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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东寨港红树林区的渔具及渔获物调查
王

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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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是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海岸潮间

偏小, 渔获物以幼鱼、小鱼为主, 不利于渔业资源

带的木本植物群落, 位于海陆动态交界面, 具有防

的保护和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红树林区渔具的选

风固浪、沉积土壤、保护近海庄园的作用, 被人们
形象地称为 / 海洋卫士 0。海岸 潮间带独特的地

择对渔业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理位置 ( 长期遭受潮水浸淹、风浪侵袭 ) 和自然条

悠久、种类繁多。根据 1983年海洋渔具渔法调查

件 ( 高盐、
高温、土壤低氧 ) 造就 了特殊的红树林

和中国渔具分类标准, 在南海出现的渔具大体可

生态系统。红树林区具有高生产率、高分解率、
高
归还率的特性, 成为 / 四大最富生物多样 性的海

分为拖网、
围网、
刺网、
地拉网、
张网、敷网、抄网、

洋生态系统 0之一。

种。不同的渔具渔法有其各自的优缺点, 比如拖

红树林生态系 统已经引起了 社会各界 的关
注, 它在渔业方面的作用和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

网的捕获量在捕捞总量中的比重最大, 但同时它

视。红树林对鱼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 1) 红树

择性较好, 破坏性也很小, 但产量较低。对各地的

林的高生产率为鱼、
虾等提供充足的食物; ( 2) 红

渔具渔法及渔获物进行调查, 将有利于管理者因

树林形态多样的气生根可阻挡海潮风浪, 为鱼类
提供良好的避风港, 也为幼小鱼类提供很好的庇

地制宜地选择合理的渔具, 调整好渔具渔法结构。

护场所; ( 3) 红树林能净化水体, 为鱼类提供舒适

半岛外鲜有报道。本文对海南东寨港渔民常用的

的生存环境。有研究表明, 澳大利亚和印度红树

渔具及渔获物进行了调查, 就如何合理使用渔具,

林中的鱼类有 200种之多, 澳大利亚的红树林中
2
鱼类的年捕获量高达 5840 kg /hm , 价值约 5330

确保红树林区渔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给出一些建

2

美元 / hm 。在 中国, 根 据已 有 文献 进行 初略 统
计, 与红树林有关的鱼类多达 240 多种。长期以
来, 红树林区一直都是沿海捕捞的一个重要场所。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保护区位于海南省
东北部琼山和文昌两县的交界处, 是我国被列入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 6个湿地保护区之一。东寨
港红树林区内共有鱼类约 115种, 幼鱼和小型鱼
类是整个鱼类区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且大多在二

我国南海沿岸渔业资源丰富, 渔具渔法历史

掩罩、陷阱、耙刺、笼壶、钓具等 12 类, 共 500 多

对渔业资源和海底生境的破坏也最大; 刺网的选

关于红树林区渔具及渔获物的关系, 国内除雷州

议。

1材料与方法
1. 1渔具调查
走访当地渔民, 了解渔具名称、类型及使用方
法, 在林区观察作业特点。
1. 2渔获物调查
2004年 3月到 2005年 3月, 以 2 ~ 4 月为春

龄以内。由于红树林区的捕捞效率高、
捕捞便利、
幼鱼味道鲜美, 因而捕捞活动越来越多。在东寨

季, 5~ 7月为夏季, 8~ 10月为秋季, 11~ 1月为

港红树林区, 各种渔具随处可见, 网具的网目普遍

秋、
冬四季进行调查, 每次以一个潮水周期, 即 15

冬季, 取其中间月份 3、6、9、12月分别代表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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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端用铅垂等稍重的物体使整张网在水域中与水

d作为调查时间。
网具选择主要 是当地渔民使 用较多的 蜈蚣
网, 材料为 PE, 网目 8. 5 mm, 每次 30个单位, 共

面形成垂直的墙状, 利用网孔的刺挂和网线的缠
绕将试图通过的鱼直接缠挂在网墙上。退潮后期

约 300 m; 单片刺网, 网衣材料是 PAM, 规格有两

水流速度较平缓时, 可在潮沟和林外广阔的水域

种, 网目分别为 35 mm 和 18 mm, 前者截面宽 1. 2

中使用。风大、浪高、水流速度大 时通常不 宜使

m, 长约 40 m, 用 5个单位, 共约 200 m; 后者截面

用。与其他渔具相比, 刺网具有较好的选择性, 渔
获物主要是体形较宽的种类以及鱼鳍和棘较长的

宽 40 cm, 长约 10 m, 用 10个单位, 共约 100 m; 撒
网, 材料为 PE, 开口周长 14. 3 m, 圆锥底部到锥
顶的距离为 3. 12 m, 网目 11. 5 mm。

种类。捕获物种类较少, 但是经济价值较高, 当地
较常用。另外, 单片刺网也经常使用于捕捞锯缘

个样点, 刺网和撒网主要在港湾水域和潮沟中使

青蟹和梭子蟹。
2. 1. 4囊袋 网类

用, 在退潮时作业。而蜈蚣网则主要在港湾底域、

袋, 袋身网目较大, 后半部网目较小, 锥顶具一小

滩涂、潮沟和红树林内使用, 于涨潮之前放入, 退

型网袋, 用于收集渔获物。只在潮沟中使用, 开口
四角由四根木桩固定, 沿潮沟朝向陆地。在涨潮

在林区和潮沟内各 设 3 个样点, 林区外设 6

潮之后起网。
对所捕获的鱼类进行鉴定分类。

整个网身呈 一个圆锥 形长

时置网, 退潮后期收网, 可以捕获几乎所有出现在
潮沟中的种类, 主要在冬季使用, 使用得比较频

2调查结果

繁。
2. 1. 5陷阱类插笼网

2. 1网具类型
东寨港渔民所用网具主要有笼壶类定置网、

与湛江海洋大学宣立强

等人的描述一致, 材料均为 PE, 大约隔 2 m 安插

撒网类、刺网类、
囊袋网类、陷阱类插笼网和拖网

一根木桩, 不用时可把网衣缚结在木桩上, 涨潮后
挂起, 捕捉随退潮经过的鱼、虾、蟹。渔获物主要

类等 6大类, 与雷州半岛红树林区所使用的渔具

是虾蟹类, 而鱼类较少。因其节时省力, 可终年放

比较相似。

置, 所以当地渔民使用得十分普遍, 由此造成东寨

2. 1. 1笼壶类定置网

网身呈长方体形, 长约 8

m, 两端收集渔获物的圆锥形网袋各长约 1 m, 整

港红树林外滩涂上布满此类网具, 极大地阻碍了
鱼类的活动。

张网约长 10 m。网身一般由 23节组成, 每节长
35 cm, 宽 20 cm, 高 25 cm, 每节的一侧有一个漏

2. 1. 6拖网类

与一般使用的拖网不同, 当地

斗形开口, 而在接连两节的不同侧交替出现。这

的拖网为长方体形, 扫海截面高 30 cm 左右, 由两
船同时操作, 只能捕获海表面以下 30 cm 处的鱼

类网具一般由 20 ~ 30个或以上的独立单位首尾

类, 主要用于捕捞上层种类。其成本较高, 而渔获

相接一起使用, 因其状似蜈蚣, 当地人称之为蜈蚣

量不稳定, 当地渔民较少使用。

网。蜈蚣网适用范围最广, 用于潮下带、滩涂、潮
沟、
林缘, 是少数可用于红树林内的网具之一。此

2. 2各种网具的主要捕捞对象
东寨港的蜈蚣网、刺网和撒网捕获的主要鱼

网于近年兴起, 四季适用, 渔获物种类多, 而且数

类、
数量及代表见表 1。

量较大, 因而使用的次数愈来愈多。
2. 1. 2撒网

是当地比较传统的渔具之一, 适

由于地理关系,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红树林保

宜在潮沟和低潮时的港湾水域中使用。圆锥形,

护区的鱼类分层不明显。蜈蚣网按其性质和使用
方法来说, 应该主要捕获底栖鱼类, 但是在东寨

其开口网圈边缘有铅垂, 抛网作业时可使网圈沉

港, 蜈蚣网能捕获本区出现的几乎所有种类, 它对

入底部, 可捕获上层到底层在此区出现的所有种
类。撒网四季适用, 操作简单, 费时较少。但是因

鱼类没有选择性, 中上层和底层鱼类的数量相当。
其捕获数量决定于鱼类种类本身在某个区域或某

其每次捕捞范围较小, 渔获物种类和数量都较少,

个季节的出现频率和所占优势, 对鱼类个体大小

所以现在使用次数不多。
2. 1. 3刺网类
状矩形, 使用时将其上端拉直,

的选择性也较小, 捕获的所有鱼类的体高都大于
1 0mm , 这 主 要 由 蜈 蚣 网 的 网 目 大 小 决 定 。

水产科技情报

8

2007, 34( 1)

表 1 东寨港三 种渔具渔获物主要类种的比较
渔获物的主要类型
种数 /种

蜈蚣网

刺网

撒网

所有类型

中上层

中上层、底层

115

38

68

青斑细棘鰕虎

日本十棘银鲈

棱鮻 ( L iza carina tus)、

(A cen trogobius v iridipunc ta tu s)、
犬牙细棘鰕虎鱼
(A. can inus)、
短吻栉鰕虎鱼
(C tenogobius brevirostris)、
斑纹舌鰕虎鱼
(G lossogobiu s ol ivaceu s)、
棱鮻 (L iza carina tu s)、
代表类型

前鳞鲻
( O steom ugi l ophuysen i)、
硬头鲻
(O. strongylocepha lu s)、
星点东方鲀
(Fugu n iph obles)、
食蟹豆齿鳗
(P isoodonophis cancrivoru s)、
杂食豆齿鳗 (P. boro)、
多鳞鱚 ( S illago sihama )、
眶棘双边鱼
(Am bassis gymnocepha lu s)

(G erreom orpha japonica )、

鲻鱼 (M ug il cephalus)、

长棘银鲈
(G erres f ilam en tosu s)、
短棘银鲈
(G. lucidu s)、
棱鮻 (L iza carinatu s)、
鲻鱼 (M ug il cepha lu s)、

前鳞鲻
(O steom ug il ophuyseni )、
日本十棘银鲈
(G erreom orpha japonica )、
长棘银鲈
(G erres f ilam entosu s)、

前鳞鲻
(O steomug il ophuy sen i )、

间鱵
(H yporhamphu s interm ed iu s)

硬头鲻
(O. strongy locepha lu s)、
斑鰶
(C lupanodon punc ta tu s)、
圆吻海鰶
(N em atap sa na su s)、
褐篮子鱼
(S iganu s fu scescen s)、
黄斑篮子鱼
(S. oram in )、
点篮子鱼 (S. gu ttatus)

刺网主要捕获中上层鱼类, 另外, 犬牙细棘鰕虎鱼
和星点东方鲀等底层鱼类也有少量捕获。日本十

靠驱赶鱼入网的敷网类的使用不如雷州半岛多;

棘银鲈占每次渔获总量的大多数, 但因刺网具有

蜈蚣网的网目虽然偏小, 基本在 10~ 30 mm 这个
范围内, 但很少出现网目 2 mm 的网具。其他网

一定的选择性, 捕获总量较少, 故日本十棘银鲈并
非具有较大优势的种类。撒网因其本身特性, 上
层和下层鱼类都有所捕获, 相对而言, 中下层鱼类
数量较多。
与其他两种网具相比较, 蜈蚣网渔获物的种
类最多, 然而经济种类的数量占总数量的百分率
较低, 即经济价值相对较低, 但因其渔获总量远远
大于其余两种渔具, 所以蜈蚣网的经济效益是比
较高的。鉴于东寨港周边大多数渔民所用的渔具
主要是蜈蚣网, 因而蜈蚣网作业代表了目前东寨
港渔业捕捞的主要生产方式, 其捕捞量成为衡量
当地渔业生产的首要指标。

东寨港常见的巨型蜈蚣网在雷州半岛很少见到。

具的构造及使用原理大同小异。
在渔获物方面, 由于两地地域差异并不大, 所
以同种网具在两地的渔获种类差异也不大, 当然,
不同网具的渔获物组成会有所不同。笔者将进行
调查时选用的三种渔具的渔获物跟雷州半岛的进
行比较, 可以看出: 用刺网在两地渔获的主要种类
中都有棱鮻、
黄斑篮子鱼、硬头鲻等。在东寨港,
刺网渔获物的主要种类达 38种, 撒网渔获物的主
要种类达 68 种, 而雷州半岛渔获物的种类比较
少。蜈蚣网几乎能捕获所有出现在红树林区的鱼
类, 共计 115种, 主要包括鰕虎鱼亚目、
鲻科等等,
这在雷州半岛是无一网具可以比拟的。

3小结与讨论
4建议

在东寨港使用的渔具基本上与雷州半岛的相
似, 使用较多的网具是陷阱类插笼网和笼壶类定

4. 1由于蜈蚣网具有一网打尽的特点, 对鱼类的

置网。在东寨港红树林区, 笼壶类的虾笼、
蟹笼及

选择性主要由网目大小决定, 网目过小, 所有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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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鱼被大量捕获, 连底栖动物也无法幸免, 某些
经济价值低但生态价值高的副渔获物会增加, 这
样不利于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建议适
当增大网目尺寸, 做到既保证产量又保护资源。
4. 2撒网类网缘有铅垂, 实施抛网作业, 起网时容
易搅起泥沙, 使水体变得浑浊, 不利于鱼类生存,
也不利于泥土沉积。建议减少使用次数并减轻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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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我国水产动物的发病几率, 促进其健康养

原其抗氧化的本性。另外, 作为具有生物活性的

殖注入新的活力。

免疫增强剂, 譬如溶菌酶, 是受理化因子限制的物
质, 如果制成固定化酶的形式, 则既能保持其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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