峡水库、洞庭湖和鄱阳湖利用地笼、虾笼、高网和迷魂阵采集草鱼和

鲢幼鱼样本，观测耳石日轮，分析三峡水库和通江湖泊草鱼和鲢幼鱼的繁殖时间和早期生长特征及差异，探讨相应的保
护措施． 结果显示，三峡水库、洞庭湖和鄱阳湖采集草鱼幼鱼的孵化日期分别为 ４ 月 ２４ 日 ５ 月 ２５ 日、５ 月 ２１ 日 ６ 月 ２６
日和 ５ 月 ４ 日

５ 月 ２８ 日；鲢幼鱼的孵化日期分别为 ４ 月 １０ 日 ６ 月 １２ 日、５ 月 ２５ 日

６ 月 １９ 日和 ５ 月 ９ 日

６ 月 １２

日． 三峡水库、洞庭湖和鄱阳湖草鱼样本的体长增长率分别为 １．０４、１．８４ 和 １．６４ ｍｍ ／ ｄ，微耳石的沉积率分别为 ３．４１、５．４１

和 ４．７７ μｍ ／ ｄ；鲢幼鱼的体长增长率分别为 １．１０、２．８７ 和 １．９６ ｍｍ ／ ｄ，微耳石沉积率分别为 ２．９６、７．１７ 和 ４．５７ μｍ ／ ｄ． 洞庭湖

草鱼和鲢的体长增长率和耳石沉积率均显著大于三峡水库；鄱阳湖鲢的体长增长率和耳石沉积率均显著大于三峡水库，
而草鱼的体长增长率和耳石沉积率则与三峡水库没有显著差异． 结果表明，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中游干流草鱼和鲢的繁
殖时间明显滞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草鱼和鲢幼鱼生长更快． 目前，长江全面禁渔正在逐步实施，预期将对恢复鱼类资源
起到重要的作用． 除了全面禁渔之外，还建议保护和修复鱼类栖息地；减少江湖阻隔，灌江纳苗；增殖放流亲鱼；开展生态
调度，促进鱼类繁殖．
关键词： 草鱼；鲢；耳石；早期生活史阶段；孵化时间；三峡水库；洞庭湖；鄱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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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鱼 （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ｐｉｃｅｕｓ） 、 草 鱼 （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ｕｓ） 、 鲢 （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和 鳙

（ 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 是我 国 重 要 的 经 济 鱼 类， 合 称 为 四 大 家 鱼， 其 养 殖 产 量 约 占 我 国 淡 水 养 殖 产 量 的
约 ５０％ ［１］ ．

四大家鱼是江湖洄游性鱼类，产漂流性卵，产卵活动发生在每年的 ４ 月下旬

７ 月上旬，成熟亲鱼在繁

殖季节从通江湖泊或水库洄游到河流干流产卵． 鱼卵随水漂流发育，幼鱼进入通江湖泊或水库进行生长和

发育． 四大家鱼产卵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 ［２］ ． 黎明政 ［３］ 的研究结果显示，四大家鱼繁殖需要水温达到 １８℃ ，
水位日增量大于 ０．５５ ｍ ／ ｄ． 王俊娜等 ［４］ 认为家鱼自然繁殖的涨水率为 ９００ ～ ３１００ ｍ３ ／ （ ｓ·ｄ） ．

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水库和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了河 库复合生态系统，为

四大家鱼提供了广阔的栖息地，近年来四大家鱼在三峡水库渔获物中的重量百分比超过 ２０％ ［５］ ，说明已经
形成了稳定的种群． 由于修建堤坝、水闸，众多长江中下游湖泊与河流形成阻隔，洞庭湖和鄱阳湖成为长江
四大家鱼幼鱼生长发育的主要栖息地． 长江上游的河库生态系统与长江中下游通江湖泊的江湖生态系统有
相似性也有差异． 本研究通过在三峡水库库区、洞庭湖和鄱阳湖采集草鱼和鲢幼鱼，利用耳石鉴定日龄，了
解长江上游和中游草鱼和鲢的繁殖现状和早期生活史阶段生长特征，分析不同区域的差异，探讨相应的保
护措施．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样本采集

２０１７ 年 ７

８ 月，在三峡水库丰都、万州江段及长江中游通江湖泊洞庭湖岳阳水域和鄱阳湖星子水域

（ 图 １） 采集草鱼、鲢的幼鱼样本． 在丰都和万州采用虾笼，在岳阳采用地笼、虾笼和高网，在星子采用迷魂阵．

因为幼鱼栖息主要集中在沿岸带的浅滩，因此收集的幼鱼主要来自于设置在沿岸带较浅水域的网具． 样本
逐一测量体长（ 精确至 １ ｍｍ） 、体重（０．１ ｇ） （ 表 １） ． 摘取两侧微耳石，用乙醇清洗后风干保存．

表 １ 草鱼和鲢幼鱼的采样时间、地点和体长

Ｔａｂ．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ｒａｐ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 ｃｒａｐ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采样时间

体长 ／ ｍｍ

采样地点

鱼名

样本数量

草鱼

５０

６９ ～ １３１

３０

８５ ～ １６０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１５ 日

洞庭湖岳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３０ 日

鄱阳湖星子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３１ 日

三峡库区丰都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９

１５ 日

三峡库区万州

鲢
草鱼
鲢
草鱼
鲢
鲢

２３
４３
２０
３４
２８

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９４．６±１３．４

８５ ～ １６９

１４４．０±１８．４

７７ ～ １７６

１０７．６±１７．５

４０ ～ ８２

４０ ～ １３０
３０ ～ １２５

１１３．２±１７．４
６３．０±１２．０
６６．１±１７．５
５４．２±２３．９

１．２ 耳石磨片制备

将耳石凸面朝上，然后用热熔胶包埋于载玻片上，凸面朝上 ［６］ ． 用 ３０００ ＃ 防水砂纸打磨，待耳石中心核暴

露后改用 ８０００ ＃ 抛光纸抛光，直至耳石表面无划痕． 翻转耳石，使凹面朝上，重复上述打磨和抛光过程． 待耳
石轮纹清晰可见时，用二甲苯进行清洗，再用指甲油封片． 将封片置于光学显微镜下，在与之相连的电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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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三峡水库库区、洞庭湖及鄱阳湖草鱼、鲢幼鱼采样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ｕｓ）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像系统 ＳＰＯＴ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ＣＣＤ 下对耳石轮纹进行读数和测量半径，反复矫正两次．

１．３ 数据处理

草鱼在孵化后第 ２ 天才形成第 １ 个日轮 ［７］ ． 目前，还没有研究证明鲢第 １ 个日轮的形成时间，因此，本

研究假设鲢第 １ 年轮形成时间与草鱼相同 ［８］ ． 在本研究中，耳石轮纹数加 １ 为幼鱼的日龄，采样时间减去日
龄为其孵化日期． 用 Ｒ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及 ＡＮＣＯＶＡ 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孵化日期

草鱼和鲢幼鱼的采样情况见表 １． 根据微耳石轮纹数（ 图 ２） 推算出丰都、万州江段草鱼幼鱼孵化日期为

４ 月 ２４ 日

５ 月 ２５ 日，其中 ５ 月 １０

１２ 日，其中 ５ 月 １０
日期为 ５ 月 ２１ 日

３１ 日孵化的个体占总体的 ７５％ ；鲢幼鱼的孵化日期为 ４ 月 １０ 日

３１ 日孵化的个体约占总体的 ５５％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６ 月 ２６ 日，其中 ６ 月 １

６月

１５ 日洞庭湖采集的草鱼幼鱼的孵化

１０ 日孵化的个体占总体的 ４５％ ；鲢幼鱼的孵化日期为 ５ 月 ２５

图 ２ 草鱼和鲢微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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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６ 月 １９ 日，分布在 ６ 月 １
鱼的孵化日期为 ５ 月 ４ 日
为５月９日

１０ 日孵化的个体占总体的 ７５％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５ 月 ２８ 日，分布在 ５ 月 １０

６ 月 １２ 日，其中 ５ 月 ２０ 日

图 ３ ２０１７ 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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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日鄱阳湖采集的草鱼幼

３１ 日孵化的个体占总体的 ７９％ ；鲢幼鱼的孵化日期

６ 月 １０ 日孵化的个体占总体的 ９０％ （ 图 ３） ．

８ 月在三峡水库、洞庭湖和鄱阳湖采集的草鱼（ Ａ） 和鲢（ Ｂ） 幼鱼的孵化日期

Ｆｉｇ．３ Ｈａｔｃｈ ｄ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 Ａ）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 Ｂ）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ｕｌｙ ａｎ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
２．２ 体长与体重、日龄的关系

鱼类的体长（ ＢＬ） 与体重（ Ｗ） 满足关系式 Ｗ ＝ ａ·ＢＬ ｂ ，三峡库区、鄱阳湖和洞庭湖草鱼、鲢的体长与体重

关系的相关系数由表 ２ 所示． ｂ 值为反映不同发育阶段和生长环境中生长发育的特征参数，当 ｂ 值为 ３ 时，
为匀速生长，大于或小于 ３ 时为异速生长。 三峡库区、洞庭湖和鄱阳湖草鱼、鲢的 ｂ 值与 ３ 没有显著差异
（ Ｐ＞０．０５） ，说明草鱼、鲢均为等速生长，体内营养物质能正常积累（ 表 ２） ． 三峡库区、洞庭湖、鄱阳湖的草鱼
和鲢幼鱼的体长与日龄呈显著的线性关系（ 图 ４） ． 三峡库区、洞庭湖、鄱阳湖草鱼样本的体长增长率分别为

１．０４、１．８４ 和 １．６４ ｍｍ ／ ｄ． 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洞庭湖和鄱阳湖草鱼幼鱼的体长增长率均大于三峡水库库
区，洞庭湖与三峡水库库区之间差异显著（ Ｐ＜ ０．０５） ，鄱阳湖与三峡水库库区之间则差异不显著（ Ｐ＞ ０．０５） ．

三峡库区、洞庭湖和鄱阳湖鲢幼鱼的体长增长率分别为 １．１０、２．８７ 和 １．９６ ｍｍ ／ ｄ． 洞庭湖和鄱阳湖鲢幼鱼的
体长增长率均显著大于三峡库区（ Ｐ＜０．０５） ，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则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

表 ２ 草鱼和鲢幼鱼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鱼种类
草鱼

采样点

样本数量

三峡库区
洞庭湖
鄱阳湖
全部样本

鲢

三峡库区
洞庭湖
鄱阳湖
全部样本

ａ

ｂ

２０

１．０９×１０

－５

３．０９

２９

１．０５×１０ －５

３．１０

５１
１００
６２
２４
４３

１２９

１．８２×１０ －５
１．４８×１０ －５
０．５１×１０ －５
１．３０×１０ －５
１．４９×１０ －５
０．６８×１０ －５

２．９９
３．０３
３．２０
３．０５
３．０１
３．１７

２．３ 微耳石半径与鱼类生长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三峡库区、洞庭湖和鄱阳湖的草鱼和鲢幼鱼微耳石半径与日龄呈显著线性关系（ 图

５） ． 三峡水库库区、洞庭湖和鄱阳湖的草鱼幼鱼微耳石的沉积率分别为 ３．４１、５．４１ 和 ４．７７ μｍ ／ ｄ． 与三峡水库
库区草鱼幼鱼的微耳石沉积率相比，洞庭湖草鱼幼鱼的微耳石沉积率显著大于三峡水库库区（ Ｐ＜ ０．０５） ，但
是鄱阳湖与三峡水库库区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 三峡水库库区、洞庭湖和鄱阳湖鲢幼鱼的耳石沉积
率分别为 ２．９６、７．１７ 和 ４． ５７ μｍ ／ ｄ． 洞庭湖和鄱阳湖鲢幼鱼的微耳石沉积率均显著大于三峡库区鲢 （ Ｐ ＜
０．０５） ． 而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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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三峡水库、洞庭湖和鄱阳湖草鱼和鲢幼鱼的体长与日龄的关系
（ Ａ：三峡水库草鱼；Ｂ：洞庭湖草鱼；Ｃ：鄱阳湖草鱼；Ｄ：三峡水库鲢；Ｅ：洞庭湖鲢；Ｆ：鄱阳湖鲢）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ａ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 ＴＧＲ） ，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 Ａ：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ｉｎ ＴＧＲ； Ｂ：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Ｃ：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ｉｎ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ｉｎ ＴＧＲ； Ｅ：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ｉｎ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图 ５ 三峡水库、洞庭湖和鄱阳湖草鱼和鲢的微耳石半径与日龄的关系
（ Ａ：三峡水库草鱼；Ｂ：洞庭湖草鱼；Ｃ：鄱阳湖草鱼；Ｄ：三峡水库鲢；Ｅ：洞庭湖鲢；Ｆ：鄱阳湖鲢）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ｔｏｌｉｔｈ ｒａｄｉｕｓ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ａｇ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 ＴＧＲ） ，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 Ａ：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ｉｎ ＴＧＲ； Ｂ：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Ｃ：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ｉｎ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ｉｎ ＴＧＲ； Ｅ：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ｃａｒｐ ｉｎ Ｌａｋｅ Ｐｏｙａｎｇ）

３ 讨论
３．１ 繁殖时间的变化
结果显示，三峡水库蓄水之后，三峡大坝以上江段仍有四大家鱼繁殖，繁殖时间与蓄水前相比没有明显

差异 ［９⁃１１］ ． 但是，三峡水库蓄水对长江中游干流江段草鱼和鲢的繁殖时间有明显的影响． １９６０ｓ 和 １９８０ｓ，四
大家鱼卵苗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的时间为 ４

５ 月 ［２，１２］ ． 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中游江段和洞庭湖四大家鱼的

张文武等：三峡水库和长江中下游通江湖泊（ 洞庭湖和鄱阳湖） 草鱼、鲢的孵化日期及早期生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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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繁殖日期推迟到 ５ 月中旬 ［１３］ ． 本研究结果显示，洞庭湖的草鱼和鲢幼鱼孵化时间为 ５ 月下旬，鄱阳湖为

５ 月上旬． 在洞庭湖调查到的草鱼和鲢幼鱼的孵化时间与以往的结果相比有所推迟，而鄱阳湖没有明显变
化． 洞庭湖的草鱼和鲢幼鱼主要来源于长江干流岳阳以上江段，栖息于东洞庭湖，而南洞庭湖较少 ［１４］ ． 造成

长江中游干流四大家鱼繁殖时间推迟的主要原因为：三峡水库蓄水之后，春季长江中游水温升高明显滞后，
水温到达 １８℃ 的时间平均推迟了 １９ 天，导致长江中游江段四大家鱼产卵时间平均推迟了 ２５ 天 ［１５］ ． 鄱阳湖
的四大家鱼幼鱼来源长江干流和赣江等支流． 赣江四大家鱼繁殖时间从 ４ 月开始 ［１６］ ． 在三峡大坝上游繁殖
的四大家鱼仔鱼可以通过三峡大坝到达长江中游 ［１７］ ． 这些仔鱼有可能顺水漂流长成至有主动游泳能力的
时候就可以进入鄱阳湖． 因此，在鄱阳湖调查到的孵化时间在 ５ 月初的四大家鱼可能是来源于三峡大坝以
上江段或者赣江等支流．

３．２ 幼鱼生长速度的差异
结果显示，洞庭湖和鄱阳湖草鱼和鲢幼鱼的体长增长率和耳石沉积率均大于三峡水库． 耳石生长与鱼

体生长呈显著线性和指数相关 ［１８⁃１９］ ，在环境条件优越时，鱼体和耳石生长速度会加快 ［１９］ ． 饵料和温度是影
响鱼类生长的重要因素 ［２０⁃２１］ ． 草鱼幼鱼以摇蚊幼虫、桡足类和无节幼体、藻类等为主要食物 ［２２］ ． 鲢幼鱼的食
物主要包括浮游动物、浮游植物、藻类、腐屑物 ［２３］ ． 三峡水库浮游动物密度与大坝的距离呈负相关，春、夏季
万州、涪陵等江段桡足类密度小于 ２ ｉｎｄ． ／ Ｌ ［２４］ ． 洞庭湖浮游动物的密度为 ３４００ ～ ５０００ ｉｎｄ． ／ Ｌ ［２５］ ，鄱阳湖子湖
浮游动物的密度为 １０５５１ ～ ７３１７３ ｉｎｄ． ／ Ｌ ［２６］ ，明显高于三峡水库． 因此，洞庭湖和鄱阳湖草鱼和鲢幼鱼的饵料
更加丰富，更有利于幼鱼生长发育．

本研究结果显示，洞庭湖草鱼幼鱼的体长增长率（１．８４ ｍｍ ／ ｄ） 小于管兴华等［６］ 的研究结果（３．５４ ｍｍ ／ ｄ）；

鄱阳湖草鱼幼鱼的体长增长率（１．６４ ｍｍ ／ ｄ） 与李建军等（ １．４３ ｍｍ ／ ｄ） 和朱其广（ １．７０ ｍｍ ／ ｄ） 的研究结果相
差不大，而鄱阳湖鲢幼鱼的体长增长率（１．９６ ｍｍ ／ ｄ） 介于李建军等（０．９３ ｍｍ ／ ｄ） 和朱其广（ ２．５４ ｍｍ ／ ｄ） 的研
究结果之间 ［２７⁃２８］ ． 造成生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有水温、饵料生物丰度、栖息地和捕捞 ［２９⁃３２］ ．

３．３ 保护措施建议

洞庭湖和鄱阳湖的过度捕捞现象还是十分严重 ［３３］ ． 禁渔期之后，迷魂阵等非法的渔具渔法没有得到有

效的控制，对幼鱼资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鄱阳湖，渔船的日均单船捕捞量可以达到数吨（ 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未发表数据） ． 在长江中游放流了四大家鱼亲鱼之后 ［３４］ ，宜昌江段的四大家鱼产卵规模明显
增加（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未发表数据） ． 这表明长江中游鱼类产卵规模小主要是因为繁殖亲鱼数量
少． 过度捕捞是造成鱼类种群的补充群体数量急剧减少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消除过度捕捞的影响，恢复
长江鱼类资源，长江全面禁渔已经逐步实施，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保护区将实施禁捕，２０２１ 年长江将全面
禁渔．
勇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三峡水库开始开展试验性生态调度，促进三峡大坝下游四大家鱼的自然繁殖活动． 高

［３５］

报道生态调度期间长江中游鱼卵径流量超过了总量的 ５０％ ． 周雪等 ［３６］ 的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生态调度在 ６ 月下旬持续涨水 ４ 天及以上，流量增长 １６００ ～ ２８３３ ｍ３ ／ （ ｓ·ｄ） ，会促使四大家鱼集中繁殖．

已有研究结果显示，生态调度能够提供鱼类繁殖所需要的水文条件，有利于鱼类的繁殖活动． 俞立雄 ［３７］ 认
为当流量为 １５０００ ～ ２１３００ ｍ３ ／ ｓ 时，长江中游宜都和枝城四大家鱼产卵场的适宜度面积较高，推荐作为三峡
水库生态调度的目标流量． 但是，因为是生态调度试验，因此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每年仅开展 １ ～ ３ 次调度，平均每

次 ７．３ 天，每年 １４．６ 天，时间较短，能够产生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而且，目前的调度仅考虑到长江中下游的流
量变化． 三峡水库库区及上游江段也有包括四大家鱼在内的鱼类产卵场 ［３８⁃３９］ ，三峡水库调度造成的水位波
动也会影响库区的产卵场． 同时，金沙江梯级开发将进一步影响长江的水文情势，长江上游及中游的鱼类繁
殖也将受到进一步的影响． 因此，建议制定三峡水库及上游水库群的联合调度方案，开展联合调度，满足长
江鱼类繁殖所需的水文条件．
长江中下游的湖泊曾是幼鱼生长和发育的主要栖息地． 然而，现在长江中下游的通江湖泊所剩无几． 江

湖阻隔造成了鱼类栖息地减少，鱼类多样性急剧减少 ［４０⁃４１］ ． ２００５ 年起，在湖北省的涨渡湖开展了江湖连通恢
复工程，结果显示，江湖连通后鱼类种类增加，渔业产量增加 ［４２］ ． 因此，建议保护和修复鱼类栖息地，同时减
少江湖阻隔，开展灌江纳苗，增加幼鱼的栖息地．

８１０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２０，３２（３）
总体而言，为了保护和恢复长江鱼类资源，除了全面禁渔之外，还建议开展三峡水库以及上游水库的联

合调度，满足长江鱼类的繁殖环境条件；保护和修复鱼类栖息地；减少江湖阻隔；加大力度增殖放流珍稀特
有鱼类及重要经济鱼类的亲鱼．
致谢：感谢刘焕章研究员对本论文的指导和修改，但胜国、翟东东、李文静对样本的采集，王健对鉴定耳石日
轮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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