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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课程、专业和学科，是高校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３个重要环节，也是大学的

核心内容。课程是专门知识的集合，专业是为培养专门人才而设计的相关课程集

合，学科是比较完整的专门知识体系。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共同构筑起

大学的科学与知识殿堂。

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大学教育中，课程、专业和学科似乎有意无意被割裂了，以

致形成学生看重专业、教师热衷于学科建设的局面，而作为大学教育根基的课程

却有些被冷落了。反映在大学校史研究中，往往研究学科史的比较多，讲述专业

史的比较少，记述课程史的就更是寥若晨星，综合探讨课程、专业与学科史的就更

是凤毛麟角了，这不免有些遗憾。

令人欣慰的是，值此上海海洋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学校组织了一批老教授和

部分中青年教师编撰《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一书，这让我们看

到一次有意义的尝试。该书没有将学科、专业和课程割裂开来，而是将三者作为

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予以比较系统的思考和论述。

上海海洋大学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１２年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２００８年由上海

水产大学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被誉为“中国水产教育的摇篮”。光绪三十年三月

（１９０４年４月），翰林院修撰张謇在《条陈渔业公司办法》中向清廷倡议创办水产

学校。张謇认为：“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

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因此，创办水产学校，意在护渔权而张海权，即所

谓“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由于经费筹措原因，中国渔业公司先于光绪三十一

年（１９０５年）在吴淞基地设立渔业初等小学校一所。至１９１２年方正式建立江苏

省立水产学校。如今是２０１２年，时光已匆匆走过了一百年。

一百年努力开拓，一百年勇立潮头。通过《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

程史》，我们既了解了上海海洋大学水产养殖学、水生生物学、鱼类学、捕捞学、渔

业资源学和水产品加工及贮藏等学科，以及相关专业和课程的发展历程，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水产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艰苦创业、扬帆踏浪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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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无比激动人心的发展历程。从学习日本，到学习苏联，再到自我创新、探索，中

国的水产教育走出了一条学习借鉴、创新发展的模式，为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为

解决中国人“吃鱼难”做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８３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爱德

华·萨乌马认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

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

《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ＬｅｓｔｅｒＲ．Ｂｒｏｗｎ），曾

经断言：中国未来食物消费趋向不可逆转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他们正在走西方

曾经走过的路，沿着食物链向上，注重肉类食物的消费，而间接消耗掉大量的粮

食。到２０３０年，全球将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中国。然而，布朗在出版该书多

年后的２００８年７月访华时却不无感慨：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计划生育和淡水渔

业。在过去３０年中，中国的淡水渔业取得长足发展，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养殖总

产量的６８％，远洋渔业也有所突破。中国是世界渔业大国，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大

量优质蛋白质，还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

世界也是一个重大贡献。

这一伟大成就的背后，恰恰是水产类学科、专业与课程史所铺就的人才与科

技基础，是水产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硕果，是水产工作者艰苦奋斗的辉煌成果。

其中，除了可以了解相关学科、专业与课程发展脉络，更可以感悟到一种与民族兴

衰同荣辱，与国家发展共命运，与产业发展相始终的探索精神。坚持产学研相结

合的独特办学之路，这是一种坚守，一种特色，更是一种力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原副委员长
　

２０１２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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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是创办于１９１２年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至今已走过了

一百个年头。一百年努力开拓、迎难而上，形成了独特的办学思想、优秀的办学经

验和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其中有关学科、专业、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史，无疑是学

校发展历程中朴实而壮丽的精神财富，为人才培养和教书育人积累了弥足珍贵的

教学经验。

水产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与水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在人类

早期的渔猎年代，先民采食鱼虾贝藻作为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来源。随着人类文

明的进步，尤其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对水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日益迫切。这极大促进了水产业的发展，并进而催生了水产学科。因此，水产学

科的孕育、产生与发展，与水产业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

中国水产业历史悠久，但中国水产教育却只有百年左右历史。学校于１９１２

年创办时，设有渔捞、制造（水产品制造）二科，１９２１年增设全国第一个养殖科（水

产养殖）。这三个学科历经百年发展与积淀，培养了众多英才，积累了丰硕成果，

不仅成为今天学校主干优势学科的重要基石，而且孕育、衍生出其他相关学科，如

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渔业机械、渔业经济管理等。

学科是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或研究领域。本书所述传统学科史，主要记述上

海海洋大学历史上的几个传统特色和优势学科的建设发展过程、学科内涵、主要

科研成果、主要完成人员、成果水平、科研团队和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建设等。

专业是根据学科分类和社会职业分工，进行分门别类，专门知识教学的基本

单位。其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本书所述传统专业史，主要记述

学校水产各类专业发展沿革、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安排、教材课程体系设置、主要

任课教师、教学配套设施等内容。

课程是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选择的教学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本书所述

传统课程史，主要记述学校一些传统特色课程的建设发展过程，如课程沿革、教材

编写及其主要内容、校内外实验、实习、主讲教师、课时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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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百年，上海海洋大学已由一所单科性高校发展成为海洋、水产、食品为主

干特色学科的多科性大学，学科门类由办学初期的３个发展为如今的７个，本科

专业４６个，课程９００多门。在学校百年华诞之际，选择从学校创立到发展至今所

逐渐形成的传统、特色与优势学科、专业与课程，进行史料发掘、整理与总结，是一

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为此，２００７年学校老教授协会成立时曾提出此项建议。之

后，陆续开始海洋捕捞专业、水产资源专业、渔业机械专业、远洋渔业发展、渔具材

料课程、天然水域鱼类增养殖课程等史料的编撰工作。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１年１

月，学校决定成立编委会，由学校老教授协会及其有关分会具体牵头，档案馆（校

史志研究室、校史馆）和五个相关学院协助，组织近５０名老教授和１００余名中青

年教师编撰传统学科、专业和课程发展史。

经学校上下努力，在一年内系统的资料收集、编撰与多次修改，于２０１１年年

底基本完成了书稿编撰工作。其中，传统学科史部分涵盖水产养殖（附河鳗人工

繁殖专题）、水生生物学、鱼类学、捕捞学、渔业资源学、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等

６个学科；传统专业史部分涵盖水产养殖、水生生物、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渔业

资源与渔政管理、水产品加工工艺、冷冻冷藏工程、罐头食品工艺（附食品工艺（饮

料）专科专业、食品检验专科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专业）、渔业机械、渔业经

济管理等９个专业，并附航海、渔船动力机械、轮机管理、渔业电子仪器、渔船设计

与制造等５个专业；传统课程史部分涵盖４类：一为生命科学类，有组织胚胎学、

水生生物学、鱼类学、鱼类生理学、鱼类育种学等５门课程；二是水产科学类，有池

塘养鱼学、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海藻栽培学、鱼病学、渔业导论、渔具材料与工艺

学、渔具力学、海洋渔业技术学、淡水捕捞学、渔业资源与渔场学、渔业资源评估、

国际渔业等１２门课程；三是工程技术类，有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学、水产品综合利

用工艺学、食品冷冻工艺学、食品罐藏工艺学、软饮料工艺学、水产品加工机械、捕

鱼机械、渔船动力装置、水产养殖机械、水产养殖工程等１０门课程；四是经济管理

类，有渔业经济学、渔业资源经济学、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

水产品市场营销学、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等６门课程。２０１２年４月正式定稿，送

交出版社付梓出版。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骆肇荛、冯志哲、王季襄、黄志斌、达式奎、陆桂、谭玉

钧、王素娟、王义强、陈新发等老教授的积极支持，学校相关部门和学院的热情协

助，以及许多教师在文字输入、人员联系、资料查阅、文稿复印等方面付出的辛勤

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时间跨度长达百年、学校几经变迁、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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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等原因，以及首次编撰学科、专业与课程的专门史，水平、精力与时间等均十

分有限，遗漏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师生、校友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可以作为水产养殖、捕捞学、水产品加工与贮藏等学科、专业、课程建设

之参考，也可用于水产高等教育史、高校学科发展史、高等教育史、科学史、专业史

和课程史等领域的研究参考。

编委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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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水产养殖学学科

水产养殖学是研究在天然水域和人工水域中水产经济动植物增养殖原理和

技术、增养殖水域生态环境的应用科学，是水产学分支之一。水产养殖学学科是

学校主干学科之一，经近一个世纪的办学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水产养

殖学学科是水产一级学科下属中最重要的二级学科之一，它是水生生物学、鱼类

学、组织胚胎学、鱼类生理学、池塘养鱼学、藻类栽培学、水产动物疾病学、水产动

物营养与饵料学等多个三级学科组合而成的综合学科。自１９２１年发端至今，为

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水产养殖及相关专业人才。与此同时，除承担繁重的教学

任务外，还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等

奖项。

水产养殖学学科于１９８３年１２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硕士学位授予权，

１９９８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３年水产养殖学学科被农

业部评为部重点学科，１９９６年被评为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１９９９年经农业部批

准再次评为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１年被评为上海市第四期重点学科，２００２年１月被评

为教育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２年２月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２００７年再次被评为国

家级重点学科，２００８年获得水产养殖上海高校创新团队，２００９年又获得水产动物

营养与饲料上海高校创新团队。

!" #$

水产养殖学学科的发展大致经历５个时期。

（一）１９２１—１９５１年

学校于１９２１年开始设立养殖科。由留学日本回国的陈椿寿担任科主任。当

时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大多沿用日本模式和养殖技术。开设淡水养殖学、咸水

养殖学、饵料学、鱼病学、组织学、细菌学、水产生物学等课程，并适时组织学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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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或长江、湘江采集鱼苗等生产实践活动。１９２５年第一届学生毕业。１９２２

年停招。１９３３年复招一届后又停招，由于连年战事，招生时断时续。其间，１９３９

年在四川合川国立第二中学成立水产部，设普通科，兼学养殖和制造，学制为三

年。１９４３年该水产部独立为国立四川省水产职业学校，设养殖科。１９５０年秋，吴

淞水产专科学校增设养殖科正式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为三年；１９５１年４月，吴

淞水产专科学校改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续招高中毕业生三年制养殖科。

（二）１９５２—１９７１年

１９５２年学校改制成立上海水产学院，本科学制为四年。改制后，水产养殖学

学科为了从初创期的专科向大学本科提升，面临着学科的重新组建，科研工作的

开展等诸多问题。１９５５年起，教学主要学习苏联模式，科研也是苏联的科研理

念。与此同时，当时很多骨干教师一面积极搞好教育工作，一面积极投身生产实

践，进行科学调查和科学研究，还与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冼等合作，

使学校教师的科研理念、水平有一定提高和促进，并相应提升了学科发展水平。

谭玉钧、雷慧僧等积极投入家鱼人工繁殖试验。陆桂、赵长春等天然水域鱼类增

殖教研室的教师，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多年从事浙江省钱塘江渔业资源和鱼类生物学

调查。陆桂、孟庆闻等对上海淀山湖渔业生物学调查。王素娟等带领藻类教研

组，深入舟山渔区进行藻类学和藻类栽培的现场教学和调查。郑刚、李松荣、张媛

溶等也到现场进行贝类学教学，并对褶纹冠蚌进行育珠实验，首次获得淡水珍珠，

并在苏州地区推广应用。当时，鱼病学是学校比较薄弱的一门课程，１９５４年聘请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倪达书、陈启鎏、尹文英、王德铭等开设鱼病学课

程，学校黄琪琰担任助教。在外聘专家指导下，黄琪琰、唐士良等边教学边进行科

学研究和调查，逐渐自主开设鱼病学课程。鱼类学在朱元鼎、王以康指导下，骆启

荣、孟庆闻、苏锦祥、伍汉霖、金鑫波等在鱼类学研究上取得很多享誉中外的成果。

水生生物学在肖树旭、王嘉宇、梁象秋、严生良、杨亦智等带领下参加太湖、淀山

湖、新安江水库及长江等水域进行渔业及水生生物的调查和科研。这一时期所开

展的相关科学研究对水产养殖学学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但提高了教学质

量，也提升了学术水平。１９６６年起受“文化大革命”干扰，教学和科学研究均处于

停滞状态。

（三）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

１９７２年学校搬迁到福建厦门更名为厦门水产学院。其间，尽管仍受“文化大

革命”影响，但水产养殖学学科的许多教师排除干扰开展多项科学研究，如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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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赵长春等开展的河鳗人工繁殖的研究，使我国在国际上取得河鳗人工繁殖研

究的突破性进展。又如，“四大家鱼”应用释放素的催产研究、鱼类性激素放射免

疫测定技术、池塘水质变化规律和调控技术、澄湖和太湖生态渔业研究、钱塘江鱼

类资源调查、网栏设计与应用、电栅栏鱼试验、鱼类营养及配合饲料研究、鱼病防

治研究、草浆养鱼、紫菜的栽培与病害防治、虾类育苗与养殖、精养鱼塘水质调控

原理与技术研究等都取得成果，对学科发展和水平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四）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

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生。经国务院批准，学校于

１９７９年起由厦门迁回上海，重新恢复上海水产学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利用世

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增添许多进口的科研仪器和设备，同时学院还派遣一

批原本就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骨干教师去国外学习或进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后期，赴国外进修和深造的教师陆续回国，从而使水产养殖学学科的相关研究水

平得到提升。水产养殖学学科继１９８３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后，于１９９８年又获得

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３年国家人事部批准学校设立水产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至此水产养殖学学科已成为学校第一个拥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

士后流动站的学科体系。

在此期间，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活动：谭玉钧主持的精养池塘水质调控原

理和技术研究；姜仁良、黄世蕉、赵维信的鱼类脑垂体中促性腺激素的释放规律和

数量等的研究；王武、成永旭等在河蟹育苗、稻田养蟹的推广应用研究；朱学宝、施

正峰主持与日本京都大学等开展的中国淡水养殖池塘生态学研究；陆桂指导的大

水面鱼类增养殖等的研究；朱学宝主持的工厂化养殖技术研究；肖树旭、纪成林、

臧维玲开展的对虾低盐度育苗技术的研究；王素娟、朱家彦、陈国宜、马家海、严兴

洪、何培民等进行条斑紫菜、坛紫菜的生物学、细胞工程育种、栽培、病害防治和加

工等系列研究；李思发领导下的鱼类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的研究；黄琪琰、蔡完

其、杨先乐进行的鱼类病虫害防治研究；杨先乐进行的鱼虾等病毒防治及病原库

建立和运作的研究；王道尊、王义强、周洪琪的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配制研究等均

取得累累硕果，极大地推动了学科发展。此外，王瑞霞对鱼类受精生物学研究发

现卵膜上受精孔的超微结构，从而阐明鱼类受精机理。

（五）２０００至今

２０世纪末，水产养殖学学科老一辈带头人，如陆桂、谭玉钧、王义强、王素娟、

孟庆闻、肖树旭等相继退休。进入２１世纪后，一批６０多岁的学科中坚专家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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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退休，科研力量有所削弱。此时，一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内外培养的年轻学术

骨干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如养殖方面的李家乐、成永旭，藻类方面的严兴洪、周志

刚、何培民，虾类方面的邱高峰，鱼类方面的唐文乔、钟俊生、鲍宝龙等成为教学和

科研的骨干力量。随后，学院又相继引进了许多既具博士学位又有国外研究经历

的专家型学者，如吕为群、吕利群、宋佳坤、张俊彬、严继舟等。这些科研的中坚发

挥很大作用，其研究成果屡获国家或者省部级的科技进步奖，使学科的科研水平

达到新的水平。

%" &'()*+,-.

水产养殖学学科涵盖的分支较广，如池塘养鱼、天然水域鱼类增养殖与捕捞、

藻类栽培与育苗、特种水产品养殖与育苗（包括虾、蟹、贝等）、水产养殖动物营养

与饲料、种质资源、水产动物病害防治、水产养殖动物生理与组织胚胎、遗传育种、

鱼类学、水生生物学等。现分门别类作扼要介绍，由于鱼类学学科和水生生物学

学科另有专文，这里仅简单提及。

（一）池塘养鱼研究及科研成果

１．家鱼人工繁殖实验研究（１９５８—１９７０）

１９５８年前，池塘养殖的青鱼、草鱼、鲢和鳙四大家鱼鱼苗均从长江、西江等江

河中采捕天然鱼苗，然后放入池塘中养殖。此种“靠天吃饭”的获苗方式极大地制

约了淡水养鱼生产的发展。１９５８年春，南海水产研究所钟麟等采用对亲鱼注射

鱼类脑垂体并辅以流水刺激的生理生态方法进行催产，从而获得自然产卵受精的

鲢鳙鱼苗，攻克鲢鳙人工繁殖关键技术的难关。同年秋，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

究所所长朱冼率队在杭州也取得了鳙鱼人工繁殖的成功。学校派出谭玉钧和雷

慧僧参加。次年春，谭玉钧、雷慧僧带领淡养１９５９届学生赴江苏省吴江县平望养

殖场进行教学实践和鲢鳙鱼的人工繁殖试验，同样获得成功。当时水产部高度重

视，副部长高文华来沪考察，要求上海建立家鱼人工繁殖基地。之后，上海市水产

局组织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上海水产学院、上海市水产局青浦淡水养殖

试验场等单位组成家鱼人工繁殖攻关小组，进行家鱼人工繁殖基地选址、建塘、亲

鱼培育等准备工作。１９６０年，朱冼和朱元鼎带队深入现场和青浦淡水养殖场的

领导、技术人员及工人结合，于当年初夏又取得鲢、鳙人工繁殖成功。１９６１年秋，

水产部在上海召开家鱼人工繁殖技术交流会，会议期间由上海、广东两地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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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共同起草了《鲢鳙鱼人工繁殖技术操作规程》（试行本）。谭玉钧和雷慧僧参加

了会议及规程文件的起草工作。

２．传统群众养鱼经验总结和试验（１９６３—１９８５）

我国池塘养鱼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经验。１９５８年家鱼人工繁殖研究的成

功，对池塘养鱼业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但在当时，全国不同地区池塘养鱼

的产量相差很大，高产地区的池塘养鱼产量可达４００公斤／亩左右，低者仅１００—

２００公斤／亩。为了推动池塘养鱼业的快速发展，必需认真研究、分析和总结高产

地区的传统养殖经验，并加以推广。为此，谭玉钧，王武等从１９６３年起在江苏无

锡郊区的河埒口蹲点，拜渔民为师，与他们座谈，收集了大量数据和渔民的养鱼经

验，进行分析和总结，还通过有关试验，在产学研结合道路上走出一条新路。在此

基础上总结和提出池塘养鱼高产稳产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在当地推广应用

使池塘养鱼产量提高到５００公斤／亩以上，后又在无锡、上海、新疆等地推广，产量

比以前提高４０％—７０％，效益增加一倍以上。谭玉钧、王武主持的池塘静水养鱼

高产技术于１９７９年获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池塘养鱼高产技术中试研究

于１９８２年获无锡市科技成果一等奖，而池塘养鱼创高产试验研究于１９７８年就获

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些研究和奖项对当时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学学科的发

展都起到显著作用。

３．上海市郊区池塘养鱼高产大面积试验

上海市郊区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大面积综合试验是１９８４年由国家计委通过农

业部下达的研究项目，由上海市水产局和上海水产学院主持，学校谭玉钧、雷慧

僧、王武、姜仁良、王道尊、施正峰、翁忠惠、吴嘉敏等１４名教师参加。通过３年实

施和试验，该项目成果使上海市郊区池塘养鱼净产量由１９８３年时的３２２．５公斤／

亩提高到５８５．３公斤／亩，并通过试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且易于推广的池塘养

鱼大面积高产的技术模式，为缓解当时上海市民“吃鱼难”做出贡献。该试验成果

于１９８８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９８９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１９９０年又获农业部丰收奖一等奖，王武获１９９０年上海“菜篮子”十佳科技功臣的

称号。

４．池塘养殖大面积高产稳产基础理论研究

池塘养殖在我国水产业中具有重要地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于农村经济政

策和科学养鱼理论的推广应用，淡水养鱼发展很快，产量不断提高，全国出现了许

多大面积高产的典型。如前所述，我国不同地区池塘养殖的技术各不相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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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相差很大，高者如广东顺德县２６万亩鱼塘平均亩产超过５００公斤。发展很

不均衡，即使同一省（区）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国家科技和渔业主管部门十

分重视这些差异的存在，决定在“七五”至“八五”期间将池塘养鱼大面积高产稳产

应用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点科研项目，着重研究高产池塘生态因子和养鱼生产

中各主要因素的参数及其变动的规律，建立我国池塘养鱼的理论体系。学校是该

项目主持单位之一，谭玉钧、王武等参加。该项目研究成果曾获得多次奖励：１９８５

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８９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

（二）天然水域鱼类增养殖研究

天然水域的鱼类增养殖是指江、河、湖泊等大水面的鱼类增养殖。其主要研

究内容包括：天然水域鱼类养殖与水域环境保护间的关系；天然水域生物多样性；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与鱼类资源增殖间的关系；了解及研究天然水域水产品的质量

与安全应采取的保障措施等。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相继对钱塘江、新安

江水库、上海郊区淀山湖、太湖、新疆博斯腾湖及长江干支流域进行调查研究。

１．钱塘江渔业生物学及资源调查

１９５８年起，陆桂、钟展烈、赵长春开展钱塘江渔业资源调查。调查从上游的

开化、衢州、龙游、兰溪，到中游的梅城、卢茨埠、窄溪、富阳，再到下游的闻家堰、七

堡等地，遍及全江。调查中，把鲥鱼和刀鲚作为重点。１９５９年７月赵长春带领水

产养殖专业１９６２届两名学生到桐庐进行鲥鱼人工繁殖试验，３次人工繁殖试验

均获得受精卵并孵化出仔鱼，成活１２天。这是我国首次成功进行天然鲥鱼的人

工繁殖试验。１９６１年，陆桂、钟展烈、赵长春等分别在桐庐、衢州、闻家堰对钱塘

江的上、中、下游的渔业生物学及资源进行全面调查。１９６３年，陆桂、陈马康、李

思发在桐庐再次对天然鲥鱼的亲鱼进行人工繁殖的试验研究获得成功并首次把

仔鱼培育成夏花鱼种。之后，赵长春又带领１９６５届学生在桐庐对鲴、鳊、鲂、花!

等土著经济鱼类进行重点调查。通过几年调查，对中型江河的代表———钱塘江的

水域环境现状、渔业生物学及其资源状况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为后续开

发利用奠定基础。在调查中也发现渔业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如著

名的富春江鲥鱼的产量逐年下降，到１９９０年钱塘江鲥鱼已绝迹。

陆桂、钟展烈、赵长春等对钱塘江渔业生物学及资源的调查后撰写《钱塘鱼类

及渔业调查》、《钱塘江鲥鱼》、《钱塘江鲥鱼增殖问题的初步研究》、《钱塘鲥鱼的自

然繁殖及人工繁殖》及《钱塘江银鲴和细鳞鲴的生物学和渔业》等调查报告和

论文。

８

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



２．新安江水库渔业生物学及资源调查

１９５９年新安江水库大坝建成后，水库蓄水形成大面积敞水区，如何利用好水

库水域进行鱼类增养殖成为一个新课题。１９６１年，陆桂、张友声、赵长春、徐森

林、钟为国等开展新安江水库渔业生物学、环境性状、渔业资源等多方面的调查研

究。由赵长春执笔撰写《新安江水库蓄水初期渔业生物学调查报告》，提出利用水

库进行鱼类增养殖建议。主要有：一是水库蓄水后形成的大面积敞水面，适宜放

养鲢、鳙鱼类，以充分利用水库中丰富的浮游生物资源，增加鱼产量；二是利用库

湾及平坦地段建鱼种场，培育鱼种，以满足水库自身大量放养鲢鳙鱼种的需求；三

是加强对沿岸带乌鳢和敞水带白鲦等野杂鱼的捕捞，减少凶猛鱼类对增养殖鱼类

的危害和野杂鱼对经济鱼类食饵的竞争。上述建议与方案被建设方所采纳。随

后，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许步劭等成功解决大型水库捕捞的技术难题。产学

研结合，共同攻关为大型水库渔业发展起到很好示范作用，为中大型水库鱼类增

养殖的研究增加了丰富的知识和学术资料。

３．淀山湖渔业生物学及资源调查

淀山湖是位于上海郊区和江苏吴江境内的一个中型湖泊，渔业资源丰富。

１９５９年起陆桂、孟庆闻、王嘉宇、陆家机、钟展烈、严生良、赵长春、杨和荃等带领

１９６２届学生开展淀山湖渔业生物资源的综合调查。调查内容有环境、水流、水

质、底栖水生生物、浮游生物、水生植物、鱼类生物学及渔业等。调查后撰写《淀山

湖渔业资源的初步调查报告》论文，刊于１９６０年《上海水产学院学报创刊号》，对

淀山湖鱼类的增养殖有一定指导作用。

４．太湖渔业资源调查与增养殖研究（１９６３—１９６６）

该项研究为农业部的重点研究项目，项目负责人为肖树旭，参加人员有缪学

祖、赵长春、童合一、殷名称、杨亦智、陆家机、穆宝成、严生良、陈曦等。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赵长春代表课题组向太湖管理委员会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缩短或取

消梅鲚的禁渔期，同时延长银鱼的禁渔期。由于银鱼和梅鲚在太湖水域均属高产

鱼类，但梅鲚会大量吞食银鱼的幼鱼，为银鱼的天敌。为了保护和增加相对具有

高经济价值的银鱼，就必须延长银鱼的禁渔期，另一方面缩短或取消梅鲚的禁渔

期，则增加对梅鲚的捕捞量，以减少梅鲚的种群数量，达到“保银抑梅”的目的；二

是建议增加“四大家鱼”大规格鱼种的放流数量，增加太湖“四大家鱼”的数量，从

而也增加渔民经济收益。１９５９年起当地有关部门对太湖进行“四大家鱼”放流，

但渔民对放流效果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为用事实来证明放流效果，课题组决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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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东太湖为试验基地，于１９６５年分批放流了有别于太湖土著鱼类的红鲤、镜鲤和

高背鲤的夏花５００万尾，放流后每月采集数据和标本，至当年年底渔民们已欣喜

地看到放流所显示的效果，并信服了科技人员的科学建议。为此，太湖管理委员

会做出决定，从１９６６年起每年向太湖放流“四大家鱼”鱼种１００多万尾、鲤鱼夏花

１００多万尾等措施。１９６７年，江苏省水产局决定向白马湖、澄湖段也进行放流。

这些放流举措都取得明显效果。遗憾的是，正当项目实施的关键阶段，因“文化大

革命”的冲击而中断，项目实施所收集的资料、标本也均散失殆尽。

５．新疆博斯腾湖渔业资源调查（１９７９）

博斯腾湖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最大的淡水湖泊，渔业资源丰富，为合理开

发利用博斯腾湖的渔业资源，１９７９年４月，由学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电局水

产处，博湖县水产办公室所属水产研究所，水产养殖场联合组成博斯腾湖渔业资

源调查队。调查工作由陆桂主持，学校有缪学祖、梁象秋、郭大德、李婉端、陈马

康、童合一、陆伟民、王霏等参加。对博斯腾湖的饵料生物、鱼类生物学、渔业和资

源增殖及渔具渔法诸方面进行综合调查研究。调查组为合理开发利用博斯腾湖

的渔业资源，提出建议是：关于鱼类组成的合理调整，繁殖保护与合理捕捞；鲢鳙

放养和苗种来源，渔具渔法的改革等。所提建议受到当地政府及生产单位的重视

和采纳。此次调查也是学校为新疆博斯腾湖渔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也是水产养殖

学学科对我国冷水性湖泊的渔业资源进行的一次较为广泛的综合性调查，增添了

不少关于我国冷水性湖泊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知识，并为有关教学增加了新

内容。

６．长江干支流家鱼产卵场调查

１９６０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做好长江三峡水库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摸

清三峡工程对未来渔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四大家鱼自然繁殖的影响，组

织开展长江干、支流家鱼产卵场调查工作。该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负责，参加单位有上海水产学院、山东海洋学院、南京大学及四川大学，各单位负

责不同江段。学校负责武汉至九江、赣江江段。学校派出陆桂、缪学祖、苏锦祥、

赵长春、王幼槐及淡水养殖专业１９６０届学生参加。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四大家

鱼”产卵场位于三峡以下江段，湘江和赣江的水文条件不会因三峡兴建大坝发生

大的变化，“四大家鱼”能继续自然产卵，即使宜昌以下江段受到一定影响也不会

导致“四大家鱼”灭绝。又由于鲢鳙鱼的人工繁殖研究于１９５８年始有重大突破，

所以三峡大坝建设鱼道方案有了明确结论。同时首次查明湖北黄石市的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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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段有一较大家鱼产卵场。该项调查是学校首次为国家重大水利建设的决策做

出贡献。

（三）名特水产品育苗及养殖试验研究

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期间，学校着重开展鱼类增养殖的关键问题研究，并取

得一定成果。同时，逐步开展对虾、蟹、贝等名特水产品的研究，取得可喜成绩，推

动学科相关领域研究水平的大幅提升。

１．河蟹人工繁殖与养殖的试验研究

学校对河蟹的人工繁殖和养殖的研究有着悠久历史。早在１９５４年，陈子英、

汪天生等前辈就对河蟹产卵场、产卵洄游路线做出记述，同时还采集亲蟹标本进

行解剖观察。１９７１年，梁象秋、严生良、郑德崇、郭大德等率先使用人工配制的海

水，在室内育出蟹苗，突破河蟹人工育苗的关键技术性问题，在中国首先人工培育

出幼蟹，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中华绒螯蟹的幼体发育》论文刊于

１９７４年《动物学报》。同年由梁象秋、纪成林编写的《养蟹》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

版。此后，王武主持、李应森参加的河蟹生态养殖技术与开发研究项目，于２００７

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２００８年，中华绒螯蟹育苗和养殖关键技术研究

和推广项目立项，学校承担任务由成永旭负责，王武、吴嘉敏、李应森等参加。河

蟹研究已有多年成果积累，通过集成创新解决河蟹育苗和养殖过程中的某些关键

问题，有力推动河蟹养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该项目于２００９年获上海市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２０１０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学校为第一完成单位，成永旭为

第二完成人，王武、吴嘉敏、李应森为主要完成人。

２．虾的繁殖、育苗、养殖等的研究

（１）青虾池塘养殖试验

由施正峰、虞冰如于１９９２年实施，取得成功与推广。

（２）海水虾类的育苗和养殖试验

１９７６—１９７８年肖树旭等开展中国对虾在闽南地区的繁殖、生长和越冬试验，

论文刊于《水产科技情报》１９７９年第二期。上海濒临海域属河口环境，海水盐度

较低，为突破低盐度河口区对虾养殖的关键技术，１９８０年，学校与上海水产研究

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及上海市水产养殖总场共同承担上

海市科委下达低盐度海水对虾养殖技术研究项目。肖树旭为主要完成人之一。

该项目研究成果获１９８６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为上海地区海水养殖填补

空白。肖树旭、纪成林、臧维玲等参加攻克上海地区低盐度对虾育苗的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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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虾类育苗、养殖和水质调控的新理念，促进了生产发展。

（３）罗氏沼虾、斑节对虾、南美白对虾等虾类育苗与养殖的试验研究

１９９３年我国暴发性虾病流行，使蓬勃发展的对虾养殖业遭受严重冲击，经济

损失巨大，此时，赵维信、纪成林、臧维玲和戴习林等及时转向对罗氏沼虾、斑节对

虾、南美白对虾的育苗与养殖试验研究。经多年研究在罗氏沼虾、斑节对虾及南

美白对虾的育苗及养殖方面都取得不俗成绩。臧维玲和戴习林在金山漕泾的试

验基地也成为学校产学研基地，并被评定为全国和上海的产学研试点基地。

３．贝类及其他水产动物的研究

１９６４—１９６８年，郑刚、李松荣、张英等开展河蚌育珠的试验研究，取得成功，

并在江苏苏州地区推广应用，成绩喜人，经济效益大增，于１９７８年获全国科学大

会奖。１９７８年，王维德在江苏启东开展文蛤人工育苗试验也取得成功。１９８９年，

姚超琦等主持上海市水产局下达上海市崇明缢蛏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初步探索

的调查研究。２０００年后，李家乐主持、李应森参加的有关淡水珍珠养殖和选育等

的试验与研究，如我国五大湖三角帆蚌优异种质评价和筛选项目获２００４年上海

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三角帆蚌和池蝶蚌杂交优势利用技术项目获２００６年浙江

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淡水珍珠新品种选育和养殖关键技术项目获２００８年上海

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此外，尚有１９７８年顾功超开展素有“活化石”之称的鲎人

工养殖试验，１９８０年肖树旭、顾功超开展刺参从山东移植到福建厦门养殖试验。

名特优水产品的育苗养殖和选育试验，既能提供市场需求，又对学科研究内容的

拓展起到重要作用。

（四）设施渔业研究

设施渔业俗称工厂化养鱼。２０００年前后，朱学宝带领的团队在设施渔业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试验。这些项目有：水珍品工厂化养殖与经济作物水栽培

综合生产技术研究，为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循环水工厂化名贵鱼类常

年繁殖及中间培育的生产技术研究，为上海市农业“四新”推广项目；ＢＩＣＯＭ陆基

闭合循环水产养殖系统研究，为农业部“９４８”项目；超高密度循环水工厂化养殖系

统研究，是上海市为西部开发的科技合作项目；三峡现代化渔业基地建设及示范，

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项目；伊犁河设施渔业基地及鱼类保护中心建设研

究，为新疆伊犁河流域发展管理局下达的项目；淡水鱼工厂化养殖关键设备集成与

高效养殖技术的研究，为国家科技支撑的项目中的子课题，由谭洪新主持；渔业节能

关键性技术研究与重大设备开发研究，为谭洪新主持的公益性（农业）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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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朱学宝带领，谭洪新、罗国芝等参加的设施渔业研究团队，通过基础理论研

究、技术开发、系统集成，形成一种在理论、技术、装备、应用效果等方面均有创新

的现代化养殖新模式。通过研究攻克循环水养殖的关键技术问题，实现清洁生

产。与传统养殖相比，节水率达到９６％，吨水年产量达到５８公斤以上。该科研

团队在循环水工厂化淡水鱼类养殖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方面的突出成绩，于

２００６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获最具技术交易

潜力奖。

（五）水产动物疾病学的科学研究

１．鱼病学的发展

水产动物疾病学，原称鱼病学。１９２１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设立养殖科时就

有鱼病教学内容。学校几经变迁至解放初期，因缺乏鱼病学教师，由外聘教师来

校授课。１９５３年，黄琪琰留校任教，认真钻研、收集鱼病资料，制作鱼病标本，绘

制教学用挂图，编写《鱼病学》讲义，于１９５４年首次开设鱼病学课程。１９６１年，水

产部组织编写全国水产院校统一教材，《鱼病学》由黄琪琰、唐士良主编，农业出版

社出版。１９７８年，农牧渔业部组织重编统一教材，由黄琪琰主编《鱼病学》。随着

水产养殖业的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水产养殖动物已不局限于鱼类和贝类，

尤其虾蟹类的养殖方兴未艾。为适应新型养殖产业的需要，１９９３年，黄琪琰主编

了《水产动物疾病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获１９９３年度华东地区优秀图

书二等奖，１９９５年获农业部高等院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此后，为本科生开设的鱼

病学课程改为水产动物疾病学。

２．水产动物疾病学的科学研究

多年来，水产动物疾病学教师进行了一系列科研活动，拓展研究对象，取得重

要成果。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唐士良、柳传吉对鲢鳙腐皮病开展防治的初步研究，

《鲢鳙腐皮病及其防治方法初步研究》论文发表于１９６５年《水产学报》第二期，并

于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黄琪琰、蔡完其、纪荣兴开展石斑鱼白斑病

的病原及其防治研究。黄琪琰、蔡完其、孙其焕开展尼罗罗非鱼溃烂病研究；黄琪

琰、郑德崇等开展的鲤鱼棘头虫病的研究，１９９０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黄

琪琰、杨先乐、郑德崇等参加的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草鱼出血病防治技术研

究，获１９９１年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后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黄琪

琰、金丽华、孙其焕等开展的鲫鱼腹水病的研究，获１９９５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黄琪琰、孙其焕完成的团头鲂、鲢、鳙细菌败血症的研究，蔡完其完成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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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集约化养殖鳖疾病防治研究，分别获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

奖。陆宏达参与完成的中华绒螯蟹育苗和养殖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获上海市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上研究既丰富了水产动物疾病学教学内容，也对水产动物

疾病防治起到一定作用和效果。

３．建立我国首个水产动物医学研究的大型平台———农业部渔业动植物病

原库

１９９８年，农业部批准在上海水产大学建设农业部渔业动植物病原库，在基本

建设方面国家先后拨款２０００余万元，学校也相应拨出经费１０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７

年，国家发改委在下达动物防疫体系建设项目中将其更名为国家水生动物病原

库，系我国和亚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水产培养物保藏机构。截至２０１１年，入

库的细胞、细菌、病毒、放线菌、真菌等微生物已达数千株，国内主要水产养殖区

（除新疆、西藏、内蒙古外）常见的，危害较大的病原都有保存；国外的如北美、东南

亚的病原也有收集。

病原库拥有科学研究设备３００余台（套），形成药残检测、生化分析、低温试

验、显微操作、鉴定保藏、组织病理诊断、实验准备和无菌操作等系统，涉及微生物

学、细菌分类学、组织培养、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发酵工艺学、分析化学、仪器分

析等学科或领域。病原库能对水产动物病原进行保藏和鉴定，并从微生物学、病

理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入手，对培养物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开发，为

建立起快速有效的水生动物防疫体系提供技术平台，为确保水生动植物养殖的可

持续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提供技术保障。通过近十年运转，病原库充

分整理和整合中国各类水产动植物的病原资源，在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生产单位

之间建立起广泛的培养物交流联系，丰富与完善了国家、地方科研资源，成为独具

特色的物质和数据平台。在实现资源共享、保护特色遗传物质、保护知识产权等

方面均取得良好社会效应，享有广泛的社会公信力和认知度，为我国水产动物疾

病防治的研究奠定扎实基础。

病原库负责人是杨先乐，有工作人员９人。其中，正高级职称２人、副高级职

称２人、中级职称５人。

４．建立农业部渔药临床试验基地

１９９９年，经农业部批准，学校建立农业部渔药临床检查试验基地，承担渔药

临床试验工作，试验工作得到农业部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认可。在２００８年渔药

地方标准升格为国家标准过程中，农业部渔药临床试验基地发挥重要作用。渔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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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基地负责人是吕利群。

（六）水产动物生理学的科学研究

学校在２０世纪６０—８０年代期间生理学的科研主要在鱼类方面，到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因水产养殖品种扩展到虾蟹类，生理学科研也相应扩展。

１．鱼类繁殖生理研究

１９５８年，我国主要养殖鱼类（鲢、鳙）人工繁殖的突破，不但使鱼类人工繁殖

的研究有了极大发展，同时也推动鱼类生理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如鱼类性激素、催

熟、催情药物、受精生物学、稚幼鱼发育生物学等。１９７６年，黄世蕉、姜仁良、赵维

信与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合作，从鲤科鱼类脑垂体中提取和纯化鱼类促性

腺激素获得成功，并对其进行同位素标记和制备抗体。这一研究成果使我国成为

继法国、加拿大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建立制取鱼类促性腺激素纯化制品及放射免

疫测定实验室的国家。同时开创了中国鱼类生殖内分泌研究的新领域，该研究由

组织生理层面提升到相关激素水平变化的内分泌学研究层面。姜仁良、王道尊、

谭玉钧、郑德崇参加完成的人工合成多肽激素及其在家鱼催产中的应用，获１９７８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１９８１年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１９８６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２．鱼类营养生理研究

（１）“六五”至“八五”期间，王道尊主持国家攻关课题，如青鱼营养需求量及饲

料配方技术的研究、青鱼饲料标准及检测技术的研究、青鱼营养及饲料配制技术的

研究。１９９１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９２年又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２）王义强主持“七五”攻关项目鱼虾饲料的营养标准及检测技术的研究，周

洪琪参加，后又主持“八五”攻关项目鱼虾饲料的生理生态及生物能量学研究，周

洪琪、潘兆龙参加。

（３）周洪琪主持的有关项目有：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主持农业部科研项目光生物反

应器生产微藻饵料的研究；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主持上海市教委科研项目优质高产生

物饵料的研究，黄旭雄、华雪铭、陈乃松等参加；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主持农业部科技项

目中华绒螯蟹配合饲料标准，陈乃松、黄旭雄、冷向军参加；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主持上

海市科委项目河豚功能饲用微生物添加剂的研究，华雪铭参加；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主

持上海市科委项目绿色水产饲料免疫增强剂的研究，华雪铭参加。

（４）成永旭主持的有关项目有：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脂类营养与中华绒螯蟹性早熟的内分泌调控研究，杨筱珍、吴旭干等参加；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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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主持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中华绒螯蟹脂类营养调控研究，杨筱珍、吴旭

干参加；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主持上海市教委创新团队项目水产动物营养饲料与养殖

环境，魏华、黄旭雄、吴旭干参加；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主持国家农业转化基金项目河蟹

育肥饲料生产技术转化和育肥养殖生产关键技术中试与示范，吴旭干等参加；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主持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对三疣梭子蟹卵黄

发生作用及其调控，吴旭干等参加；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脂肪酸营养对中华绒螯蟹幼蟹耐低氧能力和免疫性能的调控，黄旭雄，吴旭干参

加。成永旭多个科研项目的研究为学校获得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２０１０年度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做出重要贡献。

（５）吕为群是学校２００９年引进的学者，来校后被聘为东方学者，主持５个科

研项目，分别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银鲳在不同生长发育阶段

对环境适应力的研究，黄旭雄参加；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大黄鱼

远缘杂交及快速生长相关基因的研究，黄旭雄参加；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鱼尾部神经分泌系统受光调控的分子机制的研究；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

上海市农委科技攻关项目提高凡纳滨对虾抗病性能的免疫增强剂研究，李小勤参

加；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江苏省宿迁市人才引进项目特种水产饲料的研究。

３．鱼类受精生物学研究

１９８６年王瑞霞主持，张毓人参加的农牧渔业部重点科研项目青草鲢鳙鲂鱼

受精生物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的研究。该研究对硬骨鱼类受精程序，受精时限，

精子入卵途径等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并拍摄到许多精子入卵过程的显微与超显

微镜照片。扫描电镜照片显示硬骨鱼类卵膜上存在受精孔的结构及精子进入受

精孔的图像。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硬骨鱼类受精过程，解开硬骨鱼类精子头部无顶

体，如何进入卵内完成受精作用之谜，阐明硬骨鱼类受精机理。该项目于１９８８年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七）鱼类遗传育种科研

１．高邮杂交鲫杂种优势利用及其遗传性状研究

该研究的学校主要完成者为楼允东、张克俭、杨和荃、张毓人，１９９２年４月获

江苏省水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９２年９月获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四等奖，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获扬州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２．家鱼秋繁及其对次年春繁的影响研究

该研究的学校主要完成者为楼允东、张克俭，对解决灾后鱼种不足，加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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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生产具有重大意义，于１９９３年３月获江苏省水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３．鱼类多倍体和雌核发育研究

楼允东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作为访问学者在英国进修期间，在导师Ｃ．Ｅ．Ｐｕｒ

ｄｏｍ博士指导下从事鱼类遗传育种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上发表３篇有关鱼类多倍体和雌核发育的研究论文。

论文首次报道用静水压成功诱导出虹鳟三倍体，发表后引起各国学者的浓厚兴

趣，先后收到１６个国家５０多名学者索要论文的函。

４．鲫鱼性别控制的研究

该研究主要完成者为楼允东、宋天复、王逸妹、魏华。该项目为上海市科委招

标项目（１９９１—１９９４），除国内首次获得一批中性不育鱼外，还进行了试验鱼性腺

发育和性别分化的组织学观察以及血清与肌肉中的激素残留量测定等。该研究

为鱼类性别控制开辟了新的途径。

（八）鱼类种质资源研究

１９８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水产动物种质资源研究室创立。成为中国首个从事水

产动物种质资源研究的专业教学科研机构。学术带头人为李思发。以该研究室

为核心，１９９８年建立农业部水产种质资源与养殖生态重点开放实验室。２００６年

更名为农业部水产种质资源与利用重点开放实验室。

１．“四大家鱼”等种质资源与保护研究

（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９年，李思发获得瑞典国际科学基金会（ＩＦＳ）连续４期的资助，

开展长江、珠江、黑龙江鲢、鳙、草鱼考种研究。此课题被纳入国家“六五”、“七五”

科技攻关项目。参加人蔡正纬、何希、陆伟民、周碧云等。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李思发

主持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ＩＤＲＣ）国际合作项目长江鱼类生物多样性可行性

研究。主要成果：一是发现长江种群最优，为后续种质创新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物

质基础。二是为我国种质资源保护和水产种苗工程建设提供重要决策依据。指

导建立了国家级水产良种场２０多个。长江、黑龙江、珠江鲢、鳙、草鱼考种，１９９０

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２）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李思发主持国家“八五”科技攻关子专题通江型天鹅洲故

道“四大家鱼”天然种质资源生态库研究，参加人有周碧云、吕国庆等，获１９９８年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李思发、周碧云）。

（３）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李思发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鲢、鳙、草鱼、团

头鲂遗传多样性变迁研究，参加人有王成辉、赵金良、唐文乔、刘至治。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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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三江”（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扩大到世界的“三洲”（亚洲、美洲及欧洲），审

视和评估这些重要鱼类自人工繁殖５０年来和国外移植５０年来的时空上的遗传

变迁和资源变化，揭示长江为这些鱼类的源头，实属世界性遗产，亟待保护。

（４）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李思发主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项目额尔齐斯河流域特征

种鱼类种质、繁育及开发利用。对新疆额尔齐斯河丁"、白斑狗鱼、河鲈等特产鱼

类种质特性和繁育开展研究。２００５年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李思发、王成辉、蔡完其）。

（５）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李思发主持上海市科委项目上海九段沙湿地水生经济生

物种质资源保护及其关键技术，参加人有唐文乔、王成辉、刘至治、龚小玲。

２．种质创新与良种选育研究

（１）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李思发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ＩＤＲＣ）资助下开始

草食性鱼类（团头鲂、草鱼）选育研究，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主持国家“九五”攻关专题水

产养殖对象良种选育技术研究。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主持国家科技攻关子专题团头鲂

生物选育技术研究。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主持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团头鲂

“浦江１号”大规模制种与推广。

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对团头鲂调查评估基础上，选择湖北淤泥湖团头鲂为基础

群体，以数量遗传学原理为指导，系统选育与生物技术集成，经１５年选育，育成

“浦江１号”，其生长速度比基础群体提高３０％以上，体型健美厚实。２０００年全国

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为选育良种。这是世界上草食性鱼类首例选育

良种。至２０１１年，全国已经建立３个以其为主产品的国家级良种场。中国团头

鲂养殖年产量稳定在５５万吨左右，其中“浦江１号”约占１／２，一年可增加产值１０

亿元。２００３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团头鲂“浦江１号”选育和推广应用，

２００４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李思发、蔡完其、赵金良、邹曙明、王成辉）。

（２）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李思发主持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子专题罗非鱼

选育技术研究，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主持农业部“９４８”国际引进合作项目高耐盐性萨罗

罗非鱼的引进研究；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主持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罗非鱼大规

模鱼种规模化培育与生态养殖技术研究；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专题耐盐罗非鱼选育。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作为岗位专家参加行业体系（农业）科研专

项“罗非鱼”。

主要成果：①在亚洲开发银行资助下，于１９９４年引进吉富（ＧＩＦＴ）尼罗罗非

鱼，经３年评估，１９９７年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确认其为引进良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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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品种登记号ＧＳ０３００１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获农业部科

技进步奖三等奖。②为培育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优良品种，从１９９７年起以“吉富品

系”尼罗罗非鱼为基础群体，经在珠江、长江及黄河三大农业生态区大群体同步９

年９代选育，产生了“新吉富”罗非鱼，２００５年全国水产原种与良种审定委员会确

认其为选育良种（品种登记号ＧＳ０１００１２００５），这是我国近百种引进鱼类中首例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选育新品种。从“吉富”到“新吉富”———尼罗罗非鱼的种质

创新与应用，获２００７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李思发、蔡完其、李家乐、赵金

良）；罗非鱼产业良种化、规模化、加工现代化的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获２００９年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李思发、李家乐）。③以“新吉富”罗非鱼和以色列奥利亚罗

非鱼为亲本，育成出苗率、雄性率兼优的新型杂交良种———吉奥罗非鱼。吉奥罗

非鱼的亲本选育与规模化制种技术研究，２００９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李思

发、蔡完其）。④以“新吉富”罗非鱼和萨罗罗非鱼为亲本，育成耐盐性能和生长速

度兼优、适合海水养殖的杂交良种———“吉丽”罗非鱼，２００９年全国水产原种和良

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为良种（品种登记号ＧＳ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３．中华绒螯蟹种质研究

针对中华绒螯蟹种质资源混杂、养殖经济效益下降现状，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李

思发主持国家“九五”科技攻关子专题中华绒螯蟹种质研究和鉴定技术，获２００４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李思发、王成辉）。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主持上海市农委

科技攻关项目中华绒螯蟹选育技术研究。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提纯复壮研究获

阶段性成果。

４．种质标准与检测研究

通过中国淡水养殖主要鱼类种质标准研究（国家“八五”攻关等）、中华绒螯蟹

种质研究（国家“九五”攻关项目）、中华鳖良种培育研究（市重点）等项目，针对我

国水产种苗标准化需要，发展并完善了形态、养殖性能、细胞遗传及分子遗传的集

成检测技术，把中国水产生物种质检测能力和技术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在

积累大量数据基础上，制定了青鱼、草鱼、鲢、鳙、尼罗罗非鱼５项国家标准（已公

布），鱼类种质检测方法１５项标准，中华绒螯蟹种质标准２项等。其中，青鱼、草

鱼、鲢、鳙４项国标获２００１年国家质检总局二等奖。这是中国渔业标准化领域首

次颁奖。

鱼类种质资源研究在出成果的同时，还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４０余名：其中

留校的李家乐、赵金良、邹曙明、王成辉、唐首杰等博士都已成为各级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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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骨干。李思发在国内外出版专著８部，参编著作６部，译著１部，论文２５０

余篇。

（九）河鳗人工繁殖研究

河鳗人工繁殖是世界经济鱼类中较难攻克的人工繁殖研究课题。突破河鳗

人工繁殖关不仅客观生产有需要，且具有学术意义。

研究工作从１９７３年１月至１９８０年５月，经过研究小组几年努力，河鳗人工

繁殖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在许多方面处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具体内容参见本章

附《河鳗人工繁殖研究》。

（十）水生生物学研究

水生生物学科开展了大量科学研究，参加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渔业资源调查、

海岸带和海涂生物资源调查，开展苏州河污水直接排放长江口对渔业影响的调

查，进行河蟹人工繁殖研究、对虾南移养殖试验、低盐度海水对虾育苗与养殖研

究，在淡水虾类和水母类的分类研究上取得出色成绩。近年又对水域富营养化控

制和生态修复等方面进行研究，都取得出色的成绩。有关水生生物学科学研究的

详细情况，参见本书水生生物学科史、水生生物学课程史。

（十一）鱼类学科的科学研究及成果

鱼类学学科是学校传统优势学科，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后，在我国著名

鱼类学家朱元鼎、王以康指导下建立鱼类学学科。经过几十年努力奋斗，鱼类学

学科在科研、教学、标本收藏、科学普及、人才培养诸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国内外

鱼类学界有一定影响和声誉。有关鱼类学学科的详尽材料参见本书鱼类学学科

史、鱼类学课程史。

（十二）藻类学学科的科学研究

１．海带南移栽培试验

１９５６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藻类学家曾呈奎主持海带南移试验研究并取

得成功，开创了浙江海带栽培的历史。１９５８年上半年王素娟带领４名学生在浙

江沿海进行海带南移栽培调查。１９５８年年底，王素娟、朱家彦带领两个班级学生

赴舟山虾峙岛大岙养殖场，开展海带栽培生产性试验，在渔区坚持一个学期之久。

为海带在浙江沿海大规模生产性推广栽培做出积极贡献。

２．小球藻大面积培养试验

小球藻是具有高营养价值的单细胞藻类，能为人类和养殖业提供容易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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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蛋白质。１９５８年华汝成、张道南开展小球藻大面积培养试验取得成功，引起

关注。１９５９年１月水产部在北京举办小球藻大面积培养技术培训班，为时１月

余。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小球藻培养及推广应用大会，学校有路俨、

华汝成、张道南参加，路俨代表课题组在大会上发言。

３．紫菜育苗与栽培技术研究

１９６４年王素娟、章景荣等完成条斑紫菜自然附苗养殖的初步研究。１９６５年

王素娟等完成舟山地区条斑紫菜自然附苗养殖的初步研究，为浙江首先利用紫菜

单孢子作为苗源的利用价值和技术方法奠定了基础。１９８０年陈国宜完成的坛紫

菜自由丝状体培养和直接采苗试验属国内首创，成果在福建省得到推广应用，

１９８１年获得福建省水产科技成果奖三等奖。本人获福建省先进科技工作者

称号。

王素娟、章景荣、马家海、朱家彦、顾功超等坚持８年完成的紫菜人工养殖研

究，于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４．经济海藻遗传育种技术研究

王素娟１９８０年开始进行海藻细胞培养实验室的建设，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王素娟

等承担农牧渔业部重点课题坛紫菜营养细胞直接采苗和养殖的研究，获１９８６年

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及１９８７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王

素娟等承担农牧渔业部重点课题条斑紫菜全细胞育苗技术研究。

５．海藻超微结构研究

１９８０年起，朱家彦、马家海等先后开展坛紫菜壳孢子超微结构的研究

（１９８０）、坛紫菜自由丝状体细胞质膜的超微结构观察（１９８２）及坛紫菜自由丝状体

细胞超微结构的初步研究（１９８４）等的研究。１９９４年王素娟等出版专著《中国经

济海藻超微结构的研究》，于１９９７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华东地区优秀

出版图书一等奖。

６．海藻生物技术研究

１９８４—１９９３年，严兴洪从事紫菜体细胞培养、紫菜细胞融合、紫菜细胞发育

与分化、紫菜颜色突变体分离、羊栖菜体细胞成株、江蓠原生质体成株等研究，在

世界上完成首例江蓠原生质体成株培养，于１９９２年获得在法国召开的第十四届

国际海藻学术大会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主要

从事条斑紫菜色素突变体的研究、条斑紫菜抗病突变体的研究，在世界上首次获

得大量条斑紫菜人工色素突变体，获得２０００年度日本藻类学会最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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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度中国水产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２００１年回国后，完成２个关于坛紫菜

遗传育种的国家“８６３”计划重大研究项目，３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１０多个省部

级项目。首次发现了坛紫菜叶状体的雌雄个体均存在单性生殖繁殖后代现象，发

现坛紫菜生活史中的减数分裂发生位置，揭示坛紫菜叶状体的性细胞分化规律，

创建坛紫菜单性良种选育技术，选育出我国首个具有知识产权的紫菜良种———坛

紫菜“申福１号”，于２００９年获得国家水产新品种认定，并进行较大规模生产推

广，产量比传统栽培种增加了３０％以上。该项成果获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何培民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连续３次主持瑞典国际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条斑紫菜

细胞悬浮培养育苗，１９９３年参与条斑紫菜细胞育苗技术应用研究并获中国发明

专利１项。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主持完成农业部“九五”重大项目条斑紫菜外源基因导

入方法及其细胞工程育种，应用细胞工程获得优良细胞株１个，２００１年以中方主

持人之一参加中美海洋计划合作项目海藻／鱼类综合循环养殖系统研究，使紫菜

自由壳孢子囊枝育苗时间减至２个星期，并可准确在指定时间（日）放散壳孢子进

行采苗。２００２年后，在国内率先研究应用大型海藻栽培系统对我国网箱养殖海

域、大型封闭养殖海域、开放海域３种典型富营养化海区生态修复作用和去富营

养化动力学，以及大型海藻对赤潮藻营养竞争和化感抑制作用，定量确定了大型

海藻栽培改善水质、减轻富营养化程度、防止赤潮发生等效果，并首次建立相应大

型海藻生态修复配置模型。

１９９８年，周志刚获上海市“曙光计划”资助课题海带克隆育苗中分子标记，随

后在藻类分子标记、油脂代谢等方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４次资助。在国际

上首次获得可以识别海带雌、雄配子体的分子标记，获２项国家发明专利。

７．紫菜病烂等研究

（１）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马家海主持紫菜减数分裂的研究项目，首次报导紫菜减

数分裂发生于紫菜壳孢子时期，并逐渐被藻类学界所公认。

（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马家海主持农牧渔业部重点科研项目紫菜遗传育种研

究、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江苏省水产局条斑紫菜病烂原因调查及防治研究项目、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年农业部重点科研项目条斑紫菜病烂原因调查及防治研究，通过调查初步

弄清了条斑紫菜栽培海区紫菜病烂的主要病原、病症及发病过程。查明病烂的发

生机制及可能的传播途径，为预测预报提供科学依据。栽培网帘短期冷藏技术的推

广，使紫菜稳产高产，取得较大经济效益，于１９９８年获江苏省水产科技进步奖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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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９９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第一完成人）。

（３）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马家海主持农业部、财政部首批科技跨越计划项目紫菜

养殖加工出口产业链开发，通过培育和推广综合性状好的栽培品种（系）、短期冷

藏网（换网）技术和全自动资材加工机组国产化，全面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于２００５

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马家海为第一完成人）。２００９年，马家海主持（第

二主持人）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科研项目我国沿岸绿潮藻分布调查。正在进行的

项目有农业部课题经济海藻良种产业化技术研究与示范、国家海洋局科研专项我

国南方沿海大型海藻生态系统恢复技术集成与示范、紫菜高效生态栽培和高值化

加工技术开发及应用示范。

/" 012344564789:;<=>?

水产养殖学学科科学研究内容涵盖很广，如前所述，包括鱼类池塘养殖、大水

面鱼类增养殖、名特优水产品增养殖、设施渔业、水产动物疾病防治、水产动物生

理学、遗传育种、种质资源研究、水生生物学研究、鱼类学研究等。各相关学科的

学术队伍大体分为２个时期。

（一）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水产养殖学学科的学术队伍主要成员是解放前毕业的

专家，如鱼类学的朱元鼎、王以康、骆启荣；水生生物学的肖树旭；遗传学的陈子

英；生物学的陆桂、张菡初、王义强；贝类学的郑刚；植物学的华汝成；微生物学的

宋德芳；水产资源的王贻观等。另一部分专家则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毕业的，代表

人物有：孟庆闻、谭玉钧、王嘉宇、林新濯、陆家机、杨亦智、黄琪琰、王素娟、李仁

培、李松荣、李秉道、许成玉、刘铭、柳传吉、黄世蕉、苏锦祥、梁象秋、郑德崇、伍汉

霖、金鑫波、王瑞霞、雷慧僧、严生良、朱家彦、钟展烈、唐士良、张媛溶、方纪祖、孙

其焕、李婉端、洪惠馨、俞泰济、李元善、张英、刘凤贤、蔡维元、李爱美、杨和荃、赵

长春、张道南、王道尊、纪成林、姚超琦、姜仁良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有一大批本

校毕业和外校毕业的大学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他们大多工作到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并逐渐成为学科中相关方面的骨干专家，为水产养殖学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李思发、朱学宝、陈马康、施正峰、赵维信、楼允东、陈霖海、章

景荣、王维德、周碧云、江维琳、宋天复、顾功超、蔡完其、童合一、姚超琦、殷名称、

马家海、王武、陆伟民、宋承芳、王霏、臧维玲、周洪琪、张克俭、许为群、金丽华、孙

３２

第一章　水产养殖学学科



佩芳、李亚娟、李芳兰、翁忠惠、赵玲、章志强、陈国宜、张毓人、周昭曼等。

（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至２１世纪初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上述学术队伍中的人员大多相继退休，此时，学校

陆续招聘了一些具博士学位人才，如邱高峰、唐文乔等；还有校内外培养的博士

如李家乐、魏华、何培民、鲍宝龙等。此外，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前后出国留学

后回国的学者，如严兴洪、钟俊生、陆宏达等。还有从外单位引进的杨先乐和蔡

生力等。进入２１世纪后，学校又陆续招聘了一些国内外培养的博士。这些人

才充实了水产养殖学学科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如成永旭、吕为群、张俊彬、吕利

群、李伟明、薛俊增、严继舟等成为水产养殖学学科及相关学科的领军人物和学

术团队核心。

（三）相关实验室及实验基地

１．相关实验室

（１）鱼类研究室

鱼类研究室前身是创立于１９５２年的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朱元鼎。直属学

校领导。２００２年起该室划归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领导。历任室主任是朱元鼎、

伍汉霖、唐文乔。

该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从事鱼类分类学和鱼类形态学的研究、鱼类区系调查

和研究等。鱼类标本室因学校于１９７２年迁往厦门，１９８０年又从厦门迁回上海，

造成鱼类标本等先后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厦门水产学院２次

分割。２０１１年存有鱼类浸制标本２５００余种、４万余号，尚有剥制标本若干。

１９９９年，该室被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科委、市科协和市教委命名为上海

市水生生物科普教育基地。

（２）农业部淡水水产种质资源重点实验室。

（３）省部共建水产种质资源发掘与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４）农业部渔业动植物病原库。

（５）农业部鱼类营养与环境研究中心。

（６）农业部团头鲂遗传育种中心。

（７）上海市水产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８）水域生态环境上海市高校工程研究中心。

（９）上海高校水产养殖学Ｅ研究院。

（１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系统和神经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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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实验实习基地

主要实验基地有：

国家水产科学实验教学中心下设鱼类学、水生生物学、基础生物学、生物技

术、动物生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环境化学及显微互动教学实验室，同时设有创

新实验室供学生开展自主实验。

校管实习基地有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滨海镇的水产养殖工程中心、浙江省象山

县的象山科教试验基地、浙江省嵊泗县的大洋山生态观测站以及位于校内的鱼类

营养与环境生态中心等。

与有关部门合作建立的实习基地或产学研基地有：上海申漕特种水产开发公

司、上海万金观赏鱼养殖有限公司、上海浦东三林观赏鱼养殖基地、上海青浦淼磊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飞帆饲料有限公司、浙江科盛饲料有限公司、上海海洋水

族馆、上海长风公园海底世界、上海转基因研究中心、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上

海市农业科学院、上海职业能力培训中心、上海市及各区县的环境监测站、上海临

港污水处理厂、上海老港垃圾填埋场、上海农好饲料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发展有

限公司、杭州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宁波海能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湖州唐氏

观赏鱼养殖基地、浙江慈溪农业科技创新园、浙江粤海饲料有限公司、浙江恒兴饲

料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江苏中洋集团、南通巴大饲料

有限公司、江苏省如皋市绿洲园艺有限公司等。

@" ABCD

学院的社会服务主要有产学研合作与科技入户活动两个方面。

（一）产学研合作开展渔业科技服务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曾在宁波东钱湖建立教学实习基地。藻类养殖教师在王

素娟带领下，到舟山渔区参加海带南移栽培试验，开始建立产学研基地。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谭玉钧、王武等在无锡河埒口开展高产养鱼技术服务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学校与金山漕泾合作共建的上海申漕特种水产开发公司，

成为学校水产养殖学学科长期产学研基地，生产内容和规模日益完善，不仅为育

苗生产提供技术支撑，同时成为本科生、研究生实习基地，对教育和青年教师的锻

炼成长起到重要作用。２００１年被评为上海市首批高校产学研基地，２００３年评为

教育部全国高校产学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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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发“十五年育一鱼”，培育成团头鲂良种和罗非鱼选育，不仅在学术上做

出贡献，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发展。中国团头鲂年产量稳定在５５万吨左右，其中选

用李思发选育的“浦江１号”良种者约占１／２，１年可增加产值达１０亿元。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学校与江苏吴江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上海市松江区水产良

种场、上海农好饲料有限公司、上海崇明赢东村等建立“水、种、饵、病”等方面的产

学研合作。参与支援中西部建设，在新疆冷水性人工鱼类繁育与养殖，云南设施

渔业车间建设与推广，西藏亚东鲑技术开发，黑龙江、辽宁、吉林、青海、宁夏、安

徽、浙江、江苏等省、自治区在河蟹养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推动了服务社

会工作，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组建教授博士团开展富有成效的渔业科技入户活动

２００５年，王武被聘为农业部全国渔业科技入户专家组首席专家，该专家组由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全国水产科技推广总站的５名专家组成。２００６年，李应森

也被聘为该专家组成员。他们深入渔区生产第一线，指导水产养殖生产，受到渔

民们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２００７年，王武、李应森分别荣获全国农业科技推广

标兵的光荣称号。为贯彻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科技入户工作的意见》，学院在

２００５年组织１０名专家组成党员教授服务团，赴全国渔业科技示范县江苏高淳渔

区，开展以河蟹养殖为主体的技术服务，得到当地农民和领导一致好评。学校决

定自２００６年起每年暑假期间组织有关教授、博士组建科技服务团，下渔区第一

线，广泛开展渔业科技服务工作。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先后赴安徽省当涂县、江苏省宝

应县、安徽省五河县、湖北和安徽、江苏昆山等地开展科技入户活动。２００８年春，

许多地方遭遇罕见低温冰冻灾害，给水产养殖带来严重影响，校领导及时组织６

位教授，仅在８天时间，紧急编写《水产养殖业科技救灾手册》，由校长潘迎捷带

队，３６名教授、博士组成救灾服务团，深入江苏、湖北、安徽等渔业受灾县，赠送

４０００本救灾手册，参加培训的养殖户达１８００人。

２００９年学院教授博士服务团分成８个服务分团分别赴上海市郊区县，江苏

省扬州市宝应县、盱眙县和高淳县，安徽省芜湖市、宣城市和当涂县，四川省都江

堰市，宁夏银川市郊、石嘴山市、青铜峡市和中卫市等１８个区县进行渔业科技服

务夏季行动。校党委书记叶骏、副校长黄硕琳亲自带领服务团下乡。

２０１０年，组建了由水产与生命科学学院为主，食品学院、经管学院参加的服

务团，分成１０个服务分团，共６１名教师，带领２４名博士生和硕士生，赴３０多个

区县，开展科技下乡“夏季行动”，将６００多本《河蟹生态养殖》赠送给各县。

６２

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



２０１１年，组建了由水产与生命科学学院为主，食品学院、经管学院、海洋学院

和人文学院参与的服务团，分成１２个服务分团，共１１０名教师，带领３名博士生

和３６名硕士生，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辽宁、宁夏、西藏、新疆等８省（区），共

３８个区县进行科技入户。

渔业科技服务工作的范围从中东部扩大到中西部。科技入户服务工作取得

良好成效，得到当地主管部门和广大渔民的充分肯定。

E" FG

水产养殖学学科在学科建设上取得很大进步。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一批年富

力强的教授、博士们在努力提高学科水平和加强课程建设等方面取得十分突出的

成绩，展现了水产养殖学学科蒸蒸日上的美好发展前景。

２００１年，该学科有教师７７人，其中教授１１人、副教授２１人、具博士学位教师

３３人；研究生导师总数达３８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１５人。２０１１年共有教师９８人，

其中，教授３１人、副教授３７人、具博士学位８１人；研究生导师有６２人，其中博士

生导师１９人。学术梯队组成趋于年轻化、合理化。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

人和学术骨干在学术界的地位不断提高，形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多个研究团队：以

李思发、李家乐等为学科带头人的水产动物种质资源和遗传育种研究团队；以严

兴洪、马家海等为学科带头人的藻类生物技术研究团队；以杨先乐、吕利群等为学

科带头人的水产动物医学研究团队；以王武、成永旭等为学科带头人的集约化养

殖系统研究团队；以唐文乔、鲍宝龙等为学科带头人的鱼类学研究团队等。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学科点承担各类研究项目６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

项，国家８６３项目１项，农业部科技跨越计划项目１项，教育部、农业部、上海市等省

市部委级科研项目４０项，国际合作项目２项等。先后发表科研学术论文４１８篇，其

中４０多篇在国际学术会议宣读或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公开发表，ＳＣＩ检索论文８篇。

出版专著１１部、教材５本。有１０余项科研成果被转让或被相关生产单位采用，产

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２项，农业部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４项、三等奖１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３项。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该学科新承担各类科研项目共３３７项，其中重要科研项目

有：主持国家“８６３”项目１项，参与３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２项，主持“９４８”

项目２项。在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４５３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１６４篇，Ｓ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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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检索收录论文２０篇。出版主编（含参编）专著１３部，主编教材９部，其他编著

１２部。申请专利１９项，授权专利１０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上海

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浙江省科技成果奖二等奖１

项，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项，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二等奖１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水产养殖学学科在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１１５７篇，其中

核心期刊论文９０１篇，ＳＣＩ、ＥＩ检索收录论文１５８篇。出版著作４５部，其中主编

专著３２部。专利申请７７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２项；获得上海市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５项，二等奖１２项，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每年都获得１项上海市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分别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

项，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

水产养殖学学科获奖成果见表１—３。

表１　水产养殖学学科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奖项

编号 年度 成　果　名　称 获奖种类及等级 本校第一完成人

１ １９７８ 河蚌育珠 全国科学大会奖 郑　刚

２ １９７８
人工合成多肽激素及其在家鱼催

产中的应用
全国科学大会奖 姜仁良

３ １９７８ 池塘科学养鱼创高产 全国科学大会奖 谭玉钧

４ １９８７
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及罗

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朱元鼎

５ １９８７
坛紫菜营养细胞直接育苗和养殖

的研究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王素娟

６ １９８８
青草鲢鳙鲂鱼受精生物学的光学

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研究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王瑞霞

７ １９８９
上海市郊区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大

面积综合试验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谭玉钧

８ １９８９

江口水库大水体养殖综合开

发———大型水库脉冲电栏鱼电栅

技术

国家星火奖三等奖 钟为国

９ １９９０ 鲤鱼棘头虫病的研究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黄琪琰

１０ １９９１
千亩池塘商品鱼亩产１０００公斤

技术试验
国家星火奖二等奖 谭玉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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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年度 成　果　名　称 获奖种类及等级 本校第一完成人

１１ １９９３ 草鱼出血病防治技术研究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黄琪琰

１２ １９９８
天鹅洲通江型故道四大家鱼种质

资源天然生态库的研究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李思发

１３ １９９８
中型草型湖泊渔业综合高产技术

研究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陈马康

１４ １９９９
条斑紫菜病烂原因调查及防治的

研究
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马家海

１５ ２００４
团头鲂良种选育与开发利用———

浦江１号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李思发

１６ ２００９
罗非鱼产业良种化、规模化、加工

现代化的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李思发

１７ ２０１０
中华绒螯蟹育苗和养殖关键技术

及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成永旭

１８ ２０１１ 坛紫菜良种的选育与推广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严兴洪

表２　水产养殖学学科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奖项

编号 年度 成　果　名　称 获奖种类及等级 本校主要完成人

１ １９７８ 河蚌育珠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郑刚、张英、李松荣、王

维德

２ １９７８
人工合成多肽激素及其在

家鱼催产中的应用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姜仁良、王道尊、谭玉

钧、郑德崇

３ １９７８ 池塘科学养鱼创高产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谭玉钧、王武、雷慧僧、

姜仁良、施正峰、李元善

４ １９７８
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

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朱元鼎、伍汉霖

５ １９７８
鲢、鳙腐皮病及其防治方

法的初步研究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唐土良、柳传吉

６ １９７８
太湖渔业资源调查和增殖

试验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赵长春、缪学祖、严生

良、殷名称、童合一

７ １９７８
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

调查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张友声、徐森林、方忠

诰等

８ １９７８ 河蟹人工繁殖的研究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梁象秋、严生良、郑德

崇、郭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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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年度 成　果　名　称 获奖种类及等级 本校主要完成人

９ １９７８ 紫菜人工养殖研究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王素娟、马家海、朱家

彦、顾功超

１０ １９７８
真鲷人工繁殖与苗种培育

的研究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苏锦祥、凌国建、楼允东

１１ １９７８ 高密度流水养鱼研究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翁忠惠、李元善、宋承

芳等

１２ １９７８
鱼类促性腺激素放射免疫

测定法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姜仁良、黄世蕉、赵维信

１３ １９７８
中国对虾南移人工育苗及

养殖试验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肖树旭、纪成林

１４ １９７８ 鱼类颗粒饲料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王道尊、孙其焕、宋天复

１５ １９７８

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

统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

的研究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朱元鼎、孟庆闻

１６ １９７８
利用高产水生植物草浆

养鱼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朱学宝、李元善

１７ １９７８
坛紫菜自由丝状体培养和

直接采苗试验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陈国宜

１８ １９７８
河鳗人工催熟催产及鳗苗

早期发育的研究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赵长春、王义强、施正

峰、张克俭等

１９ １９７９ 鲎人工饲养
福建省科技成果奖二

等奖
顾功超

２０ １９７９
闽南渔场———台湾浅滩鱼

类资源调查

福建省科技成果奖二

等奖
伍汉霖、金鑫波、沈根媛

２１ １９７９ 池塘静水养鱼高产技术
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奖

三等奖
王武

２２ １９７９ 紫菜人工养殖 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王素娟等

２３ １９８０
石斑鱼白斑病的病原及其

防治的研究

福建省水产科技成果奖

三等奖
黄琪琰、蔡完其、纪荣兴

２４ １９８０
利用高产水生植物草浆

养鱼

福建省科技成果奖四

等奖
朱学宝、李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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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年度 成　果　名　称 获奖种类及等级 本校主要完成人

２５ １９８１
水库溢洪道脉冲电拦鱼

电栅

福建省水产厅水产科技

成果奖二等奖；１９８２福

建省科技成果奖三等

奖；１９８２福建省科技成

果奖推广三等奖

钟为国

２６ １９８１ 鱼类种质资源的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李思发

２７ １９８１
池塘水质变化与控制的

研究

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王武

２８ １９８１ 鱼类繁殖生理研究
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姜仁良、赵维信

２９ １９８３
水库溢洪道脉冲电拦鱼

电栅

农业部科技成果技术改

进奖二等奖
钟为国

３０ １９８５
鲢、鳙、草、鲂鱼受精过程

光、电镜观察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王瑞霞等

３１ １９８５
精养鱼池水质管理的原理

与技术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王武等

３２ １９８５
草鱼出血病病毒的分离鉴

定及其敏感细胞系的建立

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杨先乐

３３ １９８６
坛紫菜营养细胞直接育苗

和养殖的研究

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王素娟、张小平、孙云龙

３４ １９８６
应用放射免疫测定鱼类促

性腺激素性激素的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姜仁良、黄世蕉、赵维信

３５ １９８６
东张水库乙维混合捻线拦

鱼网的设计与应用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徐森林

３６ １９８７
尼罗罗非鱼溃烂病防治

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黄琪琰、蔡完其、孙其焕

３７ １９８８ 中国内陆水域渔业资源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梁象秋（参加者）

３８ １９８８
多功能大跨度拦鱼网工程

的设计与应用

安徽省农牧渔业厅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徐森林、余邦涵

３９ １９８９

江口水库大水体养殖综合

开发———大型水库脉冲电

栏鱼电栅技术

江西省星火奖二等奖 钟为国、李庆民、陈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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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年度 成　果　名　称 获奖种类及等级 本校主要完成人

４０ １９８９
长江、黑龙江、珠江鲢、鳙、

草鱼考种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李思发、周碧云、陆伟

民等

４１ １９８９ 鲤鱼棘头虫病的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黄琪琰、郑德崇、邓柏仁

４２ １９９０
多功能大跨度拦鱼网工程

的设计与应用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徐森林、余邦涵

４３ １９９１ 草鱼出血病防治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
黄琪琰、郑德崇

４４ １９９１ 蟢湖水产增养殖技术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童合一

４５ １９９１
主要水生动物饲料标准及

检测技术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王道尊

４６ １９９１
湖泊围栏区捕捞技术的

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

技成果奖二等奖

钟为国、郭大德等

４７ １９９１

湖泊捕捞技术研究———

１００至１０００亩围养区捕

捞技术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

技成果奖二等奖

钟为国、郭大德、张荫

乔、沈锡江

４８ １９９１
特种饲料加工技术———仔

鱼、幼虾饵料的研究

商业部科技进步奖四

等奖
王义强

４９ １９９２
高邮杂交鲫杂种优势利用

及其遗传性状研究

江苏省水产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四

等奖

楼允东、张克俭、杨和

荃、张毓人

５０ １９９３
家鱼秋繁及其对次年春繁

的影响

江苏省水产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楼允东、张克俭

５１ １９９６
大型湖泊渔业综合高产技

术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陆伟民、童合一

５２ １９９６
中型草型湖泊渔业综合高

产技术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陈马康、姜新耀、孙其

焕等

５３ １９９７
中国经济海藻超微结构

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王素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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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年度 成　果　名　称 获奖种类及等级 本校主要完成人

５４ １９９７

天鹅洲通江型故道“四大

家鱼”种质资源天然生态

库的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李思发、周碧云

５５ １９９７

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的引

进及其同现有养殖品系的

评估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李思发、李家乐等

５６ １９９７
对虾常见病的防治技术

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蔡生力

５７ １９９８
条斑紫菜病害防治技术的

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马家海

５８ １９９９ 虾蟹类增养殖学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三等

奖（教材类）
纪成林

５９ １９９９ 微囊型微粒子饲料

浙江省渔业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浙江省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王道尊

６０ １９９９
水产养殖病害防治药物效

果对比筛选试验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蔡生力（参加）

６１ １９９９
淡水鱼类种质标准参数及

其应用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李思发、周碧云

６２ ２００２ 鱼类营养及饲料技术研究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王道尊（第三完成人）

６３ ２００５

中国大鲵子二代全人工繁

育技术及南方工厂化养殖

模式的研究

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杨先乐

６４ ２００５
出口文蛤消毒净化技术研

究及产业化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沈和定（第三完成人）

６５ ２００６
中华鳖传染性疾病防治技

术的研究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杨先乐（第二完成人）

６６ ２００６
三角帆蚌和池蝶蚌杂交优

势利用技术
浙江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李家乐

６７ ２００６
江黄颡鱼的生物学与养殖

技术研究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王武

６８ ２００６
设施渔业水处理装备的研

究与开发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朱学宝等

６９ ２００９
湖泊生物资源快速修复与

渔业利用技术研究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成永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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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水产养殖学学科获上海市科技成果奖奖项

编号 年度 成　果　名　称 获奖种类及等级 本校第一完成人

１ １９７７ 家鱼人工繁殖的研究 上海市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 谭玉钧

２ １９８５ 低盐度海水对虾养殖技术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肖树旭

３ １９８７
池塘养鱼高产和综合养鱼

技术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谭玉钧

４ １９８６ 渔牧复合生态系统工程研究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李思发

５ １９８８
上海市郊区池塘养鱼高产技

术大面积综合试验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谭玉钧

６ １９８８
上海市池塘养鱼高产与综合

养鱼技术的研究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王道尊

７ １９８８
上海市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

合调查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上海市农业、乡镇工业科技

成果奖二等奖

肖树旭

８ １９９２
河口区中国对虾育苗与养成

水质的研究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臧维玲

９ １９９２ 青鱼饲料标准及检测技术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王道尊

１０ １９９３
精养鱼池有效磷变化规律及

其控制的研究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王武等

１１ １９９５ 鲫鱼腹水病的研究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黄琪琰

１２ １９９６
罗氏沼虾同步产卵、幼体饲

料、育苗水质研究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赵维信

１３ １９９７
团头鲂、鲢、鳙细菌性败血症

的研究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黄琪琰

１４ １９９９ 现代科技与上海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楼允东

１５ ２００２
团头鲂良种选育与开发利

用———浦江１号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李思发

１６ ２００４
中华绒螯蟹种质研究和鉴定

技术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李思发

１７ ２００５

基于微生物技术的动物源食

品安全生产体系的建立与

应用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成永旭（排名６）

１８ ２００５ 紫菜养殖加工出口产业链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马家海

１９ ２００５
渔用药物代谢动力学及药物

残留检测技术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杨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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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年度 成　果　名　称 获奖种类及等级 本校第一完成人

２０ ２００６
循环水工厂化养殖系统工艺

设计与应用研究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朱学宝

２１ ２００６
生物技术在水产养殖生态系

统修复中的应用研究与开发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成永旭（排名６）

２２ ２００７
从吉富到新吉富———尼罗罗

非鱼种质创新与应用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李思发

２３ ２００８
淡水珍珠蚌新品种选育和养

殖关键技术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李家乐

２４ ２００９
中华绒螯蟹育苗和养殖关键

技术及应用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成永旭

２５ ２０１０
坛紫菜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应用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严兴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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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河鳗人工繁殖研究

河鳗（犃狀犵狌犻犾犾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是一种在淡水中生活成长，达到性成熟年龄后于初

秋降海进行生殖洄游的鱼类。此时，雌鳗卵巢处于Ⅲ期初，雄鳗精巢处于Ⅱ—Ⅲ

期初。进入海洋以后，在漫长的洄游过程中，雌雄生殖腺逐渐达到成熟，在大洋深

处的特定产卵场完成产卵、受精、孵化。出膜后仔鳗经历柳叶鳗，随海流漂游至沿

海，再经变态成细线状的白仔鳗，在淡水吸引下游入江河生长，完成洄游过程。所

以鳗鱼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洄游性鱼类。

河鳗亲鱼在淡水中性腺不能自然成熟，在一般的海水中也同样如此。这使其

比一般鱼类的人工繁殖难度更大，加之河鳗仔幼鱼生活史复杂，从而难上加难。

因此，河鳗人工繁殖成为经济鱼类中高难度的研究课题之一，至今尚未完全解决。

突破河鳗人工繁殖关，不仅可以促进生产，且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河鳗人工繁殖研究是国家水产总局重点科研课题，项目负责人李元善，执

行人有赵长春、施正峰、王义强、张克俭、杨叶金（福建省水产研究所），谭玉钧、

洪玉堂参加过部分工作，李元善参与课题设计和研究计划制订等。研究工作在

厦门鼓浪屿从１９７３年１月至１９８０年６月历时８年。当时，科研经费、实验

条件等比较有限，但经课题组不懈努力，在有些方面取得国际领先水平的

成绩。

一、亲鳗催熟

雌雄亲鳗在海水池中长期饲养，生殖细胞发育只停留在Ⅲ期，不会自然成熟，

只有注入外源性激素才能促进亲鳗性腺发育成熟。课题组为探索恰当的激素及

其用量进行了多年试验。试验之一是比较不同激素的催熟效果，对体重４００克的

雌鳗分别注射：Ａ组鲤脑垂体１．５毫克＋ＨＣＧ０．９毫克，Ｂ组鲤脑垂体２．２毫克，

Ｃ组ＨＣＧ３．３毫克，Ｄ组ＬＲＨＡ０．１毫克。结果，Ａ组注射７次后全部成熟，其

余３组效果都较差或很差。

试验之二是鲤脑垂体＋ＨＣＧ组合中不同剂量对雌鳗催熟效果的比较。体重

以４００克为中值，不同体重的雌鳗按比例相应增减剂量，剂量按公比为２的等比

数增减，剂量中值为鲤脑垂体１．５毫克＋ＨＣＧ０．９毫克：第一组鲤脑垂体０．１９

毫克＋ＨＣＧ０．１２毫克；第二组为０．３８毫克＋０．２３毫克；第三组为０．７５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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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５毫克；第四组中值为１．５毫克＋０．９０毫克；第五组为３．０毫克＋１．８０毫克；

第六组为６．０毫克＋３．６０毫克；第七组为１２毫克＋７．２０毫克。每隔１５天注射

一次。试验结果，第二组经１０次注射后５尾成熟，成熟率６２．５％；第三组经９次

注射后５尾成熟，成熟率６２．５％；第四组经９次注射后全部成熟；第五组经７次注

射后全部成熟；第六组经６次注射后全部成熟；第七组经５次注射后有７尾成熟，

６次注射后全部成熟。各组比较，呈现剂量倍增，成熟时间呈提早趋势。

当时，由于条件有限，无法实现恒温的实验条件。因此，课题组考虑，亲鳗催

熟要达到３个目标：第一，注射激素要高效、节省；第二，催熟的目的是为了产卵、

受精、孵化，厦门鼓浪屿实验地４月下旬至５月下旬的水温在１９℃—２６℃，适合

河鳗产卵，并且要避开九龙江洪水下泄对试验水质盐度的影响，过早成熟和延缓

成熟都不利于产卵受精孵化，所以催熟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适时成熟；第三，雌鳗

和雄鳗在激素作用下，生殖腺发育成熟所需体内物质转化差异很大，因此要求控

制雌雄亲鳗在产卵季节能同步成熟，特别是控制雄鳗早熟。

按此目标，在上述试验基础上又经多次试验，成功解决了以上３个问题：第

一，对４００克体重的雌鳗每次注射鲤脑垂体（干粉）１．５毫克、ＨＣＧ粗品０．９毫克

（加水溶解），注射６—８次后多数雌鳗能达到成熟。若减为以上剂量的２／３时，约

需多注射１—２次才能达到成熟。雄鳗使用剂量为上述剂量的一半，注射３—４次

就能达到成熟。与国外相比较，试验用量仅为Ｆｏｎｔａｉｎｅ等对欧洲雌鳗所用剂量

的几十分之一。而日本北海道大学山本喜一郎等对体重５００—１０００克的河鳗雌

鳗每周一次注射鲑鳟鱼脑垂体约３５毫克，经９—１５次注射后成熟，使用剂量是本

试验的十多倍。第二，亲鳗催熟间隔时间不采取简单统一的规定。对雌鳗，水温

较高的季节２周催熟一次，冬季水温低时１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注射一次。对雄鳗

只注射３—４次，已能控制雌雄亲鳗在４月底至５月底同步成熟。第三，外源性激

素促使亲鳗成熟的作用机理认识上可能与当时其他学者有所差别：一是脑垂体与

ＨＣＧ合并使用所起的作用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协同作用，这在中国家鱼人工繁殖

研究中已被证明；二是注射的外源激素对亲鳗自身脑垂体促性腺激素起激发作

用，调动了自源性激素持续促进性腺发育，这从对雌鳗脑垂体切片观察中腺垂体

的ＰＡＳ阳性物质积累得到证实；三是亲鳗在内外源激素作用下实现卵母细胞的

物质转化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基于以上认识，课题组没有采用密集、大剂量的注

射方法，而是采用自己制订的方案。事实证明，这一技术路线使雌鳗从卵子成熟

过渡到产卵更为自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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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使亲鳗在水池中自行产卵、受精

课题组在试验初期曾多次采用人工授精法获取受精卵，后因存在时机把握

难、受精率低等问题而改为全部采取池塘内自行产卵、受精。课题组选择地处安

静，面积１０多平方米，水深３米或以上，池底放陶管或水泥管数根，配放成熟雌鳗

３—４尾，成熟雄鳗５—６尾，注射催产剂剂量和种类与催熟时使用的相同或略多。

催产时间在１６：００—１７：００效果较好，翌日凌晨交配产卵。课题组人员曾数次观

察到雌雄亲鳗追逐产卵的情景和动作，颇令人激动，至今仍历历在目。由于河鳗

在大海中完成天然产卵，其自然情形至今仍是个谜。

每年催产３—４批，每批都能得到数十万受精卵，足以进行孵化和鳗苗培养试

验，所以，试验未追求产卵批次和产卵数量。

河鳗产卵、受精之所以比较顺利，得益于成功完成催熟过程。适时成熟、雌雄

同步成熟、从容成熟以及多配雄鳗追逐诱导雌鳗等是成功的关键。大剂量、急促

式催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三、河鳗早期发育观察和仔鳗培育

采用家鱼人工繁殖使用的孵化桶孵化河鳗受精卵。由于河鳗受精卵有数十

个油球，后逐步集中成一个，而且比重很小，比家鱼受精卵更易漂浮，孵化效率更

高。故采用孵化桶孵化河鳗受精卵行之有效，但要控制水交换量。

课题组观察并记载了河鳗胚胎发育和孵出后９天内的仔鱼发育形态。刚排

出的卵直径１毫米左右；受精后３０分钟，卵膜膨胀至直径１．２—１．４毫米；受精后

８小时３０分进入原肠期；受精后１６小时，胚体中段出现体节；受精后３１小时３０

分，心脏开始搏动；受精后３３小时３０分，仔鱼开始孵出。刚孵出的仔鱼体长

３．１—３．６毫米。３天的仔鳗，肠道内有纤毛运动，肠腔内似有食物。１４天的仔

鳗，体长７．６毫米，油球即将消失，体高显著增加，特别是肛门附近部位，似有开始

向叶状幼体过渡的趋势。至第１９天，仔鳗仅成活４尾，其中１尾已有损伤，因此

决定牺牲１尾健康仔鳗，进行显微摄影，使形态保持良好的照片得以留存。另２

尾仔鳗在成活第２１天时死亡。这是当时人工繁殖河鳗仔鳗存活时间世界最长纪

录，并保持近２０年之久。

四、促使产后亲鳗再次成熟排卵

课题组将产后亲鳗放于池中继续饲养，发现“骨瘦如柴”的顺产亲鳗，无论是

雌鳗或雄鳗都能正常生活，只有那些不能正常排卵或部分排卵的雌鳗才会死亡。

这可能与腹腔内剩卵败死导致炎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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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从１９７７年５月开始，将产卵后的雌鳗２３尾分成２组：海水组９尾，淡水

组１４尾，后者在海水中蓄养１５—３０天后，过渡到淡水中喂养，前者一直在海水中

喂养。饲料用蚯蚓、贝肉、虾、鱼等，亲鳗开食后逐渐转为摄食旺盛，经２年饲养，２

组亲鳗恢复良好。陆续进行解剖观察，亲鳗体重增加。经组织学方法检查消化道

和卵巢，发现亲鳗停食９个月而极度萎缩的消化道已恢复正常。胃粘膜层发达，

粘膜上皮细胞高柱状，胃小凹发达，凹陷较深，胃腺复生，腺细胞内充满染成深红

色的分泌颗粒。前肠粘膜褶宽而高，多曲折和分枝，柱状上皮细胞增高；后肠恢复

状况也很好。卵巢中原先已经消失的第Ⅱ时相卵母细胞重新产生，并出现第Ⅲ时

相卵母细胞，有的个体第Ⅱ、Ⅲ时相卵母细胞体积已占卵巢的一半。

再经过５—６个月加强投饵喂养，淡水组雌鳗在重新过渡到海水中后，１９７９

年１１月开始对剩余的原淡水组雌鳗７尾，海水组雌鳗４尾进行催熟试验，经５—９

次催熟注射后全部成熟。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１日催产，其中１尾顺利排卵，其余仅部分

排卵。由于雄鳗没有充分成熟，未能受精。

１９７９年５—６月选取排过精的雄鳗９尾，１０月２７日起投饵喂养，１９８０年３月

２４日开始催熟注射，至５月２９日有３尾成熟，能挤出精液。

实验结果说明，经９个月绝食后顺产的雌雄亲鳗得以存活，无一死亡，说明河

鳗生命力非常顽强，经喂食饲养体质康复再次注射激素催熟后，又能重新成熟排

卵、排精，打破“河鳗产卵后全部死亡”的论断。研究人员推测，如果实验设计更加

周密，雌雄亲鳗能够同步成熟，则完全有可能再次产卵受精。由实验结果推测，自

然界的亲鳗也有产后存活并在海洋再次成熟、繁殖的可能。遗憾的是该研究因学

校由集美迁回上海而中止。

该项目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河鳗人工催熟、催产及幼体发

育的研究，获１９７８年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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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生生物学学科

水生生物是指生活在各类水体中的生物的总称，包括淡水生物和海洋生物。

水生生物学是研究水生生物的生命现象和生物学过程及其与环境因子间相互关

系的学科，研究范围涉及水生生物的分类、形态、生理、生活习性、发育、系统进化、

分布、以及与环境间相互关系。随着学科间交叉、渗透和融合的深入，现代水生生

物学不仅对水生生物进行分类检索和形态描述，更趋向于研究各类水生生物的生

命活动规律，以及在水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中所起的作用。这对深入认识水生

生物的生命现象和生命过程规律，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水生生物资源，以及保护

拯救濒危物种、维护水域生态系统平衡等，均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根据我

国２０１１年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水生生物学（０７１００４）是生物学

（０７１０）的一个二级学科，属于理学门类。

学校的水生生物学教学可以追溯到江苏省立水产学校１９２１年设立的养殖

科。当时，养殖科课程设置包含浮游动植物、底栖生物、无脊椎动物等教学内容。

然而，学科不同于专业和课程，其发展标志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也就是以知识形

态即以科研成果的形式服务于社会。因此，将以基础性科研的开展和成果的产生

为线索，而并不局限于固定的专业或人员，按广义的学科研究范畴来叙述学校水

生生物学学科发展史。同时，由于教学成果和原创性教材都包含了编著者的学术

思想和成果，因此将教学成果和首创或优秀教材的出现也作为学科发展的标志事

件之一。依据学校发展阶段，可分为上海水产学院前期、厦门水产学院及上海水

产学院后期、上海水产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４个时期。有关鱼类学情况请参见

第三章鱼类学学科，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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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外水生生物学学科发展进程一样，这一时期学校以研究对象为主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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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分支学科，如水生生物学、藻类学、贝类学等传统分支学科，均在此时初创

并得到快速发展。

（一）水生生物学

与传统的水生生物学一样，由于鱼类学已较早地独立，学校的水生生物学并

不包括鱼类、鲸类等脊椎动物的研究内容。后来，由于藻类学和贝类学的分离，水

生生物学逐渐集中于甲壳类、水生维管束植物等的研究。

学校于１９５２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设置了水生生物专业。早期由于师资和研

究条件缺乏，主要精力应对教学任务，编写讲义和教材。１９６１年，王嘉宇主编的

《水生生物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这是水产部组织的我国第一批统编教材，在全

国水产高校中开始使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随着教师人数的逐渐增多，开始参加由国内研究机构

组织的科研活动。１９５７年，李松荣、方纪祖参加由太平洋西部四国渔业合作协定

规定而组织的中苏联合调查黄渤海生物资源项目。１９５８年，陆家机、俞泰济、梁

象秋参加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织的对兆湖的地貌及生物调查。１９５９年，

洪惠馨、张世美参加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组织的全国海洋普查等。１９５９年，

上海市水产局组织东海渔区渔场调查，由林新濯主持，梁象秋参加底栖生物，洪惠

馨、杨亦智等参加浮游生物的调查。１９６０年上海市水产局组织的东海渔业资源

调查，由肖树旭主持海洋生物部分，梁象秋、洪惠馨及鱼类学与水产资源专业学生

参加。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间，杨亦智、严生良、杨和荃等参加上海水生维管束植物的

调查。完成后，编写成《水生维管束植物》教学参考书用于教学。之后又编撰《习

见淡水生物图册》、《淡水习见藻类》、《淡水枝角类》、《淡水轮虫》和《淡水软体动

物》等教学参考图册，为多所院校采用。

１９５９年，水产养殖系组织水生生物、鱼类学等教研组开展上海淀山湖渔业资

源调查，由陆桂带队，孟庆闻、王嘉宇、严生良、梁象秋及淡养１９６２届学生等参加，

完成渔业生物学的调查后并撰写成论文，发表于《上海水产学院学学报》创刊号。

１９６４年，王嘉宇主持苏州河污水直接排至长江口后对渔业影响的研究，由上

海市城市建设局、市水产局，东海水产研究所和学校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学校有

４名教师和２０名学生参加。调查结束写出调查报告，为苏州河治理提供了一份

有科学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

洪惠馨对浙江近海进行了多年的水母类调查，于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６５年在《上海

水产学院论文集》和《动物学杂志》上发表了浙江近海水母类的论文。１９７０年，洪

１４

第二章　水生生物学学科



惠馨、张世美等根据多年对水母类研究的资料，编写成《海蜇》一书，由科学出版社

出版。

１９６４年，纪成林开始到上海郊区观察螃蜞的生活习性，并在《生物学通报》发

表《上海郊区螃蜞洞穴及其对农田水利的危害性》。１９７４年，在《动物学杂志》上

又发表《上海郊区螃蜞的周年活动及其防治与利用》。从１９７５年起开始研究龙

虾，在《动物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龙虾》、《福建沿海的中国龙虾》、《龙虾的捕捞、

暂养和运输》、《我国龙虾及其渔业》等论文。

梁象秋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始收集文献资料和标本，进行中国淡水虾类研

究，１９６４年，在《动物分类学报》上发表其第一篇学术论文《广东米虾属一新种》。

此后，得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科研资助经费支持，也为以后将相关研究成果

纳入《中国动物志》奠定基础。

（二）藻类学

藻类学是学校水生生物学的特色分支学科。这一学科侧重于应用型研究，但

在基础研究上也取得很大成绩，这里主要叙述应用基础研究部分。

王素娟１９５３年从山东大学水产系毕业后进入上海水产学院。由于开设贝藻

养殖课程的需要，１９５４年，学校派王素娟前往青岛山东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进修海藻栽培和贝类养殖技术。１９５５年，王素娟学成后在秋季开始讲授贝

藻养殖课程。１９５７年，贝藻养殖课拆分，王素娟继续承担海藻养殖课程并开始了

藻类学研究。

１９５８年，王素娟、朱家彦调查了浙江主要经济海藻并绘制了图谱，随后发表

了３篇有关紫菜新种的论文，并于１９６１年出版《藻类养殖学》教材（张定民、王素

娟主编，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王素娟、朱家彦在海区现场开展浙江混水

区海带生长、发育和自然附苗研究，为海带南移栽培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由于

出色的开创性工作，藻类教研室被评为１９６０年上海市文教工作先进集体，王素娟

获１９６０年上海市文教先进工作者与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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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学校搬迁至厦门集美，更名为厦门水产学院。虽受“文化大革命”和

学校搬迁的影响，许多研究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但本学科教师仍坚持科学研究。

１９７９年学校迁回上海后几年间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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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生生物学

由于河蟹的逐年减产，长三角地区各水产研究机构纷纷开展河蟹人工繁殖的

研究。１９７１年，梁象秋、严生良、郑德崇、郭大德等经半年多共同努力，率先培育

出幼蟹，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河蟹人工育苗成功的单位，为河蟹大规模人工育苗

提供理论依据。《养蟹》（农业出版社，１９７５）是这一成果的总结。河蟹人工繁殖的

研究，于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１９７４年，肖树旭、纪成林等进行的中国对虾南移福建的育苗试验获得成

功，于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科技成果奖。１９８１年，肖树旭、顾功超参加的刺参南移与

人工育苗研究课题获得成功。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由上海市组织进行上海海岸带

及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学校由肖树旭领队，方纪祖、张媛溶、王维德、杨和荃、李

亚娟、姚超琦、周昭曼、严生良、梁象秋、谢政强、顾功超、李小雄、宋卫红、张敏等

参加，对上海南汇等沿海各县底栖生物进行调查，这项研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１９７５年，由中国动物志编委会组织的《中国动物志》分卷工作下达，在２７册

《节肢动物门》（除昆虫纲）中，学校主持和参加３个卷册，即由洪惠馨、张世美参加

的《刺胞动物门、水螅虫纲管水母亚纲》、梁象秋主持的《十足目匙指虾科》和梁象

秋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刘瑞玉合作的《中国动物志·长臂总虾科》。从此开

始长达３０年的资料收集、标本采集、物种鉴别和考证工作。

由赵长春负责，组织水产养殖系鱼类养殖、鱼类学、水生生物等教研组，完成

太湖渔业资源调查和增殖试验，于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１９８０年，

由太湖水产研究中心组织并主持的太湖水产资源调查，严生良、梁象秋参加其中

的太湖虾类调查，于１９８１年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９８４年，应新疆水产局邀请，由陆桂带队，调查博斯腾湖渔业及资源，梁象

秋、王霏参加水生生物部分调查并编写调查报告。

（二）藻类学

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王素娟带领研究团队用８年时间开展紫菜人工养殖的研究

课题，弄清了坛紫菜壳孢子生态条件，改进了贝壳丝状体采孢子技术，在室内流水

刺激贝壳丝状体放散壳孢子实验，开展了坛紫菜冷藏网试验以及坛紫菜绿变病及

其防治研究，为坛紫菜的养殖生产奠定坚实理论与技术基础。这一工作获福建省

科学技术成果奖。这一时期，朱家彦、刘凤贤开展了羊栖菜生物学和多种红藻繁

殖器官研究，发表多篇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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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学校迁回上海，王素娟建立海藻细胞培养室，在国内首先开创坛紫

菜营养细胞直接育苗和养殖研究工作，并在福建海区养殖获得很好试验效果，于

１９８６年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８７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陈国宜开展坛紫菜自由丝状体培养和直接采苗技术研究成

果在福建省进入生产性推广阶段。该项研究在国内属于首创，于１９８０年获福建

省水产科技成果三等奖，他本人获福建省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三）生理学

河鳗是一种在淡水中成长，性成熟后于初秋开始降海生殖洄游的一种重要经

济鱼类。河鳗的人工繁殖被认为是世界经济鱼类中最难攻克的难题之一。受国

家水产总局重点科研课题资助，赵长春、施正峰、王义强、张克俭等在１９７３—１９８０

年，在厦门鼓浪屿开展河鳗人工繁殖研究，取得催熟催产成功，并将仔鳗养活１９

天。这是当时国内外仔鳗成活时间最长的纪录。同时发现，产后亲鳗通过适当培

育能再次成熟排卵。这项成果获１９７８年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１９８４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学校承办的面向亚洲地区的水生生物化

学感受生理培训班。邀请瑞典、挪威、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专家来校讲学和实验，学

校生理教研组的教师具体操办培训班的整个办班过程，培训班的举行对教师学术

水平提高具有明显推进作用。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赵维信获教育部资助，赴英国苏格兰农业渔业部海洋研究所

作访问学者，研修鱼类性激素的功能。１９８４年，王义强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进

修免疫细胞化学法，研究鱼类胰岛素和促性腺激素的组织生理学。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年，周洪琪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资助下，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蒙尼尔

化学感受中心做访问学者，研究鱼类的化学感官生理。这些教师相继回国后，开

阔了科研和教学视野，活跃了学术思想，丰富了教学内容，提升了科研水平。在当

时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支持下，实验仪器得到极大改善，在鱼类生殖生理

学、内分泌生理及营养生理等研究领域在国内颇显优势和实力，吸引了国内不少

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来校进修和攻读研究生。

１９８４年师从王义强从事鱼类生殖生理学研究的硕士生李伟明，后来在鱼类

环境生物学、外激素通信、脊椎动物内分泌学和基因组学等几个领域内均取得杰

出成就，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终身讲席教授。２０１０年，李伟明被中

央组织部特聘为国家第五批“千人计划”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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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学校更名为上海水产大学。科研活动积极开展，研究成果不断

涌现。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中期老一代教师逐渐退休，学科发展出现

人才断层，出现青黄不接状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陆续引进一批博士生，留

下一批优秀毕业生。开辟了一些新的学科方向，逐渐跟上学科发展形势。

（一）水生生物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后，在研究内陆水体生物生产力的同时，逐渐转移到

环境保护方面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的研究，特别是相对较

为封闭的湖泊和水库等内陆水体。在发达国家的淡水生态系统研究领域，人们对

饮水资源保护的注意力已大大超过对内陆水体生物生产力开发的兴趣。生态学

研究成为主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热点。学校教师紧紧围绕“保护水质、兼顾渔

业、适度开发、持续利用”这一我国内陆水体生物学发展的战略，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研究工作。

１９８５年，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张觉民主持中国内陆水域水产资源调查，梁象秋

参加其中浮游动物和淡水虾类部分内容的撰写，１９８７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于

１９９０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梁象秋与郑闽泉在福建南平，先后对二种米虾的幼体发育进

行研究。１９８７年，梁象秋、李亚娟、周昭曼进行脊尾白虾实验室内幼体培育试验

获得仔虾。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梁象秋、周昭曼从长江口先后捕获安氏白虾、葛氏长

臂虾和细指长臂虾等三种抱卵亲虾，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人工培育试验，分别于

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９年先后培育出仔虾。此后，在１９９８年，梁象秋在实验室内培育出

细足米虾的各期幼体。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间，梁象秋、方纪祖、严生良、姚超琦、杨和

荃、李亚娟、周昭曼、臧维玲、周胜耀等参加长江排污口污水生物调查。

杨和荃参加的多项天然水域渔业生物学研究有：１９８７年参加江苏句容中小

型水库生物调查，发表了底栖动物和水生维管束植物的报告；１９９１年参加上海市

水产研究所赵利华等的课题“上海第二水源，长江取水口环境生物调查和质量评

价”，发表《长江口的浮游生物、底栖动物、鱼类和生物残毒》论文；１９９２年参加陈

马康、童合一等的课题蟢湖水产增殖技术调查和楼允东等的课题高邮鲫杂交优势

利用及其遗传性状研究等。１９９４年发表《养殖鱼类细菌性败血症暴发期间鱼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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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的初步调查》和《对拟建的巢湖电厂前水域水生生物调查以及建厂后对

水域环境影响的预测》论文。

１９９３年，上海市科委组织上海市海岛调查，梁象秋、姚超琦、严生良、方纪祖、

杨和荃、李亚娟、周昭曼、陈耀春、钟俊生、何为、周胜耀等参加崇明、长兴、横沙３

岛的生物资源调查及开发利用试验，承担底栖生物部分调查与编写，该项目获

１９９５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历经近３０年的积累，由高尚武、洪惠馨、张世美编写的《中国动物志（刺胞动

物门水螅虫纲管水母亚纲）》于２００２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梁象秋主编的《中国

动物志（甲壳动物十足目匙指虾科）》由科学出版社于２００４年出版。刘瑞玉与梁

象秋等编写的《中国动物志（十足目长臂总虾科）》也于２００８年由科学出版社出

版。２０多年来，梁象秋等共发表有５０多篇相关论文，发表淡水虾类４个新属，８０

多个新种，学校成为中国淡水虾类模式标本保藏最多的单位。

（二）藻类学

这一时期，王素娟承担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技部“七五”、“八五”重大科研项

目课题条斑紫菜体细胞育苗，重点研究条斑紫菜和坛紫菜原生质体培养、细胞分

离与直接采苗技术等，１９８８年通过农业部专家验收，于１９９１年获得科技部“八

五”重大课题完成证书（完成人王素娟、何培民、周一红、徐志东、孙云龙、唐岩松、

王立志），并获上海科学技术博览会优秀奖（王素娟、何培民、周一红）。同时开展

了江蓠、鹧鸪菜、红毛菜等原生质体分离、培养、育苗等研究工作（周一红、王素娟，

１９８９；严兴洪、王素娟，１９９１；王志勇、周一红、王素娟，１９８９；唐延松等，１９９１硕士

论文）。此外，刘凤贤、陈国宜还开展了鹧鸪菜再生苗育苗养成技术的研究（刘凤

贤等，１９９０），蜈蚣藻孢子发生研究（刘凤贤，１９８６），坛紫菜果孢子、条斑紫菜果孢

子以及几种红藻孢子的液氮保存研究（陈国宜、阙求登，１９８８，１９８９），条斑紫菜自

由丝状体的培养与观察等研究（陈国宜，１９９３），坛紫菜壳孢子超微结构研究（朱家

彦、马家海，１９８０，１９８２，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３—１９９１年，王素娟等开展了多种海藻

超微结构的观察，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经济海藻超微结构的研究》专著（王素

娟、徐志东、刘凤贤、俞永富、周一红、何培民、路安明，浙江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１），于

１９９７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华东地区优秀出版图书一等奖。２００３年又

出版了第二部专著《中国常见红藻超微结构》（王素娟、裴鲁青、段德麟，浙江宁波

出版社）。此后，王素娟带领弟子们先后在紫菜分子生物学、辐射及化学诱变育

种、红藻外源基因导入、红藻分子生物学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青年教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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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做出重要贡献。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马家海开展紫菜栽培技术革新，并密切关注紫菜病害发生机

理及防治技术研究（马家海等，１９８８，１９９２、１９９２、１９９６）。马家海（１９９４）在国际

上最早发表关于条斑紫菜壳孢子核相分裂论文，这一新发现引起学界重视。１９９１

年获农业部年度推广先进个人称号。在条斑紫菜遗传育和病害防治等方面的成

果获１９９８年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９９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在“紫菜

栽培、加工、出口产业链的开发”方面的工作获２００５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严兴洪在１９８４—１９９３年间曾参加紫菜体细胞培养、紫菜细胞融合、紫菜细胞

发育与分化、紫菜颜色突变体分离、羊栖菜体细胞成株等研究，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在

日本期间，主要从事条斑紫菜色素突变体的研究和条斑紫菜抗病突变体的研究，

２０００年回国后，先后主持国家“８６３”计划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坛紫菜色素突变体

的研究、条斑紫菜育种的研究、条斑紫菜细胞分化的研究、坛紫菜遗传育种学的研

究、坛紫菜良种选育技术、坛紫菜单性生殖机理和单性育种学研究、野生坛紫菜的

性别与性别分离机制研究等，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先后获得日本藻类学会最优秀

论文奖，国际海藻学术研讨会、中国水产学会、澳大利亚亚太藻类学会等的优秀论

文奖。其中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年连续２次主持国家“８６３”计划重大研究项目坛紫菜

良种选育技术和紫菜、江蓠等优质、高产、抗逆新品种培育。

周志刚自１９９８年４月来校后，一直从事藻类学科研和教学工作。１９９８年获

上海市“曙光计划”资助课题海带克隆育苗中分子标记，随后在藻类分子标记、油

脂代谢等方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４次资助。在国际上首次获得可以识别

海带雌、雄配子体的分子标记，获得２项国家发明专利。

何培民在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间参加条斑紫菜体细胞育苗技术研究并获上海市科

技博览会优秀奖；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连续３次主持瑞典国际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条斑

紫菜细胞悬浮培养育苗；１９９３年参与条斑紫菜细胞育苗技术应用研究并获中国

发明专利１项。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主持完成农业部“九五”重大项目条斑紫菜外源

基因导入方法及其细胞工程育种，应用细胞工程获得优良细胞株１个；２００１年以

中方主持人之一参加中美海洋计划合作项目海藻／鱼类综合循环养殖系统研究，

使紫菜自由壳孢子囊枝育苗时间减至２个星期，并可准确在指定时间（日）放散壳

孢子进行采苗；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在美国康州大学海藻生物技术实验室高级合作访

问。回国后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海洋技术“８６３”项目，国家海洋局绿

潮灾害专项课题等２０多项，共撰写论文１４０余篇，获得专利９项，获省部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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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４次。

@" HIISQ4RL!%))(MT'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学校已初步形成以海洋、水产、食品为特色的学科框架体

系。在上海高校布局调整、学校更名上海海洋大学并搬迁临港新校区的大背景

下，２００８年学校制订《上海海洋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根据这个发展规划，

水生生物学等１０个学科被定位为现有优势学科和即将建设的重点优势学科。学

校的发展规划阐明水生生物学不仅是学校的特色学科，也是学校构建海洋、水产、

食品三大学科体系的主要依托学科之一，在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具有重要

地位。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基因组学等分子生物学的

迅猛发展，再加上信息科学的应用，水生生物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得到极大扩展，

并在不同分支学科间有了很高交叉融合。与此同时，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及自然灾

变的加剧，水环境改善、物种保育、生物灾害控制、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对水生生物

学的需求日益增强。在对学科发展深入调研基础上，依据本学科的研究特色，重

新梳理了学科研究目标和方向，确定了“针对日趋退化的水生生物资源，开展水生

生物多样性及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为维护和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

资源、发展渔业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的学科发展目标。同时将研究方

向归结为水生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水生动物繁殖与发育生物学、水域环境生态学

３个研究领域，组成了相应研究团队。

在水生生态学及水域环境生态修复等研究方面取得较明显进展，完成住宅小

区人工湖水质处理技术、延中绿地人工湖水质处理技术、世茂常熟世纪新城中心

湖生态水处理工程、世茂佘山庄园景观河道水处理工程、朱家角大淀湖水环境生

态治理及水质长效管理和维护工程和世茂集团水体景观设计等项目的研究。富

营养化水域生态修复的控藻工程技术研究与应用（何培民、王丽卿），于２００９年获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鱼类学研究中，唐文乔在上海九段沙湿地水生经济生物种质保护及其关键

技术的研究和中国蛇鳗科分类研究中，取得优异成绩。鲍宝龙在鱼类发育生物学

研究中，在国际上提出新的解释鲽形目鱼类眼睛移动的模型，并初步证实Ｓｆｒｓ３

蛋白与眼睛移动有关，取得出色成果。钟俊生在鱼类早期生活史、沿岸海域仔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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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的生态等方面也有出色研究。

在藻类学科研究中，严兴洪首次发现坛紫菜叶状体的雌雄个体均存在单性生

殖繁殖后代现象，发现了坛紫菜生活史中的减数分裂发生位置，揭示了坛紫菜叶

状体的性细胞分化规律，创建了坛紫菜单性良种选育技术，选育出我国首个具有

知识产权的紫菜良种———坛紫菜“申福１号”，于２００９年获得国家水产新品种认

定，并进行较大规模生产推广，产量比传统栽培种增加３０％以上，该成果于获

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这一时期，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以及全体教师的努力下，本学科在人才

队伍、科研课题、论文质量和研究条件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学科建设迎来了历史

上最好的机遇期。

（一）人才队伍

聘任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宋佳坤作为学科特聘教授。特聘国家第五批“千人计

划”人才、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李伟明为学科带头人。引进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医学院助理研究员严继舟博士任教授。先后从日本东京大学引进于克峰博

士，在国内著名大学或研究所引进范纯新、王晓杰、霍元子、陈阿琴、方淑波、刘东、潘

宏博等多名年轻博士。鲍宝龙在美国内布拉斯卡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２０１０年

被聘为上海市“东方学者”，陈立婧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进修。

同时，王丽卿被聘为博士生导师，陈立婧、龚小玲、刘至治被聘为硕士生导师。

唐文乔主持的鱼类学教学团队被评为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教学团队。王丽卿被评为

上海市２００９年度“三八”红旗手。２０１０年度申报成功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

博士点（培育），提高了人才培养层次。

（二）论文质量

本学科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共发表论文１８０多篇，其中标注ＳＣＩ论文２０多篇。

获得专利７项、申请８项，论文和专利总数比建设前有较大提高。特别值得指出

的是，严继舟和鲍宝龙与美国学者合作，分别在《癌细胞》（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影响因子

２５．３）、《癌基因》（Ｏｎｃｏｇｅｎｅ）（影响因子７．１）、《基因组生物学》（ＧｅｎｏｍｅＢｉｏｌｏｇｙ）

（影响因子６．６３）等高影响因子的著名期刊上连续发表论文。施志仪课题组在

《鱼类与贝类免疫学》（ＦｉｓｈａｎｄＳｈｅｌｌｆｉｓｈ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影响因子３．１６７）发表的

论文是本学科独立研究所取得的最高影响因子论文。

（三）研究条件

购置了扫描电子显微镜、蔡司显微操作工作站、数字化Ｘ光成像系统、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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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鉴定仪、藻分类检测仪等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以及一大批常规形态学、分子生

物学和水生态仪器，组建了１个细胞培养室、１个电生理室以及１个模式动物养

殖与繁殖平台，成立了１个全新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颖研究基地海洋生物系

统和神经生物学研究所。目前，水域环境生态上海高校工程研究中心通过验收，

繁殖与发育生物学实验室、水生生物标本保藏与数字化标本馆等建设项目正在大

力推进之中，研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截至２０１１年，水生生物学学科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４项、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１９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５项。１９９６年水生生物学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５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４年水生生物学课程、２００５年鱼类学课程分别被批准

为上海市精品课程。２００６年鱼类学课程经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水生

生物学学科２００８年经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批准为上海市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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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鱼 类 学 学 科

鱼类学学科是学校的传统优势学科。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后，在著名

鱼类学家朱元鼎和王以康悉心指导下建立。朱元鼎领导鱼类研究室（始称海洋渔

业研究室），王以康则在养殖生物系主持鱼类学教学工作。１９５７年王以康逝世以

后，朱元鼎不仅亲自领导鱼类学研究室，而且关心和指导养殖生物系鱼类学教研

室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鱼类学学科历史上曾拥有朱元鼎（一级教授）、王以康（三

级教授）、骆启荣、孟庆闻、缪学祖、伍汉霖、苏锦祥、金鑫波和殷名称等多位鱼类学

家。经过几十年努力，鱼类学学科在科研、教学、标本收藏、科学普及、人才培养诸

多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在国内外鱼类学界中有一定影响和声誉。截至２０１１年，

鱼类学学科研究人员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大量科研课题，出版

专著４４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１项、省部级以上奖项２０余项，承担大量教

学任务，编写出版教材１０本，并取得多项教学奖励；鱼类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

品课程，使学校成为我国鱼类学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

!" #$

学校鱼类学的教学、科研人员长期以来分别属于校部鱼类研究室和养殖生物

系鱼类学教研室，两个团队在朱元鼎领导下互相配合、共同协作，做了大量工作。

２００２年，鱼类研究室与鱼类学教研室合并，组建新的鱼类研究室（同时也称水产

与生命学院水生生物系鱼类学教研室）。

（一）鱼类研究室

鱼类研究室是我国较早建立的鱼类学专门研究机构之一，也是学校从事科普

教育的主要基地。其创始人为我国著名鱼类学家、中国现代鱼类学主要奠基人之

一的朱元鼎（１８９６—１９８６）。１９３１年朱元鼎即出版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鱼类学专著

《中国鱼类索引》，１９３４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历任上海圣约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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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生物系主任、研究院院长、理学院院长等职。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

时调入学校，主持创立海洋渔业研究室。该室被当时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

准为高校直属研究室，是与学院各系、处平行的一个单位，直接受院长领导。研究

室下设鱼类分类组、鱼类标本室和资料室。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科学院上海水产

研究所创立，该室由上海水产学院及上海水产研究所合办，并更名为鱼类研究室。

朱元鼎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兼任上海水产研究所所长及鱼类研究室主任。１９６３

年，上海水产研究所划归水产部领导，更名为水产部东海水产研究所。１９７２年，

上海水产学院迁往厦门办学，鱼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及标本被一分为二，东海水

产研究所的伍汉霖、金鑫波随朱元鼎南迁。厦门水产学院另组鱼类研究室（当时

的研究人员有伍汉霖、金鑫波、沈根媛、李树青及绘图员孔繁柱）。１９８０年，学校

迁返上海，鱼类研究室再次与厦门水产学院分割，但主要研究力量和多数鱼类标

本随迁上海。１９９９年，该室被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科委、市科协和市教

委命名为上海市水生生物科普教育基地。２００２年，该室归属生命科学与技术学

院领导，并与原鱼类学教研室（当时称鱼类学学科点）合并，组建成新的鱼类研

究室。

１９５２年鱼类研究室成立之初有研究人员２名（朱元鼎、缪学祖）、绘图员１名

（金仲渔），管理员１名（施鼎钧）、标本剥制员１名（虞纪刚）。至１９６２年鼎盛时期

共有研究人员１１名（朱元鼎、罗云林、伍汉霖、金鑫波、许成玉、王幼槐、陈葆芳、邓

思明、黄克勤、倪勇、詹鸿禧），绘图员２名（尹子奄、吕少屏），管理员１名（高保

云）。郑文莲、郑慈英、梅庭安（越南）等曾先后在这一时期师从朱元鼎教授，在该

室从事鱼类学研究。１９８０年，上海水产学院在上海原址复校后，在该室工作过的

先后有朱元鼎、伍汉霖、金鑫波、沈根媛、屠鹏飞、安庆、彭德熹、虞纪刚、赵盛龙、钟

俊生、牟阳、翁志毅、张晓明、唐文乔、杨金权等。

自１９５２年建室至１９８６年，鱼类室的各项工作一直由朱元鼎亲自领导。１９８６

年朱元鼎逝世后，研究室主任由伍汉霖担任。２００２年初由唐文乔继任，并聘请以

下学者为学术顾问：首席学术顾问伍汉霖，学术顾问孟庆闻、苏锦祥、王尧耕、李思

发、曹文宣（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春光（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和庄棣华（香港鱼类学会会长）等国内著名学者。

（二）鱼类学教研室

王以康是我国老一辈鱼类学家之一，养殖生物系的鱼类学课程就是由王以康

在１９５１年首先建立并亲自授课。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既无教材，又缺少实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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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他一边教学，一边编写讲义和收集鱼类标本，为以后的鱼类学教学打下扎实基

础。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后的鱼类学教学工作由王以康和林新濯承担。

１９５３年，骆启荣由河北水产专科学校调入担任鱼类学教师。１９５６年，养殖生物系

成立鱼类学教研组，主任由教务长王以康兼任。１９５７年王以康逝世后，鱼类学教

学由林新濯负责，１９５８年，孟庆闻由华东师范大学调入养殖生物系鱼类学教研

组，并成为新的鱼类学学科带头人，骆启荣、林新濯则调至东海水产研究所。１９５６

年以后由海洋渔业研究室调入缪学祖并陆续有苏锦祥、俞泰济、刘铭、李婉端、周

碧云、殷名称、凌国建等充实到鱼类学的教学、科研队伍，经过几十年共同努力为

学科发展做出贡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又补充了新生力量（唐宇平、鲍宝龙、

龚小玲等）。２００２年，鱼类学教研室（当时称鱼类学学科点）与鱼类研究室合并，

组成新的、统一的鱼类科研和教学队伍。２０１１年，鱼类学教师有唐文乔、鲍宝龙、

钟俊生、龚小玲、刘至治、杨金权、刘东等，均具有博士学位。实验技术人员有朱正

国、翁志毅。

%" 54()-.

在朱元鼎领导下，该学科在鱼类区系调查、鱼类分类学研究、鱼类形态学研

究、鱼类生态学研究、有毒鱼类和药用鱼类研究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

究，取得丰硕成果，使学校成为我国鱼类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基地之一。

（一）鱼类区系调查

鱼类学学科组织或参加了一系列国内重要学术考察，对我国鱼类的多样性开

展调查研究。如１９５７年的闽江鱼类调查；１９５８年的云南、四川及广西淡水鱼类

调查；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的全国海洋普查（东海区海洋普查）；１９５９年的上海淀山湖鱼

类调查；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东海鱼类调查；１９６２年的西沙群岛鱼类调查；１９６３年的

粤西鱼类调查；１９６４年的湖南鱼类调查、海南岛海洋鱼类调查；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的

海南岛淡水鱼类调查；１９７４—１９７９年的福建鱼类、闽南渔场调查；１９７７年的南海

诸岛海域鱼类调查；１９８３年的海南岛淡水鱼类调查；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的广东淡水鱼

类调查等。在大量调查与考察的基础上，先后主持或参加完成了《南海鱼类志》

（１９６２年，科学出版社。朱元鼎参编）、《东海鱼类志》（１９６３，科学出版社，朱元鼎

主编，罗云林、伍汉霖、金鑫波、许成玉、王幼槐参编）、《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

（１９７９，科学出版社，朱元鼎、伍汉霖、金鑫波、孟庆闻、苏锦祥参编）、《福建鱼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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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１９８４—１９８５，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朱元鼎主编，孟庆闻、伍汉霖、金鑫

波、李婉端、沈根媛、苏锦祥、缪学祖、刘铭、周碧云、赵盛龙参编）、《中国鱼类系统

检索》（１９８７，科学出版社，朱元鼎、孟庆闻、伍汉霖、金鑫波、苏锦祥参编）、《海南岛

淡水及河口鱼类志》（１９８６，广东科技出版社，伍汉霖、金鑫波参编）、《广东淡水鱼

类志》（１９９１，广东科技出版社，伍汉霖、金鑫波、钟俊生等参编）等专著的撰写，为

摸清我国鱼类资源和鱼类志书的撰写做出重要贡献。其中《南海诸岛海域鱼类

志》、《中国鱼类系统检索》、《福建鱼类志》还获省部级奖项。

（二）鱼类分类学研究

朱元鼎于１９５２年调入上海水产学院后即开始进行中国软骨鱼类研究，１９６０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软骨鱼类志》专著，记载了中国沿海所产软骨鱼类１２６

种，是国内外鱼类学界研究中国软骨鱼类资源、区系、分布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参

考书。

继中国软骨鱼类研究之后，朱元鼎和罗云林、伍汉霖一起进行中国石首鱼类

的研究，于１９６３年出版专著《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

（朱元鼎、罗云林、伍汉霖著，上海科技出版社），提出用鳔和耳石的内部形态变化

同外部形态相结合作为分类依据和方法，并对石首鱼类的演化作了详细叙述和讨

论，提出新的分类系统，使紊乱的分类系统更符合自然界的实际情况。同时还发

现石首鱼类２新属，４新种，把石首鱼类的分类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这部专著

被译成英文，在荷兰出版，在国际学术界广为流传。该成果于１９７９年获福建省科

技成果奖三等奖。

１９７２年后，朱元鼎与孟庆闻合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软骨鱼类，于１９７９年

出版专著《中国软骨鱼类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朱元鼎、

孟庆闻著，上海科技出版社），通过内部解剖和比较研究，提出一个新的中国软骨

鱼类分类系统。通过对软骨鱼类这种高级器官的研究，在鱼类进化理论方面是一

个超越前人的突破，对于鱼类形态学、分类学以及进化理论方面都有广泛影响，得

到国内外鱼类学界好评，获１９８７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朱元鼎于１９６４年发起组织全国鱼类学家编写《中国鱼类志》的倡议，得到同

行们赞同，并在上海进行分工，全书共分１６卷，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动

物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和上海水产学院等４个单位为主要编写单位。学校承担圆

口纲、软骨鱼纲、虾虎鱼亚目、#形目、形目等４卷的编写任务。《中国鱼类志》

的编写后来纳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中国动物志》编委会的研究编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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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元鼎组织领导下，由朱元鼎和孟庆闻主编的《中国动物志（圆口纲、软骨鱼

纲）》、苏锦祥主编的《中国动物志（硬骨鱼纲形目、海蛾鱼目、喉盘鱼目、$%

目）》、金鑫波主编的《中国动物志（硬骨鱼纲#形目）》和伍汉霖主编的《中国动物

志（硬骨鱼纲鲈形目虾虎鱼亚目）》已分别于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部完成了由学校承担的４卷动物志编写任务。唐文乔参编

的《中国动物志（硬骨鱼纲鲤形目下卷）》已于２０００年出版；作为第二作者参编的

《中国动物志（硬骨鱼纲鳗鲡目、背棘鱼目）》也于２０１０年出版。

孟庆闻、苏锦祥、缪学祖编著的《鱼类分类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在总

结国内外鱼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中国产鱼类的分类，又适当介绍国

外重要经济鱼类，是首次采用纳尔逊（Ｎｅｌｓｏｎ）鱼类分类系统的专著，在国内鱼类

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在鱼类分类研究中共发现鱼类新种有７０余种、新属７个，是我国发现海洋鱼

类新物种最多的研究机构之一，鱼类室也成为我国上述四大鱼类类群收集标本及

资料最为完整全面的研究基地。

（三）鱼类形态学研究方面

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孟庆闻和苏锦祥开展了一些鱼类形态解剖研究，首先研究了

白鲢、带鱼和梭鱼等的形态构造。所撰《白鲢的系统解剖》专著，于１９６０年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以后又进一步研究了鱼的一些器官构造，如鳞片（鲨类、革类）、牙

齿（软骨鱼类）、骨骼（鲨、鳐、鲤科）、肌肉（鳐）、消化器官（鲱科、鲢、鳙）、鳔（鲱科）、

脑（草鱼）、嗅觉器官（鲨类、鳐类、类）及血管系统（鲢、乌鳢）等，前后发表了２０

篇鱼类形态学方面的论文。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形态解剖资料，孟庆闻、

苏锦祥和李婉端一起做了一项总结性工作，以软骨鱼类尖头斜齿鲨和硬骨鱼类鲈

鱼为典型代表，编写成《鱼类比较解剖》专著，１９８７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２年

孟庆闻又出版了专著《鲨和鳐的解剖》（海洋出版社）。通过３０多年努力，学校鱼

类形态学研究在国内鱼类学界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处于领先水平。《鱼类比

较解剖》作为研究生教材，于１９９２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第二届普

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全国优秀奖）。

（四）鱼类生态学与渔业资源调查研究

１９５９年以来，先后有教师参加了淀山湖鱼类资源调查（１９５９）、长江家鱼产卵

场调查（１９６０）、太湖渔业资源调查和增殖试验（１９６３—１９６６）、钱塘江鱼类及渔业

资源调查（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和新疆博斯腾湖渔业资源调查（１９７５）等大型调查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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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展鱼类学学科积累了大量基础资料。太湖调查获１９７８年福建省科技成

果奖；钱塘江调查后，俞泰济作为主编之一撰写的《钱塘江鱼类资源》（１９９０）一书

获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殷名称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赴英国进修，师从国际

著名仔鱼生态学家Ｂｌａｘｔｅｒ教授，之后主要从事仔鱼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主持了１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几种名贵鱼类仔鱼摄食生态条件的研究，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他和其他教师共发表了该领域的研究论文近４０篇，其中１篇《海洋鱼类仔

鱼在早期发育和饥饿期的巡航速度》（海洋与湖沼，１９８９，２０（１）：１—９）于１９９０年

被中国科协评为高水平论文，１９９２年又被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评为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

度优秀论文；另１篇《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ｇｇｓａｎｄｙｏｌｋ

ｓａｃｌａｒｖａｅｏｆｈｅｒ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ｌａｉｃｅ》（Ｊ．Ｏｃｅａｎｏｌ．Ｌｉｍｎｏｌ．，１０（４）：３４７—３５８）于１９９５

年被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评为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优秀论文。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

力，使学校仔鱼生态学的研究在国内同行中有一定影响。周碧云参加李思发主持

的３项国家攻关研究项目为：长江、珠江、黑龙江鲢、鳙、草鱼种质资源研究

（１９８２—１９８９），淡水鱼类种质标准参数及其应用（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及长江天鹅洲故道

鲢、鳙、草鱼、青鱼种质资源天然生态库（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均取得很好成绩，其中第一

项获１９９０年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周碧云为第六完成人），第二项１９９９年获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周为第五完成人），第三项１９９８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和水科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周为第五完成人）。周碧云由于在国家攻关研

究中的突出表现，１９９６年被评为国家八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

此外本组教师还参加了海水网箱养鱼（１９７３—１９７６）以及真鲷、牙鲆、红鳍东

方等鱼的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的研究，也取得较好成绩，真鲷人工繁殖和苗种

培育研究获１９７８年度福建省科技成果奖。

（五）有毒及药用鱼类研究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鱼类研究室即开始有毒鱼类及药用鱼类研究，是我国目前唯

一从事有毒鱼类和药用鱼类防治与应用的研究机构。这一项目已连续进行了３０

余年，其研究成果在学科理论上有独到见解，依据有毒鱼类含毒部位和毒素性质

的不同，将有毒鱼类分为１２大类。在胆毒鱼类研究上有所创新和突破，经动物实

验发现鱼胆毒素为鲤科鱼类所特有，从理论上阐明胆毒鱼类源自鲤科鱼类，所有

鲤科鱼类的鱼胆均有毒，严重者可以致命，得出了吞服任何鲤科鱼类的鱼胆都是

危险的结论。从而修正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一书中所述青鱼和鲤鱼胆无毒，可

以治病的说法。在血清毒鱼类研究上，首次发现黄鳝血清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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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汉霖、金鑫波等于１９７８年出版《中国有毒鱼类和药用鱼类》。该书是我国

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２５０余种有毒和药用鱼类的专著，为水产、医药、卫生部门重

要参考文献。１９９９年该书由日本长崎大学野口玉雄、东京大学乔本周久翻译成

日文版，由恒星社厚生阁出版。２００２年，伍汉霖主编的《中国有毒和药用鱼类新

志》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对我国３８２种有毒鱼类和药用鱼类的种类鉴别、异

名、毒性、中毒症状、治疗、预防和药用、主治等方面作了详细叙述，是我国首部将

有毒鱼类和药用鱼类以鱼类志形式写成的专著，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该书于

２００３年获第１１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２００５年伍汉霖主编的《有毒、药用及危

险鱼类图鉴》出版（上海科技出版社），本书以图鉴形式按有毒、药用及危险三大类

进行编排，介绍鱼类４２０种，在防范生物入侵、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具有一定实用意

义，获２００６年第１９届华东地区科技出版优秀科技图书奖。伍汉霖还参编《中华

海洋本草（４）》（管华诗、王曙光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９）。《中华海洋本草》全

面系统地反映了海洋药用资源现状，可为海洋中药及现代海洋药物研发提供基础

性科学资料。

（六）辞书编写

早在１９５８年，朱元鼎与王文滨出版了《中国动物图谱·鱼类》第一册。其后

鱼类学研究人员对科普及辞书方面的编写工作给予较大关注，完成《英汉水产词

汇》（１９７９）、《辞海》（１９７９、１９８９、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版）、《简明生物学词典》（１９８２）、

《农业大辞典》（１９９８）等辞书中全部鱼类条目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

（１９９０）、《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１９９１）、《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产卷》

（１９９４）、《英汉渔业词典》（１９９５）、《中国脊椎动物大全》（２０００）中部分鱼类条目以

及《水产词典》（２００７）、《汉英渔业词典》（２００８）的编写，为鱼类学教育和科学普及

做出重要贡献。

伍汉霖与邵广昭、赖春福合作编著的《拉汉世界鱼类名典》（台湾水产出版社，

１９９９），堪称当代海峡两岸三地规模最大的一部鱼类名典，共收录全球２６０００多

种鱼类名称，为世界各地鱼类中文名称的统一迈出重要一步。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１）（２）》（汪松、解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本书内容为中国分布的受威胁物种的评估资料。每个物种收集了迄今为

止最晚近的信息，包括分类、现有濒危等级和所依据的标准及理由、致危因素、保

护措施等信息。伍汉霖参加了６５８种濒危鱼类的评估和撰写，为鱼类生物多样性

保护提供重要基础性参考资料，具较高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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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青年教师的研究工作

目前鱼类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的重担已由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师担负，

他们不断拓宽研究领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出色成绩。唐文乔系统

整理了中国平鳍鳅科、蛇鳗科鱼类，发现了６个新种、１个新亚属和４个中国新记

录；他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一个鱼类辐射剂量估算解剖模型，并成功用于大亚湾

核电厂的辐射计量率估算；参加了西南武陵山生物资源调查及评估的研究和上海

九段沙湿地水生经济生物种质保护及其关键技术的研究，在鱼类学、保护生物学

和水工程环境评估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鲍宝龙和龚小玲在真鲷、牙鲆、东方

等几种海水鱼类早期发育阶段摄食生态的研究中取得很好成果。鲍宝龙在国际

上提出新的解释鲽形目鱼类眼睛移动模型，并初步证实Ｓｆｒｓ３蛋白与眼睛移动有

关；建立牙鲆变态阶段的ｃＤＮＡ文库和抑制差减文库，在鱼类发育生物学的研究

上取得出色成果。钟俊生在鱼类早期生活史、沿岸海域仔稚鱼的生态及鱼类分类

等方面有很出色的研究，发表了４０余篇论文。龚小玲对鳗鲡的群体遗传结构、微

卫星分子标记的筛选与检测进行了研究；杨金权在鲚属鱼类的物种进化与种群遗

传结构的研究和刘至治在大弹涂鱼不同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等的研究中也都有很

好成果。

目前鱼类学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１）鱼类分类及鱼类志编研；（２）鱼类生

物多样性调查与环境评价；（３）鱼类早期生活史与发育生物学研究；（４）鱼类辞书

编撰及科学普及；（５）标本采集、制作及保藏技术。

学校特聘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宋佳坤于２００７年在学校创立国内第一所、国

际上也属前沿创举的上海水产大学海洋生物系统和神经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

主要为包括进化与发生科学、海洋生物行为与生态环境的神经科学以及现代生物

工程与仿生科学提供一个交叉平台。在研课题有鱼类电感受与机械感受系统的

发生、发育和进化的研究，形目鱼类应激行为的神经机理的研究等。

（八）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１．与日本明仁天皇的交往

明仁天皇是日本著名鱼类学家，以研究虾虎鱼类著称。虾虎鱼类是一群腹部

有吸盘的小型鱼类，种类繁多，研究难度大。伍汉霖承担《福建鱼类志》、《中国动

物志硬骨鱼纲鲈形目（五）》的虾虎鱼类研究和编写。１９７９年，伍汉霖即与明仁亲

王就虾虎鱼类研究开始交流，相互交换标本和研究报告。他们的交往达３０余年。

１９８９年３月，伍汉霖首次应邀访问日本，在明仁天皇的赤坂东宫御所鱼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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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作短期虾虎鱼类研究。其间明仁天皇曾３次接见，了解中国鱼类学研究机构、

鱼类学家研究情况，交流研究心得。１９９２年明仁天皇访问上海，在沪接见伍汉

霖，并相互交换鱼类标本。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９月伍汉霖应邀访

日，在日本皇宫明仁天皇生物学御研究所内作短期研究，检测他的虾虎鱼类标本，

期间先后６次受到明仁天皇接见，讨论虾虎鱼类研究现状，获得很多资料。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伍汉霖再次访日，受到明仁天皇第１２次接见。明仁天皇还赠送６５种日

本产珍稀虾虎鱼类标本给学校标本室。伍汉霖与明仁天皇的交往被传为中日友

好佳话。

２．中日合作科研

鱼类研究室自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１年与日本九州大学、东京大学、宇都宫大学、国

立科学博物馆等单位的鱼类学家合作进行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鱼亚科鱼类

的系统分类和生物地理学的研究，为期８年。每年双方派人采集２—３周，共同整

理和研究所有标本及资料、开展室内研究工作。所有成果属双方共有，发表论文

双方共同署名。８年中与日方共同采集７次，双方合作达到预期目的，取得良好

成绩。

３．邀请境外专家来校作学术演讲或短期合作研究

邀请境内外鱼类学家来校进行合作研究，先后接待日本、韩国、英国、美国，以

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鱼类学家，如木村清志、仲谷一宏、木村清朗、新井良

一、上田高嘉、冈村收、町田吉彦、阿部宗明、赤井裕、岩田明久、池田佑二、中坊彻

次、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Ｈａｌｓｔｅａｄ、姜彦钟、沈世杰、邵广昭、曾晴贤、曾万年、陈义雄等来

校进行合作研究与交流，取得很好的学术成果，提高学校在境外的知名度。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７—３０日还聘请国际著名海洋生态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日本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日本海洋科学促进中心主任眆本胜巳（ＫａｔｓｕｍｉＴｓｕｋａ

ｍｏｔｏ）博士来校访问和做学术报告。眆本教授是国际上最早发现并验证日本鳗鲡

产卵场及其神秘生活史的科学家，近年在鳗鲡的繁殖生态学方面也取得许多研究成

果。他为学校师生介绍了日本在２０１０年获得成功的日本鳗鲡全人工繁殖的最新进

展及其相关技术，展示了其尚未公开发表的许多最新研究数据和学术观点。

/" UVW2

研究室成立之初，朱元鼎即着手人才培养，亲自带队示范各类鱼类标本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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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精心组织各项研究工作。多位鱼类学家如孟庆闻、郑文莲、郑慈英、伍汉霖、苏

锦祥、金鑫波、许成玉、王幼槐、邓思明以及越南鱼类学家梅庭安均在２０世纪五六

十年代师从朱元鼎，从事鱼类分类学研究工作，后来在各自研究领域均做出重要

贡献。在他的领导下，使学校很快成为中国鱼类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与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共同成为我国鱼类学研究的四

大基地，并承担了国家多项重点研究课题。自１９８９年起，研究室科研人员还参加

了部分鱼类学的教学工作，带领和指导学生野外实习。１９８３年，鱼类学成为学校

第一批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学科之一，孟庆闻为第一任导师，之后苏锦祥、伍汉霖、

殷名称也先后招收研究生，前后共培养１０余名鱼类学和鱼类生态学研究方向的

硕士。这批硕士中有多人出国继续深造，其他都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工作，也有担

任行政领导工作。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都有出色表现。从２００４年起，鱼类学

学科获得培养博士研究生资格，现在鱼类学方向研究生导师有唐文乔、鲍宝龙、钟

俊生、龚小玲、刘至治等。

目前在鱼类学教学、科研岗位上的７名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他们在工作

中做出突出成绩，在国内鱼类学界已有较好影响。

@" XYZ[\]"^_,`a

标本是传统鱼类学研究的物质基础，也是鱼类学教学和科学普及的有力教

具。研究室成立之初即十分重视标本的收集和保藏，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已有标本

１１００余种，３万余号，成为一个较具规模的鱼类标本室。但经过１９７２年与东海

水产研究所和１９８０年与厦门水产学院的两次分割，至１９８０年迁返上海时，标本

已不足２万号，不仅馆藏标本数量大为减少，标本所携带的科学信息也受到很大

损失。１９８１—２０１１年经过潜心收集，馆藏标本逐渐增加，其中定名标本约２５００

多种，模式标本近４０种。

鱼类标本室每年都要接待一定数量的学生、来宾、媒体记者及社会公众参观

和来信来电，解答有关鱼类学知识、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咨询，还数十次配合新闻媒

体，制作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节目或宣传文章。鱼类标本室每年还参加上海市有

关部门组织的科技节，１９８７—２００３年先后在苏州、徐州、济南、蚌埠、扬州、杭州、

金华以及沪西工人文化宫、虹口公园等合作举办水生动物科普展览会。

２００１年５月，在广西北海市剥制长达１８．４米的抹香鲸遗骸，并于２００２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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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完成骨骼和外形２个标本的制作，展示于上海水产大学鲸馆。２００５年该馆被

评为上海高校十家民族文化博物馆之一。后于２００８年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博物

馆。２００４年完成上海水生生物科技馆建设，为上海科普教育事业做出贡献，２０１１

年在沪城环路校区图文中心大楼７楼重建。

目前，鱼类研究室正在进行馆藏鱼类标本的采集信息、物种鉴定、编目和数据

库构建工作，对全部标本进行物种鉴定，是一项很大的工程。

鱼类学学科在朱元鼎等人领导下，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许多科研人员在国

内外相关学术团体担任主要职务，反映该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朱元鼎于

１９５０年任中国动物学会上海分会理事；１９５２年起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一、二届

副理事长和第三届名誉理事长；１９６３年起任中国水产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

第三届名誉理事长；１９６３年任上海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１９７９年与伍献文等共同

创建中国鱼类学会，任第一届副理事长和第二届名誉理事长。孟庆闻于１９８５—

１９８９年任亚洲水产学会理事，１９８６年亚洲水产学会授予对发展学会有杰出贡献

的理事鱼形奖章；１９７９年起连任三届中国水产学会理事；曾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鱼类学会理事、上海动物学会理事。苏锦祥于

１９７９—２００６年连任六届中国鱼类学会理事，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年连任四届中国鱼类学

会副理事长；１９８７—１９９９年连任三届上海动物学会理事，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为上海动

物学会副理事长。伍汉霖１９８９—１９９８年任上海海洋湖沼学会理事；１９８３—２００２

年任中国海洋湖沼学会药物专业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任国家海洋局中国

南极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殷名称１９９３年任中国鱼类学会理事。唐文乔２００６

年当选为中国鱼类学会副理事长，钟俊生、鲍宝龙为理事。鲍宝龙被授予２０１０年

上海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称号。他们已成长为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

１９５２—２０１２年的６０年间，在朱元鼎等几代鱼类学教学、科技人员努力下，以

强烈的责任感和为发展水产科学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前辈们为发展鱼类科学做出

杰出贡献。后来者正跟踪鱼类学学科国内外最新的学科方向，拓展新的研究领

域，大力开展特定地区的鱼类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价以及特色对象的保护生物学

等方面的研究，他们奋发努力，锐意进取，定将为学校的发展和我国鱼类学研究做

出更大的贡献。

鱼类学学科在教学和课程建设方面的发展历程，另文《鱼类学课程史》有详细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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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鱼类学学科获国家级和省部级以上获奖项目

１．真鲷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的研究，１９７８年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苏锦

祥、凌国建、楼允东）。

２．太湖渔业资源调查和增殖试验，１９７８年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缪学祖、

殷名称）。

３．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１９７９年福建省科技成

果奖三等奖（朱元鼎、罗云林、伍汉霖）。

４．闽南渔场———台湾浅滩鱼类资源调查，１９７９年福建省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伍汉霖、金鑫波、沈根媛参加）。

５．《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１９８１年国家水产总局技术改进成果奖一等奖（朱

元鼎、伍汉霖、金鑫波、苏锦祥、孟庆闻参编）。

６．《中国软骨鱼类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１９８７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朱元鼎、孟庆闻）。

７．《福建鱼类志》，１９８９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朱元鼎等）。

８．鱼类学课程建设，１９８９年获上海市优秀教育成果奖（缪学祖、孟庆闻、苏锦祥）。

９．《中国鱼类系统检索》，１９９０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朱元鼎、孟

庆闻、伍汉霖、苏锦祥、金鑫波参编）。

１０．长江、珠江、黑龙江、鲢、鳙、草鱼种质资源研究，１９９０年农业部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同名专著１９９０年获华东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

奖（周碧云为第六完成人）。

１１．《钱塘江鱼类资源》，１９９０年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俞泰济为主

要完成人）。

１２．《鱼类比较解剖》，１９９２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孟庆闻、苏锦

样、李婉端）。

１３．《鱼类生态学》，１９９７年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殷名称）。

１４．长江天鹅洲故道鲢、鳙、草鱼、青鱼种质资源天然生态库，１９９８年国家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周碧云为第五完成人）。

１５．淡水鱼类种质标准参数及其应用，１９９９年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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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为第五完成人）。

１６．《中国有毒和药鱼类新志》，２００３年第１１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伍汉霖等）。

１７．海洋环境中银—１１０ｍ监测方法及应用研究，２００５年国防科学技术进步

奖三等奖（唐文乔为第三完成人）。

１８．鱼类学课程建设，２００４年被评为上海市成人教学系统精品课程（唐文乔、

龚小玲、鲍宝龙等）。

１９．鱼类学ＣＡＩ课件研制，２００５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三等奖（龚小玲、鲍

宝龙、张海宁、唐文乔）。

２０．鱼类学课程建设，２００５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唐文乔、龚小玲、鲍宝

龙、钟俊生、刘至治、杨金权）。

２１．上海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与总体规划，２００６年上海市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唐文乔为第七完成人）。

２２．《有毒、药用及危险鱼类图鉴》，２００６年第１９届华东地区科技出版优秀科

技图书奖（伍汉霖等）。

２３．鱼类学课程建设，２００６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唐文乔、龚小玲、鲍宝龙、

钟俊生、刘至治、杨金权）。

２４．鱼类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和思考，２００９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唐文乔、龚小玲、鲍宝龙、钟俊生、刘至治、杨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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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捕 捞 学 学 科

捕捞学亦称渔捞学，是水产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渔具、渔法和作业渔场

的一门应用性学科。与渔业资源学、海洋学、气象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

古代，人类为了生存以渔猎获取食物。陆上以猎为主，内陆水域和海洋以渔

为主。人们在长期的渔业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不断创造各种渔

具和渔法，开发资源量大的渔场。中国海淡水捕捞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据《竹书

纪年》记载，夏代帝王芒“东狩于海，获大鱼”，说明夏代就开始海洋渔业生产。唐

代陆龟蒙的《渔具咏》叙述了渔具的分类、结构和作业原理。明、清时代，捕捞业已

相当发达，渔具种类已发展到拖网、围网、张网、刺网、钓具和笼壶等，对国际渔业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进入２０世纪，中国引进国外机动渔船及其设备，促进了捕捞

业，也使捕捞学得到了发展和提高。

学校从１９１２年创建时就设置渔捞科，十分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校内有织

网、钓钩制作、气象观测、操艇等实习，还组织师生参加渔汛生产，渔业调查、海洋

观察等，提高捕捞学学科水平，充实教学内容。校长张曾亲自带领师生赴浙江

沿海从事渔业和渔场调查，在长江口从事鲚鱼流网作业和调查研究。从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起，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实施，以及国际交流

的开展，学校在捕捞学学科的建设方面取得明显发展和提高，为国家做出重大贡

献。百年来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渔业生产、教育、科研和渔业管理部门的优

秀高级专业人才。捕捞学学科多次承担国家攻关和农业部、上海市的海洋捕捞科

研项目，并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等奖项。学校的捕捞学学科的总

体水平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 #$

捕捞学学科发展大体可分为５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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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期间（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

建校初期，在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期间就设置渔捞科。当时捕捞作业主要是群

众渔业的风帆渔船生产作业方式。机轮渔业代表性的渔具和渔法，仅是日本式手

操网和西欧式舷拖网作业。当时，学校所开展捕捞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全国

都有一定影响。

（二）上海水产学院期间（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中后期）

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学校积极开展渔具学、渔法学的教学和科学研

究。鼓励广大教师深入渔区、出海捕鱼，总结生产经验。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苏联专家

来校举办工业捕鱼与鱼群侦察师资培训班和指导毕业设计，培养一批捕捞教师、

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对提高捕捞学理论水平具有一定作用。１９５８年国家科委

和水产部及时组织学校等科技工作者对全国渔具和渔船进行调查研究，编撰《中

国海洋渔具调查报告》和《中国海洋渔船图集》。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上海水产学院

会同长江流域有关省、市水产部门对长江流域的渔具、渔法和渔船进行调查研究，

编撰《长江流域渔具、渔法和渔船调查报告》。１９６１年张友声、乐美龙等编撰的中

国第一本《渔具理论和捕鱼技术》出版。该教材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渔具的基础理

论和设计方法，反映了当时的国内外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开创了渔具理论、力学

模拟、渔具运动学等的科学研究。

（三）厦门水产学院期间（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

该时期，学校进一步开展渔具试验研究。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成立全国性机轮拖

网阻力计算协作小组，学校是协作组的成员，曾借用南京林产工学院（现南京林业

大学）静水槽对全国３０多顶拖网进行模型试验。对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大连海洋

渔业公司、青岛海洋渔业公司等单位常用的拖网进行海上实测。通过模型试验和

实测，提出适合中国两片式拖网的阻力公式。同时还开展鱼类行为学、疏目拖网、

新渔场开发等研究工作。

（四）上海水产大学初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中后期）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学校获得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学校先后选派了

有关捕捞学教师赴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留学，学习捕捞学基础理论和

应用技术，同时邀请国际著名教授和专家来华讲学，如东京水产大学海洋生产学

科的井上实教授、日本水产工学研究所的小山武夫博士、苏联专家弗里德曼博士、

英国专家狄克逊等。学校与国外捕捞专家和国际渔业组织、团体的交往日益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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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推动了捕捞学学科新发展。构成渔具力学、鱼类行为学、渔具、渔法选择性等

新的研究方向。利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还更新了实验室设备，使研究手

段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努力，国务院学位办于１９８６年批准学校捕捞学具有农

学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８５年中国远洋渔业刚起步，学校就派出一批海洋捕捞等

专业教师参与远洋渔业开发和研究，有关教师根据西非过洋渔业的生产特点，设

计适合中国渔船使用的渔具，明显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大洋性渔业方面有：从

事光诱鱿钓作业的试捕和推广；开展了大型中层拖网研究，建立了中层拖网设计、

装配及网位控制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在国内率先开展大洋性金

枪鱼延绳钓资源渔场和捕捞技术研究。

（五）上海水产大学后期和上海海洋大学期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后期至２１世纪初）

这也是捕捞学学科发展最好的时期，国家重视，经费充足，人才辈出，成绩显

著。学校捕捞学建设与国际渔业发展趋势相一致。随着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的

实施，１９９５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执行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

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执行

协定》）生效，公海捕鱼自由的时代已经结束。由于长期以来捕捞强度大于渔业资

源再生能力，主要经济鱼类资源衰退。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开展了渔

场修复工程、渔具、渔法选择性、渔业法规和渔业管理等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

２１世纪初，学校在大洋性光诱鱿钓渔业、远洋金枪鱼延绳钓渔业和智利竹&鱼渔

业等探捕取得成功，再次为国家远洋渔业发展做出贡献。１９９９年学校捕捞学被

农业部列入重点学科建设项目，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５年２次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列入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２００１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学校捕捞学具有农学博士学位

授予权。２００５年全国第一位捕捞学博士在学校毕业。

%" &'()*+,-.

根据捕捞学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学校捕捞学学科建设和开展科学研究项目主

要有：

（一）渔具材料与工艺学

渔具材料与工艺学主要研究渔用材料性能，尤其是纤维材料的性能，渔具装

配工艺技术，以及其影响网具的使用和捕捞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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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渔具材料名词术语标准的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根据农业部标准化司下达给学校的渔具材料名词术语

标准化的研究和编写任务，学校由姜在泽和钟若英负责。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收

集资料，在确定渔具材料标准化词目基础上，根据科学释义、习惯用语等因素，确

定各词目的定义。经过多次讨论和征求意见，完成讨论稿后，交标准化委员会。

经专家鉴定会审议通过，正式公布实施。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又经过两次修订。

２．渔用聚乙烯网线延伸性的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钟若英针对国产渔用聚乙烯网线的性能指标不够明

确，直接影响网渔具加工质量，自选渔用聚乙烯网线延伸性的研究课题，对国产渔

用聚乙烯网线受力后的伸长、弹性进行测试和研究。利用学校接受的世界银行农

业教育贷款项目，从日本引进的网线性能测试仪器，对国内渔业常用的国产聚乙

烯网线受力后的伸长、弹性等性能进行系统的测试和研究。有关研究结果撰写成

《渔用聚乙烯网线延伸性研究》论文，发表在《水产学报》。为合理使用聚乙烯网线

提供科学依据，也填补了当时国内的空白。

３．网线结牢度测试标准的研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由东海水产研究所主持，钟若英参加的网线结牢度测试

标准研究课题起步。钟若英承担各种网线及其不同的结节牢度测试任务。通过

测试，有关研究结果撰写成《网线结牢度的研究》论文，发表在《水产学报》，为制订

网线结牢度测试标准提供依据，也为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建设和教学充实了新的

内容。

４．编译《渔用网材料》和《渔用绳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的《渔用网材料》和《渔用绳索》两

书，总结和概括了当时国际上研究新成果，对我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尤其是《渔

用绳索》一书中的有关研究，在当时国内尚未开展。为此，钟若英译编该两本书，

内部发行，对我国渔用绳索标准的研究、制订、生产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５．渔具材料实验室的建设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早期的仪器设备主要有：网线单纱强力试验机（德国

产）、网线强力试验机（德国产）、工业烘箱（国产）、网线耐磨试验机、网线捻度试验

机（国产）、物理天平（国产）等。后又添置１台１００千克网线强力试验机，２台２５０

千克网线强力试验机（国产）、８台烘箱（国产）。

１９８２年，学校利用两期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引进一批仪器设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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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网线耐磨试验机（日本产）、网线强力与弹性试验机（日本产）、网线强力试验

机（１０００千克、美国产）、网线疲劳试验机（日本产）、网线疲劳冲击试验机（日本

产）。另外还自制了８台测长仪和１个测定浮、沉力的水箱。

（二）渔具模型试验

１．开展网渔具水槽模型试验研究

１９５６年，乐美龙根据日本田内森三郎著《水产物理学》的网渔具水槽模型试

验相似准则以及上海交通大学辛一心讲授的流体力学，借用上海船舶设计室的水

池开展国内１８４千瓦拖网渔船使用的拖网网具进行模型试验研究。完成模型网

的设计、制作、实验设施的改进以及实验数据的处理等的全过程试验研究。这也

是国内首创性的网渔具试验研究，也为当时在海洋捕捞本科专业开设渔具计算一

般原理课程充实了新内容。

１９７６年，姜在泽、钟若英、孙满昌等承担全国性机轮拖网阻力计算项目，借南

京林产工学院水池进行拖网等渔具模型试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崔建章为改进摩

洛哥拖网网具，研究拖曳能力和网型问题，也专门进行模型试验。

２．开展网渔具风洞模型试验和其相似准则的研究

１９５９年，在开展网渔具水槽模型试验的基础上，乐美龙等根据苏联巴拉诺夫

著的《渔具理论与计算》一书中的渔具风洞模型试验相似准则，开展拖网网具和网

板的风洞模型试验。从相似准则的推算、模型网和网板的制作、实验方法和阻升

力的测定，直至数据处理等进行研究。并多次借用南京航空学院低速风洞实验室

进行比较试验。网渔具风洞模型试验相对地比水槽模型试验节约经费，装拆模型

和调整简便，有利于观察不同拖速时的网型变化。当时该项试验在国内具有开创

性。来校讲学的苏联专家萨布林柯夫赴南京航空学院观察试验后，曾说过巴拉诺

夫仅在理论上探讨了渔具风洞模型试验，但未做过实际试验。根据上述试验和研

究，乐美龙撰写《试论拖网网具风洞模型试验准则》论文发表在１９６４年出版的《上

海水产学院论文集》上。

３．在风洞模型试验基础上，开展单船拖网网板试验研究和推广

单船拖网网板性能直接影响捕捞作业效果。国内所使用的网板主要是１９４５

年从美国引进的１∶２矩形平面网板。国外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起已有报道椭

圆形机翼网板、带有翼栅的椭圆形网板等，但缺乏具体性能指标和可施工的图纸。

１９６３年，学校同意由乐美龙等组成单船拖网网板的试验研究组，通过风洞模型试

验，求得阻升比性能较高和结构较简单的椭圆形双翼整流网板。该网板由学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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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加工制造。当年７月，在学校实习渔轮“图强号”上，从长江口外至大陈岛之

间的海域试捕两个航次，约一个多月。经海上实测的数据基本上与风洞模型试验

接近，渔获量也高于一般生产水平。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于当年９月在其生产渔轮

上使用也获得成功。次年在南海渔业公司获得推广。该试验进一步推动了渔具

模型试验研究，尤其是风洞模型试验，也直接促进了生产单位的技术革新，为渔具

和渔法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

（三）长江流域渔具、渔法和渔船调查研究

根据国家科委《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中水产部分全国重

点淡水渔区渔具、渔法调查和淡水渔区渔船船型调查研究，将长江流域渔具、渔法

和渔船调查研究项目作为其组成部分。根据水产部的指示，该项目由学校和长江

水产研究所共同负责。１９６２年起，学校由张友声任组长（后任顾问），徐森林任副

组长（后任组长），滕永、郭大德、钟为国、李庆民、钟若英、方忠诰、车茂隆等参

加，以及部分学生从事现场调查研究、整理资料。调查范围为金沙江至崇明岛。

该项目先以太湖为试点，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依靠沿江各省的力量，至１９６４

年底基本上完成长江流域重点渔区的３５１种渔具和渔法，５２种渔船的调查工作。

１９６５年起开始整理调查资料。经选择，列入正式报告的有１６１种渔具和渔法。

由文、图、表三部分组成，包括渔具材料、结构、作业方式和捕捞对象，并附有渔具

结构图、作业示意图等。５２种渔船分典型的风帆渔船和典型的机动渔船两部分。

经一年多的整理和编撰，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长江流域渔具、渔法和渔船调查报告》

（第一册渔具、渔法，第二册渔船）正式付印成册（因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该调查

报告未能正式出版）。

该项目和付印成册的两册调查报告是国内外首次系统地总结和研究内陆水

域渔具、渔法和渔船的重要资料，也是为当时改进渔具、渔法和渔船的重要依据，

是研究中国淡水渔具学、渔法学的重要历史资料，对当时学校开设淡水捕捞课程

和充实其教学内容具有重要作用。更可贵的是，通过长江流域渔具、渔法和渔船

调查研究工作，为学校培养了一支淡水捕捞教学和科学研究队伍。

（四）近海捕捞技术研究

１．全国海洋渔具调查研究项目

国家科委和水产部于１９５８年将“全国海洋渔具调查研究”项目列入国家科学

发展规划，明确上海水产学院和黄海水产研究所为项目负责单位。全国沿海各省

市水产研究所参与。学校由张友声主持，于本楷等负责该项工作。该项目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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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调查手册、统一调查方法和资料整理等。最后与苏联太平洋渔业与海洋学研究

所捕捞技术室主任Ｂ．Ｃ．道尔比什共同讨论，从３６０种渔具调查资料中选出１４８种，

编撰成《中国海洋渔具调查报告》，于１９５９年１０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这一项目是国内首次对全国海洋渔具进行全面调查与研究，详述了渔具的具

体结构、部件装配、作业方法、捕捞对象和渔场，还有渔具结构图和作业示意图等，

其内容相当完整。为当时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改造不合理的渔具，促进生产，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并为以后的全国渔业区划和渔具标准化的制订奠定了基础，为研

究渔具学和渔法学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２．风帆渔船的机帆化和捕捞操作机械化的试验研究

１９５７年底至１９５９年初，学校与浙江省舟山地区水产局商定，学校派出青年

教师深入渔区、下海，从事捕捞生产实践，总结和推广群众生产经验。先后派出海

洋捕捞、渔业机械的中、青年教师乐美龙、滕永、任为公、詹庆成、王云章、周文容

等，组成工作组先后赴浙江大陈、沈家门、嵊山等渔区参加大陈的墨鱼汛、爵溪的

小黄鱼汛、岱衢的大黄鱼汛、嵊山的带鱼汛等生产实践。１９５８年初，正值全国推

进风帆渔船的机帆化和捕捞操作机械化的高潮。舟山是渔区的中心，急需要加快

机帆化的进程。工作组从当年５月在沈家门鲁家峙渔业大队全国劳动模范郭钦

再的渔船上参加对网生产实践，熟悉了操作全过程。当时船上已装有２９千瓦柴

油机作为主机动力，但起网全靠手工操作，相当费力。为此，工作组设想将风帆渔

船的机帆化和捕捞操作机械化结合起来，研究机帆渔船捕捞操作机械化。

当年６月下旬渔汛结束后，工作组在现场与有经验的渔民进行研讨，利用主

机动力带动，设计立式和卧式两种起网机。王云章、周文容负责总图设计，詹庆

成、乐美龙负责审核，由学校金工实习厂负责起网机的制造和加工，工作组有关成

员与船上轮机人员负责设备安装，个别非标零件由沈家门机械厂加工。经两个月

的努力，完成了设备加工、组装和码头试车工作。同时，为适应起网机操作，对网

具装配也作了部分调整。９月，由乐美龙负责出海现场操作，并且试验获得成功，

得到当地渔民的欢迎和地区领导的肯定。通过舟山地区水产局进行推广应用，为

实现捕捞操作机械化做出贡献，在改进捕捞操作技术上取得进展。

３．总结和推广全国渔业劳动模范郭钦再的对网生产经验

除了上述风帆渔船的机帆化和捕捞操作机械化的试验研究之外，学校派出从

事海洋捕捞的青年教师乐美龙、滕永、任为公等，根据舟山地区水产局提出的要

求，总结和推广全国渔业劳动模范郭钦再的对网生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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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钦再是浙江省舟山沈家门鲁家峙渔业大队对网机帆渔船的著名船老大，全

国渔业劳动模范，长期在浙江沿海从事捕捞春夏季的小黄鱼和大黄鱼，冬季的带

鱼，在探索渔场方面累积了丰富经验，但难以系统地推广。乐美龙等随郭钦再的

机帆渔船出海，直接参与生产。当时船上没有什么仪器设备，条件很差，只有一支

测海水表温计，他们主要通过观察郭老大在选择和转移中心渔场的特点，定时记

录天气、水温、水色等变化，并与郭钦再进行系统座谈。由此找出春夏季的小黄鱼

和大黄鱼产卵洄游，中心渔场的形成与鱼类性腺成熟程度和水温升高直接有关，

冬季带鱼属越冬洄游，与冷空气南下及其持续长短有关等基本规律，并经舟山地

区水产局向该地区渔业生产队推广。尽管这些基本规律在今天已成为一般性的

常识，但在当时、当地对提高渔获量起到明显的作用。

４．总结和推广全国渔业劳动模范郑连品的机轮对拖生产经验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急需解决市场副食品供应问

题。学校、上海市水产局和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商定，学校派出教师，并带领工业捕

鱼专业１９６３届部分学生与上海海洋渔业公司技术科共同总结和推广全国渔业劳

动模范郑连品的机轮对拖生产经验。郑连品是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第三大队、主船

“沪渔２６７”号（副船为“沪渔２６８”号）著名船长、全国渔业劳动模范，在机轮对拖捕

捞东海带鱼积累了丰富经验。学校先后派出乐美龙、黄锡昌等持续地随郑连品的

渔船出海参加生产劳动，在上海海洋渔业公司技术科科技人员共同努力下，总结

了郑连品船长根据带鱼昼夜垂直洄游规律，探索和掌握东海南部、中部和北部带

鱼中心渔场经验基础上，还系统地总结出了郑连品在作业过程中对拖网网具和其

拖曳速度等相互调整的辩证关系。机轮对拖是两艘机动渔船拖曳一顶底层拖网。

在使用一定时间后网具左右两侧变形，造成不对称，必须及时调整。由于带鱼鱼

群栖息水层经常出现昼夜的上下波动，如鱼群偏高，就适当降低拖速、减小两船拖

曳间距、缩短下纲长度，使网口适当增高，宽度适当缩小。反之，如鱼群偏低，适当

提高拖速、增大两船拖曳间距、加长下纲长度，使网口适当减低，增大网口宽度。

将作业过程中的对拖网网具调整概括为“快慢、长短、宽窄”６个字。这不仅将郑

连品的机轮对拖生产经验在全公司获得推广，提高了产量，也适用于其他机轮对

拖捕捞作业，成为机轮对拖作业过程中网具调整技术的基本规律。相应地也充实

了渔法学教学内容。该项目获得上海市水产局和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好评。

５．上海市郊区大围缯捕捞中上层鱼类的试验和推广

１９６９年底至１９７１年初“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闹革命”，军宣队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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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队为“改造”知识分子，要广大教师下乡劳动。曾先后安排乐美龙、姜在泽、杨德

康等赴金山县山阳渔业队，胡鹤永等赴金山县漕泾渔业队出海参加生产劳动。当

时，郊区集体渔业生产仅局限于春季的吕四大黄鱼汛和冬季的嵊山带鱼汛。但福

建渔民在８—９月份开发利用东海中部的鲐、'等中上层鱼类资源。鉴此，在乐美

龙等指导下，改进大围缯网具结构，加长其网翼长度，加大沉降力，于１９７０年８月

起赴东海中部进行试捕获得成功。该改进后的网具既不影响其他季节作业生产，

又能利用东海鲐、'资源。该项目获得市郊渔业生产指挥部门的重视，在市郊集

体渔业队中进行了推广。

６．福建大围缯机帆渔船的灯光围网和单船拖网的试验和推广

１９７２年，学校迁往福建厦门，福建省水产局和厦门市水产局分别要求学校在

福建试验研究灯光诱捕鲐、'等中上层鱼类资源和机帆渔船开展多种作业轮作的

研究。学校派出乐美龙、丁维明等负责。

在灯光围网捕捞中上层鱼类作业的试验和推广上，重点调查山东、上海、江苏

和浙江等地的生产情况和技术措施，结合福建渔船特点，撰写约５万字的《灯光围

网捕鱼技术》推广材料。由福建省水产局组织有关渔业生产队学习和推广。

单船拖网试验由厦门市水产局提出，要求厦门渔业公社能将大围缯渔船兼作

单船拖网作业。考虑到当时厦门机帆渔船难以通过台湾海峡北上东海作业，拟向

广东东部沿海发展较为有利。为此，乐美龙、翟国环专门到汕头、海丰一带，对广

东大拖风网具结构、渔场分布和作业技术等进行全面调查和现场考察，结合厦门

机帆渔船的特点，专门设计了网具和操作技术。后因乐美龙借调农林部工作，试

捕工作由丁维明承担，并获得成功。

７．围网性能的实船测试

１９８３年，学校与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合作，从事围网性能实船测试研究。学校

由崔建章、陆赤负责。主要研究：一是围网底部在水中的沉降过程、沉降速度和沉

降深度；二是围网操作中主要纲索的受力过程和最大张力。

当时学校利用从波兰进口的自记式网具深度仪和从日本进口的自记式水下

张力仪，在上海海洋渔业公司“沪渔３８６号”进行实船测试。第一次测试是将自记

式网具深度仪安装在无囊围网的沉子纲和底环纲（连接沉子纲与底环的钢索）测

得了围网底部在水中的沉降过程、沉降速度和沉降深度。第二次测试是将自记式

水下张力仪安装于围网两端及底环纲，测试了围网操作中主要钢索的受力纲过程

和最大张力。从中发现围网上某些纲索规格配置过大，可明显地减少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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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为围网设计和围网操作技术的改进提供依据，具

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其测试和研究结果分别撰写成《围网沉降性能的测试与研

究》、《围网钢索受力的测试与研究》２篇论文，分别发表在１９８４年的《海洋渔业》、

《水产学报》。有关研究结果也充实了水产高校统编教材《渔具与渔法学》的内容。

８．光电泵捕鱼的试验研究

１９７１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对国内应大力发展鲐鱼灯光围网作业的指示，全国

沿海各省市从无到有新建了灯光围网船组达１００组（每一船组配有网船１艘、灯

船２艘、运输船１艘）。该期间由军宣队分别领导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学校、东海

水产研究所。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军宣队根据个别技术人员介绍、苏联曾在亚速海

采用光电泵捕(鱼的启示，确定光电泵捕鲐鱼试验研究项目。由上海海洋渔业公

司、学校、东海水产研究所和上海电工仪器研究所四家合作组成科研组。公司提

供围网船“沪渔３７７号”改装为试验船。学校派出崔建章和桂志成分别负责参与

吸鱼泵、脉冲电驱集鱼群的研究。

在试验船上安装大功率涡流吸鱼泵，泵口带有直径约１．５米的球笼形阳电

极，船体为阴电极，在泵的附近安装集鱼灯。到达渔场后放置吸鱼泵放到水下，开

启集鱼灯，待鱼群接近泵口电极时，开启大功率直流脉冲电，利用鱼类的趋阳反

应，开启吸鱼泵将鱼吸到鱼舱。经一年研制光电泵设备，１９７２年装船投入海上试

验。直至１９７７年告一段落。在试捕中，有关设备都能达到预期指标，积累了一定

数据和经验，但因对鲐鱼趋光性研究不够而使得渔获效果较差。

９．长江口虾蟹两用桁拖网试验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江浙沿海的虾蟹两用多囊桁拖网作业试验成功，既可捕

捞虾类，也可捕捞梭子蟹。原有捕虾和捕梭子蟹的桁拖网不能通用，因捕虾桁拖

网网身短，网目小，而捕捞蟹的桁拖网，网身长，网目大。往往在海上需要根据捕

捞对象更换网具。这不仅增加了渔民的劳动强度，还缩短生产时间，直接影响产

量和生产效益。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学校派季星辉、孙满昌等与上海市郊区渔业指挥

部合作，共同开发虾蟹两用桁拖网。经过模型试验和海上生产性试验，取得较好

效果。其研究结果撰写成《江浙沿海桁拖网作业性能的初步研究》、《虾蟹两用桁

拖网的设计和试验》２篇论文，分别发表在１９８４年的《水产学报》和１９８５年的《福

建水产》。１９８６年长江口外虾蟹两用桁拖网项目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五）远洋渔业捕捞技术试验研究

１９８５年我国远洋渔业起步时，学校多次派出海洋捕捞、渔业资源、渔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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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机械和水产加工等有关教师，并带领部分学生，横跨三大洋，先后直接参与筹

建、生产实践、试验研究或技术指导等工作。在开拓远洋渔业的渔具、渔法的试验

研究等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为发展我国远洋渔业做出重大贡献。

１．塞拉利昂的双支架拖虾网试验研究

１９８５年我国远洋渔船队首次赴西非期间，学校与中国水产总公司商定，派出

季星辉随渔船队赴拉斯帕尔马斯指导生产。渔船队到达西非塞拉利昂投产后，普

遍捕不到鱼，严重亏损。这让人对发展西非渔业发生怀疑，甚至产生动摇。但当

地其他国家渔船都丰收而归。季星辉随船出海生产，发现韩国等当地渔船都采用

双支架式一船可拖两顶或三顶网具，尤其是捕虾等效果更为明显。而国内渔船习

惯于双拖作业。由此，经公司同意，由季星辉负责重新设计网具、网板，下纲再装

有惊虾链，驱赶海底的虾类。对甲板装置进行重大改造，在航行时将伸向左、右舷

外侧的支架移至舷内甲板上，作业时移向舷外。经过两三个月施工和筹备。当年

底投入试捕，一举成功。后又设计了４４１千瓦、５５１千瓦、６６１千瓦和７３５千瓦等

不同主机功率渔船的网具、网板和支架设备，在生产上不仅转亏为盈，还全面推广

到在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等国作业的所有中国渔船。西非远洋渔业

不仅站稳了脚跟，还获得迅速发展。

该试验研究由季星辉撰写的《双支架拖网的渔具渔法》，刊载在中国水产总公

司与上海水产大学编纂的《西非渔业技术系列资料之一》一书中。双支架拖网作

业在国内是空白。在西非试验研究成功，对渔具学、渔法学的研究增加了新内容。

２．摩洛哥的双拖作业改单拖作业的六片式底拖网试验研究

１９８８年３月，学校与中国水产总公司商定，派出崔建章赴西非摩洛哥从事远

洋渔业技术指导工作。由于国内派赴摩洛哥的拖网渔船、网具装备等都难以适应

当地渔场底质粗糙和头足类的捕捞，国内船员又不熟悉单拖作业，造成产量低，经

营亏损。当年１０月，崔建章在摩洛哥，先后调查韩国、德国、苏联、西班牙等国渔

船在摩洛哥使用的网具、网板等设备，结合国内派出主机功率为６６１千瓦和７３５

千瓦拖网渔船实际情况，将原网具由两片式结构改为六片式，将原２．３平方米的

椭圆形铁木网板增大为３．０平方米，加重沉子纲，加粗网线，增大网目，加长网翼

等措施进行试验。同时为减少破网事故的发生，摸索出一套作业过程中的调整措

施。由此，渔获量达到、甚至超过其他国家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面貌。

１９９０年崔建章趁从摩洛哥回国之际，在国内对网具还做了模型试验，对原

设计的网型进行调整。重返摩洛哥后，带领张继平和学生张敬东、沈海忠、徐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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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根据国内模型试验结果，又设计了主机功率为７３５千瓦和１０２９千瓦的

拖网渔船网具及改进后的网板进行试捕和投产，都取得良好的效果。直至

２００５年，在摩洛哥仍使用崔建章所设计的网具及改进后的网板。崔建章将该

试验研究而撰写的《六片式拖网的渔具渔法》，刊载在中国水产总公司与上海水

产大学编纂的《西非渔业技术系列资料之一》一书中。这不仅解决当时生产上

急需解决的问题，为发展我国在摩洛哥海域的渔业奠定基础，在渔具设计上也

有一定贡献。

３．光诱鱿钓作业的试验研究

光诱鱿钓捕捞技术是利用柔鱼类的趋光特性和凶猛的摄食习性，运用集鱼灯

进行诱集鱿鱼，利用拟饵复合伞状钓钩进行钓捕的作业方式。现代光诱鱿钓技术

使用了高强度的集鱼灯和高效率的自动化钓机来进行作业，具有节能、省劳力、高

效、高技术等特点。光诱鱿钓技术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在专用渔船上装置海锚、

尾帆、集鱼灯、钓机、钓具等组成。

学校实习调查船“浦苓”号于１９８９年８月赴日本海前苏联专属经济区海域进

行太平洋褶柔鱼光诱钓捕试验成功，正式拉开发展中国远洋光诱鱿钓渔业序幕。

１９９０年６月，以“浦苓”号为首，舟山海洋渔业公司等生产渔船组成第一支鱿钓船

队前往日本海从事生产性试验成功。由此，鱿钓作业海域不断拓展，从日本海延

伸到北太平洋公海（１９９３年开始）、新西兰周边海域（１９９５年开始）、西南大西洋海

域（１９９６年开始）、秘鲁外海（２０００年开始）、印度洋西北海域（２００３年开始）、智利

外海（２００６年开始）等海域，覆盖到三大洋８大海域，捕捞对象达５个种类，形成

了大规模专业化的远洋鱿钓作业船队，鱿钓船达４００—５００艘、年产近３５—４０万

吨，分别约占我国远洋渔船总数的１／３和远洋渔业总产量的２５％以上，成为我国

远洋渔业的重要力量。

由学校主持的中国远洋渔业协会的鱿钓技术组，围绕探索中心渔场、钓钩和

钓线颜色选择性、钓钩的设计改进、网托架调整、水上集鱼灯的合理布置和灯光变

色技术、水下灯技术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获得多项国家和农业部科技进步奖，培

养了数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发表５５篇关于提高捕捞技术方面的论文，４０余

篇关于鱿钓中心渔场研究的论文，获得专利８项。２００５年孙满昌指导的钱卫国

博士论文《鱿钓渔业中集鱼灯的优化配置研究》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目

前，我国已成为捕捞世界大洋性柔鱼类资源的最主要国家，作业规模和捕捞产量

处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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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远洋金枪鱼延绳钓作业的试验研究

早在１９９２年，学校根据中国水产总公司发展大西洋大洋性超低温金枪鱼延

绳钓渔业的需要，由季星辉、王尧耕、任为公和林焕章等，开始收集金枪鱼延绳钓

渔业的捕捞对象、主要渔场、资源状况和捕捞技术等资料。１９９３年３月，派出青

年教师张勇赴地中海作业的韩国金枪鱼延绳钓渔船实习。同年７月，宋利明被派

往西班牙拉斯帕尔马斯，与张勇一起为中国水产总公司接收４艘韩国大洋性超低

温金枪鱼延绳钓二手船，为开创中国大洋性金枪鱼延绳钓超低温渔业，以及渔场

探索、渔具渔法试验创造了条件。１９９４年１１月，戴小杰也被派往大西洋大洋性

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队从事生产和试验研究工作。

同时，学校有关教师承担了一系列三大洋金枪鱼渔业试验或研究项目。２００１

年３—１１月，宋利明在科技部“８６３”项目中负责大西洋金枪鱼延绳钓渔场调查，收

集渔业生产、海洋环境等数据。２００３年４月，许柳雄和宋利明主持农业部渔业局

公海渔业资源探捕项目子项目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资源探捕，就大眼金枪鱼渔业

资源、生物学、渔场环境、捕捞技术等进行系统研究。２００４年３月，学校与广东广

远渔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对印度洋马尔代夫海域小型金枪鱼延绳钓渔船大滚筒

钓机捕捞大眼金枪鱼的渔具渔法进行试验。２００５年８月和２００６年８月，学校与

深圳市联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合作对中西太平洋岛国帕劳和马绍尔群岛海域大

眼金枪鱼渔业资源、生物学、渔场环境、捕捞技术等开展系统研究，３个项目均由

宋利明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工作。２００５年４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由宋利明主持农

业部渔业局公海渔业资源探捕项目子项目———印度洋公海冷海水金枪鱼延绳钓

探捕。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由宋利明主持农业部渔业局公海渔业资源探

捕项目子项目———印度洋南部大目金枪鱼资源探捕。２００８年１月，上海市科委

批准的大型金枪鱼围网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由许柳雄作为项目负责人，开始对中

西太平洋金枪鱼围网主要捕捞对象鲣鱼的资源、生物学、渔场环境、捕捞技术等进

行系统研究。２００８年４月，许柳雄、戴小杰主持的农业部渔业局公海渔业资源探

捕项目子项目印度洋南部长鳍金枪鱼资源探捕，开始对长鳍金枪鱼渔业资源、生

物学、渔场环境、捕捞技术等进行系统研究。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由宋利

明主持农业部渔业局公海渔业资源探捕项目子项目南太平洋岛国冰鲜金枪鱼资

源探捕。

上述各项目的主要内容分别有主要金枪鱼种类、兼捕种类的渔业资源生物

学，渔场环境，高效捕捞技术，减少和防止误捕海龟、海鸟和鲨鱼的渔具渔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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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渔情预报，渔具数值模拟和渔业数据统计研究等。参加上述各项目的教师

还有张勇、陈新军、叶旭昌、朱国平、朱江峰、唐议、李云凯、张新峰、陈锦淘等。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为了推动全国金枪鱼渔业技术的试验研究、资料收集，以及国

际交流等，农业部渔业局决定在学校成立金枪鱼渔业技术组，周应)任组长，许柳

雄任副组长，成员有宋利明和戴小杰等。技术组有关成员多次出席有关国际金枪

鱼渔业组织的国际会议。

主要研究成果有：公海重要经济渔业资源开发研究项目，获教育部２００７年度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农学会２００９年神农奖三等奖；东太平洋和印度洋公

海金枪鱼资源开发研究项目，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２００８年科技成果进步奖二

等奖、获国家海洋局２０１０年创新成果奖二等奖；大洋金枪鱼资源开发关键技术及

应用项目，获２０１０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２００９年取得高效金枪鱼延绳钓渔

具专利；２０１０年获延绳钓作业状态数值模拟仿真软件软件著作权登记。

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５０余篇，其中ＳＣＩ收录期刊１０余篇，还培养

了２０多名硕士研究生、７名博士研究生。

学校主持全国金枪鱼渔业技术组工作和承担一系列三大洋金枪鱼渔业试验

或研究项目，为我国渔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通过

参与三大洋的国际金枪鱼渔业组织的会议，在树立我国负责任渔业大国的形象，

维护国家合理的海洋权益，正确处理两岸渔业关系，为我国金枪鱼渔业可持续发

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得到国家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企业的好评。同时，也为学

校的捕捞学学科和渔业资源学学科建设开拓了新领域，在国际渔业领域内提升了

学校的知名度。

５．东南太平洋竹?鱼捕捞试验研究

长期来，上海远洋渔业公司等有关企业大型中层拖网渔船，因北太平洋狭鳕

资源衰退、又受沿海国管辖等，难以维持正常作业。１９９９年，为了探索后备作业

渔场，学校受上海远洋渔业公司委托，学校海洋科学学院成立由张敏、邹晓荣组成

的东南太平洋智利竹?鱼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小组。次年４月底项目组派邹晓荣

随上海远洋渔业公司“开欣号”大型中层拖网渔船赴东南太平洋从事智利竹?鱼

探捕生产，取得良好成绩。由此引起国内有关渔业公司重视，推动了国内大型中

层拖网渔船作业的战略性转移。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该项目都得到农业部渔业局公海探捕项目的指导和资助，项目组成员除张敏、

邹晓荣外，还增加季星辉、周应祺、王大弟、李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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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主要研究内容有竹?鱼捕捞技术，智利外海渔场特征及海洋环境，竹

?鱼洄游规律，种群结构、年龄与生长等的基础生物学，资源评估及鱼情预报，渔

业数据库构建，以及渔获物产品加工等。

除上述探捕、试验和研究外，２００２年以来，项目组还承担着大型拖网工作组

技术组的工作。２００６年起，项目组成员受农业部委托，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或政

府代表团代表参加了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筹建）及其下设的科学委员会

及数据与信息委员会的有关会议。

该项目获得２００５年校科技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６年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奖

二等奖，并与其他项目一起获得２００７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２００９年度神

农中华农业科技奖科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专题研究报告和论文数十篇。发表

在《上海水产大学学报》的论文，主要有许永久、张敏、邹晓荣等《我国竹?鱼中层

拖网网具性能分析》，邹莉瑾、张敏、邹晓荣等《东南大平洋公海智利竹?鱼年龄与

生长的研究》，邹晓荣、张敏的《智利竹?鱼拖网最适网囊网目尺寸探讨》等，还培

养十余名硕士研究生。农业部渔业局认为该项目是学校开创远洋鱿钓渔业以来，

为发展中国远洋渔业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６．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业研究

２００４年，学校与大连国际合作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合作承担农业部北太平洋

公海秋刀鱼渔业资源探捕项目。朱清澄带领研究生随“国际９０３”号赴西北太平

洋公海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在２００４年７—１１月的生产调查中，对西北太平洋的资源环境和渔业概况，夏

季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场分布、海洋环境、生物学特性、渔具渔法进行初步

研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学校与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

产研究所共同执行上海市农委下达的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资源渔场及其捕捞技

术的研究项目。

２００５年７—１０月，学校派研究生随“沪渔９１０”号调查船赴西北太平洋执行调

查任务。在结合２００４年研究的基础上，本次调查深入分析了西北太平洋公海秋

刀鱼渔场分布及其与海洋环境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夏季西北太平洋公海

秋刀鱼渔场分布变动情况及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

２００６年下半年，课题组与飞利浦（上海）公司合作，进行了秋刀鱼集鱼灯灯光

测试及秋刀鱼渔船集鱼灯照度分布模型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秋刀鱼集鱼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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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配置方案。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学校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远洋渔业总公司共同执行浙江省海

洋与渔业局下达的西北太平洋公海海域秋刀鱼捕捞项目。２００９年５—８月，学校

派研究生随“天祥”号调查船赴西北太平洋执行调查任务。本次调查着重研究了

秋刀鱼吸鱼泵、鱼水分离器、分鱼器系统的结构、性能和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改进意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学校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远洋渔业总公司、大连国际合作远

洋渔业有限公司共同执行农业部下达的西北太平洋公海海域秋刀鱼探捕项目。

通过多年对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场资源调查，开展了生物学指标测定、浮

游动物分析和海表面温度、海表面盐度、海表面叶绿素α浓度、海表面高度等海洋

环境因子研究，并探讨了秋刀鱼舷提网作业和集鱼灯照度分布理论及集鱼灯灯光

测试分析方法，形成了一套对国内渔船在公海上开展秋刀鱼捕捞生产具有指导意义

的理论体系，在集鱼灯照度分布理论和灯光优化配置的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成绩。

课题组对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场形成的研究、秋刀鱼集鱼灯优化配置方案

和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舷提网捕捞技术规范的制定，具有创新性。对我国远洋渔

业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７．主持印尼“双改单”及探捕项目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成功完成农业部下达的印尼实现“双拖改单拖”作业方式转

变。印尼是我国过洋性远洋渔业基地之一，在阿拉弗拉海作业的我国渔船最多时

达到４００余艘。近几年由于资源状况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印尼渔业政策的调整，

要求所有在印尼阿拉弗拉海生产的渔船必须使用单拖网作业，因此我国渔船必须

改变作业方式。根据农业部印尼海域渔业资源探捕项目的要求，学校会同福建远

洋渔业集团公司进行了单拖网设计和试验。以朱清澄为组长的技术组从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开始对主机功率为４４１千瓦的渔船设计了３种单拖网，取得较好效果。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１日，我国２１艘配备新型单拖网渔具的远洋船队开赴印尼开展生产

作业并取得成功，至２００８年８月，我国在阿拉弗拉海从事单拖网作业的渔船已达

到８０多艘，最高网产２１吨，单船月产量达到１６０多吨，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成功地完成“双改单”作业方式转变，为我国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贡献。

８．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研究状况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农业部先后组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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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研究所、上海水产大学、上海水产集团总公司和辽宁海洋渔业集团公司等单

位专家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多次论证，撰写《南极海洋生物资

源开发利用》项目建议书。

２００７年８月，农业部组织由１５名院士和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该项目进

行充分论证，形成《关于尽快开展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学校许柳

雄、陈新军参加论证会。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５日，国务院批准农业部会签外交部报送的关于开展南极海洋

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的请示，并明确由农业部负责组织实施。自此，南极海洋

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开始进入正式筹备实施阶段。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０９年１２月，项目组共组织和召开了６次项目讨论与备航

会，学校许柳雄、陈新军及朱国平均全程参加相关会议和工作。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朱国平作为海上探捕副总指挥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４日离境，博

士生夏辉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４日离境，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２日科研人员全部回国，其

中除海上航行时间外，探捕调查时间各２３天，共调查９３个站点，捕捞磷虾１８４８

吨，超额完成原定的８８个站点、５００吨磷虾的考核指标，圆满完成各项计划任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学校博士生夏辉、徐鹏翔作为海上调查人员分别于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２９日和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８日再次前往南极，开展第二次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

发利用项目的海上调查工作。第一批调查人员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４日回国。第二

批调查人员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回国。

研究内容与成果主要有：

（１）开展南极磷虾资源渔场预研究。主要分析了世界各国历年南极磷虾生

产规律、渔场安排及其变化规律，最终为选定本次探捕项目的调查具体区域和范

围提供了科学依据。经探捕走航观察，在调查区域范围内，有多处发现一定资源

密度的南极磷虾映像，达到了探捕调查的目的。

（２）历史海洋气象资料收集与整理。收集、购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ＮＯＡＡ）近２０年来历史海洋气象资料（风浪、气旋等）、美国ＮＯＡＡ海洋环境资

料（水温、海流、冰锋、海面高度等）以及实时的海洋环境与气象资料，购置了纸质

航行资料和电子海图为项目的计划制定和探捕安全保障起到了保障作用。

（３）进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ＣＣＡＭＬＲ）相关管理规定和法规资料

的收集与汇总。主要包括ＣＣＡＭＬＲ公约、南极磷虾渔业管理体系、科学观察员、

公海登临检查和南极磷虾最新养护等管理措施和要求，以及南极条约、南极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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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公约、南极环境保护公约及世界主要大国对南极问题的态度等资源的收集、

翻译与汇总，为履约业务培训提供了基础。

（４）业务技术培训。共组织业务技术培训４次，科学观察员培训３次。业务

技术培训主要对２艘大型拖网渔船的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进行渔业法规、

ＣＣＡＭＬＲ管理规定、安全生产、资源渔场、捕捞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培训方式为２

次陆地集中培训和２次船舶现场培训。培训人数４００余人。科学观察员培训内

容主要包括观察员日志的填报细则及具体要求，海洋生物样品的识别、鉴定及生

物学测定标准，科学观察员的任务与要求，以及观察员航次报告撰写等。

（５）开展南极磷虾海上暂养实验研究。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海上调查期间，调查人

员对从甲板上取回的磷虾进行筛选，选出活性好的样品，放置到准备好的暂养箱

中。选出大致４０尾左右的磷虾进行暂养。暂养箱采用全透明整理箱，放于加工

间内，进行２４小时不间断光照。水温能够始终保持在０℃。养殖过程中每天换

水一次，换水量为养殖水量的１／２。对磷虾行为进行拍照及录像。共养殖１３天。

（６）南极鱼类基础生物学及生命史过程研究。我国针对南极水域的鱼类状

况研究甚少，对很多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鱼类也没有很好的开展研究。学校依托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已收集到一些鱼类样本（包括冰鱼和南极电灯

鱼等鱼类的样本、耳石、性腺和胃含物等），一些实验工作已初步完成或正在开展，

相关成果也在整理之中。

（７）参加ＣＣＡＭＬＲ小组会议及年会。学校朱国平和唐建业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１６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６日赴澳大利亚霍巴特参加ＣＣＡＭＬＲ资源评估小组会议

及年会。

（六）渔具、渔法选择性研究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１９９５年通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中专门提及各国都

应重视渔具、渔法选择性，即“各国应当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要求渔具、捕捞方法

和技术应当具有足够的选择性以尽量减少浪费、丢弃物、非目标种的渔获量、对与

之相关或从属种的影响，并不得采用技术手段来规避有关条例的规定。”这也是针

对长期来捕捞过度、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对捕捞学学科研究提出新要求，形成当

前捕捞学学科研究的新热点和渔业管理的重大措施。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内为防止捕捞虾类的定置网作业时滥捕幼鱼而采取释

放措施，取得良好效果。学校从１９９３年起，注意到底拖网选择性问题，先后开展

底拖网、张网、捕虾桁拖网、蟹笼等选择性的试验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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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隔式底拖网试验与研究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由孙满昌主持，姚来富、王玉明等参与，承担了

农业部“八五”重点项目分隔式底拖网试验与研究。主要研究拖网的网囊网目选

择性和分隔式捕虾桁拖网。经１９９４年赴江苏启东与浙江嵊泗的现场调查，决定

以鱼虾混捕比例最高的虾桁拖网作为研究对象。１９９５年设计了分隔式捕虾桁拖

网。１９９６年海上生产试验。经过多次试验与调整，收到较好的效果。鱼虾分隔

率达到８０％左右，获得预期的试验效果。孙满昌等撰写的《捕虾桁拖网网囊网目

的选择性研究》和《桁拖网作业中鱼虾分隔的初步试验研究》的论文，分别发表在

１９９９年的《水产学报》和１９９８年的《海洋渔业》。

该项目在内容上或方法上，在国内渔具、渔法选择性的试验研究中具有一定

的开创性，为以后渔具选择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２．张网渔具渔获选择性的试验与研究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由孙满昌主持，张健等参加，承担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重点学科（捕捞学）建设项目开放基金资助的张网渔具渔获选择性的试验与

研究。该研究主要通过现场试验，研究张网最适网囊的网目大小、探讨了张网渔

具网目选择性试验方法，不同的释放装置结构与其主捕品种渔获物组成的关系，

不同网目形状（菱形、方形、六角形）与其主捕品种渔获率的关系等。

该研究选择张网数量比较多的江苏启东的单桩张网为研究对象，并与江苏启

东海洋与渔业局合作，２００２年制订试验研究方案，包括设计不同缩结系数的菱

形、方形、六角形等网目形状和不同网目尺寸的网囊和释放幼鱼装置结构。２００３

年和２００４年利用当地生产渔船在海上进行试捕，将渔获物按种类、个体大小进行

分类和统计，由此得出主要捕捞对象的最适网囊网目形状和大小，以及研究和比

较了各种释放幼鱼装置的效果。试验结果写成了有关论文。２００６年孙满昌、张

健和许柳雄在《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上发表《Ｓｉｚ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ｉａｍｏｎｄａｎｄ

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ｓｈｃｏｄｅｎｄｓｆｏｒｈａｉｒｆｉｎａｎｃｈｏｖｙ（犛犲狋犻狆犻狀狀犪狋犪狋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ｏｗｎｅ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论文；２００４年张健、孙满昌等在《海洋渔业》发表《张网渔具选择性

模型的探讨》论文；２００４年孙满昌、张健在《水产学报》发表《套网法对张网渔具选

择性的影响》等论文。孙满昌指导的张健硕士论文《单桩张网网囊网目选择性研

究》还获得上海市水产学会优秀论文奖。

３．捕虾桁拖网渔获性能优化研究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由孙满昌主持，张健等参加，承担教育部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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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捕虾桁拖网渔获性能优化研究。主要研究不同

网目尺寸的菱形网目和方形网目网囊对桁拖网主要渔获种类的选择性，虾蟹分隔

效果等的研究，以及根据主要渔获的种类和大小而合理选择分隔式网片的网目大

小、形状和缩结系数。

该项目分别与江苏常熟渔业公司和启东吕四渔业公司合作。２００５年着重制

定试验研究方案，包括设计分隔式网囊，根据不同主要目标捕捞对象和非目标捕

捞对象，选定不同网目尺寸等。经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分别在上述两渔业公司的生

产渔船进行海上试捕，取得了预期效果。

主要成果有孙满昌主编，张健副主编，许柳雄、钱卫国、叶旭昌等参编的专著

《渔具渔法选择性》，于２００４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国渔具渔法选择性

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得到国内水产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门有关同行的肯定。２００８

年张健、孙满昌在《上海水产大学学报》发表《桁拖网不同网目结构网囊对主要鱼

类的选择性研究》，２００８在《大连水产学院学报》发表《分隔网片对桁拖网鱼类渔

获的分隔效率》等论文。

４．东海近海蟹笼渔具选择性研究

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开始，张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东海近海蟹笼渔具

选择性研究项目。主要研究不同网目尺寸和不同网目形状的蟹笼对主要渔获种

类的尺寸选择性，从而明确笼壶渔具选择性的主要可控条件或因素，达到减轻蟹

笼渔业对资源影响的目的。

该项目制订的试验研究方案中包括有实验室试验，以及海上试捕和实测。该

项目结合实验室观察，通过海上对比试验，在分析不同网目尺寸和不同网目形状

蟹笼对主要渔获种类的尺寸选择性的基础上，并在蟹笼渔具上设置不同规格和不

同大小的逃逸装置并进行对比试验，分析其对各渔获种类的选择性以及其在释放

幼蟹及其他兼捕种类的效果，掌握影响笼壶渔具选择性的主要的可控条件或因

素，定量分析这些可控条件影响蟹笼渔具尺寸选择性的机制等研究。试验结果可

以为合理制订蟹笼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及释放装置等管理措施、减轻蟹笼渔业对资

源的影响、保持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七）渔场生态修复工程（人工鱼礁建设）研究

国内外长期来因捕捞能力过大，造成主要经济渔业资源衰退，甚至枯竭，生态系

统遭到破坏的严峻现实，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联合国粮农组织于１９９５年通过

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中专门提及包括人工鱼礁建设等的渔场生态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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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南海水产研究所冯顺楼曾倡议发展人工鱼礁建设，获得胡

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支持。２１世纪初，学校与江苏和浙江两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合作在渔场生态修复工程上已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宝贵资

料，为渔场学的建设开创了新途径。

１．江苏省海州湾渔场修复工程（人工鱼礁建设）

该项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８年６月。学校孙

满昌主持，张硕、许四杰、张虎、汤威、钟术求、吴静等参加，与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

合作，开展江苏省海州湾渔场修复工程（人工鱼礁建设）的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在海州湾建设人工鱼礁的可行性研究；设计钢筋混凝土十字

礁、旧船礁和浮鱼礁，以及其适应性的研究；对人工鱼礁投放海域和对照海区的环

境因子进行比较，以及对生物资源进行系统调查，并对人工鱼礁在修复海洋生态

环境功能上做出综合性评价。

实施过程中，在对海州湾渔场修复工程（人工鱼礁建设）的可行性论证基础

上，主要有：人工鱼礁选址和本底调查；鱼礁礁体的设计制造、投放；人工鱼礁区实

施增殖放流；每年春、夏、秋三季的海上现场调查。结果表明：人工鱼礁海域内的

小黄鱼、鳓鱼，棘头梅童鱼，黄姑鱼、虾类等资源密度有较大幅度增加，资源生物量

比投礁前增加约２倍，岩礁附着生物也有明显增加，说明生态系统得到改善，资源

有所恢复。

第二阶段是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孙满昌主持，张硕、许四杰、钟术

求、孙习武、刘健、杨柳、卢璐再次与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合作，由海洋渔业转产项

目资助。根据农业部的要求，项目名称改为江苏省海洋牧场示范区，重点仍然为

人工鱼礁建设。

主要研究是在完成江苏省海州湾渔场修复工程（人工鱼礁建设）的研究基础

上，在人工鱼礁区加强海珍品增殖礁的建设，加快海州湾海洋生物资源功能修复

和合理开发利用示范区的建设步伐，以及加强人工鱼礁建设关键技术基础研究及

建立评价体系，发展休闲渔业，为渔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走我国近海海洋牧场

化发展道路，为渔民“减船转业”计划的实施提供载体。

２００７年，设计和投放三角形、回字形、框架石块鱼礁等人工鱼礁及海珍品增

殖礁。并且按照计划投放。经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的每年春、夏、秋三季进行主要包括

浮游生物和渔业资源变化情况的海上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对渔业资源和人工

鱼礁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功能做综合评价。调查表明礁区游泳生物年平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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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为对照区的２倍，礁区平均生物密度为对照区的１．５倍。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

的夏天还进行水下摄影，发现较多的恋礁性鱼类到此产卵、索饵。证实了人工鱼

礁对于修复海州湾渔场环境和养护渔业资源已起到较为明显的示范作用。

主要成果有：２００６年，钟术求、孙满昌等在《海洋渔业》发表《钢制四方台型人

工鱼礁礁体设计及稳定性研究》论文；２００６年张硕、孙满昌等在《大连水产学院学

报》发表《海州湾人工鱼礁区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及生物量》论文；２００６年，张硕、孙

满昌在《中国水产科学》发表《光强对刺参行为特性和人工礁模型集参效果的影

响》等论文；孙满昌、张硕、钱卫国和张健编著的专著《海州湾海洋牧场———人工鱼

礁建设》，于２０１１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海州湾人工鱼礁建设过

程，既有理论有又实践，是一部人工鱼礁建设的专用书，得到同行的肯定。该项目

２００８年获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科技创新一等奖。

２．人工鱼礁水动力学及其生态效应的定量研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学校渔业环境室章守宇主持，林军、张硕、刘洪生、焦俊鹏参

加，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人工鱼礁水动力学及其生态效应的定量研究。

主要研究投放人工鱼礁后产生上升流和背涡流的水动力学，以及其对嵊泗人工鱼

礁礁区水文环境的变化规律和营养物质的扩散输运的生态效应。

实施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模型实验对十字形、正方体、金字塔及三棱柱等单体

及部分礁组合配置时鱼礁周围的上升流和背涡流规模进行了研究；以人工鱼礁产

生的上升流和背涡流作为切入点，采用数值计算的方法分析了实体礁和透水礁的

水动力特性差异、最佳礁高水深比，估算了透水礁体通透系数，建立起不同鱼礁类

型的不同配置与上升流、背涡流规模之间的数量关系；应用三维海洋模式

ＦＶＣＯＭ对礁区水文环境变化规律和营养物质的扩散输运模式进行了研究；根据

现场调查的营养盐、底质和生物等数据，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人工鱼礁对礁区生态

环境的改良效果，并以生物粒径谱为基础，构建了嵊泗人工鱼礁海区生态系统的

能量流动模型。

该项目研究成果在江苏省海州湾和浙江省嵊泗人工鱼礁建设中得到推广应

用，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３．人工鱼礁生态增殖及海域生态调控技术研究

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由章守宇主持，张硕、林军、刘洪生、戴小杰、焦

俊鹏参加的团队，承担国家科技部“十一五”“８６３”计划重点资助的人工鱼礁生态

增殖及海域生态调控技术的研究。主要研究人工鱼礁物理环境功能造成技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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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抗滑移抗倾覆技术、鱼礁鱼类生态诱集技术、鱼礁生物附着技术、礁体（群）配置

组合技术、鱼礁工程设计与结构优化技术以及渔业资源增殖技术等。

实施过程中除必要的实验室试验研究外，选择浙江嵊泗进行实地试验。完成

人工鱼礁物理环境功能造成、抗滑移抗倾覆、鱼类生态诱集、生物附着、礁体（群）

配置组合、工程设计与结构优化及礁区渔业资源增殖等一批涉及礁体设计，礁区

科学选址，鱼礁（群）合理配置布局，生态修复效果评价等与人工鱼礁生态调控区

建设密切相关的关键技术，生产回字形鱼礁、钢混制人工鱼礁等。在理论上，研究

人工鱼礁流场调控规模的测算方法，人工鱼礁最大静摩擦力测量装置及方法，根

据对象生物资源特点和实际的海域条件，建立适合我国不同海区特点的生态调控

区建设类型和模式。

该研究使我国在人工鱼礁生态调控领域的相关研究得到系统整合，初步形成

适合我国海域特点的人工鱼礁生态增殖及海域生态调控技术体系和人工鱼礁建

设技术规范。

该项目取得的成果，对促进海洋旅游、垂钓、观光等生态型休闲渔业等新兴海洋

产业形成和发展，促进沿海过剩渔民转产转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我国渔业

产业结构由单纯的猎捕型向资源管理型生态渔业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该项目还取得了回字形鱼礁、钢混制人工鱼礁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

利产品、人工鱼礁流场调控规模的测算方法、人工鱼礁最大静摩擦力测量装置及

方法等一批专利技术。同时，还建立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科研骨干队伍。

此外，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由章守宇、张硕主持，孙满昌、林军、刘健、孙习武参与

的上海市教委科技创新项目人工鱼礁稳定性试验研究正在进行中。

（八）鱼类行为学研究

１．音响驯化对鱼类行为的影响研究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学校钱卫国承担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

基金资助的音响驯化对鱼类行为的影响研究。

该研究主要是：使用低频信号发生器产生不同频率的正弦波连续音，并通过

水下扬声器在试验水槽中放声，对试验鱼类进行声音驯化，监测生物学特征值和鱼

体机能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该项目分别对江黄颡鱼幼鱼、尼罗罗非鱼幼鱼

进行音响驯化；以聚集率、聚集时间等为指标，测定音响驯化的效果；根据饵料的使

用情况，分析试验鱼在不同成长期内的合理投饵量。２００９年，方金、钱卫国、周应祺

在《大连水产学院学报》发表《超声波对尼罗罗非鱼幼鱼生长的影响》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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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鱼类行为学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８年起，在沪城环路校区重新建设鱼类行为学实验室，先后分两期完成，

投入经费近１５０万元。主要设施有：５米长的流速可控实验水族缸；视频监测系

统；水听器；水下照度计；分光光度计；高速摄像机等仪器。

主要实验有：鱼类视觉实验；视距测量实验；鱼类对颜色的分辨能力实验；条

件反射训练等。尚可进行鱼类对渔具、鱼礁、诱鱼灯等的行为反应观察，以及物理

参数的测量等。

/" UVW2

捕捞学学科通过长期教学和科学研究，不仅提高了学科水平，开拓了学科研

究上的新领域，为国家发展捕捞业做出贡献，在人才培养上也取得明显进展。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各历史阶段，捕捞学学科师资队伍如下：

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早期老一辈有李东芗、张柱尊、吴毅、吴高禕、金心衡、巫忠远等，在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有张友声、陈立义、沈宝桢等，后相继培养出于本楷、黄锡昌、姜在泽、张荫

乔、乐美龙、王克忠、顾嗣明、徐森林、滕永、任为公、郭大德等。

２．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

除上述５０年代的一批教师逐步走向成熟外，又有一批６０年代的教师茁壮成

长，他们是崔建章、钟若英、钟为国、李庆民、季星辉、周应祺、孙满昌、蒋传参等。

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７０年代末增加新的师资力量，但进入８０年代以

后，捕捞学学科队伍又有发展，增加许柳雄、黄硕琳、陆赤、王维权、张敏、王大弟、

林文平等。这批教师中有的利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先后作为访问学者

赴英、美学习或从事科学研究，有的较长时间赴西非、南美等参与远洋渔业生产实

践，在业务上都有较扎实的基础。

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增加了一批新教师，都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在毕

业期间派往西非等地从事远洋渔业，或毕业后参加远洋渔业科研项目。有的在各

自研究领域赴生产第一线从事试验研究、收集资料等。其中有朱清澄、宋利明、邹

晓荣、唐议、叶旭昌、朱国平、朱江峰、张健、钱卫国，张硕、刘必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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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发挥其他学科和专业教师的作用

捕捞学学科具有一定综合性，涉及船舶、捕捞机械、资源环境等。如开发远洋光

诱鱿钓渔业项目中渔业资源教师王尧耕和陈新军是项目主持人，造船、环境、捕鱼机

械、机电等专业教师胡明癱、唐玉顺、刘洪生、胡文伟和倪谷来等都做出重大贡献。

在人工鱼礁水动力学、生态增殖及海域生态调控技术等研究方面也已建立起一支

以章守宇为首且具有一定实力的团队，成员有刘洪生、戴小杰、焦俊鹏、张硕、林军等。

附：

捕捞学学科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项项目

年份 项　　目 奖　　项 等　级 主要完成人

１９８６ 长江口虾蟹两用桁拖网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季星辉、孙满昌

１９９６
海洋渔业专业教学改革

与实践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周应祺、黄硕琳、崔建章、

季星辉、王尧耕

１９９７
海洋渔业专业教学改革

与实践
国家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周应祺、黄硕琳、崔建章、

季星辉、王尧耕

２００１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及

改革实践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周应祺、孙满昌、杨红、张

敏、金正祥

２００１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及

改革实践

国家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周应祺、孙满昌、杨红、张

敏、金正祥

２００６
东南太平洋（公海）竹?

鱼资源开发性探捕

国家海洋局创新成

果奖
二等奖

张敏、邹晓荣、季星辉、孙

满昌、许柳雄

２００７
金枪鱼渔情预报技术

研究

国家海洋局创新成

果奖
二等奖 许柳雄、宋利明、戴小杰

２００７
江苏省海州湾渔场修复

工程（人工鱼礁建设）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

科技创新奖
一等奖 孙满昌、张硕

２００７
公海重要经济渔业资源

开发研究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陈新军、张敏、许柳雄、宋

利明、钱卫国、邹晓荣、戴

小杰、朱建忠、朱义锋、方

健民、姜德伟、张修福、谢

峰、叶旭昌、黄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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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项　　目 奖　　项 等　级 主要完成人

２００９

大洋性重要经济种类资

源开发及高效捕捞技术

研究

农业部神农中华农业

科技奖
三等奖

陈新军、张敏、许柳雄、宋

利明、钱卫国、邹晓荣、戴

小杰、朱建忠、朱义锋、方

健民

２０１０
机械加工霞水母技术

开发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科

技创新奖
二等奖 张健

２０１０
大洋金枪鱼资源开发关

键技术及应用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许柳雄、宋利明、戴小杰

２０１０
大洋性重要经济种类资

源开发及高效捕捞技术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陈新军、许柳雄、张敏、宋

利明、钱卫国、邹晓荣、戴

小杰

２０１０
东太平洋和印度洋公海

金枪鱼资源开发研究

海洋局海洋创新成

果奖
二等奖

宋利明、许柳雄、戴小杰、

朱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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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渔业资源学学科

渔业资源学是水产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研究水产资源的生物学特性、分

布和洄游，在自然环境和人为作用下的数量变动规律，以及渔业资源管理对策的

应用性科学，为可持续开发利用渔业资源提供基础理论和方法。根据其研究内容

又可分为渔业资源生物学、种群动力学、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学。

渔业资源学学科发展过程，它孕育于１９世纪的中期，萌芽于１９世纪８０年

代，成长于２０世纪。现代渔业资源研究始于欧洲北海地区，相继世界海洋渔业国

家也逐步开展有关调查研究工作。中国早期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相当薄弱，主要

从事淡水和海洋鱼类分类和形态等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农

业发展纲要》中指出：“加强生产的安全措施，争取向深海发展。”国家科委也将渔

业资源研究项目列入国家科学规划纲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

工作。

学校早在１９４９年就开设水产资源课程，至１９５６年又在国内首先设置鱼类学

与水产资源本科专业，成立相应教研室，为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基础。

!" &'()*+,-.

学校渔业资源学学科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３个阶段：

（一）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

１．邀请日本真道重明来校讲学

１９５７年末，中国渔业协会通过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邀请日本西海区水产研

究所底鱼资源研究室主任真道重明来校对有关教师、１９５７与１９５８届海洋捕捞专

业学生讲授水产资源学，重点是东黄海底层鱼类资源状况及其研究。从中不仅对

水产资源课程内容的完善有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对日本关于东黄海底鱼资源调

查研究有所了解，对今后国内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有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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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参加中、苏两国对东、黄海鱼类资源大面积调查和试捕

１９５８年末，按太平洋西部四国渔业合作协定，中、苏两国对东、黄海鱼类资源

进行大面积试捕调查。学校选派白力行、王尧耕、任为公、李松荣、方纪祖和王克

忠、顾嗣明（两位兼任翻译）等，随船出海执行国内首次国际海洋渔业科学技术合作

项目。通过该项目的实践，既圆满地完成了规定的调查项目，也为学校培养出一批

从事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和渔业资源全面调查、样本收集和处理、综合研究的队伍。

３．参与国家科委全国海洋综合调查项目

根据国家科委《全国海洋综合调查（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要求，学校从１９５９年初

至１９６０年夏承担东海区（２６°Ｎ—３４°Ｎ、１２４°３０′Ｅ以西）鱼类试捕项目，并派出王

贻观、林新濯、王尧耕、伍汉霖、洪惠馨等，带领１９６０届鱼类学与水产资源专业１１

名学生，组成工作组从事海上试捕，按航次提出试捕调查简报。另有１１名学生派

遣到海洋物理、海洋化学及海洋生物组实习与工作。

同时，工作组在１９５９年４—６月期间，对江苏吕四小黄鱼产卵渔场进行专项

调查，完成国内首次编制春汛吕四小黄鱼产卵场渔捞海图，向国庆１０周年献礼。

学校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于１９６２年在上海联合召开大黄鱼、小黄鱼学

术研讨会。学校提供以小黄鱼为主题的种族、年龄、生长、繁殖、摄食及洄游分布

等７篇论文，对方提供以大黄鱼为主题的７篇论文，并汇编成《海洋渔业资源及论

文选集》，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校提供的论文主要有：《小黄鱼分布洄游的初步研

究（提要）》（王贻观、马珍影、龙红宝）；《小黄鱼种族生物学测定学的研究》（林新

濯、邓思明、黄正一、王奇璋等）；《小黄鱼鳞片的年轮鉴定》（王尧耕、钱世勤、熊国

强）；《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小黄鱼生长特性的研究》（王尧耕、熊国强、钱世勤）；《黄

海南部、东海北部小黄鱼摄食习性的研究》（洪惠馨、秦忆芹、陈莲芳、钱世勤）；《小

黄鱼卵子及仔鱼前期的形态研究》（邱望春、蒋定和、朱启琴）；《黄海南部、东海北

部小黄鱼繁殖习性的初步研究》（邱望春、蒋定和）。

通过该项工作，学校取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促进了海洋、资源、渔场等

学科的建设。

４．开展近海经济底层鱼类资源、渔场和渔情的调查与研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因东海区（华东三省一市）渔业指挥部工作需要，学校指

派水产资源教研室承担渔情组工作，参与大黄鱼、小黄鱼、带鱼等主要渔汛渔情工

作，提供渔发信息等。利用“水产号”、“奋发号”、“图强号”３艘实习渔轮，结合水

产资源专业学生在东海实习期间，对春季大陈渔场、夏季海礁带鱼产卵场、冬季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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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汛进行调查，向东海区、上海郊区等渔业指挥部提出渔情预报。这样，既直接为

渔业生产服务，让师生有目的地接触生产实践，又为渔业资源学学科建设累积了

宝贵的资料。

（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文化大革命”前期，与全国高校一样，所有教学、科研工作都停顿下来。

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学校迁往厦门后，因当时海峡两岸尚处于紧张对峙状态，有关海上

调查研究受到严重限制。直到１９７８年，渔业资源本科专业才恢复招生。学校回

沪后，有关工作也逐步开展。

１．承担东海区渔政局的东海区带鱼幼鱼保护区调查项目

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学校承担了东海区渔政局的东海区带鱼幼鱼保护区调查项

目。学校派出“沪水院１号”、“沪水院２号”两艘实习渔船，由王尧耕、杨德康、唐

玉顺、段润田、谢政强等带领１９７８级渔业资源专业学生，于每年８—１０月进行调

查。前后３年，共出海９个航次。调查范围为３１°Ｎ—３３°４５′Ｎ沿机轮禁渔区线向

东经１°之间海域。按航次向东海区渔政局提交调查简报，最后撰写专题报告《东

海区带鱼幼鱼保护区调整报告》。其研究结果不仅基本查明该海域确是多种鱼类

和幼鱼的育肥成长场所，有必要加强保护，并为当时中日渔业会谈提供依据。

２．开展东黄海绿鳍马面资源量、渔获量预报工作

从１９８２年开始，由詹秉义主持，组织有关青年教师和学生参与，应用年龄结

构世代分析等数学模型，对东、黄海绿鳍马面进行资源量预报工作。该工作持

续１３年，每年在渔汛期前，深入沿海的鱼市场和相关生产企业采集渔获样本及汇

集捕捞统计资料，运用渔业资源评估模型进行综合分析，及时向渔业企业和行政

管理部门发布渔获量、资源量预报。每年定期召开交流和协作会议，并在渔获量

预测基础上，探讨有关合理利用与管理措施，将渔业资源研究成果直接为渔业生

产和管理服务，获得有关方面重视和好评。

（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由于近海传统重要经济种类资源严重衰退，我国近海

海洋捕捞业面临困境。１９８５年国家做出发展远洋渔业的重大战略抉择，不失时

机从国内派遣近海拖网船队开赴西非水域作业，向远洋渔业转移。与此同时，建

立了由７艘大型拖网加工船组成的远洋船队，开展公海捕捞。在农业部大力支持

下，学校与企业密切合作，经过２０多年努力，使中国远洋渔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经历了远洋渔业起步、发展与壮大３个阶段，相继开发一批新渔场和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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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远洋渔业国家。

１．过洋性渔业资源与渔场开发

学校在过洋性渔业资源开发中，与中国水产总公司等渔业企业合作，先后开

发塞内加尔、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摩洛哥、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塞拉里昂、赤道

几内亚、加纳、安哥拉、纳米比亚、也门、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外

海渔场，以及印度尼西亚阿拉弗拉海、阿根廷外海等２０多个过洋性渔场，为我国

过洋性渔业稳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２．远洋鱿钓渔业资源与渔场开发

（１）日本海太平洋褶柔鱼资源探捕调查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于１９８９年初签定的渔业协定，苏方允许中方在日本海苏

方专属经济区内捕捞２０００吨鱿鱼的配额。当年５月，学校接受中国水产总公司

委托，于８月由王尧耕、唐玉顺、胡明癱、许柳雄、胡文伟等带领海洋捕捞专业

１９９１届学生，随“浦苓号”实习船赴海参崴外的日本海实施太平洋褶柔鱼渔场、探

捕试钓工作。在取得初见成效基础上，１９９０年日本海太平洋褶柔鱼渔场、钓捕技

术及其装备研究项目（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列入农业部重点课题。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学校

组织１０名教师和部分海洋捕捞专业学生，先后对舟山、烟台、上海、宁波等４家渔

业公司的８１５４型对拖渔船改装成光诱鱿钓作业船，由“浦苓号”实习船率领继续

赴日本海进行生产性探索和试钓太平洋褶柔鱼，不仅在渔场探索和钓捕技术上取

得成功，而且当年可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为我国发展远洋渔业开辟出新途径，为

国内国营、民营海洋捕捞企业扭转了长期亏损局面。该项目获１９９３年农业部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和１９９５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２）西北太平洋柔鱼资源探捕调查

由于日本海鱿钓渔场处于日、俄、韩、朝等专属经济区的管辖，经农业部渔业

局同意立项，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由王尧耕、唐玉顺、胡明癱、孙满昌、陈新军等组成

的课题组联合舟山海洋渔业公司、烟台海洋渔业公司、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宁波海

洋渔业公司和辽宁海洋渔业公司等５家企业，组成鱿钓探捕船队，开发西北太平

洋柔鱼资源。经３年调查和探捕，柔鱼渔场逐年从１４３°Ｅ—１４７°Ｅ向东拓展到

１５０°Ｅ和１６２°Ｅ海域。掌握了１４３°Ｅ—１６０°Ｅ柔鱼渔场海况条件、渔发特征、钓捕

技术等，并形成规模化生产。１９９６年作业渔船达３６９艘，产量８．３万吨，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显著。西北太平洋柔鱼渔场钓捕技术及其装备的研究项目获１９９７

年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北太平洋鱿鱼资源开发利用及其渔情信息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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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项目，获２００９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３）西南大西洋阿根廷外海滑柔鱼资源探捕调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随着西南大西洋阿根廷外海滑柔鱼钓渔场的迅速发展，迫切需

要摸清该资源在阿根廷专属经济区内外分布状况和渔汛变动规律，有利于布局作业

船队规模和进入对方专属经济区作业的对策研究。学校鱿钓技术组根据鱿钓工作

组的要求，派遣叶旭昌、唐议分别随舟山和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的生产渔船进行现场

调查，系统收集渔获统计资料，提出了有关报告，为后续的生产决策提供依据。

（４）印度洋西北海域鸢乌贼资源探捕调查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学校在农业部公海渔业资源探捕专项的资助下，与浙江省远

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印度洋西北部海域鸢乌贼资源、渔场和钓捕技术

的研究。学校组织陈新军、钱卫国、刘必林、曲映红、田思泉、叶旭昌、刘金立、钟俊

生、杨晓明、李曰嵩、赵小虎、吴国峰、陈舜胜等参加工作。通过连续３年，每年９

月至翌年２月的海上调查和试钓，系统掌握了捕捞对象时空分布及其生物学特

性、中心渔场形成机制，以及钓捕和渔获物处理技术，初步评估了其资源状况及其

开发潜力，为商业性开发和利用该资源打下了基础。对印度洋鸢乌贼资源、渔场

和钓捕技术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是我国首次，在国际上也是首次。

该项目于２００６年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２００７年获教育

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累计发表论文３２篇，获得专利６项。

（５）东南太平洋智利外海（专属经济区外）茎柔鱼资源探捕调查

２００６年，在农业部公海渔业资源探捕专项的资助下，学校与浙江丰汇远洋渔

业公司合作，对东南太平洋智利外海（专属经济区外）茎柔鱼资源调查。学校组织

陈新军、钱卫国、刘必林、曲映红、陆化杰、胡振明、李纲、郑波等参加。通过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连续海上调查和试钓，基本查明北部海域（２０°Ｓ—３０°Ｓ、７６°Ｗ—８３°

Ｗ）的资源分布，渔汛时间为４—９月，旺汛为５—７月，适宜表温为１７—２１℃。南

部海域（３７°３０′Ｓ—４２°００′Ｓ，７８°３０′Ｗ—８１°００′Ｗ），渔汛时间为１２月份—翌年６

月，旺汛为３—５月，适宜表温为１４℃左右。中心渔场多位于冷暖水团交界的冷

水一侧。该项调查为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寻找合适的后备渔场，有利于我国

远洋鱿钓渔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该项目于２０１０年分别获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二等奖、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和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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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中东太平洋茎柔鱼资源探捕调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在农业部公海渔业资源探捕专项的资助下，学校与浙江丰汇

远洋渔业公司合作，对中东太平洋公海智利外海（专属经济区外）茎柔鱼资源调

查。学校派陈新军、钱卫国、刘必林、曲映红、陆化杰、李纲等参加。通过两年连续

海上调查和试钓，基本查明中东太平洋海域（２０°Ｎ—５°Ｎ、１００°Ｗ—８０°Ｗ）的资源

分布，以及渔汛时间。中心渔场多位于哥斯达黎加冷水区边缘海域。该项调查为

东南太平洋中小型鱿钓船寻找合适的后备渔场，有利于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稳

定、持续发展。

（７）鱿钓技术组的技术服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学校组建上海水产大学鱿钓技术组。该组主要对鱿钓

企业进行技术指导，还通过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

经济区制度的渔业管理，对职务船员、企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举办培训班，防止违规

作业，确保安全生产。编写与印发培训资料，以及绘制出日本海、西北太平洋、西

南大西洋和东南太平洋秘鲁外海的作业区线渔场图等。

１９９９年农业部渔业局筹建中国远洋渔业协会（筹），成立鱿钓工作组，在上海

水产大学下设鱿钓技术组。该组主要负责全国光诱鱿钓项目的柔鱼类资源和渔

场的探索与开发。经多年不懈努力，求实创新，开拓进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

作，推动了我国远洋鱿钓产业科学平稳的发展，发挥了一个行业技术组织的作用。

（８）远洋鱿钓渔业渔情预报

随着全球南、北部鱿钓作业渔场逐步拓展，学校承担了国家“８６３”项目“北太

平洋鱿鱼资源开发利用及其渔情信息应用服务系统”等，运用卫星遥感和地理信

息系统结合实地的海况观测资料，每周定期对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渔场、东南太平

洋秘鲁渔场及西北太平洋等６个作业渔场６种柔鱼类资源发布渔汛信息。运用

历年渔获统计数据，对各大鱿钓渔场形成机制、渔获量分布等变动因素综合分析，

编写各年度的技术专题报告和绘制各年度的作业渔场分布图册，共计约８００万

字，近３０余册，为我国远洋光诱鱿钓渔业资料奠定扎实科学基础。

其中，北太平洋鱿鱼资源开发利用及其渔情信息应用服务系统项目于２００８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在国家８６３计划、农业部重点攻关项目等支

持下，研究掌握了鱿鱼的渔汛特性、渔场形成机制和资源分布状况，首次开发了北

太平洋海域的鱿钓渔场，并使之成为我国远洋鱿钓渔船从事大规模商业性捕捞的

重要作业海域。揭示西北太平洋鱿鱼产卵场和索饵场表温对其资源补充量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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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变动的影响机理，掌握黑潮和亲潮及其空间配置左右着鱿鱼渔场的形成规律，

建立相应渔情预测模型。开发了渔场现场环境数据自动采集和传输系统，利用自

主研制的船用数据仪，实现渔场海洋环境信息、船位动态信息自动采集；利用自主

研发的ＩＮＴＥＲＳＡＴ通信卫星专用控制软件，在中小型渔船上实现高质量船基大

数据量（６００Ｍ／天）自动传输。研发了渔场环境遥感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分析与

产品制作系统和生产指挥决策辅助系统，实现海况信息产品的自动制作、生产信

息的实时获取和渔船的动态管理。自主开发了北太平洋鱿鱼渔情快速预报系统，

实现中心渔场智能预报。应用系统集成技术，首次建成我国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

远洋渔业信息应用服务系统，成功地应用于我国北太平洋鱿钓渔业，实现该系统

的分布式业务化运行。

项目研究成果已为３０多家远洋渔业企业和管理部门应用，推动我国远洋渔

业产业的科技进步，增强我国公海渔业的综合竞争力。据统计，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累

计捕获鱿鱼３８３．９５万吨。

３．金枪鱼渔业资源探捕调查

在农业部和中国远洋渔业分会支持下，学校自１９９３年至今，先后与中国水产

总公司、天津远洋渔业公司、广东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浙江省远洋渔业集团有限公

司、大连金枪鱼钓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成功开发大西洋赤道附近公海、地中海公

海、斐济周边海域、北太平洋公海、印度洋马尔代夫周边海域、东太平洋公海、印度

洋南部公海、帕劳群岛周边海域、马绍尔群岛周边海域、印度洋南部公海等１０多

个大洋性金枪鱼渔场。

根据大洋金枪鱼资源开发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的要求，学校对太平洋、印度

洋、大西洋等金枪鱼渔场所开展的主要调查和研究工作有：进行３２航次、２６５０个

站位的连续调查及科学数据收集，提出金枪鱼渔业生物学指标体系；创建不同金

枪鱼渔场的三维环境特征模型及资源时空变动规律解析方法，制作《金枪鱼渔场

海况分布图》；建立大洋金枪鱼渔业综合管理数据库，创建基于贝叶斯概率原理的

金枪鱼渔场预报模型，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金枪鱼渔场渔情信息服务系统，

预报准确率达到７０％；建立金枪鱼延绳钓钓钩深度三维模型，研发高效生态型金

枪鱼延绳钓钓具，显著提高大眼金枪鱼延绳钓的钓获率；研发金枪鱼渔场环境信

息获取与特征提取技术，创建自主海洋卫星海表温度、叶绿素反演算法模块，海洋

温度锋面等渔场特征指标实现批处理自动提取。

该项目研究成果，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已推广应用到全国４７家企业，３０１艘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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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累计捕获金枪鱼３７．２８万吨。该成果成功开发三大洋７个

金枪鱼作业渔场，使我国成为世界金枪鱼主要捕捞国家之一，对我国渔业实施“走

出去”战略和维护公海渔业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４．中上层鱼类资源探捕调查

２０００年起，学校与上海水产集团总公司、中国水产总公司等单位合作，成功

开发智利外海、秘鲁外海、纳米比亚外海等海域的竹?鱼渔场，南极附近海域南极

磷虾渔场，北太平洋秋刀鱼渔场，以及印度洋公海底层深海鱼类渔场等。其中，东

南太平洋智利竹?鱼资源的成功开发，形成年产１０多万吨的大型拖网渔业，成为

我国远洋渔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 UVW2

经历长期教学和科学研究，学科水平不断提升，开拓学科研究新领域，为国家

渔业发展做出贡献，渔业资源学学科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

的各历史阶段，渔业资源学学科师资队伍状况是：

（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早期老一辈有：李东芗、侯朝海、陈椿寿、寿振黄、王以康、朱元鼎等。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有王贻观、李星颉等，后来相继培养出青年教师王尧耕、潘宝生、邱望春等。

（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设置鱼类学与水产资源专业以及成立水产资源教研室，增加一批青年教师，有

刘铭、王国昌、段润田、张世美、吴子昌、林辉煌、杨德康、唐玉顺、许翌新、陈兆祥等。

（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对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届海洋捕捞专业４个班级进行水产资

源学教学外，专业教学、科研均处于停顿状态。青年教师也未补充，仅有詹秉义回

归专业教学队伍。

（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届时增添新生力量，有杨红、刘洪生、楼冬春、陈跃青、罗建纲、郭春植。另有

从东海水产研究所调进的沈金鳌等。

（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先后吸取一批具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并参加过西非远洋渔业实践、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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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远洋渔业科研项目的青年教师，在海上调查、试验、采集样本、海况观测、数据

处理等方面都有扎实的基础，有的已成为教学骨干、项目主持人，包括有陈新军、

戴小杰、许强华、管卫兵、田思泉、朱江峰、刘必林、李纲等。１９９４年曾引进留英博

士叶益民，２年后调出。１９９７年引进留日博士章守宇等。

截至２０１１年，在编渔业资源学学科教师有陈新军、戴小杰、唐议、唐建业、许

强华、管卫兵、田思泉、朱江峰、刘必林、李纲、褚晓琳、陈彦、林志峰等。

附：

渔业资源学学科获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目

年份 项　　目 奖　　项 等　级 主要完成人

１９９３

日本海鱿鱼资源开发

和捕捞技术及其装备

的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王尧耕、胡明癱、胡文伟、陈新

法、翁培俊、孙信昌、唐玉顺、倪

谷来、王维权、许柳雄、任为公、

周应祺等

１９９５

日本海鱿鱼资源开发

和捕捞技术及其装备

的研究

国家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王尧耕、胡明癱、胡文伟、陈新

法、翁培俊、孙信昌、唐玉顺、倪

谷来、王维权、许柳雄、任为公、

周应祺等

１９９７

北太平洋柔鱼资源开

发和捕捞技术及其装

备的研究

上海市产学研工

程奖
一等奖

王尧耕、傅守忠、胡明癱、刘智

义、唐玉顺、金铭正、孙满昌、周

康良、倪谷来、遇力琦、陈新军、

葛鹤麟、王维权等

１９９７

北太平洋柔鱼资源开

发和捕捞技术及其装

备的研究

农业部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王尧耕、傅守忠、胡明癱、刘智

义、唐玉顺、金铭正、孙满昌、周

康良、倪谷来、遇力琦、陈新军、

葛鹤麟、王维权等

１９９９

北太平洋柔鱼资源开

发和捕捞技术及其装

备的研究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推广类）
二等奖

王尧耕、傅守忠、胡明癱、刘智

义、唐玉顺、金铭正、孙满昌、周

康良、倪谷来、遇力琦、陈新军、

葛鹤麟、王维权等

２００１
远洋鱿钓光诱装置的

研制及其应用

上海市产学研工

程奖
一等奖

王尧耕、胡明癱、陈新军、周应

祺、周金官、江月华、张丽珍、吴

燕翔、倪谷来、刘洪生、沈方军、

沈锦松、应光明、钱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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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项　　目 奖　　项 等　级 主要完成人

２００３
远洋鱿钓光诱装置的

研制及其应用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王尧耕、胡明癱、陈新军、周应

祺、周金官、江月华、张丽珍、吴

燕翔、倪谷来、刘洪生、沈方军、

沈锦松、应光明、钱卫国

２００６
印度洋西北海域鸢乌

贼资源探捕

中国水产科学院科

技进步奖
二等奖

陈新军、朱义锋、钱卫国、曲映

红、田思泉、叶旭昌、刘必林、刘

金立、何信芳、钟俊生、杨晓明、

李曰嵩、赵小虎、许强华、陈

舜胜

２００６

北太平洋鱿鱼渔场信

息应用服务系统及示

范试验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陈雪忠、毛志华、周成虎、程家

骅、邵全琴、朱乾坤、吴小波、沈

新强、龚芳、陈新军、林明森、许

柳雄、刘金华、季民、李圣法

２００６
东南太平洋（公海）竹

&鱼资源开发性探捕
国家海洋局创新成

果奖
二等奖

张敏、邹晓荣、季星辉、孙满昌、

许柳雄

２００７
金枪鱼渔情预报技术

研究

国家海洋局创新成

果奖
二等奖 许柳雄、宋利明、戴小杰

２００７
公海重要经济渔业资

源开发研究
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陈新军、张敏、许柳雄、宋利明、

钱卫国、邹晓荣、戴小杰、朱建

忠、朱义锋、方健民、姜德伟、张

修福、谢峰、叶旭昌、黄富雄

２００８

北太平洋鱿鱼资源开

发利用及其渔情信息

应用服务系统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陈雪忠、陈新军、程家骅、邵全

琴、毛志华、王尧耕、苏奋振、朱

乾坤、沈新强、李圣法

２００９
北太平洋柔鱼渔情预

报研究及应用

国家海洋局海洋创

新成果奖
一等奖

陈新军、许柳雄、黄宝善、杨红、

官文江、杨晓明、吴开军、田思

泉、钱卫国、严华平、张健、李曰

嵩、刘必林、叶旭昌、熊鹏飞

２０１０

智利外海茎柔鱼资源

渔场开发和高效钓捕

技术研究

国家海洋局海洋创

新成果奖
二等奖

陈新军、朱义锋、钱卫国、刘必

林、黄宝善、曲映红、田思泉、陆

化杰、胡振明、何信芳

２０１０
智利外海茎柔鱼资源

开发及推广

农业部全国农牧渔

业丰收奖
一等奖

陈新军、朱义锋、钱卫国、刘必

林、黄宝善、何信芳、熊鹏飞、赵

小虎、陈仕龙、黄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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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项　　目 奖　　项 等　级 主要完成人

２０１０

智利外海茎柔鱼资源

渔场开发和高效钓捕

技术研究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陈新军、钱卫国、刘必林、朱义

锋、黄宝善、曲映红、田思泉、陆

化杰、胡振明、何信芳、刘金立、

熊鹏飞、李纲、赵小虎、陈仕龙

２０１１
东南太平洋公海茎柔

鱼资源开发与推广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陈新军、林明森、钱卫国、邹斌、

刘必林、王其茂、叶旭昌、王尧

耕、周金官、朱义锋、高峰、官文

江、雷林、袁红春、沈锦松

主要完成单位：上海海洋大学、

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上海

金优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浙江

丰汇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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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是以水产资源加工利用为学科原点，应用食品科

学与食品工程原理，对水产经济动植物原料采用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和工程学等

方法，研究其保藏、加工工艺和综合利用的一门具有多学科内涵的应用学科。

水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学科，源于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在１９１２年创建时设置

的制造科。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发展为上海水产学院水产加工本科专业，培

养从事水产品干制、腌制、熏制、冷冻冷藏和罐头食品工艺的专门人才。学校虽然

经历多次迁址、更名，但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始终是学校的主体学科之一，并由

此派生出冷冻冷藏工程、罐头食品工艺、食品科学、食品工程、食品检验等专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属性也从面向水产食品拓展为面向农、畜、水产品的加工利

用，由此构成枝繁叶茂的食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该学科历经百年，为国家输

送了大批从事企业经营管理、教育、科研和政府技术行政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承

担着为国家创造财富、进行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的重任，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等奖项。该学科的形成和逐步完善，对推动我国食品科学技术的

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 #$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我国水产品总产量超过３００万吨。由于加工、保鲜能

力不足，流通渠道不畅，在渔汛旺季渔获物集中到港来不及处理，造成腐败变质。

为此，学校组织教师以解决水产品保鲜为研究课题进行实验研究，在实验室取得

研究成果后深入渔区，上船下厂进行现场实验。同时，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建立冷冻工艺和罐头食品工艺两个新专业，以满足食品工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

需要。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家把保鲜、加工和提高产品质量，作为水产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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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提出“养殖、捕捞和加工并举”的方针，把水产品加工提高到和发展渔业生

产同等重要的地位。学校迁往厦门后，曾接受农业部委托福建省下达的任务，开

展水产品烘干房的研究，开办培训班，并为各地设计建造水产品烘干房，对减少渔

区因渔获物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起到重要作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家改革开放初兴，国际交往开始频繁，学校利用世界银行

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引进一批比较先进的精密仪器和设备，建立起食品工程实验

楼、理化楼、全国容积最大的全夹套制冷环境实验室及其配套设施，为教师深入开

展科学研究及国际合作提供良好的环境和设施条件。一批青年教师在老教师的

带领下，重点开展褐藻胶及水产品废弃物、鱿鱼内脏、鱼油等水产品综合利用的

研究。

为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治学理念和科学研究方法，学校多批次选派中青年教

师走出国门，赴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留学或进修，同时邀请美国、加拿大、日

本、英国、瑞典等国的知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或科研项目合作，推动了学校的学

科建设。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我国淡水渔业取得飞跃式发展，淡水鱼的加工利

用成为当务之急。１９９６年，学校通过农业部与日本国际农林水产业研究中心

（ＪＩＲＣＡＳ）达成中日两国政府间合作研究，围绕中国淡水渔业资源利用技术开发

项目开展长达１０年的国际合作，对占中国淡水鱼产量８５％以上的鲢、鳙、草鱼等

８种鱼的凝胶化特性进行比较，确认中国主要淡水鱼可作冷冻鱼糜的原料加工利

用。以淡水鱼糜试做的中国式和日本式菜肴均得到专家一致好评。应用淡水鱼

肉与大豆分离蛋白制成复合型加工素材及制品；利用淡水鱼及加工废弃物生产鱼

酱油调味品获得成功；研究主要淡水鱼的脂质与脂质水解酶类在保藏中的变化；

研究冻结条件对淡水鱼肉和鱼糜的变性作用及抗冻剂的效果；研究淡水鱼中的微

生物菌相及分布。这些成果大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合作双方共同举办４次国际

性淡水鱼利用加工学术研讨会，并在东方国际食品会议、第十和第十一届国际食

品科学会议、第三届世界渔业大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上进行交流，前后共发表５０多

篇论文和报告，获得高度评价。学校食品学院有１０多名硕士生和近１００名（共８

届）本科生参加合作项目研究；先后有１０多人次短期到日本国际农林水产研究所

工作或访问。日方也有大批人员到学校工作或考察。合作不仅推动了水产品加

工及贮藏工程学科发展，也造就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扎实基本功的科研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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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本学科被评为农业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３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９年

经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设立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水

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博士专业。

%" &'()*+,-.

（一）水产品保鲜技术的研究

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因受科技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水产品保鲜防腐研

究一直是水产业界关注的焦点课题之一。最大限度保持水产品质量，降低因腐败

变质造成的损失，是水产科技人员重点研究课题。

１．金霉素冰用于拖网渔轮渔获物的保鲜效果研究

１９５６—１９６２年，学校曾组织水产加工系的师生会同东海水产研究所、轻工业

部发酵研究所、南京大学生物系等单位协同攻关，采用掺入金霉素的人造冰，在渔

船作业现场对渔获物进行保鲜效果实验，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１）保鲜效果明

显，使含金霉素冰比未加金霉素的普通冰对鲜鱼保鲜期延长约４天，达到当时国

际研究水平；（２）加强各单位的合作，为学校建立开放型的食品微生物学实验室打

下基础，为今后与兄弟单位合作研究创造条件；（３）锻炼了队伍，培养了骨干，当时

可承担鱼品细菌总数的测定和添加金霉素冰后鱼体中金霉素残留量的测定，达到

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

课题组由骆肇荛、冯志哲、郭大钧等撰写的论文《金霉素冰用于拖网渔轮上的

保鲜效果研究》，曾在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宣读并编入其论文

集。郭大钧撰写的论文《鱼体组织中金霉素含量测定方法的改进研究》，发表于

１９６４年编印的《上海水产学院论文集》。

２．土霉素用于墨鱼雨天防腐的研究

在金霉素冰对拖网渔轮渔获物保鲜有一定效果的启发下，１９６４年经过实验

室的筛选比较，选定在常温条件下用畜用土霉素溶液浸泡作为乌贼防腐的简易方

法。１９６６年，季家驹、郭大钧、许为群等，协同东海水产研究所及黄海水产研究

所，到舟山鲁家峙水产品加工厂进行现场实验。实验结束后召开现场鉴定会，结

论是：（１）在２０—２５℃常温条件下，经过浸泡处理的乌贼比未经处理的对照品保

质期至少延长３—５天，保鲜效果明显，经济效益较高；（２）所添加的药物来源丰富

（当时采用浙江杭州民生制药厂生产的畜用土霉素），添加物的成本便宜，操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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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便于推广；（３）残留量的测定结果证明经晒干加工后残留的土霉素已基本未

检出。

通过鉴定，一致认为该项试验研究是成功的，但与会医药界专家指出，该项试

验研究中尽管未检出土霉素残留，但考虑到其潜在危害性和食品安全问题，在未

查明之前，暂不宜推广。通过该项目试验研究，有关教师认真总结试验研究工作

经验，更具积极意义的是进一步重视食品安全，为学校对水产品保鲜方面的研究

和学科建设明确新方向。

３．水产品烘干房的研究与发展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我国水产品冷加工能力低，冷库容量也不足，致使渔汛期间

渔获物集中到岸，难以及时处理，造成渔获物变质。在众多解决方案中，干制最为

简单易行，为此，农业部于１９７３年通过福建省水产局下达学校开展人工干燥研究

及启动烘干房的设计工作。

由于徐文达、陆志平、王士、郭大钧等在１９７０年曾为福建厦门和浙江石浦

设计过烘干房，为此，学校于１９７３年组织达式奎、石树奋、郭大钧等对全国进行调

查研究，侧重对洞道式烟道气间接给热烘干房和蒸汽间接给热烘干房进行测试和

规范设计。先后为福建省长乐、福州、漳州、浙江省舟山、上海、江苏省吕四和河北

省秦皇岛等地设计、建造水产品烘干房，或对其烘干房进行测试、技术指导和试运

行等工作。为了推广烘干房，１９７３年学校专门为福建省开办为期３个月的培训

班。结业后，学员们回到本地有力推动了烘干房建造。

１９７７年农业部委托福建省水产局进行项目鉴定，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

成果奖。１９７９年由达式奎、石树奋、郭大钧等编撰的《水产品烘干房》一书，１９８１

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二）罐头和饮料的研究

１９５９年，黄金陵主持，与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合作，成功研制马口铁罐密封

用的硫化乳胶，改变固体橡胶圈的密封方法，缩短了空罐生产流程，为空罐生产连

续化、自动化创造条件。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达式奎、杨运华主持的大功率超声波杀

菌器的研制及应用项目，完成杀菌器的装配及部分杀菌和肝油乳化实验。１９６３

年，学校与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合作，由黄金陵主持研制马口铁罐头防粘涂料。

参加教师有张洪武、舒灵芝、俞鲁礼、黄丽贞、程郁周、杨运华、徐毓芬等，新研制的

防粘涂料具有良好的防止肉类、鱼类罐头内容物粘附罐壁的效果，用于午餐肉罐

头的生产。该项目通过上海市科委鉴定，１９６５年获国家科委奖励。１９７５年，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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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童瑞璜与厦门、漳州罐头食品厂合作进行蘑菇罐头电素铁代用热浸铁试验研

究，取得良好效果，被生产单位推广应用。１９８３年，杨云华、李雅飞等研制水产品

软罐头，产品于１９８５年１月在深圳举办的农副产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与南通、启

东、洪泽县、上海金山县食品公司等７家工厂签订技术转让、产品试制合同。１９８０

年程郁周、杨运华等研制成粒粒橙果汁饮料。１９９３年李雅飞等完成椰子汁饮料

生产技术开发。

（三）褐藻胶的研究

１．食用褐藻胶淀粉薄膜的研究

１９８２年，由严伯奋、黄精等在国内率先开展食用褐藻胶淀粉薄膜的研究。食

用褐藻胶淀粉薄膜是用海带制碘工业的副产品褐藻胶作为增强剂按一定比例与

玉米粉、土豆粉、木薯粉一起调浆制成。通过研究，该薄膜的质量指标为：抗拉强

度在２５℃和７０％温、湿条件下为１５５—１７０公斤／平方厘米；温、湿在２５℃、７０％

条件下耐折度为３００—４００次；光泽良好；呈半透明状；符合食品卫生法规定的卫

生指标。该研究获农牧渔业部１９８３年科技成果技术改进奖二等奖。

２．褐藻糖胶的研究

王訸等于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开展褐藻糖胶的研究。实验证实，褐藻糖胶具有抗

凝血，澄清血脂，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并能有效阻止脂肪的吸收，还可用作有毒金

属的去污剂，如可使铅的吸收减少７０％，对钙的结合能力很小，不至于使人体脱

钙，对肝和肾不会引起任何病变，比用乙二胺四乙酸和青霉胺要优越。褐藻糖胶

在肠胃消化系统中首先与铅结合形成不溶物，不被吸收，经消化系统排出体外。

另据实验证明，褐藻糖胶还具有抗肿瘤的功能，它可用来作为提取岩藻糖的原料。

若直接从褐藻中摄取褐藻多糖，则会同时带来食用碘过量的危害。

（四）气调保鲜的研究

１．水产品加工机械与设备的研究

１９６９年，徐文达、陆志平、沈云英、郭大钧、王士等主持福建省厦门市水产

局、浙江省象山县水产局、福建省福州市水产局的大型水产品蒸汽加热空气干燥

设备研究项目，完成日产量１吨小鱼热风干燥双隧道的设计、施工、热交换器与大

型风机设备制造和干燥工艺。１９７２年推广应用到浙江省象山县和福建省福州市

梅花县。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完成日产量１吨小鱼热风干燥双隧道的设计、施工、热交

换器与大型风机设备制造和干燥工艺。１９７８年，徐文达主持国家水产总局和浙

江省水产局的马面鱼综合利用加工工艺与设备研究项目，负责完成每分钟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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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条马面鱼剥皮去内脏处理机图纸设计和制造，浙江省温岭机械厂曾生产２０台

推广应用。该项目获浙江省农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９１年，徐文达，李雅飞，

欧杰，周颖越，魏敏等主持农业部水产司的水产食品气调保鲜包装工艺与设备研

究，完成即食海蜇皮、带鱼、鲳鱼，淡水鱼气调保鲜包装工艺和３种气体比例混合

试验仪。１９９８年，严伯奋、徐文达主持农业部的水产食品气调保鲜技术研究项

目，进一步研究水产食品气调保鲜包装工艺和开发用于生产的气体比例混合器，

完成带鱼、鲳鱼、罗氏沼虾、马面鱼干的气调保鲜包装工艺和设计制造ＧＭ型气体

比例混合器产品。该项目获农业部１９９９年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ＧＭ型气体

比例混合器获１９９９年实用新型专利并生产制造２２台产品。

２．气调保鲜工艺研究

１９９６年，徐世琼、陈邓曼、谢晶以及张青等开始对枇杷、芦笋、荔枝等果蔬进

行气调保鲜工艺研究，承担多家企业委托的课题，并在《食品科学》、《食品科技》等

核心期刊上发表有关研究结果的论文。谢晶等将气调保鲜技术应用到水产品和

肉品的保鲜，承担“十一五”国家“８６３”计划重点项目食品绿色供应链关键技术与

产品中的猪肉产品绿色供应链技术与设备研究、上海市科委２００８年度农业科技

领域重点科技项目生鲜水产品冷藏保鲜和安全监控技术研究等省部级以上课题

１０余项，获得发明专利２项、软件著作权多项。

３．气调库的设计和建设

随着果蔬气调保鲜工艺的研究深入，学校将该类研究工作拓宽到气调库的设

计和建设，徐世琼、陈邓曼、谢晶、张青于１９９６年开始承接江苏泰兴１０００吨气调

库的设计，１９９７年底承接上海绿全果蔬贮藏有限公司５００吨果蔬气调库的研究

设计，该冷库１９９９年９月竣工，这是上海市第一座气调冷库。

（五）鱼类加工的研究

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冯志哲、姚果琴、孙佩芳、包建强等主持农牧渔业部科技攻关

项目水产品保鲜加工技术研究。该研究主要采用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气体，进行鱼

类气调保鲜。经气调保鲜后，能有效减缓鱼的腐败速度，和冰鲜鱼对比，一般可延

长７—１０天，并能保持鱼的原有色泽和风味。共发表学术论文３篇。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年，郭大钧、王维嘉主持蛋白质简易测定法的研究，采用气敏电极新技术，不需蒸

馏和滴定等操作，使测定过程大大简化，同时研究新的蛋白质消化剂配方，提高消

化速度。该方法操作简单，成本低。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完成农业部重点科研项目淡

水鱼保鲜及加工利用研究，主要研究淡水鱼运输、冷冻、解冻过程中的生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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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沈月新、魏鹤声、童瑞璜、孙佩芳等主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项目

微冻保鲜对与品质质量影响的研究，该项目采用先进仪器测定试样鲜度指标Ｋ

值，论证微冻罗非鱼比冰鲜的延长１倍左右。为海上作业提供微冻保鲜工艺的理

论依据和可行性。

１９８７年，黄志斌、李淡秋、王锡昌主持“七五”攻关专题远东拟沙丁鱼鱼油利

用试验，制备高浓度的ＤＨＡ和ＥＰＡ。１９８９年，骆肇荛、王訸、陈舜胜、汪之和等

主持上海市水产局项目鲐'加工产品的质量检定和保质期限的研究，建立适合于

鲐鱼和其他鱼类深加工产品质量和保藏期检测体系。考察和阐明鲐鱼的３种不

同原料鲜度，２种不同加工方法、２种不同包装和２种不同冻藏温度等加工保藏条

件对质量变化特征和保藏期延长的影响，明确真空包装和鲜度良好原料对保持较

长的保藏期和良好质量的重要作用，对鲐鱼制品生产中优选加工保藏条件、控制

加工质量和保藏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完善我国鱼类加工产品的感官检测体系。

１９９０年，学校设立食品科学与工艺研究室，骆肇荛、黄金陵、王訸、郭大钧、张

钟兴、陶妍、冯媛等为首批成员，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淡水鱼类生化特性和

细菌污染及其对鲜度的影响研究。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冯志哲、史维一、毛玉英、包建

强、俞红、刘年生、陈玉新等主持学校与浙江嵊泗县枸杞水产冷冻厂合作项目贻贝

速冻保鲜技术研究，通过对贻贝加工的前处理工艺、速冻工艺和添加剂等进行综

合试验，经感官鉴定和理化指标分析，确定最佳工艺，保持贻贝原有色泽、风味、质

地和营养。经质量检测证明，该研究开发速冻贻贝产品无重金属污染，品质良好，

质量稳定，保质期可达半年以上，为我国贻贝加工新工艺，提高其经济价值。

１９９４年，俞鲁礼参与由学校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陕西省

大荔县水产工作站共同承担的农业部项目中国对虾对几种主要离子适应性的生

理学研究，该研究主要有：通过毒性试验，确定水中钾、钠、钙、镁等主要离子对中

国对虾的临界致死量；研究并摸清各离子间相互作用对中国对虾生存的影响；通

过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探索水环境中主要离子对中国对虾生理的影响。同时，

研究和分析我国西北内陆十余种水型的咸水和其水质中主要化学组成上的差别，

筛选出适宜中国对虾生长的非海水咸水水型。根据实验室得出的结果，该研究于

１９９４年在陕西大荔县洼地旧鱼池中通过引加河水、压碱、添加复合无机物等改良

水质的技术措施，首次在西北内陆非海水咸水水型中移殖中国对虾获得成功。该

项目的成功不仅增加内陆水域水产品品种和产量，而且还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土资

源，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有利于开拓农业发展空间和渔业生产领域，并能带动苗

７０１

第六章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



种、饲料、加工、冷藏、运输等行业的发展，为这些地区的脱贫开创一条致富之路，

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该项目获１９９８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包建强等主持罗氏沼虾加工技术研究，开发罗氏沼虾、罗氏

沼虾虾仁单体冻结产品、防褐变技术、罗氏沼虾方便食品加工中罗氏沼虾的护色

技术和酱制罗氏沼虾虾仁技术。研究开发２个罗氏沼虾旅游方便食品，并制定相

关企业标准。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王锡昌、周培根、坂口守彦、陈舜胜、汪之和、丁卓

平、陶宁萍、刘振华、杨玲娥等主持上海市教委项目淡水鱼肉腥味成分的分离与特

性研究，优化鲢鱼肉水溶性风味物质的提取，得到鲢鱼肉的水溶性抽提物。确定

鲢鱼肉中主要水溶性风味物质及土腥味的核心成分组成，确立固相微萃取技术萃

取鲢鱼肉中挥发性风味成分的最佳条件和挥发性风味物质的组成，考察新鲜度

对鲢鱼肉土腥味的影响。该项目的完成对淡水鱼糜质量的提高、消费范围的扩

大、生产规模的确保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项目共发表学术论文

７篇。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陶妍、李燕等主持上海市教委项目淡水鱼类肌肉蛋白质稳定

性的季节变化及其分子机理研究，主要探讨季节温度变化对淡水鱼骨骼肌肌球蛋

白热稳定性的影响和肌球蛋白重链同工型基因的分离及其表达模式，比较不同的

肌球蛋白重链同工型之间在ｌｏｏｐ１结构和ｌｏｏｐ２结构上的差异。该研究在分子基

因水平上阐明淡水鱼骨骼肌肌球蛋白热稳定性季节变化的分子机理。共发表相

关学术论文５篇（其中１篇被ＳＣＩ收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万金庆、程裕东、吴燕翔、王国强、赵波、厉建国、谭金龙等主

持生鲜禽肉冰温贮藏技术的研究，研究确定禽肉在冰温贮藏的工艺流程和关键的

工艺参数，对禽肉的冷藏和冰温贮藏经行对比研究，设计制造冰温库。该项目发

表学术论文１１篇，申请专利１项。２００５年，丁卓平、王锡昌等主持上海市科委项

目水产品中有毒微生物胺测定研究。检测水产品中１０种生物胺。丁卓平于

２００９年在美国召开的第６０届世界渔业大会上作交流报告。该项目共发表学术

论文３篇。２００６年，雷桥、程裕东、包海蓉、周颖越、俞骏、陈必文等主持市教委项

目食用菌保鲜及加工应用研究，该项目对食用菌的保鲜及加工进行广泛深入的开

发研究，不但提高食用菌的采后品质，减少褐变、菌斑、开伞和菌柄增长等现象，延

长货架期，还丰富了食用菌加工制品的品种。该项目发表学术论文２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陶妍先后主持上海市科促会产学研联盟项目天然生物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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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的研发及其在水产养殖饲料中替代抗生素的研究、主持上海市科委技术标准

专项养殖暗纹河豚鱼食用安全品质标准及规范研究、上海市教委重点创新项目水

产生物抗菌肽的基因工程制备及其功能性质的研究等，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六）水产品综合利用的研究

１９７２—１９７７年，骆肇荛和夏凤仪等以三角鱼等原料，在国内首次研制成鱼蛋

白发泡剂，代替蛋白干用于蛋白糖生产，可以节约蛋品消耗，增加小杂鱼等的利用

途径。该项研究于１９７８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１９８４

年，季恩溢开展香甜鱼酥、鱼脯开发研究，为低值小杂鱼的加工利用提供新途径。

同年，季家驹主持由学校和浙江桐乡饲料添加剂厂共同承担农牧渔业部项目饲料

复合氨基酸营养源的研究，为解决饲料动物蛋白源开拓新途径。该项目于１９８５

年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沈月新、俞鲁礼、张钟兴、欧

杰主持上海市高教局项目淡水鱼冷冻方便食品的开发研究。成功开发调味鱼段、

明司饼、鱼肉烧卖等产品，其工艺技术合理，制作方便，符合食品卫生标准，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为淡水鱼深加工提供有效途径，丰富市场供应，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１９９０年，俞鲁礼、黄丽贞、王锡昌、陈玉新、马佩莲等主持农业部

项目淡水鱼内脏油的利用研究，测定３种淡水鱼内脏油的理化性质，研究脂质与

脂肪酸组成分析及内脏油的提取工艺条件，对主要开发的淡水鱼种的内脏油作了

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充实了淡水鱼鱼油的基础研究，为淡水鱼鱼油的进一步开发

利用提供科学依据。该项目共发表学术论文４篇。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沈月新、郭大

钧、冯媛等主持农业部重点科研项目淡水鱼加工制品开发，利用当时拥有的技术

设备，从低值淡水鱼中研制调味鱼段与欧式鱼排等多种淡水鱼加工制品，该项目

于１９９３年３月获江苏省水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９９７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黄志斌、李雅飞、王锡昌等主持市高教局项目鲐鱼深加工

与利用，开展鲐鱼鱼油提取及ＥＰＡ、ＤＨＡ的精制研究。研制成甘油酯型ＥＰＡ、

ＤＨＡ制剂产品，ＥＰＡ、ＤＨＡ浓度总和达３８％，维生素Ａ１、Ｄ３含量都很高，属于

新一代鱼油制剂。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汪之和、李燕、施文正、陈椒等主持上海市教委项目鱿鱼精巢

活性物质的分离提取及利用研究，主要利用鱿鱼精巢制备鱼精蛋白，研究鱼精蛋

白的抗菌性和ｐＨ、温度、无机盐种类和离子强度等对鱼精蛋白抑菌效果的影响，

并提高了鱼精蛋白应用到鱼糜中的保质期。在应用鱼精蛋白作为鱼糜制品保鲜

剂方面取得较好成效，发表论文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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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宁喜斌主持上海市教育委重点项目罗非鱼片加工废弃物生产鱼露

研究。通过现代的微生物学手段筛选出蛋白酶活力较高的微生物菌株，并制成用

于鱼露速酿的种曲。将研制种曲用于罗非鱼片加工废弃物的发酵中，优化发酵条

件，酿制出鱼露，并完成调配试验，各项指标均达到鱼露的国家相关标准。此项研

究既解决废弃物的处理和环境污染问题，又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２００６年，陶

宁萍、王锡昌、俞骏等主持市教委项目宝石鱼内脏油利用开发研究，该研究对宝石

鱼肉和内脏进行系统营养价值评价，优化宝石鱼内脏油提取和精制工艺，通过对

包埋壁材的筛选、复配和优化，所得粉末化鱼油具有较好贮藏稳定性。该研究共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５篇。

（七）中日淡水鱼加工与利用合作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骆肇荛主持下开展淡水鱼加工基础理论及相关技术的

研究。１９９６年，中日农业科技交流工作组第１５次会议通过决定，启动题为中国

淡水渔业资源利用技术开发的中日两国政府间合作研究，由学校与日本国际农林

水产业研究中心（ＪＩＲＣＡＳ）共同承担，研究地点设于学校。１９９７年中日农业科技

交流工作组第１６次会议进一步将其纳入政府间综合研究项目中国主要食物资源

的持续生产和高度利用技术开发，研究期限定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后因研究需要

再延续２年，至２００５年结束。

１．主要研究人员

中方：陈舜胜、王锡昌、程裕东、周丽萍、袁春红、曲映红。

日方：福田裕、横山雅仁、金庭正树、斋藤昌义、内田基睛、矢野丰、石原贤司、

早川文代。

２．研究内容

（１）淡水鱼中间素材及制品的开发：冷冻鱼糜型中间素材；常温下流通的中

间素材；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淡水鱼鱼糜制品。

（２）淡水鱼流通、保藏技术的开发：探讨淡水鱼的鲜度变化和影响因素及适

当的保鲜方法与技术；考察冻结速率、冻结贮藏温度、添加剂、预处理条件等对鱼

肉蛋白质变性的影响。

（３）淡水鱼综合利用技术开发：以全鱼的完全利用为目标，进行天然调味品、

鱼粉、饲料等的开发及生理活性成分的研究。

３．主要研究成果

（１）研究开发淡水鱼鱼糜加工技术，提高淡水鱼鱼糜的得率。进行淡水鱼鱼

０１１

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



糜制造相关技术研究，对鱼糜加工各阶段的制品得率研究证明，鲢鱼是一种廉价

淡水鱼类，但与草鱼相比制品得率明显较差，原因是鲢鱼采肉率低、漂洗时肌浆蛋

白流失较多。为了提高得率，采用新的漂洗方式制作鱼肉中间素材，可明显提高

鱼糜得率。

（２）研究不同淡水鱼类（鲢、罗非鱼等）和不同形态（鱼片、碎鱼肉、鱼糜）的鱼

肉在冻结与冻藏中蛋白质的变性状况以及抗冻剂的作用。

（３）研究中国主要淡水鱼的脂质成分及变化。对不同鱼种的鱼肉成分、饲料

（包括浮游生物）的成分进行全面分析。鱼种不同脂质含量与脂肪酸的组成明显

不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饲料的不同而引起。从脂肪酸的组成而言，鲢鱼是一种

优质的鱼种。

（４）通过在饲料中添加富含ＥＰＡ与ＤＨＡ的鱼油，改变团头鲂肌肉中的脂质组

成，使其营养价值得以明显提高。同时探明团头鲂体内脂质转移的途径与一般规律。

（５）以鱼糜加工的废弃物为原料制取鱼油。

（６）研究养殖淡水鱼的微生物安全性。大部分养殖淡水鱼中引起食物中毒

的肠炎弧菌和布氏菌的含量都在检出限以下，从微生物安全性上看一般养殖淡水

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上海市售的双壳贝类及干潮区的甲壳类中上述两种细菌都

有较高含量的检出率。

（７）较深入地研究大豆分离蛋白与鱼糜及碎鱼肉复合中间素材的凝胶化特

性。添加大豆分离蛋白能显著提高制品的凝胶强度，较大程度地掩盖淡水鱼的土

腥味。同时使动植物蛋白相互补充，营养更为均衡。

（８）鲢和草鱼死后肌肉的感官变化、核苷酸相关物的变化及物性（质构）评

价。淡水鱼类肌肉从生化变化的角度来看较为稳定。这些成果对于淡水鱼作为

鲜鱼流通或加工原料利用都是必要的基础资料。

（９）添加国产的米曲霉或黑曲霉快速发酵淡水鱼鱼露获得初步成功。发酵

时间明显缩短，制品的氨基酸含量比市售鱼露稍高。由于原料新鲜、风味良好感

官质量总体上也优于市售鱼露。

该项目持续开展１０年之久，先后投入１２００万元研究资金。中日两国专家

在淡水渔业资源利用方面充分交流信息，在淡水鱼鱼肉加工特性、鱼糜制造及淡

水鱼综合开发利用方面等相关领域开展系统、深入的多方面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解决许多技术难题，在鱼糜型中间加工素材开发等方面取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

果。国际上还没有其他国家对淡水鱼进行如此系统、深入研究，学校与ＪＩＲＣ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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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的合作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合作双方以自己的研究成果

为基础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共同举办４次国际性淡水鱼利用加工学术研讨会，并在

１９９９年澳大利亚第十次国际食品科技会议、２０００年北京世界渔业大会等国际性

会议上进行交流，前后共发表百余篇论文和报告。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中日两国有关

领导人和专家在学校出席成果总结会，获得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对于提高淡

水渔业资源的附加价值、促进淡水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

该项目为中国淡水鱼加工业由粗加工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对淡水渔业资源

利用加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也对学校的学科建设、研

究设施的完善、学术水平的提高、师资和研究生的培养等具有积极意义。

（八）超低温均温解冻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０４年，吴稼乐主持上海市科委科技攻关项目超低温均温解冻关键技术研

究。该项目的黄鳍金枪鱼鱼体解冻工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特别适用大卖场（超市）现销加工，填补我国整尾金枪鱼均温解冻工艺的空白。

在国内首次提供整尾黄鳍金枪鱼深度冻结状态下解冻鱼体温度场的实测基础数

据，为进一步了解金枪鱼鱼体传热过程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在国内首次建立

２００—５００克块状产品和２０—５０千克整尾金枪鱼均温解冻图表，为加工企业保证

产品质量和鲜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２００５年，吴稼乐主持农业部下达的生食金枪鱼标准研究。并与中国渔业协

会远洋渔业分会、上海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及生产企业通力合作完成。规定生

食金枪鱼的加工要求主要有：禁止使用一氧化碳保色工艺及加工车间的保持温度

（１０℃）；生食金枪鱼产品的感官指标、净含量负偏差要求、温度要求、理化指标和

安全卫生指标；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及产品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金枪鱼

产品的一氧化碳残留量的测定方法和寄生虫的测定方法。该标准的制订有利于

正确引导我国金枪鱼生食产品的消费理念，对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也将产生积极

影响，该标准获２００６年度上海标准化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

（九）豆制品保鲜及豆浆脱腥技术研究

２００４年，陈有容主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曙光计划”项目豆制品保鲜及豆浆

脱腥研究。重点解决豆浆中的豆腥味及其保质期过短问题。该项目经过两年多

的研究，根据豆腥味形成机理，确定低成本、易操作的去除豆腥味方法，通过采用

限低于４．０微克／毫升的气相色谱法检测。并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快速准确地鉴

定引起豆浆变质的腐败微生物，针对腐败微生物的生理特性，改进传统的豆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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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瞬时杀菌技术，使豆浆的保质期在常温下（３７℃）达到３个月以上。形成由学

校研发、上海国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上海光明乳业公司销售的一体化研产销运

行链，取得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企业、高校互动发展的双赢格局。

（十）食品真空冷却过程中传热传质问题的研究

２００６年，谢晶承担的曙光项目食品真空冷却过程中传热传质问题的研究，较

为系统地对青菜、卷心菜等叶菜，香菇、白蘑菇等食用菌，康乃馨、香石竹等花卉，

以及米饭等的真空冷却工艺进行研究，获得上述农产品和食品的真空预冷最佳工

艺参数，分析比较有无真空预冷环节对于蔬菜保藏品质的影响，用二维模型以米

饭为研究对象对真空预冷过程的温度场、速度场、压力场、气流分布进行数值模

拟。该研究为真空预冷技术的应用奠定理论基础，具有推广应用价值。此外，采

用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开发计算食品热物性计算软件，方便工程技术人员的计算，并以

第一完成人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２项。

（十一）蔬菜低温流通技术和安全体系的研发和应用

由于蔬菜季节性明显及保鲜措施不当，采后损失高达４０％—５０％，使得农民

增产不增收。而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蔬菜消费需求逐步由数量型

向质量型转变，追求蔬菜的安全，优质和简便已经称为消费趋势。为解决这一问

题，谢晶自２００６年开展蔬菜低温流通技术和安全体系项目研发。该项目以建立

优质蔬菜冷藏链和质量控制体系为目标，运用食品品质控制技术，食品安全技术，

贯通“从农田到餐桌”安全流通全过程，以减少蔬菜采后损耗，提高蔬菜产品的附

加值。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建立蔬菜保鲜冷藏链流通的集成技术；分析流通过程

中影响蔬菜安全和品质的危害因素及显著程度；确定关键控制点和限值；建立典

型蔬菜低温流通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制订蔬菜在冷藏链流通过程中的质量标准为

技术规范；形成企业标准；得到低温流通运行成本报告。

该项目获得发明专利２项、使用新型专利６项、软件著作权２项，申请发明专

利８项。研发的农产品冷藏链相关技术和装备均属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目前已将一系列自主知识产权用于冷藏链相关设备制造企业和农产品加工

企业，带来良好经济效益。在上海宝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应用，研制新设备，新

增产值１２００万元，新增利润１２０万元；使上海星辉蔬菜有限公司蔬菜采后损耗

减少２０％，企业累计新增产值６００万元。

（十二）城市猪肉产品安全供给保障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２００７年，由潘迎捷、王锡昌、谢晶等主持的上海市科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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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猪肉产品安全供给保障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并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所、上海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食品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农业信息有限公司、华东电脑有限公司等二级子课题的参加单位共同合作。经过

３年努力，该研究基于ＲＦＩＤ技术和手持式办公终端的企业及企业从业人员电子化

监管系统，研制读写器。建立现场监管数据库，实现食药监局现有系统电子化监管

数据的自动实时的传递。建成的猪肉产品安全监管溯源系统已在上海爱森肉食品

有限公司得到应用示范并建立示范性的猪肉安全追溯系统。研发多通道微生物快

速检测、高通量药物残留快速检测、疫病检测以及污染物（毒素）快速检测等猪肉安

全检测技术，完成样本预处理及富集技术、试剂盒及相关仪器的研制。研制适应上

海生猪产品生产流通产业调整规划的通用ＨＡＣＣＰ模式、评估体系，以及冷却猪肉

的微生物预报模型。为上海城市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学校与各协作单位在该研究中共发表论文８０篇（ＳＣＩ论文２６篇），申报专利

３４项（发明专利３１项），专利授权８项（发明专利６项）、软件著作权６项。培养博

士研究生８名，硕士研究生２２名。圆满完成课题合同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

（十三）生物技术研究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李柏林主持上海市科委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项目食品安全的

微生物预报软件技术研究。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汪立平主持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二期）

专项基金项目生物技术提取和纯化功能性大豆低聚糖研究。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汪立

平主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项目甘露寡糖的制备及其在水产饲料中的应用研究。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潘迎捷主持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养殖水体污染菌

和病原菌的分子检测技术的研究。完成上海地区主要南美白对虾养殖场养殖水

体、底泥以及对虾肠道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分析。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赵勇先后主持的项目有：上海市教委科研项目食品保藏过程

中腐败微生物的分子动态监测，动态跟踪监测生鲜肉类食品保藏过程中不同时

段、不同部位腐败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生态芯

片技术在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的应用研究，构建主要食源性病原菌的

１６ＳｒＤＮＡ、ＩＴＳ基因、重要致病基因的分子流行病学ＤＮＡ序列信息数据库，设计

专一性检测靶点、引物以及探针；江苏检验检疫局科技项目食源性致病菌ＤＮＡ

多样性数据库和ＤＮＡ芯片检测方法的研究，建立食源性致病菌芯片检测探针数

据库、制作食源性致病菌检测芯片；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资助项目ＤＮＡ

指纹结合气味指纹表征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的研究，建立能表征食品质量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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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ＤＮＡ指纹技术和气味指纹技术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孙晓红主持霍英东教育

基金会第１１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优选资助课题副溶血弧菌ＬＡＭＰ检测技术的

建立。该项目建立副溶血弧菌ＬＡＭＰ检测技术，并应用该技术检测食品中的副

溶血性弧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王锡昌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海洋食品的质量控制与

危害脱除技术及产业化示范的研究，主要研究基于微卫星及ＳＮＰ分子标记的海

产品质量安全全程追溯技术研究与示范，海洋食品的过敏原控制技术。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刘源先后主持的项目有：“创新行动计划”部分地方院校计划项目养殖河

豚鱼食用安全品质研究，主要研究河豚鱼毒素快速检测技术、河豚鱼食用安全性

与生长环境微生物多样性复杂关系；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海洋鱼糜及其制品多

指纹图谱检测技术研究，主要研究气味指纹技术、光谱指纹技术应用于鱼糜及其

鱼糜微生物的检测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卢瑛先后主持的项目有：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食用

农产品中重要危害因子监测与控制技术研究，主要研究海产品主要过敏原的快速

检测、活性控制技术研究，海产品中致病微生物的快速检测技术及其风险评估研

究；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常见食源性致病菌特异性抗体库与纳米检测探针的构

建，主要研究单增李斯特菌和副溶血性弧菌特异性抗体库的构建及其应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黄轶群主持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表面增强拉曼技术应用于

水产品中微量危害化学物质快速检测的研究。主要研究拉曼光谱技术在水产品

安全检测中的应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陈兰明主持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养殖水域

多功能益生菌的定向分子构建及应用评价。该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十四）海洋生物大分子研究

１．海洋生物多糖研究

２００３年，汪之和等首先提出研究蓝藻胞外多糖的概念，２００４年刘承初等研究

羊栖菜和裙带菜来源的海藻多糖的体外抗凝血活性。以此为开端，广泛开展紫菜

多糖、贻贝多糖、海参多糖、芦根多糖的分离、纯化、结构解析、构效关系和生物活

性作用，研究课题受到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科委和科技部的支持。研究结果分别

在《中国海洋药物》、《上海水产大学学报》和《中国水产科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

２．海洋生物胶原蛋白研究

以刘承初等从事鱿鱼皮胶原蛋白的提取利用实验研究为开端，周培根、李燕、

汪之和、吴文惠等研究草鱼、罗非鱼、马鲛、鲨鱼、鲸鲨等鱼皮Ⅰ型蛋白的分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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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生物化学特性及其功能性，吴文惠等研究海洋生物Ⅱ型胶原蛋白的经口免疫

耐受作用。研究结果分别发表于《上海水产大学学报》、《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

医学杂志》、《中国海洋药物》等核心期刊，申请６项国家发明专利。

３．海洋生物多肽研究

以２００８年刘承初等开始进行藻胆蛋白对人喉癌细胞的光动力杀伤效果为研

究开端，２０１０年吴文惠归纳分析海藻多肽化合物的生物活性和药理作用，于２０１１

年首次发表无肋马尾藻多肽的制备及其促进大鼠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细胞分化特

性的研究论文。此外，海洋药学学科的研究人员还进行重组人甲状腺素相关肽、

牛乳铁蛋白、鲑精蛋白、弧菌毒素蛋白的研究。发现海洋生物多肽的抗肿瘤、降血

压、降血脂、抗凝血、促进神经细胞分化、抗氧化、抗菌和抗病毒等生物活性，有可

能海藻肽类化合物对治疗疑难病症具有一定的作用。研究结果分别发表在《中国

海洋药物》、《氨基酸》（犃犿犻狀狅犃犮犻犱狊）、《水产食品技术学报》（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狇狌犪狋犻犮

犉狅狅犱犘狉狅犱狌犮狋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等国内外杂志。

/" 5(bcd45efg`6]h

科学研究平台是科学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实验和交流平台，为水产品

加工学科的发展起很大推动作用。至２０１１年，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共有

以下３个重点科研平台：

（一）水产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

为提高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高我国水产业和相

关食品工业的市场竞争力，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经农业部批准在学校成立上海市水产

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重点解决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中的关键风

险因子的毒理学评价、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预测模型软件开发、监测和控

制技术等科学和技术问题，并终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科技支撑创新体系和专业人才培养平台。实验室主任王锡昌，实验室有教授１０

人，副教授６人，讲师４人，助理实验员４人。

（二）国家淡水水产品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上海）

国家淡水水产品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上海）是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经农业部批

准在学校成立和挂牌的，是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的组成部分。基于学校

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承担的中国淡水渔业资源利用技术开发中日国际合作项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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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淡水鱼的生化特性、加工适性、中间素材开发等应用基础理论的系统研

究所累积的成果，该机构将进一步整合学校已有的中日合作水产品加工利用研究

中心和食品学院富煌巢湖三珍食品研究开发中心。中心主任陈舜胜，中心有教授

５人、副教授５人、讲师４人。

（三）上海市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１１年，经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在学校成立上海市水产品加工及贮

藏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该中心将围绕上海及我国水产品加工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需要解决的关键工程化技术问题，以技术集成创新为核心，持续不断地孵化和熟

化适合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工程化技术成果，推动水产品加工产

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为我国食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水产）食品安全的保障、（水

产）食品品质控制与提升培养高级专业人才，为国内外水产品加工及贮藏领域的

研究提供高层次的科学研究与交流平台。中心负责人潘迎捷，２０１１年该中心有

教授８人，副教授３人，讲师２人，助理实验员２人。

@" UVW2

（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水产品加工学科老一辈教师有陈廷煦、王刚、骆肇荛、翁斯砲、戴岂心、马凌

云、王季襄、达式奎、金有坤、黄金陵。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老一辈教师带领和指导

下培养一批青年教师，有纪家笙、冯志哲、黄志斌、程郁周、王士、季家驹、严伯

奋、魏鹤声、陈坚、徐文达、徐世琼、李雅飞、尹文娟、洪本芝、夏凤仪、王锡珩、季恩

溢、杨运华、张伟民、童瑞璜和杨允庄等。

（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除上述５０年代中后期的一批青年教师逐步走向成熟外，又有一批６０年代的

青年教师茁壮成长。先后有姚果琴、俞鲁礼、毛玉英、郭大钧、石树奋、陆志平、徐

轩成、费镛、李松寿、朱富强、侯英凯、周华云、葛茂泉、陈邓曼、董其、黄丽贞、沈

月新、孔庆云、李锦才、许顺干、欧月爱、李洪芳、刘玉芳和姚野妹等。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不少人成为各学科的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学校处于搬迁时期，加上“文化大革命”影响，人才培养中断，教师流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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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梯队开始出现断层现象，某些学科后继乏人，优势不再。这一时期，趁学校搬

迁机会调入的教师有王訸、潘起元、许瑞芬和刘玲仪等。

（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学校分别获得两期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以及教育部资助，学校派出

水产品加工学科教师出国留学或进修的有冯志哲、黄志斌、徐世琼、沈月新、王訸、

奚印慈、陈舜胜、程裕东、包建强、王锡昌、欧杰和谈向东等。

（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的教师大都退休或退居二线。为建设高水平特

色大学需要，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学校从９０年代开始大批引进国内外青年优秀

人才。新进教师均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肩负教学与科研重

任。已聘为教授职称的有谢晶、宁喜斌、李柏林、陶妍、吴文惠、万金庆、丁卓平、钟

耀广、杨福馨、张敏、黄轶群、陈兰明、王永杰，其中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１人、上

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３人。另外，９０年代还引进具有高级职称的多名中年教

师，如周培根、管伟康、陈有容、戚晓玉、陈新生、陈天及、王国能、李季冬和齐凤

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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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专业史





第一章　水产养殖专业

!" #$

水产养殖专业的前身系始建于江苏省立水产学校１９２１年设置的养殖科。抗

战期间，四川合川的国立第二中学水产部于１９３９年曾设立水产普通科，兼学养

殖。１９４３年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设有养殖科。抗战胜利后，吴淞水产专科学

校，以及１９５１年更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分别设置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三年制养

殖科。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成立上海水产学院时，建立养殖生物系，

下设水产养殖专业。从１９２１年养殖科开始招生至今已有９０年历史，是学校３个

传统专业之一。在漫长岁月中，本专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５个时期：

（一）１９２１—１９５２年

学校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１９２１年招收了第一届养殖科学生（招高小毕业

生，四年制），１９３３年又复招过１届。１９４７年在上海复兴岛复校后，定名为吴淞水

产专科学校，于１９５０年招收１届高中毕业三年制养殖科，１９５１年更名为上海水

产专科学校后又招收１届。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１年江苏省立水产职业学校（前身为国

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和浙江乍浦的国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分别并入，成立上海

水产专科学校附设水产技术学校，设有三年制中专养殖科。

（二）１９５２—１９７１年

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设水产养殖专业，属养殖生物系（１９５８年改为水

产养殖系）。同年秋季起招收四年制本科专业学生。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学制改

为五年，教学、科研的基本框架已齐全，师资队伍逐渐壮大，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１９５８年将水产养殖专业分为淡水养殖、海水养殖两个专业外，并将１９５６年入学

的班级改为四年毕业。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入学的仍为五年制。至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

命”前，水产养殖专业共毕业１０届学生。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进入“停课闹革命”的特殊年代，停止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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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的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届五年制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专业５届学生先后于１９６８—

１９７０年毕业，俗称“老五届”。

（三）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

１９７２年学校搬迁至厦门集美，更名为厦门水产学院，设淡水渔业、海水养殖

两个专业（三年制），原淡水养殖专业扩大专业范围，更名为淡水渔业专业。于搬

迁当年随即招生，海水养殖专业于１９７３年开始招生。在厦门期间共招收５届工

农兵学员，俗称“新五届”，共有毕业生２８４人。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曾招收过１届二年

制淡水生物学师资进修班，毕业生４０人。另有１９８０届“社来社去”毕业生６０人。

“文化大革命”１０年，特别是学校来回搬迁，师资力量、学校和专业声誉等无形资

产和试验场、标本、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有形资产，都遭受重大损失，元气大伤，

办学异常艰难。

（四）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

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开始招收大学本科四年制学生，１９７９年学校迁回上

海后，水产养殖专业取得了新的发展，形成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多层次教学体

系，１９９４年１月水产养殖系调整为渔业学院，设有淡水渔业和海水养殖两个专

业。１９９８年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全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淡水渔业专业与海

水养殖专业合并为水产养殖专业，此阶段共有１９届学生毕业（１９８１—１９９９届）。

（五）２０００年至今

自２０００年起，学校由农业部管理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上海市管理为主。

２００３年渔业学院更名为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２００８年学校由上海水产大学更名

为上海海洋大学，学院更名为水产与生命学院。自２０００年起，到２０１１年共毕业

１１届学生（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届）。

%" iRLj4kl,=mno

（一）１９２１—１９５２年

学校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从１９２１年招收第一届养殖科，以后停招，１９３３

年复招过一届，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学校被迫停办。

在该时期，有关教学安排、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主要沿用日本模式，科主任由

留日回国的陈椿寿担任。主要课程为淡水养殖、咸水养殖、鱼病、土木工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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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细菌学、水产生物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均采用自编讲义授课。主要专业

课教师有邹源琳、陈椿寿、徐定一等。１９２２年在江苏昆山周墅（现称周市）建淡水

养殖试验场，大小鱼池６口，面积１．４公顷（２１亩）。并安排学生到长江、湘江采

集鱼苗等生产实习。

１９４７—１９５０年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期间，曾于１９５０年招收１届高中毕业三年

制专科学生，１９５１年更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后又招收１届。

１．主要课程

这两届养殖科主要课程有：英语、日语、数学、物理、水产通论、无机化学、有机

化学、生物化学、普通动物学、水产动物学、海洋与湖沼学、淡水养殖、普通植物学、

水产植物学、组织发生学、气象学、土木工程、海水养殖、动物生理学、浮游生物学、

营养化学、物理化学、水质学、细菌学、鱼病学、饵料学、水产经济、繁殖保护、淡咸

水养殖实习及调查。

当时学校主管部门华东军政委员会水产管理局十分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

养，利用暑假增加生产实习。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制订了学生生产实习暂行办法。由教

务处直接领导，制定实习计划，增加实习经费等。学生生产实习结束必须撰写生

产实习报告，其成绩计入学业成绩，实习成绩不及格，不予毕业。

２．主要任课教师

李东芗、王贻观、陈谋琅（水产通论），王以康（鱼类学），陆桂（动物学），肖树旭

（生物学），曲仲湘（湖沼学），陆元宪（气象），刘治亭（俄语），周复?（英语），欧天健

（日语），刘列夫（社会发展史），朱慕唐（政治经济学），陈希声（细菌学），刘琴宗（淡

水养殖），王士（分析化学），李东芗（水产资源）；外单位兼课的有：饶钦止（藻类

学），倪达书、尹文英、王德铭、陈启鎏（鱼病学），谈家祯（遗传学），李冠国（浮游生

物学）等。

３．主要教学设施

该时期，教学设施简陋，仅有少量显微镜、解剖镜。早期学生生产实习主要到

学校昆山周墅淡水养殖试验场，后期赴江苏平望水产养殖场、浙江菱湖水产试验

站等地的水产养殖场、试验站。

（二）１９５２—１９７１年

水产养殖专业初创时，主要参照日本的教育模式，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主

要参照苏联教育模式。以后通过多次教学改革，初步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水产养

殖学科。教改的重点是：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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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结合”。尤其是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大跃进”期间，组织大批教师下渔区第一线

蹲点，带领学生进行生产劳动和教学科研活动，广大师生通过生产一线的实践锻

炼，科研水平和业务素质都有一定的提高，但冲击了正常教学秩序。

１．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５６年９月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养殖生物系设水产养殖专业。培养目标为淡水养殖高

级技术人才。学制四年。

（１）课程设置

除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俄文以外，主要有：动物学、植

物学、达尔文主义、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原理和分析化学、水产通论、浮游生物学、

鱼类学、组织学、发生学、气象学、淡水生物学、湖沼学、养殖技术、米丘林学说、动

物生理学、微生物学、测量与制图、统计学、藻类学、鱼病学、生物学技术、水产品加

工等。

教学实习：第二学期（２周），第四学期（４周）。

生产实习：第六学期（６周）。

毕业实习：第八学期（８周）。

（２）主要任课教师

陈子英、王义强（组织学、发生学、动物生理学），朱元鼎（鱼类学软骨鱼类部

分，动物学），陆桂（动物学），刘琴宗、谭玉钧（养殖技术），倪达书、陈启鎏、王德铭、

尹文英、黄琪琰（鱼病），王以康、骆启荣、林新濯（鱼类学），王嘉宇（水生生物学、浮

游生物学），肖树旭（无脊椎动物学），华汝成、杨亦智（植物学），王素娟（藻类学），

宋德芳（微生物学），陆家机（水文学），郑刚（贝类养殖），张菡初（脊椎动物学），戴

岂心、王季襄（无机与分析化学），骆肇荛、季家驹（生物化学），黄金陵（有机化学），

黄文几（达尔文主义）等。

（３）教学设施

１９５５年由上海市政府安排，将上海控江路杨家宅一低洼田改建为校淡水养

殖试验场，２．６７公顷（４０亩，现为杨浦公园）。

（４）毕业学生

自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水产养殖专业共招收４届：１９５６年毕业３７人，１９５７年毕

业２５人，１９５８年毕业２８人，１９５９年毕业５６人。

２．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６６年６月

１９５６年，根据高教部批准，参照苏联莫斯科米高扬渔业工学院教学计划，制

４２１

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



订水产养殖本科教学计划，学制五年。１９５６年入学的水产养殖专业学生，因受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影响，五年制改为四年毕业，同时在１９５８年期间，将水产养殖

专业划分为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两个专业，但１９５７年起入学的仍恢复五年制。

（１）淡水养殖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在淡水养殖方面又红又专的高

级技术人才。

课程设置：共设置３２门课程，总学时３３４０。其中，公共课：政治理论课有中

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４００）、外语（２６０），体育（１２０），共

７８０学时，占总学时２３．４％。基础课：高等数学（１２０）、物理学（１２０）、无机化学

（９０）、分析化学（１２０）、有机化学（８０）、无脊椎动物学（１５０）、脊椎动物与比较解剖

学（１３０），共８１０学时，占总学时２４．２％。基础技术课：鱼类学（１８０）、湖沼学

（７０）、水生生物学（８０）、微生物学（９０）、组织学（６０）、胚胎学（８０）、动物生理与鱼类

生理学（１６０）、淡水动植物（１２０）、植物学（１２０）、生物化学（１２０）、物理化学与胶体

化学基础（６０）、遗传与育种原理（５０）等，共１１９０学时，占总学时３５．６％。专业

课：池塘养鱼学（１１０，其中现场教学４０）、天然水域鱼类增养殖学（１００，其中现场

教学２０）、鱼病学（９０）、养殖工程（１２０）、捕鱼技术（４０）、水产经济与企业管理

（４０）、海水养殖大意（６０）等，共５６０学时，占总学时１６．８％。选修课程：第二外语

（１５０）、生物学技术（６０）、同位素对渔业的利用（４０）、生物统计（４０）等。

生产劳动、生产实习等：生产劳动（７周），教学实习及劳动（８周，其中５周是

劳动），天然水域鱼类增养殖生产实习（１０周），池塘养鱼生产实习（１８周），毕业实

习与毕业论文（６周）。

（２）海水养殖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在海水养殖方面又红又专的高

级技术人才。

课程设置：共设置３２门课程，总学时３４４０。其中，公共课和基础课与淡水养

殖专业相同，分别为７８０学时和８１０学时，占２３．４％和２４．２％。基础技术课：海

洋学（１００）、海洋生物学（５０）、海藻学（１２０）、贝类学（１００）、海洋浮游生物及底栖生

物（１３０）、植物生理与海藻生理学（１４０）、鱼类学（１００）、生物化学（１２０）、物理化学

与胶体化学原理（６０）、遗传与育种原理（５０）、动物生理学（１２０）、组织胚胎学（１４０）

等，共１２３０学时，占３５．７％。专业课：藻类养殖学（１２０），贝类养殖学（１２０），养殖

工程（１００），贝、藻类综合利用（６０），港养与淡水养殖大意（６０），水产经济与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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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４０）等，共５００学时，占１４．３％。选修课程：生物统计（４０学时）、生物学技术

（６０学时）、第二外语（１５０学时）。

生产劳动、生产实习等：生产劳动（７周），教学实习及劳动（８周，其中５周是

劳动），贝类养殖生产实习（１０周），藻类养殖生产实习（第七学期５周、第八学期

１３周），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６周）。

（３）主要任课教师

这一时期主要任课教师有陈子英（组织胚胎学、鱼类生理学），陆桂、钟展烈、

赵长春（天然水域鱼类增养殖学），肖树旭（海洋生物学），王义强、方纪祖、黄世蕉

（鱼类生理学），谭玉钧、雷慧僧（池塘养鱼学），林新濯、孟庆闻（鱼类学），王贻观、

王尧耕、邱望春（水产资源学），王嘉宇、梁象秋、严生良（水生生物学），王素娟、朱

家彦（海藻栽培学），陆家机（水文学），华汝成、李秉道（植物学），宋德芳、柳传吉

（微生物学），洪惠馨（海洋生物学），缪学祖、苏锦祥、刘铭、俞泰济（鱼类学），张菡

初（动物学），李松荣（贝类养殖学），张媛溶（贝类学），郑德崇（组织学），王瑞霞（胚

胎学），黄琪琰、唐士良（鱼病学），张道南（生物饵料培养），徐森林（捕捞大意）等。

（４）教学设施

主要教学实验室：鱼类学实验室与鱼类标本室、鱼类生理学实验室、组织胚胎

实验室、切片技术实验室、鱼病学实验室、微生物学实验室、水生生物学实验室、贝

类标本室等。

主要实习基地：自１９５８年起学校在观音堂路走马塘畔（现佳木斯路上海市水

产研究所）新建淡水养殖试验场。养殖场面积４．２１公顷（６３．１８亩），开挖大小鱼

池４０口。由祝皓明、姜焕章任场长，费顺初、蒋士明为技工，１９６２年后由王道尊

任技术员。在教学上能容纳一个班级的生产实习；在科研上，开展池塘高产、罗非

鱼养殖试验研究；在生产上开展家鱼人工繁殖，年生产鲢、鳙、草鱼、团头鲂鱼苗达

５０００万尾。１９６３年建成无锡鼋头渚冲山塘淡水实践基地。１９５８年在浙江舟山

虾峙岛和普陀山建有海水养殖实习基地。

（５）毕业学生

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间，共毕业９届学生，其中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届，共５届为本科四年

制，１９６１年无毕业生，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届，共４届为五年制（１９５７年入校学生因学制

延长至五年，到１９６２年才毕业）。

（６）教材建设

１９６１年水产部组织水产高校编写和出版统编教材。水产养殖系担任主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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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编的教材共９本，分别为：《鱼类学上册》（孟庆闻、缪学祖、张菡初、苏锦

祥）、《鱼类学下册》（孟庆闻、缪学祖、苏锦祥、俞泰济、刘铭）、《水生生物学》（王嘉

宇）、《池塘养鱼学》（谭玉钧、雷慧僧、李元善、姜仁良、施正峰）、《鱼类生理学》（王

义强、张瑛瑛）、《藻类养殖学》（王素娟，第二主编）、《水产动物胚胎学》（王瑞霞，第

二主编）、《鱼病学》（黄琪琰、唐士良）、《微生物学》（宋德芳、柳传吉、孙其焕、许为

群、李芳兰）；参编教材１本：《贝类养殖学》（张媛溶），上述教材均由农业出版社于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出版。

３．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

“文化大革命”中停课“闹革命”，教学无法进行。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届学生的学习

进程全部停滞，学生先后于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毕业。１９６８—１９７１年期间，工宣队和

军宣队带领部分教师下渔区所谓接触实际，实为劳动改造，部分教师下崇明干校

劳动。自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水产养殖系停止招生６年。

（三）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

１９７２年初学校由上海搬迁至福建厦门，当年招收淡水渔业专业三年制的“工

农兵”学员。

厦门办学期间（１９７２—１９７９），淡水渔业专业招收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届５届三年制

学生（俗称“新五届”），同时招入１９８０届“社来社去”班；海水养殖专业１９７６—

１９７８届招收３届学生（三年制），同时招入１９７９届“社来社去”班。

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后，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在厦门招收的３届四年制本科淡水

渔业专业和２届海水养殖专业学生（１９７９年海水养殖专业未招生），于１９８０年随

学校迁至上海军工路校区继续学习。

实习基地建设：在厦门办学期间，利用集美的中池２．６７公顷（４０亩），分隔成

２０多个池塘，作为淡水养殖试验场，由葛光华任场长，周昭曼、翁忠惠先后任技术

员。应生产实习之需，将上海原淡水养殖试验场的亲鱼经４天４夜长途运输至集

美，尽管在当地开展人工繁殖试验获得成功。但因池塘管理、漏水等原因，生产无

法正常开展，学生的生产实习不得不到外地进行。大水面鱼类增养殖在校外实习

基地有福建东张水库、浙江新安江水库等。海水养殖专业的生产实习基本上都在

福建省内解决。另外，学校在集美建有海水养殖场，可进行鱼、虾、贝、藻育苗试

验，场长为顾功超。厦门海沧钟宅大队也有海水养殖专业的实习基地。

主要课程和任课教师有：谭玉钧、雷慧僧、李元善、姜仁良、施正峰、王武、宋承

芳（池塘养鱼学），陆桂、赵长春、陈马康、李思发、童合一、陆伟民（内陆水域鱼类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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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学），王素娟、朱家彦、刘凤贤、章景荣、顾功超、马家海（海藻学及海藻栽培

学），李松荣、王维德、张英（贝类学及贝类养殖学），黄琪琰、唐士良（鱼病学），徐森

林、钟卫国、郭大德、李庆民（淡水捕捞技术），孟庆闻、缪学祖、苏锦祥、俞泰济、李

婉端、周碧云（鱼类学），王义强、黄世蕉、赵维信、章志强、宋天复（鱼类生理学），张

道南（饵料生物培养），郑德崇、楼允东、张毓人、江维琳、张克俭、张赞妹、江福来

（组织胚胎学），梁象秋、严生良、杨和荃（水生生物学），肖树旭、洪惠馨、张世美、纪

成林（海洋生物学），华汝成、李秉道（植物学），孙其焕、许为群、李芳兰、金丽华、孙

佩芳（微生物学），李亚娟、周昭曼（动物学），姚超琦（水文学），陈佳荣、臧维玲（水

化学），傅德顺、翁忠惠（水产养殖工程）等。

（四）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

１９８０年学校在上海原址复校。自１９７７年在厦门招收“文化大革命”后第一

届学生起学制均为四年制。１９８３年设立水产养殖硕士点，１９９４年１月水产养殖

系改名为渔业学院，学院下设水产养殖系、水生生物与水域环境系和生物科学系。

１９９９年设立水产养殖博士点。水产养殖系从本科教育发展到专科、本科、硕士、

博士等多层次教育。此阶段共有１９届学生毕业（１９８１—１９９９届），具体可分以下

３个阶段：

１．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０年，淡水渔业专业因教学用房困难没有招生。１９８１年７月，淡水渔业与

海水养殖两个专业恢复招生，并重新制订新的教学计划。

（１）专业设置

专业名称：淡水渔业专业、海水养殖专业

培养目标：在学业方面：要求掌握本专业必须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淡

水经济鱼类增养殖的基本技能（海水养殖专业要求掌握经济贝类、藻类、虾蟹类和

海水鱼类增养殖的基本技能）；了解本专业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具有较强的自学能

力和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科学研究方面的初步训练，掌握一

门外国语，能较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

（２）课程设置

淡水渔业专业（２５０５学时）：公共课：政治理论课（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

学）（２４０）、英语（３００）、体育（１４０），共６８０学时，占总学时２７．２％。基础课：高等

数学（１００）、物理学（１４０）、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１７０）、有机与生物化学（１６０）、普

通生物学（１６０）等，共７３０学时，占总学时２９．１％。基础技术课：鱼类学（１２０）、淡

８２１

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



水生物学（１２０）、微生物学（８０）、鱼类生理学（９０）、组织胚胎学（９０）、遗传育种

（７５）、生物统计（６０）、养殖机械（６０）、养殖工程（８０）、电工学（８０）、细胞生物学

（４０）、发育生物学（３０）等，共８５５学时，占总学时３４．１％。专业课：池塘养鱼学

（８０）、大水面鱼类养殖与增殖学（６０）、鱼病学（７０）、淡水捕捞（７０）、渔业企业管理

（３０）等，共２４０学时，占总学时９．６％。选修课程：第二外语（１４０）、显微技术

（６０）、河蚌育珠讲座（２０）、同位素应用讲座（５０）、自然辩证法讲座（３０）等。

教学实习及劳动５周，池塘养鱼生产实习８周，大水面鱼类增养殖及淡水捕

捞生产实习６周，毕业论文５周。

海水养殖专业（２６５５学时）：公共课和基础课与淡水养殖专业相同，分别为

６８０学时和８５５学时，占２５．６％和３２．２％。基础技术课：海洋学（７０）、海洋生物学

（８０）、微生物学（８０）、海水化学（７０）、藻类学（６０）、贝类学（６０）、植物生理学（８０）、

动物生理学（６０）、鱼类学（１１０）、遗传育种（６０）、组织学（７０）、胚胎学（６０）等，共

８６０学时，占３２．４％。专业课：海藻栽培学（７０）、贝类养殖学（７０）、虾蟹及其养殖

（８０）、海水鱼类养殖（４０）等，共２６０学时，占９．８％。选修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６０）、日语（１４０）、机械基础（６０）、渔业经济（３０）、同位素应用技术（５０）、显微技

术（６０）、自然辩证法讲座（３０）等。

教学实习及劳动５周，虾蟹育苗生产实习５周，海藻栽培生产实习４周，贝类

养殖生产实习４周，毕业论文５周。

（３）主要师资力量

以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教师为主体，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青年教师很

少，断层现象十分突出。为此，逐步引进改革开放后毕业的一批大学毕业生充实

师资队伍，如：陆宏达、李小雄、蔡正纬、何希、林俊达、陆君、吴雅玲、张英培、李森、

徐志东、徐汝平、孙鲁浙等。

（４）教材建设

国家水产总局于１９７８年组织第二批水产院校统编教材的编写。水产养殖系

主编１１本教材，分别为：《鱼类学与海水鱼类养殖》（苏锦祥、凌国建），《池塘养鱼

学》（雷慧僧、姜仁良、王道尊），《鱼病学》（黄琪琰、唐士良），《淡水捕捞学》（徐森

林、钟为国），《海藻栽培学》（曾呈奎、王素娟），《组织胚胎学》（楼允东、郑德崇），

《贝类学概论》（张英，第二主编），《生物学基础》（张克俭），《鱼类育种学》（楼允东、

李元善），《鱼类学（形态、分类）》（孟庆闻、缪学祖、俞泰济），《鱼类生理学》（王义

强、赵维信、宋天复）；参编５本，分别是：《海藻学》（刘凤贤），《贝类养殖学》（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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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海洋饵料生物培养》（张道南、许为群），《淡水生物学》（上册）（严生良、梁象

秋、杨和荃），《普通生物学》（李亚娟）。第二批统编教材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

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５）实验室建设

学校从１９８２年起接受两期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在水产养殖系主要装

备生态实验室、基础生物实验室、电子显微镜室和同位素实验室等，总经费达１５０万

美元，对改善和更新实验室条件发挥了积极作用，大大提升了教学与科研水平。

（６）实习基地建设

１９８２年在南汇滨海乡大治河南的滩涂上，围地１０．５４公顷（１５８亩），新建校

淡水养殖试验场，供学生生产实习和试验研究用，场长兼技术员先后有吴嘉敏、陈

文银、诸华文、何文辉、张登沥等。１９８６年在试验场东侧，又购置１５．９公顷（２３８

亩）滩涂，建立外场，１９９７年筹建虾蟹鱼多功能育苗车间，１９９８年开始接受学生生

产实习，场长兼技术人员由朱正国、戴习林等担任。

１９８２年在浙江奉化湖头渡新建校海水养殖试验场。

（７）教师队伍建设

学校利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和教育部资助，为中青年教师出国进修

做准备，学校于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举办３期（半年）英语培训班。出国进修的访问学

者先后有王义强、苏锦祥、王素娟、李思发、赵维信、楼允东、朱学宝、马家海、王道

尊、童合一、殷名称、周洪琪等。另外，将一批“文化大革命”后毕业的青年教师送

到国外培训，不少人回国后在教学与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８）专科教学

为适应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提高在职水产科技人员业务水平，根据国家水

产总局和上海市安排，学校于１９８３年９月开设淡水渔业职工专修班（二年制），招

收上海市郊区从事农业的科技人员，１９８５年７月毕业共２３人；１９８５年又招１届，

１９８７年７月毕业共１７人。１９８４年９月，开设淡水渔业管理专业和海水养殖管理

专业（均为干部专修班，二年制），在全国重点渔区招收从事水产的科技人员，分别

为１８人和１２人，１９８６年７月毕业。１９８５年淡水渔业管理专科（干部专修班）又

招１届，学生共１８人，于１９８７年毕业。１９８５年起，淡水渔业专科专业（二年制）正

式对高中毕业生招生，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共毕业３届，毕业生９６人。

（９）为生产服务

学校密切结合渔业生产需要，为解决当时“吃鱼难”做出贡献。按国家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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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要求，学校自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９８４年７月，共举办５期淡水渔业干部培训班

（每期学习时间为４个月），培训淡水渔业重点市县水产局（农业局）干部共

１４９人。

（１０）培训班

１９８２—１９９１年期间，为培养池塘养鱼第一线能说会干的技术工人，推广池塘

养鱼高产高效技术，在农业部水产总局全力支持下，学校与江苏无锡市郊区合作，

在无锡梅园乡创办江苏无锡养鱼技工培训班（一年制），培训班由谭玉钧任校长。

主要课程和任课教师有：鱼类学概论（李婉端等）、水生生物大意（杨和荃等）、池塘

养鱼学（王武等）、鱼病学（唐士良等）、养殖工程（翁忠惠）和渔业经济与管理（葛光

华等）等。除课堂教学外，尚有３个月到池塘养鱼的生产实习。培训班连续１０年

举办了１０期。学员来自全国２８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队、武警农场等单位（主要

为全国各商品鱼基地保送来的学员），为全国渔区培养了３—６级养鱼技工近

千名。

２．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

（１）养殖系在全校首次开始实行学分制试点

１９８６年水产养殖系制订淡水渔业专业（四年制）和海水养殖专业（四年制）

教学计划（学分制）。首先将全部课程分为：基础课（必修）、专业基础课（任选）、

与专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基础课分为４个课组（限选）、专业课（限选，但设指定必

修课）等各类课程共７９门，加上必修的实践性环节（实习、毕业论文）等。按每

门课的性质规定不同学分，并在１９８５级进行试点。制订《养殖系１９８５级试行

学分制实施总则》和《养殖系学分制学籍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每个学生必须修

满１６５学分（其中必修７５学分、选修８４学分、任选６学分）。尽管刚开始实施，

存在种种不足，但通过试点，逐步修正，为建立比较完善的学分制创造了良好

条件。

（２）根据新形势，调整专业结构，增加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新专业

根据形势需要，自１９９３年起，招收特种水产养殖专业（专科），有９届毕业生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届）。

（３）教材建设

１９９３年农业部和教育部组织第三批水产统编教材的编写，至１９９５年，学院

承担的主编本科和专科教材有５本，分别是《鱼类生理学（专科）》（赵维信、周洪

琪）、《组织学与胚胎学（专科）》（王瑞霞）、《鱼类生态学》（殷名称）、《鱼类学与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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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养殖（第二版）》（苏锦祥、凌国建）、《鱼类学实验指导》（孟庆闻、李婉端、周碧

云）；参编的有４本，分别是：《鱼类学》（李婉端）、《淡水生物学》（杨和荃）、《淡水养

殖水化学》（臧维玲）、《生物饵料培养》（张道南）。这些教材及时反映了水产养殖

学科的新进展，教材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

（４）１９９４年１月养殖系改为渔业学院

１９９４年１月将海洋渔业系与水产养殖系合并为渔业学院。一年后，海洋渔

业重新分出，建立海洋学院，渔业学院仍为淡水渔业与海水养殖两个专业。

（５）产学研基地

本专业与上海市漕泾特种水产养殖公司、上海松江区良种场、浙江南太湖淡

水种业有限公司、江苏省泰兴市水产珍品养殖场、江苏射阳上海攀世水产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华新水产苗种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建立产学研基地。这些基地为

本专业师生的生产实习和科学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

（１）组建新的水产养殖专业

国家教委于１９９５年启动“面向２１世纪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和实践”项目，

其中学院承担“水产养殖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的研究

与实践”项目。为拓宽专业面，淡化专业，将原有淡水渔业专业和海水养殖专业合

并为水产养殖专业，列入国家教委于１９９８年颁布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１９９９年

夏正式开始招收合并后的水产养殖专业。

（２）明确本科教学定位

本科教学从专才教育逐步转变为通才教育，从知识教育转变为能力教育，从

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大学本科应以基础型、通用型课程为主，要求基础扎

实，内容广博。逐步做到公共课大学通用，基础课生物类、农科类高校通用，选修

课全校通用。

（３）合并课程，通过删繁就简，增加新的内容，缩减学时数

在专业课改革上，破除以水域、水质咸淡划分养殖类别的概念，强调鱼类养殖

技术的共性，兼顾不同水域环境的个性。将原池塘养鱼学、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

与捕捞、特种水产养殖学和海水鱼类养殖等课程的内容删繁就简，增加新的内容，

合并为一门新的课程鱼类增养殖学。从原４门课的学时数共１８３学时，缩短为７２

学时，并编写出相应教材。

２３１

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



（４）制订新的教学计划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专业的课程体系、课题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方

案，经反复修改，制订出新的教学计划。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水产动植物增养殖以及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病

害防治、育种等方面的能力，能够在水产养殖生产、教育、科研和管理等部门从事

科学研究、教学、水产养殖开发、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高级科学技术人才。

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生物学和水域环境学的基本理论以及水产增

养殖、渔业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受到有关生物学和化学实验教学、水产增养

殖实践性环节、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水产经济动植物养殖技术、营

养与饲料、病害防治等方面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

力：掌握现代化生物科学（包括形态、分类、生态、生理生化、遗传育种等）和环境科

学（包括生态系统、环境分析、环境保护）的基本理论；掌握水产经济动植物的增养

殖技术、营养与饲料、病害防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主要养殖鱼

类、甲壳类、贝类、藻类的人工育苗、育种和成体的集约化养殖等生产环节的技术

关键；具有内陆水域、浅海、滩涂的渔业资源和环境调查与规划的基本方法，并应

了解现代化养殖工程、海洋渔业和水产品加工利用的基本知识；了解水产增养殖

学和生命科学的前沿和发展趋势；熟悉有关水产资源保护、环境保护、水产养殖、

捕捞和渔政管理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具有扎实的计算机基本知识，能熟练

地应用计算机；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掌握文献

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能力、自学能

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主干学科：生物学、环境科学和水产养殖学。

主要课程：动物学、鱼类学、水生生物学、鱼类增养殖学、水产动物育种、水环

境化学、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水产动物疾病防治、甲壳动物增养殖学、贝类增

养殖学、海藻和海藻栽培学。

主要实践性教育环节：包括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社会调查、毕业论文等，通常

安排３２—３５周。

授予学位：农学学士。

相近专业：环境保护、生物技术。

（５）教学计划的特点

理论教学模块化。由公共课模块、学科基础模块、专业核心课模块、专业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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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模块、综合知识与素质课模块５部分组成。

统一公共课，确保大学生应有的基本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基础课与生物

类、农科类高校通用，但又设置特色、名牌课程，包括渔业导论、鱼类学、水生生物

学，可作为全校和跨学校的选修课程。

加强专业基础课。将专业基础课由占总学时的６５．２％提高到７４．３％，专业

基础课除少数特色课外，可在农学类高校通用。

减少必修课的门数和课时数，使选修课数量与必修课基本持平，拓宽选修课

涉及的知识领域。扩展型课程的重点是跨学科选修。学生根据爱好和研究需要

选修，教师因材施教，培养其个性发展。同时通过各学科的互相渗透、互相交融，

培养创新型人才，以适应社会需要，增强人才市场的竞争力。

以专业选修课代替专业方向课。不具体设置专业方向，而以专业选修课构成

专业方向性课程。这防止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课程千篇一律，鱼、虾、蟹、贝、藻、病

害、饲料，面面俱到，这不仅大大增加学时数，而且也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另

一种倾向是将专业进一步细化、深化，变成专门化。专业选修课中属扩展型的新

课程以概论为主，既反映了当前学科前沿的发展概况，又与研究生课程有明显

区别。

以实践性环节为突破口和结合点，将“素质—知识—能力”有机结合起来。生

产实习分基础实习（７周）和实践深化（３周）二个阶段。基础实习是学生必须掌握

的实践性环节（包括人工繁殖、育苗、苗种培育、病害防治）；实践深化阶段是为了

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加深对专业的某一方面的理解和掌握，以培养学生的个性发

展，又解决了去外单位参观学习因人员过多而无法安排的弊病。其实践环节包

括：贝类养殖学、甲壳动物增养殖学、海藻栽培学、水产动物医学、水产动物营养学

等，原则上选修１门，最多可选择２门。

采用“２．５＋０．５＋１”三阶段教育模式。即基础理论教学阶段为２．５个学年

（第１—５学期），生产实习阶段为０．５个学年（第６学期），毕业论文阶段为１学年

（第７—８学期）。基础理论教学阶段以基础理论课和有关的实验课为主。生产实

习阶段以专业教育为主；在第６学期末，必须确定每个学生的毕业论文研究课题

和指导教师，并根据各自的研究方向，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有目的地选修第７学

期的有关课程，也为毕业论文做好充分准备工作。

改粗放型为集约型实习。将以往的生产实习以生产为主的“粗放型”的实习

方式，转为以学生思考、应用、研究、创新为主的“集约型”实习方式。围绕生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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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关键开展小型试验，让学生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为第７学期的毕业论文打好

基础。

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毕业论文题目自第七学期初确定，并开始进学科点，融

入指导教师研究课题，进入科研角色。使第七学期选修和自学的针对性更强，学

习质量明显提高。毕业论文的时间相对延长，学生可在第七学期的空余时间就开

始进行试验研究。

（６）加强教材建设

１９９５年以后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再次启动新一轮编撰全国审

定教材。一批面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开始编写，至２００１年，主编出版新教材共４

本，分别为：《水生生物学（形态和分类）》（梁象秋、方纪祖、杨和荃），《组织胚胎学

（第二版）》（楼允东、郑德崇），《鱼类增养殖学》（王武等），《鱼类育种学》（楼允东、

杨先乐）；副主编的教材共４本，分别为：《水化学》（臧维玲），《水化学实验指导书》

（臧维玲），《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王道尊），《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童合一、

陈马康）；参编１本，《蟹类增养殖学》（纪成林）。编写教学参考书１３本，自编教

材、实验指导书共１０本，研制ＣＡＩ课件２套。其中，新编《鱼类增养殖学》被列为

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２１世纪教材”和上海市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并于

２００５年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三等奖。《鱼类育种学》于２００６年被评为２００５年度全

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

（７）开展重点课程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１９９６年水产养殖学科被评为农业部和上海市重点学科，在重点课程建设和

人才培养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竞赛，通过评教评学、督学，提高

教学质量。当时全院４０岁以下的４４名青年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有

１３人，硕士学位和在读硕士有３１人。

对１９９７年进校的水产养殖１９９７级（共７５名学生）采用新教学计划进行试点

实践，并取得显著成绩。

（８）水产养殖专业试行学科点

１９９９年水产养殖专业改为水产养殖学科，设学科带头人（王武）和７个学科

点，分别是：水产动物增养殖学科点（点长：吴嘉敏）、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科点

（点长：周洪琪）、水产植物增养殖学科点（点长：马家海）、水产动物种质资源学科

点（点长：蔡完其）、水产生物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学科点（点长：邱高峰）、水产动

物医学学科点（点长：杨先乐）、设施渔业学科点（点长：朱学宝）。每年年底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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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并提出来年的工作计划。２００３年恢复教研室建制。

（五）２０００年至今

在教育部下达水产养殖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的

研究与实践（０４１６５）教学改革项目的推动下，本专业根据２１世纪保护和合理利

用水域环境和水产资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水产养殖业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根据学校水产养殖专业的特色和存在问题，提出加强基础、拓宽专业、重视素质、

增强能力、培养创新的改革要求。

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此阶段，大学招生人数扩大，学校在南汇科教园区新建学海路校区，水产养殖

（本科）专业一、二年级课程在学海路校区学习，三、四年级课程在军工路校本部学

习。研究生教学仍集中在军工路校区。通过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在教学与科

研方面取得如下进展：

（１）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２年，在学海路校区投入６０多万元，新建２００平方米基础生物实验室；

２００３年，上海市教委拨专项经费１００万元，学校配套１００万元，将生命科学与技

术学院整体搬迁到新落成的１２层高的科技大楼，扩建了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实

验室，使总面积达到１５５２平方米。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两次共投入１１０多万元为环境

化学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生物技术实验室、动物生理实验室、水生生物实验室

增添先进仪器和设备，进一步增强了教学实验条件，提高了实验教学水平、教学质

量和教学手段。

（２）开办新专业

为适应我国都市渔业发展需要，２００２年筹建水族科学与技术专业。２００３年

９月作为目录外专业招生，２００６年水族科学与技术专业纳入上海市本科生教育高

地建设，现已建成为集水族营养、饵料、繁育、病害于一体的实验教学平台。

（３）教学建设

水产养殖学科２００１年再次评为上海市重点学科；２００２年该学科第二次

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建设学科；２００５年被授予上海市优势学科；２００７年水产养

殖学科第三次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同时也是农业部和上海市的重点

学科。

（４）课程建设

对本专业的重点课程，学校加大了学科内涵建设的力度，对本专业的养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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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水生生物学、鱼类学、鱼类增养殖学等重点课程进行专项建设，从建立多媒

体课件建设（全套）、师资培养、教学法研究、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网络建设

等方面入手，通过政策倾斜、节点管理、整体优化，取得显著成效。其中：养殖水化

学（２００３年）、水生生物学（２００４年）、鱼类学（２００５年）、鱼类增养殖学（２００６年）分

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鱼类学（２００６年）、鱼类增养殖学（２００８年）分别评为国家

级精品课程。

（５）教学研究与成果

２００１年“水产养殖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的研究

与实践”项目，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项目主要参加者有王武、周洪琪、吴嘉

敏、吴建农、魏华。２００２年“高等农林教育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

改革计划”项目获上海市教学改革二等奖。

（６）产学研基地建设

在加强本专业实验室建设的同时，特别重视产学研基地建设，建有上海市申

漕特种水产开发公司（金山区廊下）、上海松江区水产良种场、中洋集团（江苏海

安）、南通莱亚水产有限公司、江苏省泰兴市水产珍品养殖场、浙江南太湖淡水种

业有限公司、浙江嘉善银河水产种苗有限公司、江苏射阳上海攀世水产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华新水产苗种有限公司等共建产学研实习科研基地。每年有一大批研

究生、本科生赴基地开展科研和教学活动。

（７）坚持密切结合生产，为经济建设服务

水产养殖专业密切结合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围绕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食

品安全型渔业的宗旨，与当地共同立项，开展科学研究；建立各水体的健康养殖理

论和技术。取得一批科技成果。其中：

２００６年，朱学宝等主持的循环水工厂化淡水鱼类养殖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

开发项目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２００６年，王武等主持的江黄颡鱼的生物

学与养殖技术研究项目获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２００９年，谭洪新主持的循环水工厂化养殖系统工艺设计与应用研究项目获

第四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

２００９年，成永旭、王武等主持的中华绒螯蟹育苗和养殖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

广项目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２０１０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２．２００８年至今

现代化一流的教学设施，为教学科研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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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配备现代化的教学科研设施

２００８年学校迁至浦东新区沪城环路校区，并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该校区

的建成为教学与科研创造了良好条件，学校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２００９年，学校成功申请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水产科学实验教学

中心”的建设项目，主要服务于水产养殖专业本科教学。至２０１１年已投入２７３５

万元，实验室面积达７１２０平方米，有基础生物实验室、植物学实验室、鱼类学实

验室、动物生理实验室、水生生物实验室、微生物学实验室、生物技术实验室、环境

化学实验室和显微互动实验室等９个实验室。另外，还有４３５７平方米的公共实

验平台（包括病原库、农业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可供教学与科研

使用。

（２）组建新的水产养殖专业

为适应我国水产养殖发展需要，继２００２年从水产养殖专业“孵化”出水族科

学与技术专业之后，又于２００７年起派生出动物科学（营养与饲料）专业，从而组建

成新的水产养殖专业，并重新制订了教学计划。

新的水产养殖专业本科教学计划按照“加强通识教育，拓宽学科基础，凝练专

业特色，优化课程体系”的思路，以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改革为抓手，加强学生“学

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构建综合教育（最低应修５４学分，其中

必修４５学分，选修９学分），学科教育（最低４４．５学分，其中必修３６．５学分，选修

８学分），专业教育（最低应修７１．５学分，其中必修４０．５学分，专业方向选修１０学

分，相关专业选修８学分，实践必修１３学分）三大平台及模块。

培养目标：培养具备水产动植物增养殖科学基础理论、基本技能，掌握水产动

物饲料开发、病害防治、育种和渔业环境调控等方面基本技术，能够在水产养殖生

产、教学、科研和管理等部门从事科学研究、教学、水产养殖开发及管理等工作的

复合型人才。

主干学科：生物科学、环境科学、水产养殖学。

主要课程：专业必修课：普通生物学（４８）、普通生态学（４８）、水生生物学（４８）、

鱼类学（４８）、微生物学（４８）、动物生理学（４８）、水产动物疾病学（３２）、遗传学（４８）、

养殖水化学（４０）、水产增养殖学（４８）、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４８）。专业方向选

修课：组织胚胎学（４０）、生物饵料培养（４５）、水产动物育种学（３２）、闭合循环水产

养殖技术（３２）、游钓渔业学（３２）、水产养殖工程（４８）。相关专业选修课：植物与植

物生理学（４８）、细胞生物学（４８）、光镜与电镜（３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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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实验课：基础化学实验（３２）、有机化学实验（３２）、大学物理实验（３２）、生

物化学实验（４５）、水生生物学实验（２７）、动物生理学实验（２１）、鱼类学实验（３０）、

养殖水化学实验（２１）、遗传学实验（１６）、组织胚胎学实验（４０）、生物饵料培养实验

（２１）、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３２）等。

实践实训：水生生物认知实习（２周）、生产实习（６周）、综合实习与创新实践

（２周）、毕业论文（１６周）。

（３）开展特色专业建设

２００７年，本学科向教育部申报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点。取得以下成效：

建立起完整的精品课程、重点建设课程体系。“水、种、饵、病”４大领域均有

精品课程或市级以上重点建设课程。目前该专业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２门（鱼类

学、鱼类增养殖学），上海市精品课程３门（养殖水化学、水生生物学、生物饵料培

养），获上海市及校级重点课程建设资助的有水产动物疾病学、水生生物学、微生

物学、遗传学、组织胚胎学、动物生理学、光镜与电镜和贝类学等。

在教材建设方面，主编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教材７本。《鱼类生

理学》（魏华主编）、《海藻栽培学》（马家海主编）、《池塘养鱼学》（李家乐主编）、《渔

药药理学》（杨先乐主编）和《甲壳动物增养殖学》（成永旭主编）、《鱼类育种学》（修

订版，楼允东主编）和《甲壳动物学》（薛俊增主编）。

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校南汇淡水养殖试验场改造：投资２００万元，对

原有的１３．３３公顷（２００亩）池塘进行改造，建成高标准的水产养殖设施。新建海

水养殖试验场：投资１８００万元，在浙江象山建立海水养殖基地３．７３公顷（５６

亩）。校外实习基地建设：除原有的２个校级基地（上海市松江区水产良种场、金

山廊下的申漕特种水产开发公司）和６个院级基地（南通莱亚水产有限公司、江苏

省泰兴市水产珍品养殖场、浙江南太湖淡水种业有限公司、浙江嘉善银河水产种

苗有限公司、江苏射阳上海攀世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新水产苗种有限公司

等）外，还与上海市郊１５个标准化水产养殖场开展长期合作、共享产学研成果。

（４）社会服务

本专业在为渔民服务方面，积极组织“教授博士服务团”、“水大学生服务团”下

渔区第一线。在为渔民服务的过程中，熟悉渔民、熟悉生产，了解生产中存在的实际

问题，使教师受锻炼、受教育，增强服务意识和服务本领。“教授博士服务团”成员已

从最初的２９名专家增加到目前的６０多人。此项工作已连续实施７年（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为全国水产高等教育做出表率，社会上对本专业的认同度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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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研究生教育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１９８３年１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批准学校招收水产养殖专业硕士生。当年，孟庆闻、王义强和谭玉钧分别招收硕

士研究生，于１９８６年有２名硕士生毕业，成为学校首届硕士毕业生。１９８４年，陆

桂、王素娟开始招收研究生。自１９８５年起，水产养殖专业硕士生导师和招生人数

逐步增加。新增加的硕导有苏锦祥、黄世蕉、李思发、赵维信、伍汉霖、梁象秋、姜

仁良、王道尊、楼允东、朱学宝、陈马康、施正峰、王武、殷名称、周洪琪、蔡完其、童

合一、臧维玲和马家海等。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随着学校研究生教育的迅

速发展，又有杨先乐、成永旭、李家乐、邱高峰、周志刚、施志仪等被聘为硕士研究

生导师。至２０１１年，硕士生导师已达５６人（不包括退休和联合培养单位硕导）。

硕士点也由最初的水产养殖１个硕士点发展到目前有水产养殖、水生生物学、海

洋生物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临床兽医学、动物遗传育种学、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环境科学和作物遗传育种等９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１９８３年以

来毕业的硕士生共计１０４２人。

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水产养殖学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９年开

始招收博士生王成辉和陈再忠，２００２年毕业，成为学校首届博士毕业生，导师分

别是李思发和王武。２００１年学校获水产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２００３

年建成水产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至此，水产养殖学科本科、硕士点、博

士点和博士后配套日趋成熟和完整，成为国内水产养殖学科培养层次最高、结构

最齐全的教学单位之一。截至２０１１年，博士生导师有李思发、王武、蔡完其、马家

海、周洪琪、杨先乐、李家乐、成永旭、邱高峰、周志刚、施志仪、严兴洪、魏华、何培

民、唐文乔、张俊彬、吕利群、吕为群、刘其根、赵金良、宋佳坤和王丽卿等２２人（不

包括联合培养单位博士生导师。由于年龄限制，学校一批资深教授未能入选博士

生导师）。１９９９年以来毕业的博士生共计７９人；博士后出站４人。

@" FG

纵观水产养殖专业的发展过程，如从学校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养殖科招收

第一届学生算起，至２０１１年已有９０年历史。岁月蹉跎，经历近百年风风雨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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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又一辈创业者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培养出数以万计的不同层次的水产养

殖专业人才，包括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干部培训班、干部专修班、职工专修班

和“社来社去”等，直至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他们曾经或正在为发展我国

的水产养殖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在解决城乡人民“吃鱼难”问题上，功不可没。

现在，水产养殖专业正在争创国家特色专业或名牌专业，发挥示范作用，传统

专业重新焕发青春活力。目前，招生人数不断扩大、师资队伍不断壮大、课程设置

更加合理、仪器设备更加先进、实习基地更加完备，但办学宗旨没有变，办学的优

良传统也没有变。这些传统包括：对水产增养殖事业强烈的事业感和责任心；先

辈们踏实肯干、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下渔区第一线，与渔民交朋友，在实践中学

习、了解生产的脉搏；根据社会热点、生产难点，提出科研项目，在为渔区解决实际

问题的同时，也提高自己的教学、科研和服务能力。

回顾历史，水产养殖专业曾有过辉煌的过去，相信今后定会有更灿烂的未来。

附１：

历年出版教材

［１］王以康：《鱼类学讲义》，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５８年。

［２］王以康：《鱼类分类学》，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８年。

［３］上海水产学院养殖系１９５９级学生：《池塘养鱼学讲义》，高等教育出版

社，１９５９年。

［４］王嘉宇：《水生生物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年。

［５］王瑞霞（第二主编）：《水产动物胚胎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年。

［６］谭玉钧、雷慧僧、李元善、姜仁良、施正峰：《池塘养鱼学》，农业出版社，

１９６１年。

［７］王素娟（第二主编）：《藻类养殖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年。

［８］张媛溶（参编）：《贝类养殖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年。

［９］黄琪琰、唐士良：《鱼病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年。

［１０］王义强、张瑛瑛：《鱼类生理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年。

［１１］孟庆闻、缪学祖、张菡初、苏锦祥：《鱼类学（上册）》，农业出版社，

１９６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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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孟庆闻、缪学祖、苏锦祥、俞泰济、刘铭：《鱼类学（下册）》，农业出版社，

１９６２年。

［１３］雷慧僧等：《水产养殖（中专教材）》，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年。

［１４］刘凤贤（参编）：《海藻学》，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１５］张英（第二主编）：《贝类学概论》，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１６］李松荣（参编）：《贝类养殖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１７］张道南、许为群（参编）：《海洋饵料生物培养》，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１８］雷慧僧、姜仁良、王道尊：《池塘养鱼学》，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１９］楼允东、郑德崇：《组织胚胎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２０］苏锦祥（主编）、凌国建（参编）：《鱼类学与海水鱼类养殖》，农业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

［２１］严生良、梁象秋、杨和荃（参编）：《淡水生物学（上册）》，农业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

［２２］徐森林（主编）、钟为国（参编）：《淡水捕捞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２３］黄琪琰（主编）、唐士良（参编）：《鱼病学》，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２４］王素娟（第二主编）：《海藻栽培学》，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２５］张克俭：《生物学基础》，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２６］杨和荃：《淡水生物学（中央农业广播站电视学校教材）》，农业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

［２７］张克俭：《普通生物学（中央农业广播站电视学校教材）》，农业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

［２８］孟庆闻、缪学祖、俞泰济：《鱼类学（形态、分类）》，上海科技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

［２９］楼允东、李元善：《鱼类育种学》，百家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３０］王义强（主编）、赵维信、宋天复（参编）：《鱼类生理学》，上海科技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

［３１］李亚娟（参编）：《普通生物学（专科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３２］赵维信（主编）、周洪琪（参编）：《鱼类生理学（专科教材）》，高等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２年。

［３３］王瑞霞（主编）：《组织学与胚胎学（专科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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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李婉端（参编）：《鱼类学（专科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３５］杨和荃（参编）：《淡水生物学（专科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３６］臧维玲（参编）：《淡水养殖水化学》，广西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３７］黄琪琰（主编），陆宏达、宋承芳（参编）：《水产动物疾病学》，上海科技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

［３８］谭玉钧（主编）、王武、蔡完其、陆伟民（参编）：《淡水养殖》，中央广播电

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３９］孟庆闻、李婉端、周碧云：《鱼类学实验指导》，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４０］殷名称：《鱼类生态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４１］苏锦祥（主编）、凌国建（参编）：《鱼类学与海水鱼类养殖（第二版）》，中

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４２］张道南（参编）：《生物饵料培养》，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４３］梁象秋、方纪祖、杨和荃：《水生生物学（形态和分类）》，中国农业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

［４４］臧维玲（副主编）：《水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４５］臧维玲（副主编）：《水化学实验指导书》，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４６］王道尊（副主编）：《水产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中国农业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４７］楼允东（主编）、郑德崇（参编）：《组织胚胎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

［４８］童合一（副主编）、陈马康（参编）：《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中国农业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４９］纪成林（参编）：《虾蟹类增养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５０］王武（主编）：《鱼类增养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５１］楼允东（主编）：《鱼类育种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５２］蔡生力（主编）：《海水生态养殖理论与技术》，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５３］马家海（参编）：《海藻遗传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５４］成永旭（主编）、黄旭雄、周志刚（参编）：《生物饵料培养学（第二版）》，中

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５５］杨东方（主编）：《海湾生态学》，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５６］沈和定（副主编）：《贝类增养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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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李家乐（副主编）：《水产英语》，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５８］薛俊增（主编）：《甲壳动物学》，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５９］楼允东（主编）：《鱼类育种学（修订版）》，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附２：

优秀教材与教学成果奖

一、优秀教材奖

［１］《海藻栽培学》１９９０年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优秀奖（曾呈奎、王

素娟主编）。

［２］《鱼类比较解剖》１９９２年获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全国

优秀奖（孟庆闻、苏锦祥、李婉端）。

［３］《淡水养殖水化学》１９９５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臧维玲参编）。

［４］《水产动物疾病学》１９９５年获农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黄琪琰主编）。

［５］《鱼类生态学》１９９７年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殷名称）。

［６］《鱼类育种学》２００５年获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奖（楼允东）。

［７］《养殖水环境化学》２００５年获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奖（臧维玲，副

主编；江敏，参编）。

［８］《鱼类增养殖学》２００５年获上海市优秀教材成果三等奖（王武）。

［９］《生物饵料培养学》（第二版）２００８年获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奖（成

永旭）。

二、优秀教学成果奖

［１］“鱼类学课程建设”１９８９年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完成人：缪学祖、孟

庆闻、苏锦祥等）。

［２］“鱼类生理学课程建设”１９９３年获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完成人：赵维信、王义强、宋天复、周洪琪、魏华等）。

［３］“渔业学院教学改革为核心，科技服务为依托，创造‘产、学、研’一体教学

模式”１９９６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完成人：陈马康等）。

［４］“上海河口区特种水产科研开发课题”１９９７年获上海市优秀产学研项目

二等奖（完成人：臧维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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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温室集约化鳖养殖疾病防治”１９９９年获上海市优秀产学研项目三等奖

（完成人：蔡完其）。

［６］“水产养殖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１９９９年获上海市优

秀产学研合作教育“九五”试点阶段成果二等奖，２００１年获上海市优秀产学研工

程三等奖（完成人：吴嘉敏、臧维玲等）。

［７］“水产养殖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２００１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完成人：王武、魏华等）。

［８］２００２年周志刚承担的“水产养殖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

践”获上海市优秀产学研工程项目三等奖。

［９］２００３年，臧维玲入选第一届上海高校教学名师。

［１０］２００３年，江敏被评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

［１１］２００３年，臧维玲、江敏承担的养殖水化学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１２］２００４年，魏华获上海市育才奖。

［１３］２００４年，周志刚、王丽卿承担的水生生物学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

课程。

［１４］２００５年，唐文乔、龚小玲、鲍宝龙承担的鱼类学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

课程。

［１５］２００５年，龚小玲、鲍宝龙承担鱼类学ＣＡＩ课件获高等教育上海市级教

学成果奖三等奖。

［１６］２００６年，王武承担的鱼类增养殖学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１７］２００６年，唐文乔、龚小玲、鲍宝龙承担的鱼类学课程被评为水产学科第

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

［１８］２００６年，王武被评为上海市教学名师。

［１９］２００７年，王武获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２０］２００７年，江敏获上海市育才奖。

［２１］２００８年，唐文乔被评为上海市教学名师。

［２２］２００８年，唐文乔、龚小玲、鲍宝龙、钟俊生、刘至治、杨金权承担的“鱼类

学国际精品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２３］２００８年，李应森承担的鱼类增养殖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２４］２００９年，成永旭承担的生物饵料培养学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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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３：

水产养殖专业２０１０级教学计划

１．综合教育模块：最低应修５４学分，其中必修４５学分、选修９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备　注

思想

政治

理论

７１０９９０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３ ４８ ４８ １—４

７１０９９０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５ ８０ ８０ １—４

８４０３４０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２ ３２ ３２ １—４

７７０３５０３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２ ３２ １—４

思政课社会

实践环节２

学分列为素

质与基础技

能教育类的

社会实践

大学

英语

类

７４０５１２０ 大学英语（预备班） ０

７４０５１４２
大学英语一级（普

通班）
４ ６４

７４０５１４３
大学英语二级（提

高班）
４ ６４

７４０５１４４ 大学英语三级 ４ ６４

７４０５１４５ 大学英语四级 ４ ６４

７４０５１５４ 大学英语五级 ４ ６４

７４０５１５７ 大学英语六级 ４ ６４

英语技能类课程

① 本课程

组最低应修

１６学分，外

语类专业修

读 第 二 外

语，详见各

专 业 教 学

计划；

② 具体修

读办法见相

关规定

计算

机类
５２０１００５ 计算机应用基础 ３ ５４ ３６ １８ １

军体

类

８３０９９０２ 军事理论与训练 ２ １６ １６ ２周 短１

８９０９９２８３１
大 学 体 育 与 健 康

（１—４）
４ １２８ １—４

具体方案见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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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备　注

素质

与基

础技

能教

育类

８４０９９４７ 形势与政策 ２ １—６

８４０２７１１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１ ３２ １６ １６ １，２

１８０７４１２ 心理健康教育 ０．５

８４０９９４８ 创新与创业教育 １．５

８４０９９４９ 读书活动 ０．５

８４０１７０６ 社会实践 ２

８４０９９５０ 校园文化活动 ０．５

名师导航 １

　　２．学科教育模块：最低应修４４．５学分，其中必修３６．５学分、选修８学分。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必

修

１１０１４０３４ 高等数学Ｂ ８ １２８１２８ １—２

１５０１５０２ 基础化学 ５ ８０ ８０ １

１５０１５０９ 基础化学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１

５２０４１２７ 程序设计语言Ｂ ３ ６４ ３２ ３２ ２

１５０２００７ 有机化学Ｂ ３ ４８ ４８ ２ 基础化学

１５０２００８ 有机化学实验Ｂ １ ３２ ３２ ２ 基础化学

１１０２１０４ 线性代数Ｂ ２ ３２ ３２ ３ 高等数学

１４０９９０２ 大学物理Ｂ ４ ６４ ６４ ３ 高等数学

１４０９９０３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３

１８０７１３２ 生物化学Ｂ ４ ６４ ６４ ３ 有机化学

１８０７１３３ 生物化学实验Ｂ １．５ ４５ ４５ ３ 有机化学

１１０６４０３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Ｂ
３ ４８ ４８ ４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合　　计 ３６．５６６９４９６１４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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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选

修

４６０２０３０
机械制图及计算

机绘图
３．５ ６４ ４８ １６ ２

１５０２５１９ 仪器分析 ２．５ ４８ ３２ １６ ３ 基础化学

４７０４００５ 电工技术基础 ３ ５０ ４０ １０ ３

６３０１５０５ 管理学原理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３

１５０３０１０ 物理化学Ｂ ３ ５８ ４０ １８ ４ 基础化学

５５０９９３０ 食品科学导论 １ １６ １６ ４

１１０７４０５ 运筹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１８０１１０１ 生物统计 ２．５ ４０ ４０ ５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２４０５０２４ 水产资源利用学 ２ ３２ ３２ ５

１１０１４０７ 高等数学Ｔ ３ ４８ ４８ ６ 高等数学

合　　计 ２６．５４５２３８８６０ ４

本课

程组

最低

应修

８学

分

　　３．专业教育模块：最低应修７１．５学分，其中必修４０．５学分、专业方向选修

１０学分、相关专业选修８学分、实践实训必修１３学分。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专

业

必

修

１８０５７０５ 普通动物学 ３ ４８ ４８ ２

１８０５７０６ 普通动物学实验 １ ２７ ２７ ２

２４０１０２６ 水生生物学 ３ ４８ ４８ ３

２４０１０２７ 水生生物学实验 １ ２７ ２７ ３

２４０１０１６ 鱼类学 ３ ４８ ４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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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专

业

必

修

２４０１０２３ 鱼类学实验 １ ３０ ３０ ３

１８０６１０５ 微生物学 ３ ４８ ４８ ４

１８０６１０９ 微生物学实验 １ ２７ ２７ ４

１８０４４１７ 普通生态学 ３ ４８ ４８ ４

１８０２４０１ 动物生理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普通动物学

１８０２４０３ 动物生理学实验 １ ２１ ２１ ５ 普通动物学

２４０１０１３ 养殖水化学 ２．５ ４０ ４０ ５ 基础化学

２４０１０１４ 养殖水化学实验 １ ２１ ２１ ５ 基础化学

１８０３１１０ 遗传学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５ 普通动物学

２４０１５０５ 鱼类增养殖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鱼类学

２４０１５０２
甲壳动物增养

殖学
２ ３２ ３２ ５

２４０２５０２
水产动物营养与

饲料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２４０１００４ 水产动物疾病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微生物学

２４０１０３８
水产动物疾病学

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６ 微生物学

合　　计 ４０．５７２１５２０２０１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１８０５７１４ 组织胚胎学 ２．５ ４０ ４０ ４ 普通动物学

１８０５７１７
组 织 胚 胎 学

实验
１．５ ４０ ４０ ４ 普通动物学

２４０１５０１ 贝类增养殖学 １．５ ２４ ２４ ５

２４０１００２ 生物饵料培养 ２．５ ４５ ２４ ２１ ５ 水生生物学

２４０９９３０ 水产动物育种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遗传学

２４０９９１８ 海藻栽培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２４０２００１
闭合循环水产养

殖技术
２ ３２ ３２ ７

鱼 类 增 养

殖学

２４０９９５２ 游钓渔业学 ２ ３２ ３２ ７ 鱼类学

２４０２００９ 水产养殖工程学 ３ ４８ ３８ １０ ７

合　　计 １９ ３２５２５４７１

本课

程组

最低

应修

１０

学分，

其中

带
为限

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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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１８０５１１５
植物与植物生

理学
３ ４８ ４８ ４

１８０５１０７
植物与植物生理

学实验
１ ２１ ２１ ４

２４０２０１０ 专业外语Ａ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１８０２１０１ 细胞生物学 ３ ４８ ４８ ７ 普通动物学

１８０２１０５ 细胞生物学实验 １ ２１ ２１ ７ 普通动物学

４６０４００４ 光镜与电镜技术 ２ ３２ １６ １６ ７

５７０４００２
水处理原理与

技术
３ ４８ ４８ ７

合　　计 １５ ２５０１９２５８

本课

程组

最低

应修

８学

分，

其中

带
为限

选课

实

践

实

训

２４０９９４４
水生生物认识

实习
１ ２周 短２

２４０９９２３ 生产实习 ３ ６周 ６

２４０２０１１
综合实习与创新

实践
１ ２周 短３

２４０９９０６ 毕业论文 ８ １６周 ８

合　　计 １３ ２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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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生生物专业

!" #$

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时创办水生生物本科专业（当时称水产生物专

业）。当时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学院调进朱元鼎、陈子英等著名教授，加上王

以康、陆桂，及以后调入学校的华汝成、宋德芳、骆启荣等，生物学方面的师资力量

比较雄厚。１９５２年招收学生４４人，１９５６年毕业时有毕业生３６人。

水生生物专业１９５２年招收一届学生后，长期处于停办状态，直到３６年后的

１９８８年才恢复招生。按当时国家教委统一专业目录，专业名称为生物学（水生生

物），以示该专业突出水生生物学方向。１９９８年教育部颁布新的本科专业目录设

置，专业名称又更改为生物科学。生物科学专业自１９８８年至今，基本上年年

招生。

水生生物专业经历１９５２年的创始阶段和１９８８年以后的发展阶段，在教学计

划、办学条件及师资力量等方面具有众多特点。

%" "#$%rst60ppuvw

１．学制和培养目标

水生生物专业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坚实的生物科学基础理论和较强的实验技能，能从事水

生生物学基础理论研究、水生生物资源调查、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科研、教学和管理

工作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

２．主要课程

除公共课外，设有水产动物学、水产植物学、动物学、水产通论、无机化学及分

析化学、有机化学、淡水生物学、湖沼学、达尔文主义、鱼类学、藻类学、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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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发生学、浮游生物学、海洋学、生物学技术、动物生理学、寄生动物学、微生

物学、鱼病学、水产资源学、生物统计学、渔业经济组织与计划等。

３．主要任课教师

当时多数课程都是由教授担纲主讲，主要有陈子英、王义强（主讲动物生

理学、组织学、发生学、生物学技术），朱元鼎［昆虫学、动物学（部分）、鱼类学

软骨鱼类（部分）］，王以康、林新濯（鱼类学），华汝成（水产植物学），宋德芳

（微生物学），陆桂（动物学），王贻观、李星颉（水产资源）和侯朝海（海洋学），

戴岂心（无机及分析化学），骆肇荛（生物化学），黄金陵（有机化学），俞之江

（物理学），张义良（高等数学），韩家学（渔业经济管理）等都为该专业的学生

授课。

有些课程邀请校外专家教授来校讲课，如复旦大学教授黄文几、史久庄分别

讲授达尔文主义和藻类学，谈家桢教授来校开设遗传学讲座；山东大学教授李冠

国讲授浮游生物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包鼎成讲授寄生动物学；鱼病学则邀请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病学权威倪达书、尹文英、陈启鎏和王德铭等来校授课。

雄厚的师资力量给该专业学生打下坚实的生物学理论基础。

４．教材、实验和实习

当初开办水生生物专业时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各门课程基本上是由任课教

师自编讲义。水生生物专业主要是生物学类课程，实验课占很大比重。虽然最

初的实验条件较差，显微镜要２个学生合用１台，经过几年的努力，后期各课

程的实验如动物生理学、组织学、发生学等实验都能顺利进行。经过几次教

学实习和毕业实习，采集了大量鱼类和水生生物标本，基本满足教学实验

要求。

水生生物专业共安排２次教学实习和１次毕业实习。

第一次教学实习安排在二年级下学期，共４周，其内容是青岛、烟台海滨海洋

生物调查与采集，由陈子英、王义强等带队，采集和认识了大量海洋生物，初步了

解其生活习性、生态环境和采集方法。

第二次教学实习安排在三年级下学期，也是４周，内容是在江苏昆山巴城湖

和苏州金鸡湖、黄天荡进行湖泊调查，带队教师是王嘉宇和李仁培。通过实习，学

生们掌握了湖泊调查的基本方法以及进行湖泊开发利用的初步评估，熟识了大量

淡水生物种类。

毕业实习是当年重要的教学环节。当时学生不做毕业论文，通过四年级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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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整整一个学期的毕业实习后，写出实习报告。毕业实习的内容较多，都是请实

习单位的专家指导。当时全班分５个组，有４个组请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庆

泰、刘瑞玉、吴宝龄和李洁民等教授分别带领鱼类组、甲壳动物组、棘皮动物组和

软体动物组在广东、浙江沿海进行调查，另有１组由黄海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带领

学生在浙江沿海进行鱼类资源调查。通过毕业实习培养了学生独立工作和分析

问题的能力。

５．课程考试和毕业考试

绝大多数课程都采用笔试，但三年级后的部分课程（如寄生动物学、水产资源

学）参照苏联的教学计划，改为口试评分，由学生抽取试题后，分别进行口试答辩。

当时不做毕业论文，但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学、浮游生物学、鱼类学和动物生理

学等４门课程的毕业考试。每门课都由有关教师组成答辩小组，学生抽取考题进

行答辩，最后由答辩小组评分。

第一届水生生物专业的毕业生，在水产教育、科学研究等工作岗位上，涌现出

一批有一定影响的专家、教授，为发展水产事业做出贡献。

/" "#((rP6pu54vw

１．学制和培养目标

时隔３６年后，１９８８年恢复设立水生生物专业，当时专业名称为生物学（水生

生物）。１９９８年按教育部颁布新的本科专业目录设置，专业名称又更名为统一的

生物科学专业。学制四年。

生物科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坚实的生物科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

较强的实验技能；能在生物学尤其是水生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资源调查、开发

利用、环境保护、水生环境生态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及管理工

作的专门人才，并为相关生物科学领域输送研究生。

业务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宏观生物和微观生物方面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接受生物学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创新思维和科学实验训

练，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具有一定的教学、科研、开发及

管理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掌握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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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掌握动物学、动物生理学、植物与植物生理学、微生物学、生态学、水生生

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实验技能；

（３）掌握不同水体中的生物资源和环境生态的调查方法和调查规范，了解水

体生态修复的原理和基本方法；

（４）了解生物学科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最新动态，以及生物技术、生态学

等相近专业的一般原理和知识；

（５）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

方法；

（６）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并获取相关信息；

（７）具有一定的实验设计能力，具备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并撰写论文

的能力。

２．主干学科与主要课程

主干学科：生物学、生态学、水生生物学。

主要课程：普通动物学、植物学、动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细胞生物学、遗传

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水域生态学、水生生物学、鱼类学、发育生物学、污水生

物学、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学等。

３．主要任课教师

１９８８年刚恢复生物学（水生生物）专业时，集聚了一批资深教师，水生生物学

方面有肖树旭、梁象秋、严生良、杨和荃、方纪祖、虞冰如、周昭曼等，鱼类学方面有

孟庆闻、缪学祖、苏锦祥、李婉端、周碧云、殷名称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后随着

这些教师陆续退出教学岗位，一批年富力强、学历层次高、专业知识结构互补的年

轻教师挑起教学重担。

１９９６年起生物科学专业的主要任课教师有：王丽卿（水生生物学），周志刚

（植物生物学），陈立婧（普通动物学），薛俊增（甲壳动物学、潮间带生态学），张瑞

雷（动物分类原理和方法），季高华（水生生物学、水草栽培学），唐文乔（鱼类学、水

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学），鲍宝龙（鱼类学、鱼类发育生物学），龚小玲（鱼类学），钟俊

生（鱼类学），刘至治（普通动物学、普通生物学），杨金权（鱼类学、进化生物学），姜

有声（微生物学），陈阿琴（动物生理学），刘其根（普通生态学、水域生态工程与技

术），赵金良（发育生物学），张俊玲（遗传学），陈晓武（细胞生物学），于克锋（环境

科学概论），张饮江（景观生态学），牛东红（生物工程概论），张俊彬（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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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辉（生物安全），戴习林（生物统计）等。

４．教材建设

生物科学专业的２门主要课程水生生物学和鱼类学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

在教材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好基础。１９６０年正式出版王嘉宇主编的《水生

生物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出版孟庆闻等主编的《鱼类学》（上、下册）

（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４年水生生物教研组杨亦智、严生良编写《习见淡水生物图

册》，在此基础上教研室又编写《淡水习见藻类》、《水生维管束植物》、《淡水枝角

类》、《淡水轮虫》和《淡水软体动物》等教学参考图册。供全国各水产院校使用，在

教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正式出版的教材有《水生生物学（形态与分类）》（梁象秋、

方纪祖、杨和荃主编，１９９６年，中国农业出版社）、《鱼类学（形态、分类）》（孟庆

闻、缪学祖、秦克静、俞泰济主编，１９８９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鱼类学与海水鱼

类养殖（第二版）》（苏锦祥主编，１９９５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和《鱼类生态学》

（殷名称主编，１９９５年，中国农业出版社）。这些教材在全国各水产高等院校

中普遍采用。《水生生物学（形态与分类）》还被台湾水产出版社翻印在台湾

发行。

２００５年王丽卿作为副主编参与农业部“十五”规划教材《水生生物学》的

编写。

５．实验室建设

实践性环节教学是本专业建设重点，各主要生物课程都有专门的实验室。通

过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科学研究等各项活动，逐步收集了大量鱼类和水生生物

标本，基本上能满足各项教学实验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２０００年，利用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的贷款项目又增添了不少仪器设备和实验标本。２００５年学校对水生

生物学和相关教学实验室进行建设，传统的水生生物学实验教学仪器主要为显微

镜和解剖镜，与现代化理论教学不相匹配，同时效率也比较低。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学校立项对水生生物学实验教学环节进行改革。２００５年，投入２０万元配置了先

进的尼康生物显微镜和体视成像系统，实验室购置了制冷、加温双重功能光照培

养箱、ＧＰＳ定位系统、叶绿素测定整套设备。这些先进设备的配置为学生掌握现

代的生物观察、成像技术和生态监测技术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２００６年，投入３６

万元建设了先进的互动显微多媒体水生生物学教学实验室，该实验室充分显示了

人机互动，具有很好的示教功能，极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动手实践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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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这套教学系统后，水生生物学实验实践教学中增加了学生自行拍摄生物活

体录像以及彩色（原色）照片等综合性实践环节。２００６年，学校拨款设立鱼类学

专业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在实验材料的保存、精确称量和观察以及野外定位等

方面都增添了许多新设备。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教学的整体效果。特别是２００８年

以来，在学校、学院的支持帮助下，建立了水生生物学领域学生创新实验室。学生

分别在观赏水族繁殖生物学研究、草藻相克项目研究以及驱蚊水生植物研究等课

题进行创新研究。２００９年，学校成功申请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水产生命科

学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项目。国家拨款１０００万元。水生生物学实验教学作为

重要内容进行重点建设。

各实验课都有规范的实验指导书。鱼类学课程有《鱼类学实验指导》（孟庆

闻、李婉端、周碧云，１９９５年，中国农业出版社），水生生物学课也有实验指导书

（本校讲义）。

６．实习和实习基地

生物科学专业依教学计划安排３次实习，第一次是第４学期的２周水生生物

学教学实习；第二次是第４、第５学期短学期的２周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第三次

是第６、第７学期短学期的水环境生态保护实习２周。３次实习都有规范的实习

指导书。

（１）实习内容：水生生物学教学实习：通过实习要求学生进一步巩固课堂所

学水生生物学的基本知识，初步掌握一般水域水生生物调查研究方法，培养独立

分析与研究问题的能力。通过实习观察各类水生植物、无脊椎动物的形态特征、

生活习性及所处水域生态环境特征，熟悉各类水生生物标本的采集、固定方法和

鉴定方法。实习地点选在上海青浦淀山湖。

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实习：巩固和提高教学理论和实验基础，拓宽学生的

学习范围和视野，掌握潮间带海洋生物与浮游生物的调查方法，对浮游生物和

鱼类进行采样分析与鉴定，进行水产品市场、码头的调访和渔具、渔获物分析，

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对本专业的感性认识，

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团结协作的能力。实习地点选在浙江象山海洋生物科

教实践基地

水环境生态保护实习：通过本实习，要求学生进一步巩固课堂所学水生植物

基本知识，初步掌握一般水域水生植物调查研究方法，培养独立分析与研究问题

的能力。通过实习观察各类水生植物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及所处水域生态环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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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熟悉常见水生植物标本的采集、制作和鉴定方法，了解常见水草的栽培方法。

实习地点选在校区及周边水域。

（２）实习基地：学校在浙江象山港的另一侧，投资１０００万元置地进行象山海

洋生物科研与教学实践基地建设。该基地占地１３．３公顷（２００亩），邻近中国第

一渔港———石浦港，远洋的、近海的渔获物物种丰富，给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实

习提供更好的实习环境。

学校自１９６０年始，就在上海青浦淀山湖进行水生生物资源调查实习，从厦门

搬迁回沪后，淀山湖成为学校水生生物学教学实习的固定基地之一，学生野外采

样当天可来回。实习器具有ＧＰＳ定位系统、采泥器、采水器、浮游植物和浮游动

物计数框、１毫升以及０．１毫升定量移液器、浮游生物采集网具、叶绿素α测定所

需的整套仪器设备等都已按要求购进，还准备了６０套救生衣供野外实习使用，确

保学生安全。上海市水产办公室渔政处为学校在淀山湖的实习提供了实习用船

服务。淀山湖是学校的实习基地，也是科研基地。

此外，还有上海海洋水族馆、上海长风公园海底世界、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

水生生物科技馆、上海海洋大学博物馆等基地。

学校为水生生物学的实践教学购置专门的数码相机，实习带教教师可以把

实习成果拍成数码照片或录像为下一届同学参考借鉴使用。此外，将海洋生物

实习基地———象山港的浮游生物、贝类、虾类、鱼类、环节动物等名录和相应图

谱一一列出，下一届学生可进一步予以补充和确证。淡水生物的实习直接跟教

师科研结合，调查结果为当地环保部门和水务部门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基础

资料。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生物科学专业许多课程的课程建设喜结硕果。水生生

物学课程于２００４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鱼类学课程于２００５年被评为上海

市精品课程，鱼类学ＣＡＩ课件研制于２００５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２００６

年鱼类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２００８年鱼类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唐文乔于２００８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学

名师。

２００８年学校生物科学专业（前身为水生生物专业）被评为国家特色专业，作

为上海市教育高地专业进行重点建设。水生生物学科２００８年被评为上海市重点

学科。

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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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生物科学专业２０１０级教学计划

１．综合教育模块：最低应修５４学分，其中必修４５学分、选修９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备　注

思想

政治

理论

７１０９９０７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３ ４８ ４８ １—４

７１０９９０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５ ８０ ８０ １—４

８４０３４０２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２ ３２ ３２ １—４

７７０３５０３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２ ３２ ３２ １—４

思政课社会

实践环节２

学分列为素

质与基础技

能教育类的

社会实践

大学

英语

类

７４０５１２０ 大学英语（预备班） ０

７４０５１４２
大学英语一级（普

通班）
４ ６４

７４０５１４３
大学英语二级（提

高班）
４ ６４

７４０５１４４ 大学英语三级 ４ ６４

７４０５１４５ 大学英语四级 ４ ６４

７４０５１５４ 大学英语五级 ４ ６４

７４０５１５７ 大学英语六级 ４ ６４

英语技能类课程

① 本课程

组最低应修

１６学分，外

语类专业修

读 第 二 外

语，详见各

专 业 教 学

计划；

② 具体修

读办法见相

关规定

计算

机类
５２０１００５ 计算机应用基础 ３ ５４ ３６ １８ １

军体

类

８３０９９０２ 军事理论与训练 ２ １６ １６ ２周 短１

８９０９９２８３１
大 学 体 育 与 健 康

（１—４）
４ １２８ １—４

具体方案见

相关规定

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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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备　注

素质

与基

础技

能教

育类

８４０９９４７ 形势与政策 ２ １—６

８４０２７１１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１ ３２ １６ １６ １，２

１８０７４１２ 心理健康教育 ０．５

８４０９９４８ 创新与创业教育 １．５

８４０９９４９ 读书活动 ０．５

８４０１７０６ 社会实践 ２

８４０９９５０ 校园文化活动 ０．５

名师导航 １

　　２．学科教育模块：最低应修４５学分，其中必修３７学分、选修８学分。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必

修

１１０１４０３４ 高等数学Ｂ ８ １２８１２８ １—２

１５０１５０２ 基础化学 ５ ８０ ８０ １

１５０１５０９ 基础化学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１

５２０４１２７ 程序设计语言Ｂ ３ ６４ ３２ ３２ ２

１５０２００７ 有机化学Ｂ ３ ４８ ４８ ２ 基础化学

１５０２００８ 有机化学实验Ｂ １ ３２ ３２ ２ 基础化学

１１０２１０４ 线性代数Ｂ ２ ３２ ３２ ３ 高等数学

１４０９９０２ 大学物理Ｂ ４ ６４ ６４ ３ 高等数学

１４０９９０３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３

１８０７１３４ 生物化学Ａ ４．５ ７２ ７２ ３ 有机化学

１８０７１３５ 生物化学实验Ａ １．５ ４５ ４５ ３ 有机化学

１１０６４０３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Ｂ
３ ４８ ４８ ４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合　　计 ３７ ６７７５０４１４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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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选

修

４６０２０３０
机械制图及计算

机绘图
３．５ ６４ ４８ １６ ２

１５０２５１９ 仪器分析 ２．５ ４８ ３２ １６ ３ 基础化学

４７０４００５ 电工技术基础 ３ ５０ ４０ １０ ３

６３０１５０５ 管理学原理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３

１５０３０１０ 物理化学Ｂ ３ ５８ ４０ １８ ４

５５０９９３０ 食品科学导论 １ １６ １６ ４

１１０７４０５ 运筹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１８０１１０１ 生物统计 ２．５ ４０ ４０ ５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２４０５０２４ 水产资源利用学 ２ ３２ ３２ ５

１１０１４０７ 高等数学Ｔ ３ ４８ ４８ ６ 高等数学

合　　计 ２６．５４５２３８８６０ ４

本课

程组

最低

应修

８学

分

　　３．专业教育模块：最低应修６９学分，其中专业必修３８学分、专业方向选修

１２学分、相关专业选修８学分、实践实训必修１１学分。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专

业

必

修

１８０５７０５ 普通动物学 ３ ４８ ４８ ３

１８０５７０６ 普通动物学实验 １ ２７ ２７ ３

１８０５１０９ 植物生物学 ３ ４８ ４８ ３

１８０５１１０ 植物生物学实验 １ ２１ ２１ ３

１８０６１０５ 微生物学 ３ ４８ ４８ ４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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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专

业

必

修

１８０６１０９ 微生物学实验 １ ２７ ２７ ４

１８０４４１７ 普通生态学 ３ ４８ ４８ ４

２４０１０２６ 水生生物学 ３ ４８ ４８ ４ 普通动物学

２４０１０２７ 水生生物学实验 １ ２７ ２７ ４

１８０２４０１ 动物生理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组织胚胎学

１８０２４０３ 动物生理学实验 １ ２１ ２１ ５

１８０２７０３ 发育生物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组织胚胎学

１８０３１０１ 遗传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普通动物学

１８０３１０３ 遗传学实验 １ ２４ ２４ ５

１８０２１０１ 细胞生物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普通动物学

１８０２１０５ 细胞生物学实验 １ ２１ ２１ ５

２４０１０１６ 鱼类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２４０１０２３ 鱼类学实验 １ ３０ ３０ ５

合　　计 ３８ ６７８４８０１９８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６１０１００８ 环境科学概论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１８０５７１４ 组织胚胎学 ２．５ ４０ ４０ ４ 普通动物学

１８０５７１７
组 织 胚 胎 学

实验
１．５ ４０ ４０ ４ 普通动物学

６１０１０１６ 水环境化学（１） ２．５ ５０ ３２ １８ ５ 基础化学

２４０９９２０ 甲壳动物学 １．５ ３２ １６ １６ ５

２４０９９２７ 水草栽培学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５ 水生生物学

１８０３７０１ 分子生物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生物化学

２４０３００１
水生野生动植物

保护学
１．５ ２４ ２４ ６

水生生物学

鱼类学

２４０９９７０ 藻类学 ２ ３４ ２４ １０ ６

２４０９９０１ 贝类学 ２ ３２ ２０ １２ ６

６１０１００２ 环境毒理学 １．５ ２４ ２４ ６

１８０７１０７ 生物工程概论 ２ ３２ ３２ ６

合　　计 ２４ ４２５３００１２５

本课

程组

最低

应修

１２

学分，

其中

带
为限

选课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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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２４０２００２ 观赏水族养殖学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５ 鱼类学

１８０９９１４ 生物显微技术 ２ ３６ ２４ １２ ５

６１０３０３７
水域生态工程与

技术
２ ３２ ３２ ５ 水生生物学

１８０４４１０ 景观生态学 １．５ ２４ ２４ ５

１８０１４０３ 生物信息学 １ １６ １６ ６

２４０１００２ 生物饵料培养 ２．５ ４５ ２４ ２１ ６ 水生生物学

５７０４００３
水处理原理与

技术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１８０４１０１ 进化生物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１８０７１０４ 基因组学 １．５ ２４ ２４ ６ 遗传学

１８０９９３４ 专业外语Ｂ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１８０９９０９ 生物安全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１８０７１１０ 微生物制剂 １．５ ２４ ２４ ７

１８０５７０２
动物分类原理和

方法
１．５ ２４ ２４ ７

合　　计 ２３．５３８５３４４４１

本课

程组

最低

应修

８学

分，

其中

带
为限

选课

实

践

实

训

２４０９９４３
水生生物教学

实习
１ ２周 ４ 水生生物学

１７０６０７８
海洋生物多样性

调查
１ ２周 短２

水生生物学

鱼类学

２４０９９８１
水环境生态保护

实习
１ ２周 短３ 水生生物学

２４０９９０８ 毕业论文 ８ １６周 ８

合　　计 １１ ２２周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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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前身是１９１２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创办时设

置的渔捞科。随着专业建设的发展，后先后改为海洋捕捞专业、工业捕鱼专

业和海洋渔业专业。直到１９９８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定名为海

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专业建设与学校的变革和发展同步前进，历经百年

的风雨沧桑，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已经成为在国内外高等水产院校

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学制有三年制和五年制专科，四年制和五年制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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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专业名称

渔捞科。

２．学制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期间为四年，其中预科１年。

１９１４—１９２６年期间为四年，其中预科２年。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期间为四年，招收初中毕业生。

３．课程设置

预科设有：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水产动植物、水产通论、体育等。

本科设有：制图、海洋、气象、渔捞、航海、卫生急救、造船大意、应用机械、簿记

和法律等课程。

４．教学机构和设施

学校设渔捞科，由科主任负责，并设有渔捞研究室、渔捞实习船和渔具实习工

场３个机构。

实习船：１９１７年１月建成“淞航号”，先后到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地进行

３６１



实习和渔业调查。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曾组织学生赴日本实习和调查。１９２１年又建造

了“海丰”号柴油内燃机实习船，１３总吨、１４．７千瓦、航速７．５节。由于１９３２年

“一·二八”淞沪抗战，学校两艘实习渔船均被日军炸毁，于１９３５年从集美高级水

产航海学校购买２８０吨“集美２号”蒸汽拖网渔轮作实习渔轮。另有两艘木帆渔

船，两只端艇。

渔具实习工场内设有脚踏机械编网机、钓钩制作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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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１９３７—１９４６年停止招生。抗战胜利后，在侯朝

海、李东芗等的积极努力下，于１９４７年６月在上海复兴岛复校，定名为上海

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１９４８年２月渔捞科开始招生。至１９５３年共毕业

７２人。

１．专业名称

渔捞科。

２．学制

招收初中毕业以上的学生，学制五年。

３．课程设置

除政治、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外，主要课程有水产通论、普通生物学、

水产动植物学、海洋学、气象学、渔具学、渔捞学、渔场学、航海、船艺、制图、造船大

意、轮机大意、无线电等。

４．主要课程与任课教师

物理（上海交通大学陈宗惠兼），化学（侯毓芬），机械（陈有丰），船舶内燃机

（许玉赞），造船学（中华船厂工程师钱俭约兼），气象学（上海气象台台长陈纯枢

兼），水产生物学（中央水产实验所寿振黄兼），渔具学（华胜网厂厂长刘景汉兼），

航海学（著名引航员秦铮如兼），渔业行政（善后救济总署渔业处李东芗兼）和渔捞

学（张友声、冯顺楼）等。

５．主要教学设施条件

出海实习借用位于复兴岛的善后救济总署渔业处的生产渔轮，网渔具和渔船

构造实习分别在复兴岛的上海华胜网厂和华利船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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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１９４９年５月，吴淞水产专科学校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１９５１年

４月更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

１．专业名称

渔捞科。

２．学制

１９５１年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为三年，仅招１届。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

立，改为四年制本科。

３．课程设置

五年制专科的课程设置主要有：除政治、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外，主要

课程有普通生物学、水产动物学、海洋学、气象学、渔具学、渔捞学、渔场学、水产资

源学、球面三角、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船艺、制图、造船大意、轮机大意等。

三年制专科课程设置：英语（或俄语、日语）、微积分、微分方程、物理、水产通

论、动物学、鱼类学、浮游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渔具学、渔捞学、渔场学、水产资

源学、球面三角、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船艺、制图、造船大意、锅炉与蒸汽机、内燃

机等。

４．主要课程与任课教师

微积分（张丹如）；微分方程（曹一华，原华东化工学院教授兼）；物理（俞之

江）；动物学（陆桂）；鱼类学（林新濯）；水产通论（骆肇荛）；浮游生物学（李冠国，山

东大学教授兼）；气象学（孙西岩、陆元宪）；渔具学、渔捞学（张友声）；对拖网渔业

（白力行）；海洋学、渔场学（李星颉）；水产资源学（王贻观）；地文航海、船艺（高鸿

章、沈毅、高锡臣）；球面三角、天文航海（林焕章）；造船大意（钱俭约，中华船厂工

程师兼）；内燃机（冯刚，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教授兼）；锅炉与蒸汽机（范恂如，上海

交通大学教授兼）等。

５．主要教学设施条件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原华东水产管理局调拨“华鲣号”和“华鲔号”两艘木质对拖渔

轮给学校作为生产实习船。因“华鲔号”的船龄过长即行报废，仅“华鲣号”１艘实

习船专供学生在长江口从事航行、靠离码头等实习。

１９５２年初，原华东水产管理局考虑到“华鲣号”船龄也过长即将报废，另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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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艘２７０总吨、２９４千瓦（４００马力）的钢质蒸汽机的舷拖渔船“水产号”为实习船。

船长高锡臣、大副胡阿绥、二副黄锡昌。每年由教师带领渔捞科学生上船出海４

周，在东、黄海从事捕捞和航海等教学实习。生产实习为６—８周，主要赴青岛、烟

台等水产公司在黄海、渤海从事对拖和围网作业等实习。毕业实习大都安排在上

海水产公司对拖渔船出海实习，或赴上海郊区渔船参加江苏吕泗洋的小黄鱼和大

黄鱼的春、夏季渔汛生产。所有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都有实习大纲。实

习结束后，学生都应按照实习大纲规定的要求，完成实习报告，由实习指导老师批

阅，并存档。

其他尚有脚踏有结节编网机、钓钩制作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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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间可分为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５６年８月和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７０年８月两个

阶段。前阶段为１９５６、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和１９５９届４届毕业生，其中１９５９年首届越南

留学生毕业。后阶段为１９６０、１９６２、１９６３、１９６４、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和

１９７０届９届毕业生。

（一）１９５２年９月—１９５６年９月阶段

１．专业名称

海洋捕捞。

２．学制

四年制本科。

３．课程设置

高等数学、政治、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水产动植物学、浮

游生物学、鱼类学、海洋学、气象学、渔具学、渔捞学、渔场学、水产资源学、机械零

件、球面三角、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船艺、船舶原理、船舶舾装、船舶结构和修理、

轮机大意、企业管理等。

１９５６届学生试行国家毕业考试。

４．主要课程与任课教师

画法几何（徐志言），机械制图（潘宗岳、徐志言），高等数学（张义良），普通物

理（徐迓亭），理论力学（徐圣通），材料力学（俞之江），浮游生物学（王嘉宇），鱼类

学（王以康、林新濯），气象学（孙西岩、潘宝生），渔具学（陈立义、姜在泽），渔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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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声、于本楷），对拖网渔业（白力行），海洋学（侯朝海），渔场学（李星颉），水产

资源学（王贻观、王尧耕），地文航海、船艺（高鸿章、沈毅、高锡臣、沈惠民），球面三

角、天文航海（林焕章、张家农），通讯信号（车颐轩），机械零件（龚道绲），船舶原理

（魏东升、盛振邦、陈楚、何友声，均为上海交通大学兼，乐美龙），船舶舾装（罗德

涛，上海交通大学兼），船舶结构和修理（张景诚，船舶设计二室总工程师兼，乐美

龙），电工学（向馨），无线电（施彬），企业管理（韩家学、胡笑波）等。

５．主要教学设施

一艘２７０总吨、２９４千瓦的钢质蒸汽机的舷拖渔船“水产号”为实习船。每年

由教师带领学生在东、黄海从事捕捞和航海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实习都安

排在上海水产公司出海。１９５５年“水产号”大修时，借鉴挪威拖围兼捕作业方式，

将舷拖作业改成舷侧围网作业。１９５６届海洋捕捞专业和航海专业两班学生由教

师带领，前往烟台、威海、海洋岛等渔场试捕鲐鱼。在探鱼和舷侧围网作业技术上

都取得成功，后因鱼货销售困难、成本过高、操作较难等原因，试捕返沪后，舷侧围

网作业装置全部拆除。

在校内设有面积约４００平方米的网渔具装配实习工场，专供海洋捕捞专业学

生从事钢丝绳和棕绳的插接、网衣编结和修补、各种网渔具部件的制作、网渔具整

体的装配等实习。

（二）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７０年９月阶段

１．专业名称

工业捕鱼。

２．学制

五年制本科。

１９５４年，根据高等教育部要求，学校承担翻译苏联中等渔业学校的工业捕

鱼、水产养殖、水产加工工艺等专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任务。１９５５年又

承担翻译莫斯科米高扬渔业工学院工业捕鱼、鱼类资源与鱼类养殖、鱼品加工工

艺等３个专业的五年制本科教学计划和有关课程教学大纲。

１９５６年１月由原高等教育部主持，学校承办全国蚕桑、水产类本科各专业的

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审订会议，学校海洋渔业系负责工业捕鱼专业的教学计

划和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工作，供审订会议讨论。当时全国设置海洋捕捞本科专业

的只有学校和山东大学水产系两所院校，但山东大学水产系在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期

间该专业暂停招生，１９５６年恢复招生。主要工作都由学校承担。在起草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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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照苏联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也参考了日本、美国等有关高等水产院

校的教学计划。

参照苏联教学计划，将原海洋捕捞专业名称改为工业捕鱼专业，学制由四年

改为五年。工业捕鱼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机械工程师。在审订会议上争议很大，年

长的老教师多数主张应按传统培养为渔船船长为主，难以接受工程师的称号，更

反对培养目标定为机械工程师；青年教师则认为机械工程师的称号是恰当的。审

订结果是：专业定名为工业捕鱼，培养目标为捕鱼工程师，学制五年，课程设置和

有关课程教学大纲、实习实验大纲主要参照苏联教学模式。该教学计划于１９５６

年２月经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批准实施。

３．修订后的教学计划

修订后的教学计划总学时为４０００多学时，周学时一般在３０—３６学时。在

课程设置方面着重加强机械类课程和时数。除政治、外语外，主要课程有：高等数

学（２７０学时）、物理（１８０学时）、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８０学时）、金属工艺学（６０

学时）、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起重运输与捕鱼机械、渔船建造

与修理、电工与无线电、浮游生物学、鱼类学、海洋学、气象学、水产资源学、渔场

学、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工业捕鱼、航海技术、企业经营管理等。按教学计划规定，

除课堂实验实习外，还应安排教学、生产和毕业等３次实习，机械零件、起重运输

与捕鱼机械、工业捕鱼等３门课设有课程设计，最后完成毕业设计，经答辩通过，

才能毕业。

４．主要课程与任课教师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徐志言），数学（张义良、李宏德），普通物理（徐迓亭），理

论力学（徐圣通），材料力学（俞之江），金属工艺学（胡善臻、喻怀仁），机械原理（余邦

涵），机械零件（陆豫根），浮游生物学（王嘉宇），气象学（孙西岩、潘宝生），海洋学（沈

金鳌、王永祥），工业捕鱼（张友声、白力行、沈宝桢、于本楷、张荫乔、乐美龙），渔具材

料与工艺学（陈立义、姜在泽、徐森林），水产资源学（王贻观、王尧耕），电工学（顾景

、陈钦），电子学（施彬、顾浩年、吴友益、俞受稼），航海（高鸿章、林焕章、沈惠民、张

家农），起重运输与捕鱼机械（黄永萌、桂志成、胡文伟），渔船建造与修理（方忠诰、王

云章、胡明癱），船舶动力装置（应光彩、詹庆成），企业管理（韩家学）等。

５．新旧教学计划比较

１９５６年９月起实施的工业捕鱼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与以往的海洋捕捞本科专

业教学计划相比，具有明显区别和一定的历史性转折意义。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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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５６—１９５９等４届海洋捕捞本科专业的培养模式基本上参照日本东京

水产大学前身，东京水产讲习所渔捞科的模式进行办学。培养目标侧重于培养渔

船船长。主要教学重点放在渔具、渔法和航海等的操作技术上。在历史上渔捞科

毕业生既可从事海洋捕捞生产，也可从事航运工作。１９５０年起，学校划归华东水

产管理总局管理后，规定海洋捕捞专业毕业生必须从事渔业工作；

（２）１９５６年９月起工业捕鱼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改为培养高级人才的“工程

师”称号；

（３）课程设置上规定了基础课程、基础技术课程和专业课程３个层次，规定

了前置课程和后继课程之间相互衔接的关系，加强了数学、物理、力学等基础课

程，建立了系统的机械类的基础技术课和专业课；

（４）每门课程都有明确的教学大纲和相应的实验大纲与实验指导书；

（５）设置机械零件、起重运输与捕鱼机械、工业捕鱼等３门课程的课程设计，

为毕业设计的完整设计体系奠定基础。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也有相应的指导书；

（６）实习安排上分为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３个层次，并制订相应

的实习大纲和撰写总结的提纲，体现了不断深化实践环节和确保实习质量。毕业

实习与毕业论文在时间上可统一，或灵活安排；

（７）成绩评定方法改为考试和考核两类，前者又可分为口试和笔试，后者以

平时作业成绩为主，课程结束时不再进行笔试等。

从总体上比较，１９５６年９月起实施的工业捕鱼专业教学计划比原教学计划

不仅课程设置比较合理，而且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建立了较完整教学管理制度，教

学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其不足之处主要是：按减轻学生负担要求衡量，教学时数、周学时数都较多、

学生负担较重；缺乏选修课安排，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个性发展；因教学计划、课程

教学大纲和相应的实验大纲、实验指导书和实习大纲、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指导

书等规定限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对发挥教师主动性和积极性，创立特色课程等

都有一定影响。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受当时政治运动等的影响，专业教学计划都作了较多

的调整，缺乏应有的严肃性。

（三）１９５６年入学学生的实际实施情况

１９５６年９月入学的学生是按１９５６年２月经高教部批准的教学计划进行教

学。在实施过程中，因学生负担较重，又受“反右派”和“大跃进”运动等影响，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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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主要有：

（１）１９５６年７月高教部下达了减轻学生负担过重临时措施的通知，对总学时

原计划为４０００减少为３６００学时，周学时由３０—３６学时减少到２６—２８学时。

主要是减少基础课学时数，如高等数学由２７０学时减为２１０学时，普通物理由１８０

学时减为１３０学时等；

（２）１９５７年因受“反右派”运动的影响，经常停课和调课，相应地减少了课程

教学时数；

（３）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度受“大跃进”影响，约有半个多学期１９６０届学生１２４人

赴舟山渔村，上船出海锻炼，参加舟山冬季带鱼汛生产活动，带队教师有胡鹤永、

俞之江、林念庚等，改变了原教学计划安排，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

（４）该届学生于第三学年期间，将五年制改为四年制；

（５）该届共招生１５０名，在第三学年期间，抽出部分学生转到渔业机械专业

学习，仍按五年制毕业。在这批学生中又选择一些学生，如章可畏、蔡学廉、田林

宝、陈锡、车茂隆、朱富强等送至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学习船舶工程、船舶动力装

置、机械制造、焊接等专业３年，为设置渔业机械专业培养师资。

（四）１９５７和１９５８年入学学生的实施情况

１９５７和１９５８年入学的学生，恢复五年制学制。但受“大跃进”影响，先后安

排师生到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出海锻炼、青浦淡水养殖场参加生产劳动等，明显干

扰了正常教学秩序。

５年期间的课堂教学总学时减到３２００学时，其中生产劳动、生产实习、毕业

实习和论文等约为５０多周。

１９６１年实施《高教六十条》。教育部依此规定所有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将下放

劳动所缺课程补上，每门课必须有考试或考核成绩。由此教学秩序逐步恢复

正常。

１９５７年入学学生中抽出部分学生如杨德厚、侯光烈、华和甫、刘锦祥、骆大

为、杨巨官等，送至复旦大学等学校培养渔业电子任课教师，为设立渔业电子专业

培养师资力量做准备。

（五）１９５９年入学学生的实施情况

１９５９年入学学生的教学秩序比较正常。５年期间的课堂教学总学时控制在

３２００学时，周学时为２４学时，公益劳动１０周，专业劳动１０周，生产实习３０周，

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２０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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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１９６０年入学学生的实施情况

１９６０年入学学生在后期，因参加“四清”运动，再次受到一定影响。该年级共

有两个班，曾将一个班的学生改学渔业电子专业。因改专业时，未经教育部审批，

毕业时仍以海洋捕捞（渔业电子）专业毕业。但该班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从事渔业

电子工作。

（七）邀请苏联专家举办工业捕鱼师资培训班和研究生班

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０年７月，由水产部和高等教育部邀请苏联全苏海洋与渔

业研究所副所长、技术副博士萨布林柯夫来校举办两年制工业捕鱼师资培训班和

研究生班。开设工业捕鱼与鱼群侦察课程。课堂翻译由王克忠、顾嗣明承担，日

常工作和生活翻译由章宝惠和滕志贞担任。校内参加研究生班的有姜在泽、张荫

乔、乐美龙、王克忠、顾嗣明、滕永、徐森林、吴有为等８人。校外主要来自各水

产院校、研究所、沿海较大的海洋渔业企业有关教师和技术人员共３７人。重点讲

授苏联莫斯科米高扬渔业工学院巴拉诺夫教授在当时新编著的《渔具理论与计

算》一书内容。课程讲授至１９５９年底结束，参加师资培训班校外学员经考试合格

发给结业证书。校内教师再参加为期１个学期的毕业设计。由水产部杨扶青副

部长为主任所组成的毕业设计答辩委员会对学校８名教师进行毕业设计答辩。

该班至１９６０年７月全部结束。

通过上述讲学和毕业设计，使有关教师全面掌握代表当时苏联工业捕鱼专业

和课程教学水平，以及该专业毕业设计任务书和指导书的编写、指导和答辩的全

过程，对提高学校专业水平、建设工业捕鱼技术课程和师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意

义。渔具材料部分增加化学纤维材料和尼龙卡普龙等，所讲授的鱼群侦察内容为

顾嗣明编写《鱼群侦察技术》教材奠定基础，捕捞机械和捕捞机械化内容也很丰

富。这些内容为学校以后编撰《渔具理论与捕鱼技术》教材和全面推行毕业设计

工作奠定基础，推动了各教学环节的实施，提高了教学质量。

（八）编审出版首批统编教材

水产部于１９６１年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采取紧急措施解决高校教材的决

定，组成水产高校教材编审委员会，以上海水产学院和山东海洋学院水产系分别

担任正副组长，负责编审工作。因山东海洋学院水产系在相当时期内捕捞专业暂

停招生，该专业的教材编撰工作全部由学校承担。主要教材有：姜在泽主编的《渔

具材料与工艺学》，张友声、乐美龙、张荫乔、于本楷、沈宝桢等合编的《渔具理论与

捕鱼技术》（３个分册），施彬主编的《鱼群探测仪》，黄永萌等主编的《捕鱼机械》

１７１

第三章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



等，均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批正式出版的全国水产高校海

洋捕捞本科专业统编教材，结束水产高校长期来各校自编自印讲义时代。

（九）教学设施

因“水产号”实习船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日本建造的舷拖渔船，船龄过长而报

废。水产部于１９５９年拨款新建两艘１６０总吨、１８４千瓦尾拖型对拖渔船为实习

渔船，定名为“奋发号”和“图强号”。船长分别是胡阿绥、陈新发。校内仍有网具

装配实习工场、以及有关天文航海、地文航海、气象等仪器设备，以及水产资源实

验室、渔具材料实验室、电工实验室、电子与渔航仪器实验室、渔船和渔具模型

室等。

（十）培养越南留学生

１９５５—１９６３年期间海洋捕捞专业招收越南留学本科生。其教学基本上是按

国内学生教学计划随班进行。考虑到其今后工作需要，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主要

安排在南海、北部湾海域，并配备乐美龙、詹秉义等专业教师负责指导。

（十一）开设淡水捕捞课程

根据国家科委《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科学研究规划》，学校捕捞教研室于１９６４年

起，以张友声为首，方忠诰、张荫乔、滕永、徐森林、郭大德、李庆民、胡谟逵和钟

为国等参加，开展长江流域渔具、渔法和渔船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此调查基础上，

结合当时天然水域鱼类增养殖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为淡水养殖专业创设淡水捕

捞课程奠定基础，并在新安江水库设立实习基地。

（十二）参加生产实践和试验研究

１９５７—１９６４年有关教师参加的生产实践活动，主要有：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９５９年３月，王尧耕、乐美龙等先后到大陈岛外海、爵溪的大

目洋、岱山的岱衢洋参加乌贼、小黄鱼和大黄鱼渔汛生产。同时，还有詹庆成、周

文容、王云章和任为公等一起参与舟山地区机帆渔船捕捞机械化的试验研究，研

制了立式和卧式两种绞纲机。

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９６２年９月，由黄锡昌、乐美龙等与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组成的

产学研小组，出海参加生产实践，并总结全国劳动模范郑连品船长的对拖作业捕

捞东海带鱼的生产经验，以及尾拖型对拖网网具调整技术等。

１９６４年５—７月，由乐美龙、詹秉义、胡恒常、崔建章、曾焕堂、杨德厚等组成

的单拖试验小组，在“图强”号实习渔船上从事椭圆形翼栅网板和新型拖网网具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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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东海底层鱼类的试验研究工作，后在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和南海水产公司推广。

上述有关教师参加生产实践和试验研究活动等工作对充实教学内容，提高青

年教师素质与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其他

（１）举办一年制工业捕鱼师资进修班。为全国发展海洋捕捞的需要，水产部

于１９６０年２月委托学校举办为期１年的在职工业捕鱼师资进修班，共３０人。

（２）为支援兄弟院校建设，输送一批教师。１９５８年支援舟山水产学院的有李

星颉（讲授海洋学、渔场学，后任该院教务长、副院长、院长），周文容（讲授机械零

件）等；支援连云港水产专科学校的有陈立义（讲授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后任该校

副校长、校长）、潘宝生（讲授气象学，后任该校教务主任）、王馨恩（讲授海洋

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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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９年末，由当时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组织海洋渔业系有关师生下渔村、到上

海海洋渔业公司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和教学改革。主要有：

（１）１９６９年，派出崔建章、桂志成等到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从事灯光围网、光电

泵捕鱼的试验研究工作；

（２）１９６９年秋，派乐美龙、姜在泽、杨德康等到上海市郊金山县山阳公社渔业

大队出海劳动锻炼。姜在泽、杨德康于１９６９年冬季带鱼汛结束后回校。乐美龙

继续参加１９７０年的春夏季大黄鱼汛和１９７０年冬季带鱼汛的生产，重点是从事灯

光大围缯捕捞鲐*鱼试验研究工作和机帆渔船对拖作业试验研究工作；

（３）１９６９年秋，派胡鹤永等去上海市郊金山县漕泾公社渔业大队出海劳动锻

炼，１９６９年冬季带鱼汛结束后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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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年１２月起，学校由上海搬迁至福建厦门办学。１９７３年秋季，海洋捕捞

专业开始招生。

１．“工农兵”学员

海洋捕捞专业于１９７３—１９７７年招收１９７６、１９７７、１９７８、１９８０等４届三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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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一般称“工农兵”学员）。培养学生数分别为：１９７６届２８人、１９７７届３０人、

１９７８届２８人、１９８０届２６人。其主要课程设置和任课教师为：渔具材料与工艺学

（姜在泽、钟若英），拖网捕鱼技术（季星辉、孙满昌），围网捕鱼技术（崔建章、卢佳

水），刺网、定置网捕鱼技术（许天赐、叶江滨），声、光、电捕鱼技术（崔建章、周应

祺），天文航海（陈承宗、黄明祥、齐兰丰等），地文航海（翟国环、王益村、曾焕堂

等），船艺（倪文广等），助渔导航仪器（顾景霮、俞受稼），船舶原理（陈明义），捕鱼

机械（胡文伟、桂志成）。其他课程尚有：机械制图（杨建陵、郑孝树）、鱼类学（刘

铭），海洋生物（张世美），海洋与气象（江仁）、水产资源、渔场与鱼群侦察（詹秉义、

段润田、杨民权）、渔业经济与企业管理（胡笑波、周宜昌）。

２．“社来社去”班

根据开门办学、学“朝阳农学院经验”，还招收过１９７６级“社来社去”班（学生

由哪个公社选派，毕业后仍回那个公社）。学制为三年，学生１９人，１９７９年毕业。

１９７７年招收，１９７８年２月进校的６名福建籍社来社去的海洋捕捞专业的学

生，与全国恢复招生后第一届海洋捕捞专业（捕１９７７级）一起上课。捕１９７７级学

生因上海水产学院复校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随迁上海完成学业。６名社来社去学生

仍留在厦门于１９８１年初毕业。

３．捕捞援外培训班

根据农林部要求，在１９７３年还招收过学制为二年的海洋捕捞援外培训班。

学员来自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大连海洋渔业公司、烟台海洋渔业公司和南海海洋

渔业公司等职务船员。毕业以后回到原公司，根据援外需要分别派赴国外工作。

４．高考恢复招生

１９７７年９月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在厦门水产学院期间，共招收１９８１、１９８２

届２届海洋捕捞专业本科学生（即１９７８春、１９７８年夏入学，分别于１９８２年春、

１９８２年夏毕业）。１９８０年初起上述各届学生都随上海水产学院复校到上海学习。

（１）专业名称

海洋捕捞。

（２）学制

四年制。

（３）主要课程设置

除政治、哲学、外语、高等数学、物理外，主要有机械制图、海洋生物学、鱼类

学、气象学、海洋学、电工与无线电基础、理论力学、流体力学、渔具材料与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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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捕捞学、渔业资源、航海技术、渔航仪器、捕鱼机械、渔船原理与结构、渔船动

力概论、电子计算机讲座、渔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等。

（４）主要课程与任课教师

高等数学（杨锡珍），复变函数、场论（张义良），哲学（黄拔泉），辩证逻辑（石

镛），机械制图（杨建陵），海洋生物学（张世美、段润田），物理（何苏麟），鱼类学（刘

铭），理论力学（何其渝），流体力学（胡鹤永、周以俭），渔业资源（詹秉义、林辉煌），

电子计算机讲座（詹秉义），海洋学（唐玉顺），气象学（许翌新），渔具材料与工艺学

（姜在泽、钟若英、蒋传参），渔具力学（钟若英），围网（崔建章），拖网（季星辉、孙满

昌），刺网（王克忠），航海技术（胡恒常、倪文广），电子与无线电基础（顾景、黄奕

对），渔航仪器（俞受稼），捕鱼机械（黄永萌、桂志成），渔船原理与结构（苏青标、胡

明癱），渔船动力概论（蔡学廉），渔业经济与企业管理（胡笑波）等。

（５）主要教学设施

１９７６年新建两艘４４１千瓦对拖实习渔船，命名为“闽渔４５１号”和“闽渔４５２

号”。因当时厦门港无法出海，只能停泊福州马尾港，并委托福建省海洋渔业公司

代管。１９７９年，随学校一并驶回上海，实习渔船更名为“海育１号”和“海育２

号”。按国家水产总局对上海和厦门两水产学院有关资产划分的原则，海洋捕捞

专业的仪器设备都划归上海水产学院。

５．修订教材

国家水产总局于１９７９年对四年制水产类本科专业教材进行修订。基本参照

“文化大革命”前教学计划，作少量调整。

６．派遣留学人员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提出向西方科技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教育部组织全国考试

和选拔。全国水产系统第一批共选中３名，学校周应祺于１９７９年被选送赴英国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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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上海水产学院在原址复校。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因

上海原址办学用房困难，海洋捕捞专业暂未招生。

１．１９８１年７月起海洋捕捞本科专业在上海恢复招生

１９８１年７月起海洋捕捞本科专业在上海恢复招生，当年招收新生３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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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专业名称

海洋捕捞。

（２）学制

四年制。

（３）主要课程设置

根据１９８６届海洋捕捞专业实际执行的教学计划，除政治、外语、体育课外，还

有高等数学、物理、物理实验、机械制图、工程力学、工程数学、流体力学、水产概

论、电子计算机算法语言、海洋生物学、鱼类学、气象学、海洋学、电工学与无线电

基础、机械设计基础、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海洋捕捞技术、航海技术、助渔导航仪

器、海洋渔业资源学、海洋渔场学、鱼类行为学、捕鱼机械、船舶原理与结构、渔船

轮机概论、国际海洋法、国际渔业、渔业经济管理等课程。

实习安排有本校实习渔轮海上实习１周，集体渔业实习２周，生产实习６周，

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和答辩１７周。

（４）主要课程与任课教师

物理（何苏麟），物理实验（朱忠德），高等数学（李斯大），机械制图（车明雯），海

洋生物学（方纪祖），鱼类学（刘铭、吴子昌），工程力学（陈剑扬），流体力学（周以俭、

崔京南），计算机算法语言（孙晋声），电工学与无线电基础（周新伟），机械设计基础

（钱永贵），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姜在泽、钟若英、蒋传参），海洋捕捞技术（崔建章、孙

满昌），渔具力学（周应祺、陆赤），航海技术（倪文广、翟国环），助渔导航仪器（俞受

稼），鱼类行为学（任为公），海洋学（唐玉顺），气象学（许翌新），海洋渔业资源学（詹

秉义），渔场学（杨德康），船舶原理与结构（胡明癱），渔船轮机概论（蔡学廉），国际海

洋法（乐美龙），渔业经济管理（胡笑波），世界渔业（滕永），专业英语（王克忠）。

２．举办二年制海洋捕捞专业专修科

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人才断层，急需一批能出海的捕

捞人才，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经农牧渔业部同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学校与上海海洋

渔业公司合作举办二年制海洋捕捞专业专修科，共３届。１９８６届招生２６人，

１９８７届招生１９名，１９８８届招生１８名。生源全部来自上海，毕业后均分配到上海

海洋渔业公司。为使学生适应海上工作，在教学上做出专门的安排。刚入学的新

生先上上海海洋渔业公司渔船出海锻炼一个半月，再回校学习。

３．利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更新专业设施

自１９８４年起，在国家农委统一安排下，学校先后获得两期世界银行农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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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项目，更新海洋捕捞专业设施，为人才培养创造条件。主要引进设备有：从英

国引进全套航海捕捞模拟设备，建立捕捞航海模拟实验室；从日本等国引进渔具

材料性能测试仪器，建立渔具材料实验室，引进实船测试仪器和海洋测试仪器等。

利用贷款资助，先后选派出国培养的教师有：王克忠、黄硕琳、许柳雄、陆赤、

施云斌、罗建钢、郭春植、陈耀青、邹介平、楼冬春等（其中黄硕琳、陆赤、邹介平、楼

冬春等于１９８６年以后出国学习）。部分教师利用贷款去国外进行短期教育考察，

如崔建章去日本、周应祺去美国等。任为公和孙满昌由教育部选派以访问学者的

身份到日本学习。回国的教师大部分成为海洋捕捞专业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

人，有的成为校、院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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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海洋捕捞专业更名为海洋渔业专业

１９８６年农牧渔业部根据国家教委要求，讨论和修订水产类本科教学计划，确

定专业名称为海洋渔业，学制仍为四年制。１９８６年秋，入学新生按海洋渔业专业

教学计划进行学习。专业名称由海洋捕捞更名为海洋渔业，主要是为扩大专业

面，有利于拓展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不仅把渔具、渔法和海洋渔场有机结合起

来，还加强海洋渔业的科学管理。在课程设置上，增设渔场学，加强国际海洋法和

渔业法规、渔业资源及其管理等内容。

２．合作拓展远洋渔业

１９８５年起学校与中国水产总公司为发展西非等远洋渔业进行合作，先后派

出海洋捕捞、渔业资源、船舶动力装置、水产品加工等专业教师参与有关生产技术

指导工作。经农牧渔业部教育司和水产司的批准，逐年派出海洋渔业专业应届毕

业生前往西非，在完成毕业实习和论文的基础上，从事两年左右远洋渔业海上生

产活动。１９８５年派出季星辉参加我国远洋渔船队首航西非。１９８７年派出段润田

带领学生赴西非几内亚比绍从事远洋渔业生产。１９８８年派出崔建章带领学生参

加我国第二批远洋渔船队赴摩洛哥，从事中东大西洋渔业生产。以后还相继派出

杨德康、蒋传参、许柳雄、张敏、张继平、戴小杰、王永鼎、张连官、王大弟、林文平、

刘洪生、陆峰、张永、邹晓荣、沙锋、孙满昌等直接参与西非等各基地的技术和生产

指导工作（其中孙满昌和王永鼎派往中国水产总公司印尼船队）。

１９８９年起，由王尧耕、胡明癱、唐玉顺、任为公、胡文伟、倪谷来、王维权、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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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许柳雄、林文平等带领学生，利用学校“浦苓号”实习船前往日本海开发鱿鱼资

源。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由王尧耕、胡明癱、唐玉顺、孙满昌、倪谷来、陈新军等组成项

目组，与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烟台海洋渔业公司、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合作开发西北

太平洋开发鱿鱼资源和探捕工作。

３．在国内率先将海洋渔业专业转向远洋渔业方向

通过上述工作，有力推动了学校海洋渔业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国内率先

向远洋渔业方向拓展。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期间，相应将海洋渔业专业教学计划做

部分调整，尤其是对批准赴西非工作的学生，采取集中强化学习的措施。主要是：

（１）增加航海技术教学时数；

（２）增加船员的海上急救、海上求生、船舶消防、救生艇操纵等４项专业训练

合格证培训和考证；

（３）增设职务船员培训与考证；

（４）增设专业外语课程，有英语、西班牙语等；

（５）加强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课程教学。同时，和中国水产总公司合作，多次

承担西非网具的设计和装配工作。通过参与网具装配实践，提高赴西非学生的动

手能力。

４．专业调整和教学计划修订

农牧渔业部于１９９２年根据国家教委要求，再次讨论专业调整和教学计划的

修订。为此，学校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期间，将海洋渔业专业教学计划进行较大

调整。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渔具、渔法和渔场开发研究及海洋渔业生产和管理的高级渔业工程

技术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是：

要掌握工程力学、流体力学、海洋学的基本理论，渔具设计的理论与方法，海

洋捕捞、航海和船舶驾驶技术，熟悉海洋法和渔业法规，掌握海事处理的基本知

识。能胜任渔船驾驶、渔具渔法设计与研究、海洋渔业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等方

面的工作。

主要课程设置：

除政治、外语、体育、计算机应用、数学、物理、制图等课程外，主要是：

（１）基础技术课：海洋生物学、鱼类学、气象学、海洋学、工程力学、工程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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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电工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等；

（２）专业基础课：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船舶原理与结构、渔具力学、鱼类行为

学、助渔助航仪器、渔业船舶职务船员与法规等；

（３）专业方向课程：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渔具与渔法学、渔具测试技术、航海

学、航海天文学、船艺、船舶避碰等；

（４）跨专业课程：渔业资源与渔场、渔政管理、海上渔获物保藏等；

（５）其他选修课：国际渔业、捕捞英语、航海英语、外贸英语、轮机概论、捕鱼

与装卸机械、国际贸易、国际营销等。

主要实践环节：

渔具工艺实习（２周）；游泳（１周）；四项专业证书训练和考证（２周）；捕捞航

海模拟实习（２周）；捕捞实习（５周）；航海实习（５周）等。

５．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启动编撰全国审定教材

１９９５年在农业部领导下，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启动编撰全国

审定教材。学校在海洋渔业专业负责编撰教材有：渔具力学、渔具材料与工艺学、

渔具与渔法学和海洋法与渔业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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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面向２１世纪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和实践项目启动

原国家教委于１９９５年启动“面向２１世纪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和实践”项

目。学校承担“高等农林教育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计划”研究

中“水产类专业目录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由乐美龙主持，其他水产院校长参加。

“高等农林院校水产类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项目由周应祺主持，孙满昌、杨红、张敏、季星辉、许柳雄、黄硕琳、章守宇、陈

新军、唐议、金正祥等参加。

经过３年调研，通过全国农业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水产学科组成员单位

的共同努力，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需要，一致同意，应该拓宽专业范围，将海

洋渔业资源及其开发技术、渔业水域环境监测与保护、以及渔业行政管理等方面

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撤销原海洋渔业专业和原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专业，进行

重建新的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这与原海洋捕捞、海洋渔业、渔业资源、渔业

资源与渔政管理等专业内涵完全不同，专业范围相当宽广。相应就业适应性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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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原有专业。

２．整合设置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

根据“高等农林教育面向２１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计划”项目中的

“水产类本科专业（水产类专业目录的研究与实践）”设置的子项目研究结果，国家

教委于１９９８年颁布的本科专业新目录，将原海洋渔业、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２专

业进行重组，整合为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

（１）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渔业生物资源的调查、评估和管理，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技术

研究，渔业水域环境监测和保护及渔业生产、行政管理的复合型高级技术人才。

（２）主干学科：

海洋科学、水产学和管理学。

（３）课程类型：

因该专业的面涉及４个方面，为使学生能基本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又能

发挥学生个性的发展，根据学生兴趣可在某一方面加以深化。在教学计划中的课

程安排采用共同课、选择性模块课、任选课３种类型，即：

共同课：是指该专业所有学生都应学习的课程，除政治、外语、数学、物理等公

共基础课外，还包括专业基本内容的课程；

选择性模块课：是指在专业基本内容的课程基础上，对某一方向进行加深的

系列课程，如选远洋渔业的，应选修有关捕捞技术、航海技术、船舶结构与维修、轮

机概论、国际渔业管理等模块课；如选近海渔业的，应选修近海渔业资源与渔场、

近海捕捞技术、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等模块课；

任选课：是为扩大学生知识面，可任意选读，包括跨学科的课程，注意到适当

配套，使学生选修一组课程后，有利于第二专业学习。

（４）课程设置：

课程按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相关选修课、人文、社科、管理

类课程设置，总学时２６１０。此外，实践教学环节２９学分。其中：

公共基础课７０学分（１２６０学时）：马克思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大学英语、体

育、计算机应用基础、程序设计语言、渔业导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

验、基础化学、机械制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专业基础课３２学分（５７６学时）：鱼类学、水生生物学、普通气象学、普通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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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渔业资源与渔场学、渔具渔法学、航海技术、电工技术基

础、电子技术基础、工程力学、水域环境化学、工程流体力学、海洋生态学。

专业选修课１５学分（２７０学时）：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渔业材料学、水域环

境监测与保护、渔具理论与设计、环境评价与规划、渔业行政执法程序。

专业相关选修课１４学分（２５２学时）：渔业遥感技术、渔业信息分析、渔业资

源经济学、环境法与环境管理、轮机概论、助渔与航海仪器、船舶原理与结构、捕捞

及装卸机械、航海英语、海洋渔业科技英语、经贸英语、国际渔业、专家讲座。

人文、社科、管理类选修课程１４学分（２５２学时）：文学欣赏、世界文学史、中

国近代思想史论、素描基础、球类各项、艺术体操、保健体育、决策与管理、多媒体

技术、应用写作、管理心理学、企业经营管理、技术经济学等。

教学实践环节２９学分。

实验教学：课学时一般不低于总学时数的１０％，上机时间应不少于２００小

时。主要有化学、物理学、机械制图、鱼类学、海洋学、气象学、电工、电子、渔具材

料学、水域环境化学、单项工艺、捕捞航海模拟训练等。生产实习报告、毕业论文

等全部需要用计算机处理。

生产实习：包括海上生产实习、资源监测与调查实习、渔政管理和渔港监督实

习等。

毕业论文：从第七学期开始，学生进入到各个学科点，有计划地参加教师的一

部分科研工作，为毕业论文做先期的准备。毕业论文要求以与海洋渔业发展中存

在的实际问题为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渔具渔法设计、远洋渔业开发、资源与渔

场、海洋环境、渔业管理等。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题目，在教师的指导下

独立完成。

社会实践３周。利用寒暑假做社会调查，主要是深入相关渔业行政的主管部

门、水产企事业单位等部门进行专业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实习，结束后应完成一篇

论文报告。

（５）主要课程与任课教师：

马克思哲学原理（金德根、祝启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王春浩、范

晓萍、何丽华），中国革命史（黄中元），邓小平理论概论（郑黎芳、龙红飞），思想道

德修养（齐亚丽、孙伟），法律基础（齐亚丽、张继平、孙伟），大学英语（顾世才、郭

飞、盛国强），体育（叶鸣），计算机应用基础（蔡安石、张慕容、陈庆海），程序设计语

言（蔡安石、王爱继、袁红春），渔业导论（乐美龙、高健、周应祺、黄硕琳、张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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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郑奕、任明荣、张建新），大学物理（胡根大），大学物理实验（胡根大、沙

慧敏），基础化学（吴继魁），机械制图（刘姗姗、李光霞），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沙荣

方、张建新），鱼类学（苏锦祥、龚小玲），水生生物学（杨和荃、华雪铭、王丽卿），普

通气象学（刘洪生），普通海洋学（唐玉顺、刘洪生），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黄硕琳、

唐议），渔业资源与渔场学（陈新军、戴小杰、管卫兵），海洋渔业技术学（孙满昌、张

敏、叶旭昌、钱卫国），航海技术（翟国环、江卫平、张福祥、李长安、宋利明、邹晓

荣），电工技术基础（吴燕翔），电子技术基础（吴燕翔），工程力学（何其渝、袁军

亭），水域环境化学（臧维玲），工程流体力学（夏泰淳），海洋生态学（戴小杰、焦俊

鹏），鱼类行为学（钱卫国），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戴小杰、朱江峰），渔具材料与工

艺学（蒋传参、王大弟、叶旭昌），水域环境监测与保护（杨红、焦俊鹏），渔具理论与

设计（许柳雄、朱清澄），环境评价与规划（杨红），渔业行政执法程序（唐议），渔业

遥感技术（官文江），渔业信息分析（陈新军、杨晓明），渔业资源经济学（陈新军），

轮机概论（王永鼎），助渔与航海仪器（梁靖、张福祥、陈锦淘），船舶原理与结构（胡

明癱、张福祥、陈锦淘），捕捞及装卸机械（朱镜、张丽珍），航海英语（宋利明），海洋

渔业科技英语（许柳雄、邹晓荣、宋利明），经贸英语（许柳雄），国际渔业（季星辉、

孙满昌、邹晓荣），管理心理学（范晓萍），企业经营管理（朱善国），市场营销学（张

勤国），海洋牧场（张硕），渔船渔获物安全与质量管理（邹晓荣）。

（６）校外实习基地：

学校分别与上海渔政处、浙江嵊泗县水产局、上海远洋渔业公司及江苏常州

海洋渔业公司等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建立了包括浙江嵊泗近海渔业生产实习基

地、上海渔政处渔政管理实习基地、上海远洋渔业公司远洋渔业生产实习基地，江

苏常州海洋渔业公司渔业生产实习基地，江苏南通海洋与渔业局渔政大队等５个

校外实习基地。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１９９７级开始招收女生。２０００年，海洋渔业科学与

技术专业被教育部列为国家管理专业。该计划一直执行到２００５年。

（７）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在此期间，编写和出版了一批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同时，还编写了课程教学

大纲和生产实习指导书，主要有：

詹秉义主编：《渔业资源评估（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

黄硕琳主编：《海洋法与渔业法规（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教材）》，中国农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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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９５年。

钟若英主编，赵瑞生、王维权参编：《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教

材）》，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崔建章主编，唐逸民、冯维山、陆赤、孙满昌参编：《渔具渔法学（全国高等农林

院校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杨德康主编，吴湘峰、伍汉霖副主编：《中东大西洋渔获物加工手册》，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杨德康主编，吴湘峰、伍汉霖副主编：《中东大西洋底层鱼类》，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季星辉主编：《国际渔业（面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周应祺主编，许柳雄、何其渝参编：《渔具力学（面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九五农

业部和国家教委重点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杨德康主编，吴湘峰、伍汉霖副主编：《印度洋西北海域的鱼类》，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陈新军主编、许柳雄副主编，钱卫国、田思泉、朱国平参编：《灰色系统理论在

渔业科学中的应用》，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许柳雄主编，张敏、周应祺、孙满昌、宋利明参编：《渔具理论与设计学（上海市教

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重点课程建设项目资助编写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孙满昌主编，张健副主编，钱卫国、许柳雄、叶旭昌参编：《渔具渔法选择性》，

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陈新军主编，张相国、高健副主编，车斌、杨正勇参编：《渔业资源经济学（高等

院校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陈新军著：《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理论和方法》，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陈新军主编、俞存根、卢伙胜副主编，尹增强、管卫兵参编：《渔业资源与渔场

学（新世纪高等农林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成果）》，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孙满昌主编，许柳雄副主编，陈新军、宋利明、唐议、叶旭昌、邹晓荣、张健、钱

卫国参编：《海洋渔业技术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王尧耕，陈新军编著：《世界大洋性经济柔鱼资源及其渔业》，海洋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

（８）教学改革成果：

海洋渔业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实践，获１９９６年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和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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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实践，获２０００年上海

市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和２００１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季星辉主编的《国际渔业》和周应祺主编的《渔具力学》等教材，２００３年被评

为上海市优秀教材。

�" %)),M%)""rL}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先后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

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两

个文件，并相继启动各项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上述两

个文件精神，学校于２００５年９月全面启动新一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调

研工作，有关教学计划做相应调整。

１．培养目标

培养能从事渔业设施工程规划与设计、渔业资源开发与利用、渔业信息应用

技术的科学研究，独立承担相关领域的生产、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外向型高层

次科学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２．教学计划

根据２００６年《上海水产大学制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本专业教

学计划由综合教育、学科基础、专业教育三方面课程和集中安排实践性教学环节

构成。学生必须修满１６５学分，其中综合教育课程４５学分，学科基础教育课程３６

学分，专业教育课程４２学分。

从２００６级起，每学期由原来２０周改为１８周（含２周考试），增设一个２周的短

学期。每学分由１８学时改为１６学时。其中：理论授课：１６学时计为１学分，体育

课、课内讨论、实验、上机、实训：３２学时计为１学分；课程设计、课程实习：每１周或

１６学时计为１学分；社会实践、专业调查、生产实习、毕业论文：每２周计为１学分。

专业的主干学科为海洋科学、水产学、渔业信息工程。

３．课程设置

（１）学科基础课

学科基础必修（２８学分）高等数学Ａ（１０学分）、线性代数Ｂ（２学分）、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Ｂ（３学分）、大学物理Ａ（５学分）、大学物理实验（１学分）、机械制图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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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学分）、程序设计语言Ｂ（３学分）；

学科基础选修课（要求１２学分）：管理学原理（３学分）、普通化学（３学分）、电

工技术基础（３学分）、工程制图基础（３学分）、系统工程学（３学分）、电工技术基

础（３学分）。

（２）专业课

专业基础必修课（要求３０学分）：气象学（２学分）、海洋学（３学分）、工程力学

（理论力学）（３学分）、海洋生态学（２学分）、海洋生物学（２学分）、鱼类行为学

（１．５学分）、鱼类学（３学分）、渔业管理学（３学分）、渔业海洋学（２学分）、渔业资

源学（２．５学分）、海洋渔业技术学（２．５学分）、航海学（２．５学分）、工程流体力学

（３学分）、渔具力学（１．５学分）。

专业方向选修（１０—１２学分）：渔业资源评估学（２学分）、航海技术（３学分）、

渔具设计学（３学分）、海洋渔业科技英语（２学分）、增养殖设施工程（３学分）、渔

具材料与工艺学（２学分）、海洋牧场（２学分）、渔业地理信息系统（２学分）、渔业

遥感技术（３学分）、水域环境监测与保护（２学分）。

相关专业选修课：国际渔业（２学分）、渔船水产品保鲜（２学分）、助渔航海仪

器（２学分）、渔具测试仪器（１．５学分）、经贸英语（２学分）、专家讲座（１学分）、渔

业资源经济学（２学分）、船舶原理与结构（３学分）、可持续发展理论讲座（１学

分）、生物多样性保护讲座（１学分）、水产品国际贸易（２学分）、航海英语（２学

分）、海洋调查技术（２学分）、轮机概论（２学分）、捕捞及装卸机械（２学分）。

（３）实践性教学：渔具课程设计（１周，２学分）；单项工艺与渔具装配实习（３

周，３学分）；捕捞航海模拟器训练；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２周，２学分）；渔业

生产调查综合实习（５周，５学分）；渔业信息处理综合实习（２周，２学分）；毕业设

计（１２周，６学分）。

４．获得的专业建设项目

（１）承担教育部涉海专业实践教学和创新能力培养改革与实践项目（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２）获得上海市教委第二期（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第三期（２００９—２０１１）本科教育高

地建设项目。

（３）２００７年获得教育部面向２１世纪水产类本科教学改革首批立项的试点

专业。

（４）本专业建设点被批准为２００７年度第一批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成为学

５８１

第三章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



校首个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２００７年度第一批高等学

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通知》）。

（５）周应祺为带头人的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团队被教育部、财政部

批准为２００８年国家级教学团队，这是学校获得的第一个国家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６）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获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支持

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设项目。

５．人才培养与引进

２００３年以来，根据师资队伍建设要求，利用捕捞学重点学科和海洋渔业科学

与技术专业教育高地建设经费，先后派出邹晓荣、官文江、田思泉、李曰嵩、张健、

张硕、朱江峰、许强华、唐建业等１０多人次年青教师赴日本三重大学、美国马里兰

大学、缅因大学、麻省大学、东京海洋大学、荷兰海洋法研究所（ＮＩＬＯＳ）、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进修或合作研究。

同时，本专业还聘请美国缅因大学教授陈勇、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何平国

（２０１０年转入麻省大学工作）、日本东京海洋大学教授胡夫祥为特聘教授，加强海

洋渔业资源，渔具力学、渔具选择性相关课程教学。

６．教学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８年学校搬迁到沪城环路校区后，新增鱼类行为实验室、渔具数值计算与

模拟实验室、远洋渔业陈列室、船模网模陈列室，改造渔具材料与测试实验室等。

２００９年，农业部、财政部投资５００万元，学校配套１４０万元建设上海海洋大

学农业部远洋渔业实验基地启动实施。到２０１１年５月，已建成ＮＴＰＲＯ４０００型

渔船操纵与捕捞作业模拟器，ＧＭＤＳＳ实验室，航海模拟实验室。

２００９年，海洋科学学院联合水产与生命科学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水产科学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并且取得批准。

７．上海市精品课程和上海市重点建设课程

海洋渔业技术学：课程负责人孙满昌，２００３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课程负责人戴小杰，２００６年被批准为市级重点建设课

程、２００７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渔业资源与渔场学：课程负责人陈新军，２００８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课程负责人黄硕琳，２０１１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渔具理论与设计学：课程负责人许柳雄，２００７年被评为上海市重点建设课

程、２０１１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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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教材和专著

（１）唐建业主编．《捕捞限额制度研究》，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黄硕琳、郭文路编．《部分国家和地区渔业管理概况》．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０９．

（３）戴小杰主编，许柳雄副主编，朱江峰、田思泉、宋利明参编．《世界金枪鱼

渔业渔获物物种原色图鉴》．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孙满昌主编，石建高、许传才副主编，叶旭昌、张健、钱卫国、邹晓荣参编．

《渔具材料与工艺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黄硕琳、唐议主编，唐建业等参编．《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国家“十一

五”规划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周应祺主编，高健、乐美龙、王武、周洪琪、汪之和、吴开军参编．《渔业导

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

材）．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刘必林、陈新军、陆化杰、马金著．《头足类耳石》．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张敏、邹晓荣主编．《大洋性竹?鱼渔业》．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９）崔利锋、许柳雄主编，陈新军、赵丽玲执行主编．《世界大洋性渔业概况》．

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李纲，陈新军、官文江、陈勇著．《东黄海鲐鱼资源评估管理决策研究》，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１１）朱孔文、孙满昌、张硕、钱卫国、张虎、张健编著．《海州湾海洋牧场———

人工鱼礁建设》．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９．教学成果

（１）管产学研结合，建设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国管专业获２００８年上海市教

委教学成果三等奖。

（２）陈新军主编的教材《渔业资源与渔场学》获２００７年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

一等奖。

（３）戴小杰、许柳雄编著的《世界金枪鱼渔业渔货物物种原色图鉴》被评为国

家海洋局２００７年度优秀海洋科技图书。

（４）２００９年，学校获得国家水产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项目。

（５）所属嵊泗生产实习基地２０１０年获优秀实习基地称号。

（６）黄硕琳、唐议主编，唐建业等参编的《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教材获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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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奖。

海洋渔业专业１９９２、１９９５、１９９５年教学计划，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以及２０１１年教学计划分别见附１、附２和附３。

附１：

海洋渔业专业课程设置与学时数（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５年）

课程名称 １９９２年（学时） １９９４年（学时） １９９６年（学时）

海洋生物学 ３０ ３０ ２７

鱼类学 ３０ ５０ ４５

气象学 ５０ ５０ ４５

海洋学 ６０ ６０ ５４

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

工程力学

— ６０ —

— ５０ —

９０ ７２

工程流体力学 ４０ ６０ ５４

电工技术基础 — ６０ ５４

电路与电子技术 １１０ — —

电子技术基础 ６０ ５４

渔业资源学 ５０ — —

渔场学 ４０ — —

渔业资源与渔场 — ６０ ４８

海洋法与渔业法规 ４０ ４０ ３６

船舶原理与结构 ８０ ６０ ５４

渔具材料与工艺学 ７０ ７０ ６３

渔具理论与计算 ４０ — —

渔具力学 — ５０ ３６

渔具渔法学 １２０ １００ ９０

鱼类行为学 ３０ ４０ —

渔船上水产品保鲜 ３０ ３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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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名称 １９９２年（学时） １９９４年（学时） １９９６年（学时）

渔具测试技术 — ４０ ３６

航海技术 ２８４ — —

地文航海 — ８０ ７２

天文航海 — ４０ ３６

船艺 — ６０ ５４

避碰 — ３０ ２７

远洋渔业管理 ３０ — —

远洋业务与法规 — ５０ —

助渔导航仪器 １００ ６０ ４５

海商法 ３０ — —

国际渔业 ３０ ３０ ２７

捕捞英语 ３０ ４０ ３６

航海英语 ４０ ４０ ３６

外贸英语 — ４０ ３６

轮机概论 ４０ ４０ ３６

捕鱼与装卸机械 — — ３６

国际营销 — — ３６

国际贸易 — — ３６

渔业企业经营管理 ４０ — —

单项工艺 ２周 １周 １周

游泳 — １周 １周

渔具工艺 — ２周 ２周

四小证 — ２周 ２周

装网 ６周 ２周 —

模拟器实习 ２周 ２周 ２周

航海 ５周 ５周 ５周

社会调查 — ３周 —

轮机实习 — ５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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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名称 １９９２年（学时） １９９４年（学时） １９９６年（学时）

毕业实习与论文 １７周 １３周 １５周

计算机应用实习 — — １周

机轮渔业实习 — — ５周

附２：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计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６年）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６年

学时 学时 学时

必修

机械制图（Ａ） — — ６４

计算机应用基础 ９０ ５４

程序设计语言 ７２ ５４ ５４

渔业导论 ３６ ３６ ３２

水生生物学 ８１ ５４ —

海洋生物学 — — ３２

鱼类学 ６３ ５４ ４８

普通气象学 ５４ ４５ ３２

普通海洋学 ７２ ５４ ３２

渔业管理学 — — ４８

渔业海洋学 — — ３２

电工技术基础 ５４ ５４ ４８

电子技术基础 ５４ ５４ —

工程力学 ７２ ７２ ４８

水环境化学 ７２ ７２ —

环境化学 — — ４８

系统工程概论 ４５ — ３２

计算方法 ３６ — —

分析化学 ３６ — —

数学建模 ３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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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６年

学时 学时 学时

必修

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 ４５ ４５ —

海洋法 — — ３２

渔业资源与渔场学 ４５ ４５ —

渔业资源学 — — ４０

渔具渔法学 ４５ ４５ —

海洋渔业技术学 — — ４８

航海技术（１） ３６ ３６ ４０

选修

工程流体力学 ５４ ５４ ３２

水域环境监测与保护 ３６ ４５ ３２

海洋环境生态学 ４５ ４５ —

海洋生态学 — — ３２

渔具材料学 ２７ — —

渔具材料与工艺学 — — ３２

普通化学 — — ４８

管理学概论 — — ３２

海洋调查方法 — — ３２

鱼类行为学概论 — — ３２

方向

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 ５４ ５４ ４８

渔业资源经济学 — — ３２

地理信息系统 — — ３２

渔具理论与设计 ５４ ５４ ４８

环境评价与规划 ５４ ５４ ４８

渔业行政执法程序 ３６ ３６ —

管理学 ３６ — —

航海技术（２） ５４ ５４ ３２

环境法与环境管理 ３６ 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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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６年

学时 学时 学时

综合

渔业遥感技术 ３６ ３６ —

资源与环境遥感概论 — — ３２

渔业工程学 — — ４８

保护生物学 — — ３２

资源与环境概论 — — ３２

海岸带开发与管理 — — ３２

海岸工程 — — ３２

工程概算与项目管理 — — ３２

数值计算与试验设计 — — ３２

渔业信息分析 ３６ ３６ —

水污染控制 ３６ — —

轮机概论 ３６ ３６ ３２

助渔导航仪器 ７２ ３６ ３２

船舶原理与结构 ５４ ５４ ４８

捕捞与装卸机械 ３６ ３６ —

企业经营管理 ３６ — —

国际贸易 ５４ — —

水产品国际贸易 — — ３２

市场营销学 ３６ — —

行政管理学 ３６ — —

航海英语 ２７ ２７ ３２

海洋渔业英语 ３６ ２７ ３２

经贸英语 ２７ ２７ ３２

国际渔业 ３６ ３６ ３２

海上渔获物保鲜 ２７ — —

渔船渔获物安全与质量管理 — — ３２

水产增养殖学 ５４ — —

科技文献检索 ３６ — —

多媒体技术 ３６ — —

专家讲座 — １８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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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６年

学时 学时 学时

实践

单项工艺 １周 １周 ２周

海上实习 ３周 ３周 —

综合实习 — — ７周

网具装配 ２周 ２周 —

模拟器和ＧＭＤＳＳ ２周 ２周 ２周

渔政管理 ３周 ３周 —

社会调查 ３周 ３周 —

渔业信息处理综合实习 — — ２周

海图作业 — — １周

毕业论文 １２周 １２周 １６周

附３：

２０１１年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学计划
学科门类：农学水产类　专业代码：０９０７０２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一、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专业主要培养在海洋生物资源高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养护领域具有坚实的基础

理论知识和技能，能在海洋渔业生产、教育、科研和管理等领域从事资源开发与管

理、教学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二、培养规格

１．素质要求

（１）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诚信为人，

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健全的人格；

（２）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

修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现代意识和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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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受到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掌握一定的科学研究

方法，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４）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包括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生活习惯。

２．能力和知识要求

本专业学生应掌握渔业资源与渔场学、海洋渔业技术学、渔业工程学、渔业

管理学等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海洋生物资源与渔业环境调查研究、渔业

资源开发的基本能力，并接受渔具渔法、渔场环境调查和船舶航海技术等基本

训练。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具备扎实的数学、物理、力学等基本理论和知识；

（２）掌握海洋科学、渔业科学、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３）掌握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方法、评估理论、开发技术、航海技术、渔业信息

应用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４）了解国内外海洋渔业的有关管理规定和技术发展动态，具备渔业可持续

发展的意识和基本知识；

（５）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能阅读外文专业文献并撰写论文

摘要；

（６）具有创新及组织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基本学制

四年制。

四、主干学科

力学、水产学、生物科学。

五、主要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流体力学、气象学、海洋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

学、鱼类学、鱼类行为学、渔业资源与渔场学、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渔具理论与设

计学、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海洋渔业技术学、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地理信息系统、

渔业工程学、航海学。

六、主要实验实践教学

本专业为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着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精神和工程意

识。主要实验实践教学环节有基本教学实践环节（包括大学物理实验设计、工程

流体力学、鱼类学等课程实验）、专业教学实践环节（渔具理论与设计学、渔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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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与管理、渔具实验与测试方法等课程实验；专业认知实践、单项工艺与渔具装

配实习、渔业技术实习、渔业资源调查实习、渔政监督与管理实习、捕捞航海模拟

器训练、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训练、渔业信息处理综合实习等实习课程）和综

合实践［毕业论文（设计）］。

实践类型 主要实验实践教学课程（含上机） 学时 学分

基本教学实践

大学物理实验设计 ３２ １

工程流体力学 １６ １

鱼类学 １６ １

专业教学实践环节

渔具理论与设计学 １６ １

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 １６ １

渔具实验与测试方法 １６ １

专业认知实践 ２周 １

单项工艺与渔具装配实习 ２周 １

渔业技术、渔业资源调查、渔政监督与管理综

合实习
６周 ３

捕捞航海模拟器、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训练
２周 １

渔业信息处理综合实习 ２周 １

综合实践 毕业论文（设计） １６周 ８

　　七、学分分配

项　目
准予

毕业

综合教育模块 学科教育模块 专业教育模块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方向

选修

相关

选修

实践

实训

最低

应修学分
１７２ ５３ ９ ３２ ４ ３５ １４ １０ １５

　　八、选课及短学期教学安排说明

短学期安排：

本专业“短学期１”主要安排“名师导航”、“军事理论与训练”等课程；“短学期

２”主要安排专业认知实习；“短学期３”安排专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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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学期分布统计表

学　　年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学　　期 １ ２ 短１ ３ ４ 短２ ５ ６ 短３ ７ ８

综

合

教

育

思政类

大英

计算机

军体类

素质与

基础

技能教

育类

选修课

４（６４）３（４８） ５（８０）

７．５

（１２０）
７．５

（１２０）
４．５

（７２）
４．５

（７２）

３（５４）

１（１６）

１（３２）

必修７学分（不计学时）

１学分

（不计学时）

最低应修８学分

学

科

教

育

必修课

选修课

５（８０）
１３

（２０８）
９

（１４４）
５（９６）

３（４８） ２（３２）
８

（１２８）
２（３２）２（３２）

最低应修４学分

专

业

教

育

必修课

专业方向

选修课

相关专业

选修课

实践实训

５（８０）
１０

（１６０）
１８

（２８８）
２（３２）

２（３２） ４（６４）
８

（１２８）
４（６４）

最低应修１４学分

３（４８）６（９６）
１３

（２０８）
９

（１４４）
８

（１２８）

最低应修１０学分

２周 ２周 ８周 ２周 １６周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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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课程设置

１．综合教育模块：最低应修学分６２，其中必修５３学分，选修９学分

项目

必　　修 选　　修

思想政治

理论课

大学

英语

计算

机

军体

类

素质与基础

技能教育

人文与社会

科学选修课

自然与技术

科学选修课

名师导航

系列讲座

最低应

修学分
１２ ２４ ３ ６ ８ ２ ６ １

合　计 ５３ ９

　　具体的课程设置见本科综合教育模块课程设置，其中大学英语教学安排

如下：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践

其

他

开课

学期

学分

要求

大学

英语

大学基础英语１／２ ９ １４４ １３４ １０ １—２

大学基础英语３／４ ６ ９６ ８８ ８ ３—４

大学英语听说１／２ ６ ９６ ８８ ８ １—２

大学英语听说３／４ ３ ４８ ４２ ６ ３—４

２４

　　２．学科教育模块：最低应修３６学分，其中必修３２学分，选修４学分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必

修

１１０１４０１２ 高等数学Ａ １０ １６０１６０ １—２

４６０２０１３ 机械制图Ａ ４ ６４ ５８ ６ ２

５２０４０１３ 程序设计语言Ａ ４ ６４ ４８ １６ ２
计算机应用

基础

２４０９９２１ 渔业导论 ２ ３２ ３２ ３

１４０９９０１ 大学物理Ａ ５ ８０ ８０ ３

１１０２１０４ 线性代数Ｂ ２ ３２ ３２ ３

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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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必

修

大学物理实验

设计
１ ３２ ３２ ４ 大学物理Ａ

１１０６４０２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Ａ
４ ６４ ６４ ４

高等数学Ａ

线性代数Ｂ

合　　计 ３２ ５２８４７４３８ １６

选

修

１５０１５０３ 普通化学 ３ ４８ ４８ ２

６３０１５０８ 管理学概论 ２ ３２ ３０ ２ ３

多元统计分析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４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Ａ

４７０４００２ 电工技术基础 ３ ４８ ４０ ８ ４

５２０６０１７ 计算方法 ３ ４８ ４８ ４
高等数学Ａ

线性代数Ｂ

１７０６０７４ 生态学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５

１１０１４０８ 数学建模 ２ ３２ ３２ ６

高 等 数 学

Ａ、数值计

算方法、线

性代数 Ｂ、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 Ａ、

多 元 统 计

分析

合　　计 １７ ２７２２５２２０

本课

程组

最低

应修

４学

分，

准备

报考

水产

学科

硕士

研究

生需

选生

态学。

　　３．专业教育模块：最低应修７４学分，其中必修３５学分、专业方向选修１４学

分、相关专业选修１０学分、实践实训必修１５学分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专

业

必

修

１３０１００３ 理论力学Ｂ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３

１７０１５０１ 气象学 ２ ３２ ３２ ３ 理论力学

４３０１００１ 材料力学Ｂ ３ ４８ ４２ ６ ４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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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专

业

必

修

１７０６０１４ 海洋学概论 ２ ３２ ２６ ６ ４

１７０６００８ 海洋生物学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４

２４０１０１７ 鱼类学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４

工程流体力

学Ｂ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５ 理论力学

２４０１０３１
鱼类行为学

概论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５ 鱼类学

１７０６０７５ 海洋生态学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５

２４０５０１３
渔业法规与

渔政管理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５

２４０５０１４

渔 业 资 源

与 渔 场 学

（双语）
３ ４８ ４０ ８ ５

鱼类学

海洋学概论

海洋生物学

２４０９９１４
海洋渔业技

术学
３ ４８ ４８ ５

渔具材料与工

艺学

航海技术

渔业资源与渔

场学

４２０３００１
地 理 信 息

系统
２ ３２ ２０ １２ ５

１７０６００２
海 洋 调 查

方法
２ ３２ ２０ １２ ６

气象学

海洋学概论

合　　计 ３５ ５６０４６０８４ １２ ４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２４０３５０１
渔具材料与

工艺学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４

６１０３０３６
水域环境监

测与保护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５

高等数学、普通

化 学、海 洋 生

态学

５８０４００６ 航海学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５

高等数学、大学

英语、气象学、海

洋学概论

本科

课程

组最

低应

修１４

学分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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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渔具理论与

设计学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６

渔具材料与工

艺学

海洋渔业技术学

２４０５００２

渔业资源评

估 与 管 理

（双语）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６

鱼类学、渔业资

源与渔场学、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

Ａ、海洋学概论

２４０５０１８
渔 业 信 息

分析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６

渔业资源与渔

场学

渔业资源评估与

管理

海洋学概论

２４０４５０３ 渔业工程学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７

鱼类行为学

流体力学

海洋生态学

渔具实验与

测试方法
２ ３２ １６ １６ ７

海洋渔业技术学

渔具材料与工

艺学

渔具理论与设计

合　　计 １８ ２８８２０８４４ ２４ １２

本科

课程

组最

低应

修１４

学分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８７０２００２
文献检索与

利用
１ １６ １６ ３

２４０５００５
资源与环境

概论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３

１７０６００１
海岸带开发

与管理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１８０９９０４
保护生物学

（双语）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１２０３００２
系 统 工 程

概论
２ ３２ ３２ ４

本课

程组

最低

应修

１０

学分，

带
者为

限选

课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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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生 物 统 计

分析
２ ３２ １６ １６ ５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Ａ

多元统计分析

７９０３００１
渔业资源经

济学
２ ３２ ３２ ５

５８０９９０１ 航海英语 ２ ３２ ３２ ５

气象学

航海学

航海技术

５８０５００１
船舶原理与

结构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５ 工程流体力学

５８０４００５
助渔、导航

仪器
２ ３２ ３０ ２ ５

大学物理

电工技术基础

１１０６７０４

数值计算方

法 与 试 验

设计

２ ３２ １６ １６ ５

高等数学Ａ

线性代数Ｂ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Ａ

程序设计语言Ａ

５８０４００２ 航海技术 ２ ３２ ３２ ６

气象学

海洋学概论

船舶原理与结构

助渔导航仪器

航海学

１７０６０２８ 专家讲座 １ １６ １６ ６

５２０４０８３
Ｍａｔｌａｂ

语言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６

线性代数Ｂ

程序设计语言Ａ

２４０９９５７

渔船渔获物

安全与质量

管理

２ ３２ ３２ ６
海洋生物学

鱼类学

２４０９９１６
海洋渔业科

技英语
２ ３２ ３２ ６

海洋生物学、海

洋学概论、渔业

资源与渔场学、

渔业法规与渔政

管理、海洋渔业

技术学

本课

程组

最低

应修

１０

学分，

带
者为

限选

课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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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２４０９９１３ 国际渔业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７

渔业法规与渔政

管理、渔业资源

与渔场学

５２０４０６０
数据库基础

及应用
２ ３２ ２２ １０ ７ 计算机应用基础

２４０５０１７
渔业遥感技

术概论
２ ３２ ３２ ７ 资源与环境概论

１８０４４１９ 渔业生态学 ２ ３２ ２６ ６ ７ 生态学

合　　计 ３９ ６２４５５４ ２ ５０ １８

本课

程组

最低

应修

１０

学分，

带
者为

限选

课

实

践

实

训

必

修

专 业 认 知

实践
１ ２周 短２ ／

２４０９９０９

单项工艺与

渔 具 装 配

实习

１ ２周 ５

海洋渔业技术学

渔具材料与工

艺学

渔具理论与设计

渔业技术、

渔业资源调

查、渔政监

督与管理综

合实习

３ ６周 ６

单项工艺与渔具

装配实习

海洋渔业技术学

渔具材料与工

艺学

渔具理论与设计

捕捞航海模拟

器、全球海上遇

险和安全系统

训练

鱼类学

渔业资源与渔场

学等

５８０４００１

捕捞航海模

拟器、全球

海上遇险和

安 全 系 统

训练

１ ２周 ６

航海学

航海技术

船舶原理与结构

助渔、导航仪器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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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实

践

实

训

必

修

２４０９９６５
渔业信息处

理综合实习
１ ２周 短３

地理信息系统

数值计算方法

２４０９９０２
毕 业 论 文

（设计）
８ １６周 ８ ／

合　　计 １５ ３０周

　　十、本培养方案的补充说明

１．根据“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优化方案以及捕捞学和渔

业资源学硕士研究生推免生选拔办法（硕士研究生推免选拔办法另外制定），通过

选拔获得捕捞学和渔业资源学硕士研究生推免资格的本专业学生（下称推免生），

本科第四学年将同时作为硕士预科生管理。推免生在硕士预科阶段所修部分硕士

课程学分可等量替代本科专业教育模块中专业相关选修课模块（课程清单见可替代

本科专业教育模块中专业相关课程学分的硕士课程一览表）的课程学分，但等量替

代学分最高不超过４学分。推免生在硕士预科阶段须按本科学生要求完成本科毕

业论文，通过论文答辩。推免生本科毕业论文归入当年同届毕业论文档案。

２．推免生在本科第四学年结束时所修学分达到本科毕业要求的，可取得本

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但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当年不能获得本科毕业

证书和学士学位，同时取消硕士推免生资格，并按《上海海洋大学学生守则》相关

规定办理有关事宜。

（１）当年本科毕业论文没有成绩或不及格；

（２）没有按本科教学计划各教育模块学分要求修满相应学分。

３．硕士预科阶段应修的硕士课程学分参见捕捞学、渔业资源专业硕士研究

生培养方案。

可替代本科专业教育模块中专业相关课程学分的硕士课程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０１１００７１ 环境修复理论与技术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０１ 鱼类行为学 １．５ ２４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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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０３１０００２ 渔具设计学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０５ 渔具渔法选择性 １．５ ３２

０３１０００７ 海洋法与渔业法规 ２ ３２

０３１０００８ 生物数学 ２ ３２

０３１００１０ 渔业资源种群动力学 ２ ３２

０３１００１１ 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 ２ ３２

０３１００１５ 渔具力学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１６ 渔业政策与管理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１７ 环境海洋学 ２ ３２

０３１００１８ 环境监测原理 ２ ３２

０３１００１９ 环境数值分析与模拟 ２ ３２

０３１００２０ 渔业调查与渔具测试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２１ 近海增养殖工程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２２ 渔情预报技术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２３ 渔业地理信息系统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２４ 渔业资源经济学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２５ 国际渔业法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２６ 渔业资源学Ｉ １．５ ２４

０３１００２７ 环境管理与影响评价 ２ ３２

０４１００１１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 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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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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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专业的前身为鱼类学与水产资源专业，创办于１９５６年。

这也是国内水产高等院校中首先创办的专业。１９５７年高等教育部决定该专业停

招。１９６０年起改名水产资源专业恢复招生至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期

间停招。直至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时，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曾在厦门招收水产资源专

业四年制本科生。１９７８年改名为海洋渔业资源专业，从水产养殖系划归海洋渔

业系。１９８０年该两届学生随学校从厦门迁回上海学习至毕业。

１９８０年，上海水产学院复校后海洋渔业资源专业恢复招生，后又停招３年。

于１９８４年起除１９９５年未招生外，均年年招生，不过专业名称有所变动。１９８６年

改为渔业资源专业，不仅招收沿海各省市的学生，还招收包括安徽、江西、内蒙古、

新疆等内地的学生。为拓宽专业范围，１９９０年农业部根据国家教委要求，将海洋

渔业资源专业更名为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专业。

１９９５年，国家教委启动“面向２１世纪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和实践”项目，

经３年调研，通过全国农业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水产学科组的讨论和研究，

一致同意，将海洋渔业和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两专业重组成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专业。同时，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专业有关内容被农业资源与环境、行政管理两

专业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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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部于１９５６年２月在天津召开全国国营水产企业职工代表会议上，

提出国营水产企业的方针和政策措施，相应地对水产教育事业也提出了发展要

求。当年在学校增设鱼类学与水产资源专业，增招学生４０人。属学校养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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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下设专业。１９５６年２月经高教部批准的教学计划，是参照苏联莫斯科米高扬

渔业工学院鱼类学与鱼类养殖等专业教学计划和有关课程教学大纲而制订。学

制五年。因受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影响，１９５６年入学学生的学制改为四年。

１．培养目标

培养在鱼类学方面具有鱼类形态、鱼类比较解剖、分类、生态的基础知识；在

水产资源方面具有水产资源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鱼类数量变动、鱼群侦察、鱼类

洄游与行为等的生物学调查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

２．主干学科

生物学、鱼类学、水产资源学。

３．主要课程

（１）基础技术课：生物统计、气象学、海洋学、海洋生物基础、无脊椎动物学、

脊椎动物学、海洋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技术、组织学、胚胎学、生物化学。

（２）专业课：鱼类学、动物生理与鱼类生理学、水产资源学、鱼类学专题、捕捞

概论、航海大意、水产经济与企业管理。

４．主要任课教师

朱元鼎、缪学祖、林新濯、苏锦祥（鱼类学），陈兆祥（生物统计），孙西岩、潘宝

生（气象学），陆家机、王永祥（海洋学），肖树旭、洪惠馨、纪成林、张世美（海洋生物

学），梁象秋（水生生物学），张菡初（动物学），李冠国（山东大学兼），王嘉宇（浮游

生物学），柳传吉、李芳兰、许为群（微生物学），郑德崇、王瑞霞（组织胚胎学），金有

坤（分析化学），王季襄（有机化学），王义强、黄世蕉（动物生理学），王贻观、王尧耕

（水产资源学），胡恒常（航海大意），任为公（捕捞大意），胡笑波（企业管理）等。

５．主要实验与实习

（１）主要实验：浮游生物的种类识别与鉴定，鱼类的种类识别、鉴定以及解

剖，鱼类生物学测定与组成的分析，鱼类年龄鉴定与生长的测定，鱼类性成熟度测

定，鱼卵与仔稚鱼的鉴定，鱼类摄食测定。

（２）主要实习：１９５８年底，国家科委主持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年）。学校承担东海区（２６°３０′Ｎ～３４°００′Ｎ、１２４°３０′Ｅ以西）鱼类试捕、水产资源调

查项目。学校派出由王贻观、林新濯、王尧耕、伍汉霖、洪惠馨等带领１９６０届１１

名学生参加此项任务，到舟山沈家门海军海洋测量队实习和工作达１年。该专业

其余学生则分别安排到东、黄、南海的海洋普查队参加海洋物理、海洋化学和海洋

生物组工作和实习，直至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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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国科学院上海水产研究所（东海水产研究所前身）成立不久，缺乏专业人

员，经水产部同意，将１９６０届鱼类学与水产资源专业全班３７名毕业生统一分配

给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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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共招６届学生（１９６５、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和１９７０届）。学制

五年。

１．培养目标

培养在鱼类学方面具有鱼类形态、鱼类比较解剖、分类、生态的基础知识；在

水产资源方面具有水产资源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鱼类数量变动、鱼群侦察、鱼类

洄游与行为等的生物学调查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

２．主干学科

生物学、鱼类学、水产资源学。

３．主要课程

（１）基础技术课：工程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生物统计、气象

学、海洋学、水文学、海洋生物学、水生生物学、海洋浮游生物学、水生生态学概论、

海水化学、淡水化学、组织学、胚胎学、遗传学、海洋环境保护与监测、水文观测与

分析、海洋观测技术、鱼群侦察仪器、制片技术等。

（２）专业课：鱼类学、鱼类生理学、水产资源学、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渔场与

鱼群侦察、捕捞大意、航海大意、水产资源专题讲座、海水鱼类养殖等。

４．主要任课教师

陈兆祥（生物统计），许翌新（气象学），唐玉顺（海洋学），张世美（海洋生物

学），臧维玲（海水化学），邢华良（工程数学），苏锦祥、缪学祖、俞泰济、刘铭、周碧

云（鱼类学），王尧耕、杨德康、段润田、吴子昌、林辉煌（水产资源学），季星辉、钟若

英（捕捞大意），胡恒常（航海大意），陈马康、陆伟民（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胡笑

波（企业管理）等。

５．主要实验与实习

（１）主要实验：鱼类生物学测定，鱼类种群测定，鱼类年龄鉴定，鱼类性成熟

度测定，鱼类摄食测定，虾、蟹类生物学测定等。

（２）上船出海参加渔场和水产资源调查工作。让学生熟悉和掌握有关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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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鱼类等生物的调查方法、数据处理等。教学实习安排学生赴广东汕尾或江

苏东山进行海洋或淡水鱼类的物种调查及生物学研究实习等。

（３）水产资源实验室主要仪器设备有鳞片阅读器、耳石切片机、测鱼板、解剖

镜、标志放流牌及放流设备、怀卵量计数器、厄克曼潮流计、颠倒水温计、水色计、

透明度板、浮游生物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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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恢复高考时因国家急需海洋渔业资源研究与评估

等专业人才，经国家水产总局同意，将水产资源专业更名为海洋渔业资源专业。

１９７８年开始招生。连续招收３届，然后停招３年，１９８４年又恢复招生。

１．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能从事海洋渔业资源研究的高级技术

人才。业务培养要求是：掌握本专业必须的鱼类生物学和数理基础理论，具有海

洋渔业资源和渔场调查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了解与本专业有关的科学技术的

新发展，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获得科学研究方法的初步训练，掌握一门外语，能

阅读专业书刊。

２．主干学科

渔业生物学、渔业种群动态学。

３．主要课程

（１）技术基础课：算法语言、线性代数、系统工程概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生

物统计、气象学、海洋学、海水化学、胚胎学、组织学、遗传学、水生生态学、生物制

片技术等。

（２）专业课：鱼类学、鱼类生理学、渔业资源生物学、渔业资源评估、渔场与鱼

群侦察、捕捞概论、航海概论、渔业资源管理、海洋法等。

４．主要任课教师

陈兆祥（生物统计），许翌新（气象学），臧维玲（海水化学），唐玉顺（海洋学），

邢华良（线性代数），张世美（海洋生物学），苏锦祥、缪学祖、俞泰济、刘铭（鱼类

学），王尧耕、段润田、吴子昌、杨德康（渔业资源学），詹秉义（渔业资源评估），季星

辉、钟若英（捕捞大意），胡恒常（航海大意），乐美龙（海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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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国对内陆水域渔业持续发展和扩大专业适应范围，为此，从１９８６年

起将海洋渔业资源专业更名为渔业资源专业。

１．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渔业资源的调查、评估、增殖、合理开发和管理的高级渔业科学技术人

才。业务培养要求是：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数学、物理和渔业资源生物学的基础理

论知识，掌握海洋和内陆水域渔业资源的调查、分析、评估的理论与方法，从事鱼类

种群资源或区域资源特性及其变动规律的研究，及渔业资源增殖、合理开发利用和

科学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够运用一门外语，比较顺利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

２．主干学科

渔业生物学、渔业种群动态学。

３．主要课程

水生生物学、鱼类学、水生生物生态学、水文学、水文观察与分析、海洋法与渔

业法规、内陆水域鱼类增殖学、海水养殖、计算方法、渔业资源生物学、鱼类行为

学、渔业资源评估、渔场学、渔政管理、海洋法与渔业法规等。

４．主要任课教师

臧维玲（海水化学），许翌新（气象学），刘洪生、杨红（水文学），邢华良（线性代

数），张世美（海洋生物学），苏锦祥、李婉端、周碧云、刘铭（鱼类学），季星辉、钟若

英（捕捞大意），乐美龙、黄硕琳（海洋法与渔业法规），王尧耕、沈金鳌（渔业资源生

物学），段润田、林辉煌（渔场学），詹秉义（渔业资源评估），张汉嘉（东海区渔政局

兼，渔政管理）。

５．主要实习内容

（１）淡水渔业资源标本、标样采集和渔业调查（４周）；

（２）海洋渔业资源调查（８周）；

（３）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１８周）。

�" "##)M"##,r�w��,����vw

本专业根据海洋和淡水渔业的迅速发展，不仅需要培养从事渔业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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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能对渔业资源状况做出正确评价，尚须要确保渔业资

源的可持续的开发利用。在渔业资源状况做出正确评价基础上，能具有依法进行

渔政管理的能力。相应地从事渔业资源研究、开发过程中亦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和

国际公约的规定。为此，将原渔业资源专业范围拓宽，专业更名为渔业资源与渔

政管理专业。

１．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渔业资源研究、开发与渔政管理的高级渔业科学技术人才。业务培

养要求是：本专业掌握渔业资源生物学、环境科学、法学与管理学的基础理论，渔

业资源的调查研究、评估、资源量预报方法和渔政管理技能。能胜任渔业资源研

究、开发与渔政管理等方面工作。

２．主干学科

渔业生物学、渔业种群动态学、法学与管理学。

３．主要课程

（１）基础技术课：算法语言、计算方法、线性代数、概率论、生物统计、气象学、

普通水文学、水域环境化学、鱼类胚胎学、水生生物学、鱼类学、生态学基础、渔业

资源生物学、渔业水域环境监测与保护、渔具渔法概论、航海概论、海洋法与渔业

法规、环境管理与环境法、资源经济学、系统工程。

（２）专业方向选修课：鱼类生理、鱼类行为学、渔业资源调查、渔场学、渔业资

源评估与管理、环境评估和规划、渔政管理、渔业行政执法程序、渔业行政应诉概

论、环境质量评估、地文航海、航海技术２、专业计算机应用。

（３）任选课：遗传学、水产饲料学、水产增养殖学、观赏鱼养殖、当代生命科

学、遥感技术、摄影与录像技术应用、行政管理学、渔政管理讲座、国际渔业、管理

心理学、技术经济学、渔业经济管理、企业经营管理、会计学原理、市场学、国际金

融、国际贸易理论与务实、货币银行、进出口实务。

４．主要任课教师

臧维玲（海水化学），许翌新（气象学），刘洪生、杨红（水文学），邢华良（线性代

数），曹德超（概率论），张世美（海洋生物学），苏锦祥、李婉瑞、周碧云、刘铭（鱼类

学），季星辉、钟若英（捕捞大意），张相国（系统工程），王尧耕、沈金鳌、林辉煌、段

润田、戴小杰、杨仁杰（渔业资源生物学），詹秉义（渔业资源评估），莫秦生（渔业机

械与仪器研究所兼），张汉嘉（东海区渔政局兼，渔政管理），冯振南（东海区渔政局

兼，渔业行政执法程序），陈义镳（东海区渔政局兼，渔业行政应诉概论），吴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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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场学），遗传学（楼允东、张英培），乐美龙、黄硕琳（海洋法与渔业法规）。

５．主要实习内容

（１）渔业资源监测与调查４周；

（２）渔政管理与检查６周；

（３）船员“四小证”培训２周；

（４）军训２周；

（５）计算机应用实习１周；

（６）社会调查３周；

（７）毕业论文１３周。

本专业从１９５６年创办以来，至２０００年期间共招收２２届学生，共计毕业学生

５６５人。

�" %))"M%)""r�w��,��vw

１９９７年国家教委本着宽口径、厚基础，强调培养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本

科生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将农林院校设置的土壤和农业化学、农业环境保护、农业

气象、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等专业重建为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隶属于农、林科本

科专业中的环境生态类。上海市教委于２０００年批准学校开办农业资源与环境专

业，归属海洋学院。自２００１年秋季开始招收第一届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本科

生２５人，之后以４０—５０人为班级单位，连续招生７年。

农业院校的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设置和水产院校的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存

在较大的差异。水产院校是以水域生态为研究的中心，即以海洋或以淡水水域为

主。国家教委１９９８年对全国本科专业进行调整目标主要是本着宽口径、厚基础，

强调培养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特点，可以进行适当调

整。如南京林业大学，没有设置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而是设置为森林资源与环

境学院，现有林学、城市规划、环境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生物科学６个本科专

业。有生态与环境科学系、森林资源管理系等。充分发挥专业特色，整合学科研

究力量。

为此，学校设置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其定位主要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水生（海洋）

生物资源与水域环境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农业、渔业、海洋、

环保等部门从事水生（海洋）生物资源管理与利用，水域环境监测和保护、濒危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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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２００５年９月，学校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启

动了２００６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修订工作。学校通过调研分析中国海洋大学、浙江

海洋学院、宁波大学、黄海水产研究所等相关单位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并结

合学校实际情况，修订农业资源与环境本科专业培养计划。

在制定２００６版本专业培养计划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加大生物

类基本课程的开设，如遗传学，生物化学等生物资源类必修课程；二是加大生态类

课程的开设，资源与环境主要侧重研究的是水域及相关陆源的生态问题。为此增

设了多门生态学课程，如生态学，污染生态学，景观生态学，湿地生态与管理等；三

是明确水生生物资源和环境保护两个方向，引导同学们向比较有兴趣的领域靠

近。这样也有助于个性化人才的培养；四是增加了相关专业选修课程，可让学生

有更多的选择专业发展方向，保证人才培养的多样性；按照“面向基层与应用、加

强基础、拓宽专业面、强化实践、突出能力、注重创新，体现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

育”的方针，从终身教育的观念出发，专业培养方案充分体现了在大众化高等教育

阶段的本科层次教育是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根据学校总体专业建设规

划逐步予以实施要求，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１．师资队伍建设

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共引进生物资源背景相关博士学位的

教师３人，环境科学背景的博士学位专业教师３人，相关学科教师２人（环境遥

感），其中引进高级职称教师２人。在职攻读博士教师２人，教师参加在岗业务培

训近１５人次。

２．主要课程和任课教师

章守宇（海洋科学导论），刘洪生（气象学），李纲、陈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物

学实验），印春生（海洋化学），李阳东、李鸿莉（海洋地质学），焦俊鹏（海洋生态

学），魏永亮（海洋调查方法），李阳东（地理信息系统），杨红（水域环境监测与保

护、环境评价与规划），管卫兵（渔业资源生物学），陈彦（海洋底栖生物学），田思泉

（渔业海洋学），戴小杰（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许强华（保护生物学），高峰、沈蔚

（测量学），林军（数值计算方法与试验设计），李曰嵩（资源与环境概论、资源与环

境遥感概论），张健（海洋渔业技术概论），胡松、戴小杰（海洋科技英语），唐议（海

洋管理概论），管卫兵（河口生态学），林全铃（海域使用论证），许强华（专业认识实

习），焦俊鹏、管卫兵、朱江峰、李纲、陈彦、戴小杰（海洋生物资源调查实习），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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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潮间带及岛礁生物多样性调查实习）。

３．实验室建设

根据专业建设规划，重视学科基础建设，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学校投入实验室建

设经费共计８００多万元，建设海洋环境实验室、海洋遥感实验室、渔业资源专业实

验室和上海国际海洋生物资源中心等实验室。学校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投入４５

万元用于专业教学实验室建设，将学科与专业建设融为一体来建设。

４．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用于课程建设的专项经费为２０多万元，涉及课程包括水域

环境保护与监测、渔业资源与渔场学、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环境工程原理、水文

学、环境生物学等课程。

５．科研促教工作

海洋学院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共承担捕捞学重点学科建设３项（上海市教委第

四期重点学科及上海市第二期重点学科），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高新特色水平项

目２项，此项目中除用于科研基础建设外，还设立专项研究基金用于科学研究，农

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教师共承担专项项目６项。据不完全统计专业相关教师发表

各类论文达４５篇（其中ＳＣＩ源刊１２篇，ＥＩ源刊５篇，ＳＣＩ收录８篇）。相关教师

及时将相关研究成果补充进入课堂教学过程中，有力地促进了专业教学。

２００７年制订的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教学计划见“附：２００７年农业资源与环境

专业本科教学计划”。

附：

２００７年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本科教学计划

一、业务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水生（海洋）生物资源与水域环境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能在农业、渔业、海洋、环保等部门从事水生（海洋）生物资源管理与

利用，水域环境监测和保护、濒危水生（海洋）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教学、科研、管

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业务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水生（海洋）生物资源管理及利用、水域环境保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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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生物学、水生（海洋）生物资源调查

与规划、生态学、环境监测与评价、遥感技术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深刻把握湖泊、河

流、河口及海洋等水域生态系统特点，具有对这些水域的水生生物资源可持续利

用及相关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具备扎实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

２．掌握水生（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

３．掌握水生（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与利用、水域环境保护、生物保护等方面

的基本知识；

４．掌握水生（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水域环境监测及评价、资源与环境信息管

理等方面的方法和技术；

５．具备水生（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基本知识、了解相

关资源与环境的科学前沿及发展趋势；

６．熟悉水生（海洋）生物资源与水域环境管理与利用、水生生物资源与水域

环境保护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

７．掌握专业相关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科学研究和实际

工作能力；

８．有较强的调查研究与决策、组织与管理、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具有独立

获取知识、信息处理和创新的基本能力。

三、基本学制

四年制。

四、主干学科

生物学、环境科学、生态学、渔业资源。

五、主要课程

动物学、鱼类学、渔业资源生物学、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渔业管理学、土壤

学、水文学、渔业海洋学、资源与环境概论、水域监测与评价。

六、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社会调查、教学实习、渔业资源和环境调查实习、毕业论文。

七、毕业学分规定

学生毕业应取得１６４学分，其中：综合教育必修课４０学分，综合教育选修课１１

学分；学科教育必修课２７学分，学科教育选修８学分；专业教育必修课３６学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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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向选修课１２学分，相关专业选修课１０学分；集中安排实践性教学２０学分。

八、授予学位

农学学士。

九、教学计划表

表１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２００７级本科学分制指导性教学计划学科教育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

性质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讨

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备　注

学

科

教

学

课

程

必

修

选

修

１ １１０１４０３４ 高等数学Ｂ ８ １２８１２８ １—２ ４

２ ５２０４０１２
程序设计语

言Ｂ
３ ５４ ３６ １８ ２ ３

３ １５０１５０２ 基础化学 ５ ８０ ８０ ２ ６

４ １５０１５０４
基 础 化 学

实验
１ ２７ ２７ ２ ３

５ １１０２１０４ 线性代数Ｂ ２ ３２ ３２ ３ ２

６ １４０９９０２ 大学物理Ｂ ４ ６４ ６４ ３ ４

７ １４０９９０３
大 学 物 理

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３ ２

８ １１０６４０３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Ｂ
３ ４８ ４８ ４ ３

合　　计 ２７４６５３８８５９ １８

１ ２４０５００４
资源与环境

概论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３ ４

２ １５０３００２ 物理化学 ３ ５８ ４０ １８ ３ ６

３ １５０２００１ 有机化学 ２ ３２ ３２ ３ ６

４ １１０１４０７ 高等数学Ｔ ３ ４８ ４８ ３ ３

５ ４６０２００５ 工程制图 ２ ３２ ２０ １２ ４ ４

６ １８０４４０４ 生态学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２

７ ７４０５１０１
大 学 英 语

（５）
３ ４８ ４８ ５ ３

合　　计 １７２８２２４８３０ ４

学科教

育选修

课最低

应选修

８学分；

大学英

语（５）、

高等数

学Ｔ是

为已修

完大学

英 语

（１—４）

和高等

数学的

学生所

开设的

提高性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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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２００７级本科学分制

指导性教学计划专业教育课程设置一览表（１）

课

程

类

别

课程

性质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讨

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备　注

专

业

教

学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必

修

１ １７０６０３４ 水文学 ２ ３２ ２６ ６ ３ ２

２ １８０５７０４ 动物学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４ ６

３ １８０７１１６ 生物化学 ３ ５８ ４０ １８ ４ ６

４ １７０６０１４ 海洋学概论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４

５ １７０６００５ 海洋生态学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４

６ １７０１５０１ 气象学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２

７ ２４０９９６１ 渔业管理学 ３ ４８ ４０ ８ ４ ５

８ ２４０１０１７ 鱼类学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５ ３

９ ２４０１００６ 水生生物学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５ ３

１０ ２４０５０１２
渔业资源生

物学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５ ４

１１ １８０３１０２ 遗传学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５ ４

１２ １８０６１０６ 微生物学 ３ ４８ ３２ １６ ５ ４

１３ ６１０３０３５
水域环境保

护与监测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６ ４

１４ ２４０５００６
资源与环境

遥感概论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４

１５ ２１０５００１ 土壤学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４

合　　计 ３６５８６４７０１０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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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２００７级本科学分制

指导性教学计划专业教育课程设置一览表（２）

课

程

类

别

课程

性质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讨

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备　注

专

业

教

学

课

程

水生

（海

洋）

生物

资源

方向

环境

保护

方向

１ ２４０９９６６
渔业行政执

法程序
２ ３２ ３２ ５ ４

２ １７０６０１６ 渔业海洋学 ２ ３２ ３０ ２ ５ ４

３ ２４０９９１５
海洋渔业技

术学
３ ４８ ４８ ６ ６

４ １８０９９０４ 保护生物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４

５ ２４０５００２
渔业资源评

估与管理
３ ４８ ４０ ４ ４ ７ ６

合　　计 １２１９２１８２ ２ ４ ４ ２４

１ ６１０１００３ 环境化学 ３ ４８ ３６ １２ ５ ６

２ ６１０１００６ 环境毒理学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５ ４

３ ６１０３００９ 环境工程 ３ ３２ ３２ ６ ６

４ ８２０３００５
环境法与环

境管理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４

５ ６１０３０２５
环境评价与

规划
３ ４８ ４０ ８ ７ ６

合　　计 １３１９２１６４２０ ８

学生应

选定其

中的一

个专业

方向，并

在确定

的一个

方向中

最低选

修 １２

学分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１ ２４０９９２２ 渔业导论 ２ ３２ ３２ ３ ４

２ ２１０２００１ 农学概论 ２ ３２ ３２ ３ ４

３ ４２０９９０１ 测量学 ２ ３２ ２６ ６ ３ ３

４ １８０１１０２ 生物统计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４ ４

５ ８２０３００２ 海洋法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３

６ ２４０９９３０
水产动物育

种学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４

７ １５０２５０５ 仪器分析 ２ ３６ １８ １８ ４ ６

８ １８０５１０３
植物与植物

生理学
３ ４８ ３８ １０ ５ ６

本组课

程最低

应选修

１０学分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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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类

别

课程

性质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讨

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周

学

时

备　注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９ １７０６０１９ 湖沼学 ２ ３２ ３２ ５ ４

１０ ８２０３００５
环境法与环

境管理
２ ３２ ３２ ５ ４

１１ １７０６００３
海 洋 调 查

方法
２ ３２ ２０ １２ ６ ５

１２ １１０６７０４

数值计算方

法 与 试 验

设计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４

１３ ４２０３００１
地 理 信 息

系统
２ ３２ ２０ １２ ６ ２

１４ ２４０１５０４
水 产 增 养

殖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４

１５ １７０６０３５ 海洋化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４

１６ ２１０７００２
生 态 农 业

工程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２

１７ ６１０３０３８ 污染生态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４

１８ １８０４４０９ 景观生态学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４

１９ ６１０９９１０
湿地生态与

管理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２

２０ ２１０９９０１ 专业外语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４

２１ ７９０３００１
渔业资源经

济学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４

２２ １７０６００１
海岸带开发

与管理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２

２３ ７９０５９０１
农 业 经 济

管理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２

２４ ６１０１００９ 环境生物学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４

２５ １８０２１０３ 细胞生物学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４

２６ ４６０４００２
光镜与电镜

技术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５

合　　计 ５３８５２７９０４６ １６

８１２

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



表４　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２００７级本科学分制

指导性教学计划集中安排实践性教学环节一览表

序号 学期 课程代码 实践类型 实　践　名　称 周数 学分

１ ８４０９９０１

２ ８４０１７０１

３ ８４０９９１０

基础实践

读书活动 １

社会调查 ２

素质拓展活动 ４

４ 短２ ２１０９９０４

５ ６ ２１０９９０３

６ ６ ２４０９９８９

７ ７ ４２０２００３

专业实践

专业认识实习 ２周 １

资源监督管理实习 ２周 １

资源和环境调查实习 ４周 ２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实习 ２周 １

８ ８ ２１０９９０５ 综合实践 毕业论文 １６周 ８

合　　计 ２０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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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

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的前身是１９１２年创建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的制造

科。经过百年的演变和发展，逐步拓展其内涵和外延，前后曾数次更改专业名

称，至１９９８年，根据原国家教委制定的本科专业目录，由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覆盖。

!" \�5#$!"#"%M"#$%'

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创立当年，制造科开始招生。及至１９３２年日本在上海发

动“一·二八”事变，吴淞口炮台湾校舍被日寇炮击损毁，学校临时租用民房坚持

教学。１９３７年再次遭遇“八一三”淞沪抗战，校舍被夷为平地，部分师生辗转到四

川合川，在四川合川的国立第二中学设水产普通科，兼学制造。国立四川水产职

业学校成立后设置制造科。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兴岛复校，定名为上海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招收初中

毕业的五年制制造科。四川水产职业学校也相继迁至崇明，更名为江苏省立水产

职业学校，也设置制造科。后又迁至闵行办学，在崇明成立分部。１９４９年８月，

闵行校区并入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成为附设职业部。

１９５１年３月，中央教育部批准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更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

曾招收过一届高中毕业生三年制制造科学生。１９５２年８月，成立上海水产学院，

制造科成为水产加工本科专业。

（一）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期间（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１．专业名称

制造科。

２．培养目标

培养水产品加工制造的技术人才。主要从事水产品腌制、熏制、冷藏和罐头

０２２



食品的加工制造，也可从事企业管理、教学和科研工作。

３．学制与招生

学制四年。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招收高小毕业生（四年学制，含一年预科、三年本

科）；１９１４—１９３７年，招收高小毕业生（四年学制，含二年预科、二年本科）。

４．培养学生数

计有１９５名毕业学生。

５．课程设置

预科：实行不分科统一教学。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地理、无机化学、水产动

植物、水产通论、国画、体操等，每周３６学时。数、理、化课程大都采用英语原版

教材。

本科：分析化学、水产制造论（包括盐藏、罐头制品、干制、化学制品、制盐）、细

菌大意。还有法制、经济、海洋学、气象学、簿记、应用机械等课程。

６．教学管理和师资队伍

预科首届主任：秦沅，继任者依次为黄守恒、李东芗、王喻甫、焦才贤。

制造科首届主任：曹文渊，继任者依次为陈廷煦、陈同白、张元第、罗聘卿、徐

定一。

预科先后有５５名任课教师。一部分由本校职员兼任，一部分从交通大学、商

船学校等兄弟学校或社会聘任兼课，其中包括丁文红、曹惠郡等学术界名流以及

国外留学造诣较深的教师。专业课教师先后有姚盳平、翁斯砲等２１人。

７．教学、实验设施

配备有教学实验室、实习室、化学分析室、生物实验室、罐头制造工场等教学、

实验用房，可以进行鱼类解剖、细菌培养、显微镜观察等教学活动。

８．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主要内容：（１）盐藏加工；（２）干制品加工；（３）罐头制品制造；（４）瓶

装食品实习；（５）综合利用实习；（６）制盐；（７）贝类加工；（８）制造工场管理等。

校外实习主要在渔区的渔汛加工季节进行，还与上海泰康食品公司每年签订

协议，进行罐头实习等。

制造科利用意大利都灵万国博览会部分展品作为实习设施，１９１５年还添置

了罐头机械设备和电动机，１９１９年又添置了冷藏机和贝壳加工机械等。

学校师生实习生产的各类罐头制品，因为质量良好，曾在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２１年

举办的南京中等学校教学成果展览会上获一等奖。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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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期间（１９３７—１９４６）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停办。部分师生辗转至四川

合川。

１９３９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在四川合川国立第二中学设立水产部，招收水

产普通科学生，既学制造又学水产养殖。经黄炎培支持与努力，１９４３年该校水产

部独立，成立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设置三年制制造科。１９４４届、１９４５届制造

科毕业生分别有３３人、６０人。

（三）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和上海水产专科学校期间（１９４６—１９５２）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于１９４７年获准在上海复兴岛复校，设

置五年制专科性质的制造科。在此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四川水产职业学校

迁至崇明，定名为江苏省立水产职业学校，仍设三年制中专制造科。此后因崇明

办学条件受限，学校部分师生于１９４９年１月迁至上海闵行，一部分作为分部留在

崇明。

上海解放后，１９４９年８月经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江苏省立水产职业

学校闵行部分，并入上海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成立职业部，续办三年制中专性质

的制造科。崇明分部于１９５１年迁至山东省烟台，成立烟台水产学校。１９５１年３

月１０日，中央教育部批准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更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设招收一

届高中毕业生的三年制制造科。

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和上海水产专科学校期间制造科分３种类型：

１．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期间

（１）培养目标：培养从事水产品腌制、干制、熏制、冷冻冷藏和罐头食品等的

制造加工的技术人才，也可从事企业管理、教学和科研工作。

（２）学制与招生：学制五年。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招收初中毕业生入学，专科性质。

（３）课程设置：政治学、国文、外国语、数学、物理学、机械学、无机化学、有机

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水产化学、营养学、生物学、细菌学、水产通论、水产制

造、冷冻学、水产资源、水产行政、法规、企业管理等。

（４）教学机构：制造科主任王刚。

（５）主要任课教师：李东芗、王贻观、陈谋琅（水产通论），潘宗岳（机械制图、

机械学、热机学），雷兴翰（有机化学），周复?（英文），华汝成（水产植物学），刘治

亭（俄文），欧天健（日文），刘景琦（国文），张丹如（数学），俞之江（物理学），黄金陵

（化学），陆桂（水产动物学），王士（定性分析），翁斯砲（冷冻学），蔡无忌（水产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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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学），陈子元（定量分析），王刚（鱼贝加工），张楚青（鱼油），华东化工学院教师陶

延桥兼课（皮革制作），华东化工学院教师蒋钟祺兼课（鱼革制作）。

（６）主要实习内容和单位：主要实习内容有盐藏、干制、罐头实习、冷冻冷藏、

鱼肝油制造、鱼粉加工、皮革等。

实习单位有上海益民二厂、上海水产公司冷冻厂和鱼肝油厂、山东水产供销

公司、舟山水产供销公司。

２．上海水产专科学校期间

（１）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与五年制制造科相似。任课教师，增加纪家

笙、冯志哲、黄志斌等。

（２）学制与招生：学制三年。在１９５１年招收高中毕业生，专科性质。

３．上海水产专科学校附设水产技术学校期间

水产技术学校设置三年制中专性质的制造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入学。

该校是由江苏省立水产职业学校（闵行校区）并入吴淞水产专科学校的职业

部，以及浙江省乍浦国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并入共同组成。课程

设置和任课教师与专科相似，但教学内容以实用为主，学时数较少。附设水产技

术学校有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３届毕业生，共计１５５人。

%" HI014JL}!"#$%M"#&"'

（一）成立水产加工专业

１９５２年８月，教育部批准上海水产专科学校升格为上海水产学院，水产加工

系下设水产加工本科专业。原五年制制造科二年级学生２１人，转入水产加工专

业本科一年级，与当年全国统一考试招收的高中毕业生及部分调干生计３０人，构

成该专业第一批学生共计５１人。１９５３年又从河北水产专科学校和暨南大学水

产加工专业二年级学生转进７人，学生总数达５８人，至１９５６年有５５名毕业

学生。

１９５２—１９７１年，专业名称屡有变更：１９５２—１９５６年为水产加工专业，１９５６—

１９７０年更名为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

１．培养目标

完成水产品加工工艺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以化学、化工和必需的数理基

本理论知识；掌握以水产食品加工为主的加工工艺的理论和技能；具有水产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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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机械设备的使用、维修基本知识；能熟练阅读一国外文专业书刊；毕业后经过一

定实际工作锻炼，能独立负担起水产品加工的工艺设计、生产管理、技术指导和科

学研究工作。

２．学制与招生状况

水产加工专业（四年制）：１９５６—１９５９年４届学生，共计１５６人。

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四年制）：１９６０年１届学生，计９１人。

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五年制）：１９６２—１９７０年７届学生，共计２９１人（其中

１９５８级的生源，是１９６０年由暨南大学已完成两年学业的１个班级建制调入构

成）。在此期间曾招收４名越南留学生，于１９６２年毕业。

１９６０年还举办了水产加工专业师资进修班（一年制），学员２３人。

３．主干学科

化学、微生物学、水产品工艺学。

４．教学管理机构

水产加工教研室主任王刚（１９５２—１９５６）。

５．主要专业相关课程

生物化学、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微生物学、热工学、电工学、机械原理与机械

零件、水产品检验分析、水产品加工机械、水产品加工企业组织与计划、热工学、冷

冻技术、鱼粉鱼油、水产加工机械与设备、厂房建筑与卫生设备、企业生产组织与

计划等。

６．主要任课教师

王季襄、魏鹤声、姚果琴（无机化学），黄金陵、俞鲁礼、黄丽珍（有机化学），金

有坤、郑元维、吴淑英、董其（分析化学），骆肇荛、季家驹、毛玉英（生物化学），达

式奎、严伯奋、童瑞璜、周华云（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宋德芳、许为群（微生物

学），陆成爻、陈坚（热工学），顾景、陈钦（电工学），陆豫根、蔡文霞（机械原理与

机械零件），洪本芝、尹文娟（水产品检验与分析），骆肇荛、纪家笙（水产品加工工

艺学），黄志斌（鱼粉鱼油），冯志哲、张伟民、王锡珩（冷冻技术），徐文达、孙世昌

（水产加工机械与设备），俞之江（厂房建筑与卫生设备），曹少璞、谢敏珠（企业生

产组织与计划）。

７．师资构成

１９５２年：教授王刚、翁斯砲、戴岂心，副教授骆肇荛，讲师黄金陵、王士、潘

家秀、肖福霈、宋镇圻，助教纪家笙、冯志哲、黄志斌、李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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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助教季家驹。

１９５４年：助教程郁周。

１９５６年：讲师金有坤、王季襄，助教徐世琼、孙世昌、尹文娟、夏凤仪、洪本芝、

徐毓芬、徐玉成、苏人达、周中彦、严伯奋、魏鹤声、郑元维、吴淑英。

１９５７年：助教陈坚、李雅飞、裴国奎（注：“”号者为从海洋渔业系调入）。

１９５８年：讲师达式奎、助教童瑞璜。

１９５９年：助教季恩溢、杨运华、王锡珩、张伟民、张洪武、李金全。

１９６０年：助教郭大钧、毛玉英、李松寿、俞鲁礼、陆志平、费镛、石树奋。

１９６２年：助教侯英凯、周华云。

１９６３年：助教董其、黄丽珍。

８．教材建设

骆肇荛、纪家笙等编《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全国水产院校通用教材，１９６１年

由农业出版社出版；黄志斌主编，吴汉民副主编，闽菊初、顾学文、季恩溢参编《水

产品综合利用工艺学》，全国水产院校通用教材，１９６１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孙世

昌主编《水产品加工机械与设备》，１９６１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９．实验室与教学设施

（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水产加工专业除有关化学实验室外，几乎无专业实验

室。学生主要从事咸鱼腌制、利用玻璃杯明火加热的杀菌锅做玻璃瓶罐头等实

习。在河北水产专科学校并入学校时，带来一套半自动马口铁空罐制造设备，学

生可从事空罐制造试验。１９５８年罐头专业成立后，利用轻工业部核拨经费陆续

配置小型电加热杀菌锅和半自动封罐机等实验设备，装备水产品加工专业和罐头

专业学生教学实习。

（２）１９５４年，在军工路校区建立鱼皮制革工场，也可为学生提供生产实习

场所。

１０．专业设置的变化

应商业部和轻工业部的要求，于１９５８年设置冷冻工艺专业和罐头食品工艺

专业，将当年招收的水产品加工专业的新生一分为二，分别划归新成立的冷冻工

艺专业和罐头食品工艺专业，两个专业自１９５９年开始，正式以独立专业建制分别

招生。

１９６０年，国家把暨南大学水产加工工艺专业已完成两年学业的一个班级建

制调入上海水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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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特殊历史时期

１９６６—１９７１年期间，属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全国所有学校停课、停止招

生，在校学生于１９７０年全部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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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上海水产学院迁至福建厦门，更名为厦门水产学院。次年设置三年

制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采用全国乡、区、县推荐的方式，选拔“工农兵”学员入学。

１．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１）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水产品加工工艺技术人

才。具有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基本的生产技术管理能力；了解

与本专业有关的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及初步的分析和解决水

产品加工技术问题的能力；获得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学习一种外语，能阅读专业

书刊。

（２）学制与招生：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招收两届三年制“工农兵”学员５７人。此

外，１９７９年曾招收二年制进修班计２０人。

（３）课程设置：除公共共同课外，尚有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工程力学、机械

原理与零件、实用电器与仪表、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食品微

生物学、水产品分析检验、水产品加工机械与设备、水产食品工艺学、水产冷冻冷

藏学、水产品综合利用工艺学、罐藏食品工艺学、化工原理等。

（４）教学机构：水产品加工工艺教研组主任季恩溢。

（５）主要任课教师：骆肇荛、黄志斌、季恩溢、石树奋、陆志平、郭大钧、王士

、徐文达、孙世昌、夏风仪、许瑞芬、侯英凯、陈木荣。

（６）生产实习与毕业设计：新建建筑面积８３９平方米的水产品加工厂１座，

为学生进行生产实习和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创造条件。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毕业设计，参与水产品加工工艺、加工机械等项目设

计，不设答辩环节。

２．恢复招收本科学生期间（１９７７—１９７９）

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时，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在厦门招收１９８１和１９８２两

届本科学生１３７人。这些学生随学校迁至上海继续学习直至毕业。１９８０年因上

海校舍整修，用房困难，该专业未招生。１９８１年起恢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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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水产学院迁返回上海后，原从上海搬往厦门的实验室设备和实验实习工

厂设施基本上留在厦门。显然，在上海重新创业的任务相当艰巨。

（一）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

１．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水产品保鲜、腌制、干制、熏制以及鱼糜制品加工工艺的人才和从事

企业管理和科研工作的人才。

２．学制与招生

学制四年。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共招生５届本科学生，计１９７人。

３．课程设置

高等数学、物理学、物理实验、机械制图、工程力学、机械原理与零件、电工学、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电子计算机算法语言、水产经济动植

物、食品微生物学、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食品工程原理、水产加工机械与设备、制

冷技术与装置、水产品分析与检验、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学、水产品综合利用工艺

学、企业管理等。

４．教学机构

教研组主任季恩溢。

５．主要任课教师

骆肇荛、黄金陵、黄志斌、达式奎、郑元维、尹文娟、洪本芝、严伯奋、魏鹤声、童

瑞璜、季恩溢、郭大钧、石树奋、陆志平、侯英凯、陈文伟、冯媛等。

６．实验室与教学设施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学校利用两期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和国内配套，引进

一批实验仪器设备，并建造了食品工程实验大楼。

当时引进的各类教学科研急需的精密器有气相色谱仪、高压液相色谱仪、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各种电极测试设备。系列鱼类、肉类实验性加工设备（真空擂

溃机、搅拌机、鱼肉精滤机、鱼肉采取机、全自动高温热水杀菌试验设备、灌肠机、

斩拌机）等。建立了水产品加工专业实验室、罐头专业实验室、小型实验冷库及全

夹套式热平衡实验室，为水产品加工及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创造了基本条

件，有力地提高教学和学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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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设二年制专科专业

为满足社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学校在１９８４年增设食品工艺专科专业，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两年招生计５４人；增设二年制食品检验专科专业，１９８４—１９８５两年

招生计６１人；１９８５年还在上海水产学院的夜大学招收三年制食品工艺专业学生

３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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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经农牧渔业部批准，学校更名为上海水产大学。

１９８６年国家教委为拓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的专业面，将水产品加工工艺专

业更名为农（畜、水）产品贮藏与加工专业。

（一）农（畜、水）产品贮藏与加工专业

１．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从事农、

畜、水产品加工、贮藏与综合利用的高级工程人才。要求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辩证思维能力，

具有良好的学风和开拓创新精神；掌握化学和工程技术知识，能从事农、畜、水产

品加工、贮藏与综合利用生产工艺以及设备选用改进、配套设计、产品、质量管理、

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和研究工作。

学生应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１）微生物学、食品化学、食品工程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

（２）农、畜、水产品贮藏、加工和综合利用的生产工艺设计；

（３）加工、贮藏设施的选用改进和配套设计；

（４）农、畜、水产品保鲜及加工品质量管理技术；

（５）能够运用１门外国语，较顺利阅读本专业外文书刊。

２．学科属性

工学。

３．学制与招生

学制四年。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招生６届，共计１６５人。

４．主干学科

生物化学、微生物学、水产品加工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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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课程设置

共设６２门课程，计１９０学分，规定４年内最低应修满１６５学分方可毕业。

其中：

必修课３９门（含实践性教学环节），计１３２学分（包括公共课程６６０学时，

３１．５学分）；

基础课程８１０学时，４１学分；

技术基础课程５２０学时，２４学分；

专业课程２６０学时，１５．５学分；

限定选修课１３门，计７９０学时，４３学分，最低应获得１８学分；

任意选修课９门，计２４学分，最低应取得１５学分（在任意选修课中，外系、外

专业开设的课程全部计入在内）。

实践性教学环节２４周，２０学分（其中，金工实习：２周，计２学分；生产实习：４

周，计４学分；毕业实习：４周，计４学分；毕业设计（论文）：１４周，计１０学分）。

６．专业相关主要课程

生物化学（５学分）、物理化学（３．５学分）、食品分析实验（２．５学分）、食品工

程原理（５学分）、食品营养（３．５学分）、食品冷冻工艺学（３学分）、食品包装（２学

分）、水产品加工工艺学（３学分）、畜产品加工工艺学（３学分）、水产品综合利用工

艺学（３学分）、食品罐藏工艺学（４学分）。

７．教学机构

教研室主任季恩溢。

８．主要任课教师

黄志斌、季恩溢（水产品综合利用工艺学），郭大钧（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学），尹

文娟、翁聪颖、郭大钧、裘婧（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冯媛（微生物学）。

９．教材建设

徐文达主编《水产品加工机械与设备》，１９９６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黄志

斌主编《鱼贝类综合利用工艺学》，１９９６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王锡昌、汪之

和主编《鱼糜制品加工技术》，１９９７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汪之和主编《水

产品加工与利用》，２００３年由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陶颖萍、王锡昌主编《食

品营养与健康》，２００５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陈舜胜主编《水产食品安全

性》，２００５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刘承初主编《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

２００６年由中国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甘建红、周培根主编《海洋天然物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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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宁喜斌副主编《食品微生物学》，２００６年由中国轻

工业出版社出版；钟耀广副主编《食品化学》，２００７年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王

朝瑾主编《水产生物流通与贮藏加工技术》，２００７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１０．实验室与教学设备

利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引进一批仪器设备，建成食品工程大楼，从

此建立有关专业实验室及实习工场。

１１．研究生招生

１９８９年，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获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招生和学位授

予权。

１２．其他

１９９８年，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被评为农业部重点学科。

１９９３年２月，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在学校举办亚太地区渔业工艺与质量

控制训练班，水产食品加工工艺专业教师郭大钧受聘为训练班讲课。

（二）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国家教委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再次调整高等学校各类本科专业目录，决定由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覆盖农（畜、水）产品贮藏与加工专业，并于１９９８年秋开始招生。

将冷冻冷藏工程专业的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及教师编制划入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

１．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化学、微生物学、食品工程和食品技术知识，能在食品领域内

从事食品生产技术管理、品质控制、产品开发、科学研究、工程设计等方面工作的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业务要求：主要学习化学、微生物学和食品工程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

到食品生产技术管理、食品工程设计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食品保

藏、加工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基本能力。

２．专业门类

工学，轻工纺织食品类。

３．学制

学制四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毕业学生５０６人。

４．主干学科

化学、微生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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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主要课程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应用基础，程序设计语言，大学物理，机械制

图，机械制造基础，基础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食品化学，微生物学，食

品工程原理，食品分析与检验，食品营养学，食品加工工艺学（含水产、农产、畜产）。

６．教材建设

周冬香副主编《现代仪器分析》，２０１０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王晓辉参编

《生物技术概论》，２０１０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丁卓平主编《动物源食品兽药残

留分析》，２００９年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蒋云霞主编，李燕、王晓辉参编《生物化学

学习指导》，２００９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刘承初副主编《食品营养学》，２００９年由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刘承初参编《食品科学专业英语》，２００９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刘承初主编《水产品加工学》，２００９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杨福馨主编

《食品包装实用材料新技术》，２００９年由化工工业出版社出版；周颖越参编《食品工

程原理》，２００９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陈舜胜副主编《食品感官评定》，２０１０年由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钟耀广主编《食品安全学（第二版）》，２０１０年由化学工业出版

社出版；刘承初副主编《食品营养学》，２０１１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７．主要实验实践教学

社会实践、课外读书活动、素质拓展活动、实践与创新、公共课程实验、专业基

础课程实验、专业课程实验、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

８．研究生招生

２０００年，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获食品科学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招生和学位

授予权资格。

９．专业的继续拓展

为适应学科发展要求，沿着食品学科方向又逐渐适时派生出一些社会所需要

的专业：２００１年设立生物技术（海洋生物制药方向）本科专业；２００４年设立食品质

量与安全本科专业；２００７年设立包装工程本科专业。

�" HIISQ4L}!%))(��'

２００８年，学设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并由军工路、学海路两校区迁至浦东新

区沪城环路校区。２００９年，根据社会需求，又新增设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物流

工程方向）专业。次年，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学计划又做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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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学分分配

学分分配见下表。

学分分配

项目
准予

毕业

综合教学模块 学科教学模块 专业教学模块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方向

选修

相关

选修

实践

实训

最低应

修学分
１６９．５ ４５ ９ ３５．５ ９ ３２ １２ １１ １６

　　２．选课及短学期教学安排

专业方向设置和方向性选课是根据专业教学模块中，专业方向限选课按食品

工程方向、食品科学方向和食品生物技术３个方向分别设置，学生可选择其中某

一个方向；专业方向分预选和正选，预选后专业方向人数如果少于１０人，则关闭

该专业方向课程，学生应选择其他专业方向。

学生应严格按照培养计划表设定的开课学期选课，“短学期１”是安排名师导

航、军事理论与训练等；“短学期２”是安排机械制造基础课程设计；“短学期３”是

安排食品工程原理课程设计。

有关２０１０级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计划见附录。

附：

２０１０级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计划

１．综合教学模块

项　目

必　　　　修 选　　　　修

思想政治

理论课

大学

英语

计算

机

军体

类

素质与基础

技能教育

人文与社会

科学选修课

自然与技术

科学选修课

名师导航

系列讲座

最低应

修学分
１２ １６ ３ ６ ８ ６ ２ １

合　计 ４５ ９

　　注：其中最低应修５４学分，其中必修４５学分、选修９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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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科教学模块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分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必

修

高等数学Ｂ ８ １２８１２８ １—２

程序设计语言Ｂ ３ ６４ ３２ ３２ ２

基础化学 ５ ８０ ８０ ２

基础化学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２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Ｂ
３ ４８ ４８ ３

高等数学、线性

代数

线性代数Ｂ ２ ３２ ３２ ３

大学物理Ｂ ４ ６４ ６４ ３ 高等数学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３

有机化学 ３ ４８ ４８ ３ 基础化学

有机化学实验 １ ２４ ２４ ３ 基础化学

机械制图与计算机

绘图
３．５ ６４ ４８ １６ ３

文献检索和利用 １ １６ １６ ４

合　　计 ３５．５６３２４９６８８ ４８

选

修

物理化学 ４ ７２ ４８ ２４ ３ 基础化学

公共关系学 ２ ３２ ３２ ３

食品科学导论

（双语）
１．５ ２４ ２４ ４

普通生物学 ２ ３２ ３２ ４

数据库基础及应用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４

海洋天然物质化学 １．５ ２４ ２４ ５
基础化学、有机

化学

水产资源利用学 ２ ３２ ３２ ５ 生物化学

高等数学Ｔ ３ ４８ ４８ ６

１８ ２９６２６４２４ ８

最低应

修９学

分

　　注：最低应修４４．５学分，其中必修３５．５学分、选修９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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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业教育模块

按食品工程、食品科学和食品生物技术３个方向分别设置。本模块最低应修

７１学分，其中专业必修３２学分、专业方向限选１２学分、相关专业选修１１学分、实

践实训必修１６学分。

食品工程方向专业教学模块课程设置情况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分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专

业

必

修

食品工程原理 ３ ４８ ４８ ４ 高等数学

机械制造基础 ２ ３２ ３２ ４

生物化学（１） ３ ４８ ４８ ４
仪器分析、有机

化学

生物化学实验（１） １ ２４ ２４ ４
仪器分析、有机

化学

仪器分析 ３ ６０ ３２ ２８ ４ 基础化学

食品实验设计与

统计
２ ３２ ３２ ４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食品工程原理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５ 高等数学

食品化学（双语） ３ ５６ ４０ １６ ５
有机化学、生物

化学

食品微生物 ３ ４８ ４８ ５ 生物化学

食品微生物实验 １ １８ １８ ５ 生物化学

食品营养学 ２ ３２ ３２ ５ 有机化学

食品冷冻工艺学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６
食品化学、食品

微生物学

食品加工学（１） ２ ３２ ３２ ６
食品化学、食品

微生物学

食品分析 ３ ４８ ２８ ２０ ６
基础化学、生物

化学

合　　计 ３２ ５５８４１６１３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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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分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专

业

方

向

限

选

水产化学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６ 食品化学

食品杀菌工程学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６ 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生产系统论 ２ ３２ ３２ ６ 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机械与设备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７ 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加工学（２） ２ ３２ ３０ ２ ７ 食品加工学（１）

食品新产品开发 ２ ３２ ３０ ２ ７
食品化学

食品加工学（１）

合　　计 １２ １９２１７６ １６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食品胶体 １．５ ２４ ２４ ５ 基础化学

食品标识 １．５ ２４ ２４ ５ 有机化学

食品产业体系概论 １．５ ２４ ２４ ５

制冷技术 １ １６ １２ ４ ５

化工设计 １．５ ２４ ２４ ６

食品安全学 １．５ ２４ ２４ ６ 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添加剂 １．５ ２４ ２４ ６ 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工程测试 ２ ３２ １６ １６ ６
有机化学、食品

化学

食品标准与法规 ２ ３２ ３２ ６ 食品工程原理

专业外语 ２ ３２ ３２ ７

样品前处理及制备

技术
１ １６ １６ ７

食品加工学（１）

大学英语

益生菌 １ １６ １６ ７
普通化学、有机

化学

食品包装学 ２ ２６ ２６ ６ ７ 食品微生物

食品工厂设计 ２ ３２ ３２ ７

食品加工学（１）

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机械与设备

合　　计 ２２ ３５２３２６１０ １６

最低应

修学分

１１分，

其中带

号为

限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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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分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实

训

实

践

认识实习 １ ２周 ４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

设计
２ ２周 短２

生产实习（食品综

合试验）
１ ２周 ６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

设计
２ ２周 短３

毕业论文 １０ ２０周 ８

合　　计 １６ ２８周

　　 食品科学方向专业教学模块课程设置情况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分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必

修

食品工程原理 ３ ４８ ４８ ４ 高等数学

机械制造基础 ２ ３２ ３２ ４

生物化学（１） ３ ４８ ４８ ４
仪器分析、有机

化学

生物化学实验（１） １ ２４ ２４ ４
仪器分析、有机

化学

仪器分析 ３ ６０ ３２ ２８ ４ 基础化学

食品试验设计与

统计
２ ３２ ３２ ４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食品工程原理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５ 高等数学

食品化学（双语） ３ ５６ ４０ １６ ５
有机化学、生物

化学

食品微生物 ３ ４８ ４８ ５ 生物化学

食品微生物实验 １ １８ １８ ５ 生物化学

食品营养学 ２ ３２ ３２ ５ 有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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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分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必

修

食品冷冻工艺学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６
食品化学

食品微生物

食品加工学（１） ２ ３２ ３２ ６
食品化学

食品微生物

食品分析 ３ ４８ ２８ ２０ ６
基础化学、生物

化学

合　　计 ３２ ５５８４１６１３８ ４

专

业

方

向

限

选

功能性食品 ２ ３２ ２６ ６ ６ ６ 生物化学

食品原料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食品化学

食品感官评定 ２ ３２ ２６ ６ 食品化学

食品质量控制学 ２ ３２ ３２ ７

现代生物检测技术 ２ ３２ ３２ ７ 生物化学

食品加工学（２） ２ ３２ ３０ ２ ７ 食品加工学（１）

合　　计 １２ １９２１７８ ６ ８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食品胶体 １．５ ２４ ２４ ５
基础化学、有机

化学

食品标识 １．５ ２４ ２４ ５

食品产业体系概论 １．５ ２４ ２４ ５

制冷技术 １ １６ １２ ４ ５

化工设计 １．５ ２４ ２４ ６ 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安全学 １．５ ２４ ２４ ６ 食品微生物

食品添加剂 １．５ ２４ ２４ ６
有机化学、食品

化学

食品工程测试 ２ ３２ １６ １６ ６ 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标准与法规 ２ ３２ ３２ ６

专业外语 ２ ３２ ３２ ７
食品加工学（１）

大学英语

样品前处理及制备

技术
１ １６ １６ ７

普通化学、有机

化学

最低应

选 修

１１ 学

分，其

中带
为 限

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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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分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益生菌 １ １６ １６ ７ 食品微生物

食品包装学 ２ ３２ ２６ ６ ７

食品工厂设计 ２ ３２ ３２ ７

食品加工学（１）

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机械与设备

合　　计 ２２ ３５２３２６１０ １６

实

践

实

训

认识实习 １ ２周 ４

机械制造基础课程

设计
２ ２周 短２

生产实习（食品综

合试验）
１ ２周 ６

食品工程原理设计 ２ ２周 短３

毕业论文 １０ ２０周 ８

合　　计 １６ ２８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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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冷冻冷藏工程专业

!" #$

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建校初设置的制造科，即开设水产品冷藏技术课程。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解决好农、副食品生产淡旺季节

与食品的生产、流通和营销常年运行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食品原料及其制成

品的保藏环节。在诸多食品保藏方法中，冷冻冷藏是应用最广泛、费效比最高

的保藏方法之一。发展食品冷冻冷藏产业及相应的教育事业，就成为彼时的当

务之急。

为培养新中国的制冷科学技术人才，国家城市建设部（商业部前身）在１９５８

年与学校商定设置冷冻工艺本科专业，并将当年招收的水产品加工本科专业新生

的半数，划入新成立的冷冻工艺专业，成为我国启动培养的第一代食品冷冻冷藏

本科专业的专门人才。次年，按冷冻工艺专业招生。１９６０年，在学校成立的夜大

学中，也设置制冷设备与制冷专业。

在该专业建立５０余年间，教育部曾多次修订全国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本专

业也经历多次易名：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定名为冷冻工艺专业；１９６４—１９７１年定名为制

冷与冷藏工艺专业；１９７２—１９８５年定名为制冷工艺专业；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定名为制

冷与冷藏技术专业；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定名为冷冻冷藏工程专业；１９９８年国家教委颁

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中，被归入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 HI014JL}!"#$(M"#&"'

１．专业名称

先后定名为冷冻工艺专业（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和制冷与冷藏工艺专业（１９６４—

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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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工学基础理论和食品冷冻冷藏理论知识，掌握制冷装置的设

计、安装和维护管理的技能；能独立进行制冷装置和食品冷冻冷藏新技术、新工艺

的科学研究；可以胜任食品冷藏企业技术管理、设计院所制冷工程设计、相关学校

或研究机构教学及研究工作的高级制冷技术专门人才。

３．专业属性

工学。

４．学制及招生

学制五年。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共招生８届，计２２３人；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年，招收越南

留学生３届，计３人。

５．主干学科

制冷装置、食品冷冻冷藏。

６．主要课程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与零件、电工与工业电

子学、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水力学与泵、制冷技术、制冷原理与设备、制冷装置与

冷库设计、食品冷藏工艺学、通风与空气调节基础、工厂给排水、厂房建筑等。

７．教学机构

制冷教研组历任主任翁斯鉴，副主任冯志哲、徐世琼。

８．主要任课教师

翁斯鉴、徐世琼、李松寿、朱富强（制冷原理与设备），冯志哲、张伟民、葛茂泉、

沈月新（食品冷藏工艺学），王锡珩（制冷装置与冷库设计），冯志哲、张伟民、沈月

新（制冷技术），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林泽柱兼（冷库建筑讲座），上海市第二商业局

林修钺兼（冷库制冷工艺讲座），同济大学暖通教研室陈沛霖兼（通风与空气调节

基础），陈坚、倪叶新（工程热力学），陈坚（传热学），俞之江（厂房建筑），胡鹤永（水

力学与泵），徐志言（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徐圣通（理论力学），陆豫根（机械原理

与零件），吴友益、陈钦（电工学），顾景（工业电子学），陈道惠（材料力学）等。

９．教材编写与选用

专业设置初期的制冷专业课程，一般是由主讲教师在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所

用教材的基础上自编讲义。翁斯鉴主编《制冷技术》，１９６０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冯志哲、张伟民主编《水产品冷藏工艺学》，１９６１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王锡珩自

编《制冷装置与冷库设计》讲义，１９６２年；林修钺（上海市第二商业局）自编《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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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工艺》讲义，１９６２年；林泽柱（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工程师）自编《冷库建筑》讲

义，１９６２年；陈沛霖（同济大学）自编《通风与空气调节基础》讲义，１９６２年。

１０．实验室与教学设施

（１）在１９５８年建立专业初期，利用商业部下拨的２３０吨／次冷库标准设计成

套设备，建成供师生进行教学实验和生产实习用的制冷装置实验室，包括制冷机

房、冷库和制冰装置等，基本满足师生科学研究与教学实验、生产实习的需要，并

向社会提供服务。

（２）利用社会无偿调拨的大型低温冷藏箱，经大修建成，供师生进行科学实

验研究。

（３）１９６４年建成９９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冷冻机房控制室，设置各类仪器仪表，

与制冷装置实验室制冷系统联机进行检测和实验研究。

１１．校外实习基地

（１）上海市实习基地。

水产系统：上海水产冷冻总厂及其各分厂、上海鱼品厂冷冻车间、上海水产装

卸站、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冷冻渔船、上海江浦路冷冻厂。

商业系统：上海沪南冷库、上海禽蛋公司下属各冷库。

外贸系统：上海外贸冷冻三厂。

制冷机械制造厂：上海第一冷冻机制造厂、上海冷气机厂、上海制冷设备厂。

铁路系统：铁道部上海江湾机修保养段。

（２）外地实习基地。主要有南京肉类联合加工厂、杭州肉类联合加工厂、武

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烟台冷冻机厂、大连冷冻机厂等。

１２．社会服务

通过接纳兄弟院校教师进修，以及为企业培训技术人员，对外进行技术指导

等方式为社会服务。曾先后接纳大连水产学院、湛江水产学院、黑龙江商学院、东

北农学院等兄弟院校教师进修；为上海市第二商业局的食品公司、禽蛋公司、蔬菜

公司的设计室和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下属生产企业，培训一批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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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水产学院期间，可按学制划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招收“工农

兵”学员，学制三年，颁发厦门水产学院毕业证书；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恢复全国统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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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招收本科生阶段，学制四年。这３届学生在１９７９年复校后随迁返沪，颁发上海

水产学院毕业证书。

１．专业名称

制冷工艺。

２．专业属性

工学。

３．学制及招生

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学制三年，专科。共招“工农兵”学员５届，计１９８人；１９７７—

１９７９年，学制四年，本科。共招收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届３届学生，计１６３人。

４．主干学科

制冷机器与设备、冷库制冷装置设计、食品冷藏工艺学。

５．主要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与零件、电工学、工业电子学、工程热力学、

传热学、水力学与泵、制冷原理与设备、制冷装置与冷库设计、食品冷藏工艺学、

通风与空气调节基础、船舶制冷与空气调节、制冷装置自动化、冷库建筑、工厂

给排水。

６．教学机构

历任制冷教研组主任、副主任：冯志哲、徐世琼、王锡珩。

７．主要任课教师

冯志哲、张伟民、沈月新（食品冷藏工艺学），徐世琼、李松寿、朱富强（制冷原

理与设备），王锡珩（船舶制冷与空气调节），葛茂泉、陈邓曼（制冷装置与冷库设

计），潘起元、刘文博（冷库建筑），陈忠忍（制冷装置自动化），吴松柏、陈存林（冷库

给排水），陈坚、林锦荣（工程热力学），陈坚（传热学）。

８．教材建设

专业教材多为自编讲义，由学校印发。主要有：１９７４年葛茂泉自编《冷库设

计（总论）》，陈邓曼自编《冷库设计安装施工》，１９７５年王锡珩自编《船舶制冷与空

调装置》，冯志哲主编，张伟民、沈月新参编《食品冷藏工艺学》，陈忠忍自编《冷藏

库的电气设备》，潘起元自编《食品冷库建筑设计》，１９７６年叶尉南（商业部设计

院）自编《冷库设计技术讲座》讲义等。

９．实验室建设

１９７２年６月，由王锡珩、葛茂泉、韦义辉、潘起元、周以俭等完成教学实验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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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初步设计并呈送报批。同年，获福建省基建计划处核准建设计划。在上海第九

设计院等单位协助下，由制冷和力学教师完成扩大初步设计；在华东工业建筑研

究设计院支持下，完成施工图设计，按计划开工建设，如期建成投入使用。３７３４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主库，分３层：第一层为食品冻结间和制冰间；第二层为冻结物

冷藏间和冰库；第三层为冷却物冷藏间。该冷库包括其制冷系统的构成和制冷机

房、库房的布置，都可以为师生提供在实际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实习或试验研究

创造条件。通过教学实验冷库的设计与建设过程，提高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为尔后创建制冷与空调设计研究所奠定基础。

１０．开门办学

按照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强调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强化实践环节，提

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在学期间，主要根据专业课的教学安排，由专业教师带

领进工厂、下车间，边跟班劳动，学习制冷机器设备的操作技能，边进行现场教学。

由于当时福建省制冷企业较少，学生的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大多安排到外省市

进行。

１１．毕业设计

毕业生的毕业设计，是在指导教师的带领下，结合建设单位委托的冷库工程

设计项目进行。除承接厦门４５００吨／次全自动商业冷库、龙海外贸冷库和霞浦

５００吨肉联厂等中、小型工程设计任务外，还在福建、江苏、广东等省，承接了一批

工程设计项目，让学生在实际工程设计项目中受到很好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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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学校迁回上海复校后，经过努力，水产品加工系的各个专业逐步恢复

正常教学秩序。

１．专业名称

制冷工艺。

２．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规格制冷技术人才。要求学生牢固掌握本

专业必须的热工、机电基础理论；掌握食品冷冻装置的设计、冷冻技术管理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制冷技术的科学研究的能力；掌握１门外语，能阅读专

业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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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业属性

工学。

４．学制及招生

学制为四年，本科。共招收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届６届学

生，计２５７人。

５．教学机构

历任制冷教研室主任：徐世琼、王锡珩。

６．专业相关主要课程及任课教师

必修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制图，流体力学泵与风机，工程热力学（陈

坚、李洪芳），传热学（陈坚、李洪芳），食品冷冻工艺学（冯志哲、张伟民、沈月新），

制冷原理与设备（徐世琼、李松寿、朱富强），船舶制冷装置（王锡珩），冷库制冷工

艺设计（葛茂泉、陈邓曼），冷库建筑（潘起元），空气调节，制冷空调实验，制冷装置

自动控制（周红），冷藏运输等。

选修课：食品工程测试技术，给排水讲座等。

７．教材建设

根据小+秩夫（日本，东京水产大学）１９７９年应邀来校讲学记录稿整理的《食品

冷冻工学》。１９８０年自编讲义，由学校印发的有葛茂泉主编，陈邓曼、陈肇益（湛江

水产学院）、陈云鹏（大连水产学院）参编的《制冷装置设计》讲义（上、下册）；王锡珩

主编，李必贤（湛江水产学院）、吕跃庚（大连水产学院）参编的《船舶制冷空调装置》

讲义（上、下册）。１９８４年冯志哲主编《食品冷冻工艺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根据叶尉南（商业部设计院）应邀来校讲学记录稿整理的《冷库设计技术讲座》。

８．专业参考书建设

徐世琼主编，王锡珩、冯志哲、朱富强、陈坚、陈邓曼、沈月新、葛茂泉、谢晶、潘

起元等参编的《制冷技术问答》，１９８１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９．教学实践环节

实习：金工实习（２周），冷库认识实习（２周），制冷机装配实习（２周），冷库运

转实习（４周）。

课程设计与毕业论文（设计）环节：

冷库制冷工艺设计课程设计（２周），毕业设计（１２周）。

１０．实验室建设

１９７９年在上海复校初期，教学实验设施百废待兴。经王锡珩等努力，得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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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油田、武汉自动化仪表厂、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等单位的大力

支持，无偿提供整套的制冷设备、仪表及安装材料，建立系列实验室，对教学实验、

学生实训和制冷系统的模拟实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制冷系列实验室：制冷机装配、维修实习室，制冷机器与设备陈列室，制

冷系统模拟实验室，生产实习库房（教研室承担学校食堂冷库设计项目之际，同时

考虑学生生产实习的功能）。

（２）风机盘管空气调节实验室：利用空气调节设备制造企业台佳公司、万众

空调设备公司上海分公司所赠予的设备、配件和钢材等，完成了风机盘管空气调

节实验室的建设，为开设空气调节工程专业奠定基础。后来又添置供水管网、送

风机及其管网实验装置等设备，建成空调工程实验室。

（３）１９８２年，学校利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建立的实验室有制冷空调

工程演示实验室、热平衡实验室（当时全国最大的全夹套式热平衡实验室）、实验、

实习型冷库。

（４）食品冷库研究设计所：１９８５年，经国家建委和农业部批准，创建上海水产

大学食品冷库研究设计所，具有部批工程设计丙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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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上海水产学院更名为上海水产大学。国家教委于１９８６年对

全国高等学校专业目录进行调整，制冷与冷藏工艺专业更名为制冷与冷藏技术专

业。１９９３年７月，按照学校的整体规划，决定将制冷与空调工程系和冷库及制冷

设备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整建制划入新成立的工程技术学院；把制冷与冷藏技

术专业中的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连同任课教师划入同时成立的食品学院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１９９４年，制冷与冷藏技术专业又更名为冷冻冷藏工程专业。

１９９５年，学校再次对一部分院、系进行调整，制冷与空调工程系和冷库及制冷设

备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重新划归食品学院。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对暖通空调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大

幅提高。学校于１９９６年成立了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专业。撤销制冷教研室

建制，设置制冷及空调工程系，下设制冷教研室、空调教研室和制冷实验室等

机构。

２００８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水产大学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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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冷与冷藏技术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３）

１．专业名称

制冷与冷藏技术。

２．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农、畜、水产品冷冻冷藏工艺、制冷装置设计、使用和冷藏库

技术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本专业要求掌握制冷和冷冻冷藏的基本理

论和生产技术；具有制冷装置设计、使用和新技术开发、食品冷冻冷藏工艺研究以

及技术管理能力。

学生应获得以下的知识和能力：

（１）工程热物理、制冷的基本理论；

（２）制冷装置的设计、调试和管理；

（３）农畜水产品冷冻冷藏工艺的研究；

（４）冷藏库技术管理的能力；

（５）能够运用一门外国语，顺利地阅读本专业外文书刊。

３．专业属性

工学。

４．学制及招生

学制为四年，本科。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共招生６届，计２９８人。

５．主干学科

工程热物理、制冷与冷藏工艺。

６．专业相关主要课程

物理化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设计基础、泵与风机、电工与电子技术、工

程热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基础、制冷原理与设备、制冷压缩机、制冷装置设计、船

舶制冷与冷藏运输、食品冷冻工艺学、冷藏库建筑设计、食品工程测试技术等。

７．课程设置

（１）必修课程：１１６学分（２１６０学时），学分比例：６８％，其中包括：

公共课程：３１．５学分（６６０学时），学分比例：３１％；基础课程：５０学分（８９０学

时），学分比例：４１％；技术基础课程：２１．５学分（３７０学时），学分比例：１７％；专业

课程：１３学分（２５０学时），学分比例：１１％。

（２）限选课程：１４．５学分（２７０学时），学分比例：１０％。

（３）任选课程：１４．５学分（２５０学时），学分比例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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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实践性教学环节

金工实习（２周，１．５学分），生产实习（４周，３学分），机械零件课程设计（２

周，１．５学分），制冷装置课程设计（２周，１．５学分），毕业实习（４周，３学分），毕业

设计（论文）（１４周，９．５学分）。

９．教学机构

制冷空调教研室主任王锡珩；副主任陈邓曼、章学筠。

１０．专业相关主要任课教师

冯志哲、张伟民、沈月新、包建强、缪松（食品冷冻工艺学），徐世琼、李松寿、朱

富强、谢晶（制冷原理与设备），王锡珩、张毅强（船舶制冷装置与冷藏运输），陈邓

曼、葛茂泉（制冷装置设计），葛茂泉（制冷空调讲座），潘起元（冷库建筑设计），李

洪芳、章学筠（工程热力学），章学筠、李洪芳（传热学）等。

１１．教材建设

李松寿主编，徐世琼、朱富强参编《制冷原理与设备》，１９８８年由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

１２．实验室建设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利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及国内的配套经

费，建成面积为２８００平方米的食品工程实验大楼。订购的仪器设备在１９８６年

前后陆续安装就位，一系列比较现代化的实验室顺利建成。

（１）制冷空调演示、训练实验室：可以进行基础制冷实验和实训；基础制冷、

空调训练和示范；商业制冷训练和示范；制冷系统调试、操作和演示；空气调节训

练和实验；冷却塔实验等。还可以进行喷嘴性能试验；喷射式制冷器热泵实验；涡

流管制冷实验；涡轮转子流量计实验等。

（２）食品冷藏工艺试验室：可以进行食品低温保藏实验；食品显微摄影实验；

食品组织结构观察；食品质地测试；冻结食品解冻实验。

（３）全夹套热平衡实验室：可最大限度屏蔽外部环境温度对实验室内部环境

温度的干扰，能在设定温度环境条件下，对制冷设备的制冷能力进行精确测定。

（二）冷冻冷藏工程阶段（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１．专业名称

冷冻冷藏工程。

２．培养目标和要求

培养目标：培养从事食品冷冻冷藏工艺和制冷装置设计的高级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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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应掌握工程热物理、流体力学及制冷原理与设

备等基本理论；掌握食品在冷冻冷藏过程中生理、生化的变化规律；掌握制冷工

艺、冷冻冷藏工艺技术；能胜任制冷装置、冷冻冷藏工艺的研究、设计、管理等

工作。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１）化学、微生物学、工程热物理、制冷原理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

（２）制冷装置的设计、调试、运行与管理；

（３）食品的冷冻冷藏工艺与技术管理；

（４）冷冻冷藏品的质量检验分析原理与技术；

（５）能较熟练地使用计算机；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顺利地阅读本专业外文

书刊。

３．专业属性

工学。

４．学制及招生

学制四年。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共招生３届，计２２６人。

５．主干学科

化学、工程热物理、制冷与冷藏工艺学。

６．专业相关主要课程

学科基础课：理论力学（３学分），材料力学（３学分），流体力学泵与风机（３．５

学分），电工技术基础（３学分），电子技术基础（３学分），热工与制冷测试技术（３

学分），普通化学（４学分）。

专业基础课：工程热力学（３．５学分），传热学（３．５学分），换热器（３学分），机

械设计基础（２学分）。

专业方向课：制冷原理与设备（３．５学分），制冷装置设计（４学分），食品冷冻

工艺学（２．５学分），制冷空调自动调节（３学分），空气调节（３学分）。

专业相关课：专业外语（制冷）（３学分），制冷空调ＣＡＤ（２学分），冰箱空调运

行与维修（２学分），冷藏运输（３学分），冷冻空调讲座（１．５学分），制冷压缩机（２

学分），供热工程（２学分）。

７．学分配置

学生最低应取得１８６学分。其中必修课１１４学分；选修课４１学分；集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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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３１学分。实验学时不低于１６８学时；计算机上机机时不低于８０学时。

８．重合学分

本教学计划与同类专业课程重合学分：在必修课１１４学分中与机械类课程重

合７５学分；食品类课程重合１０学分；在集中实践教学中，实习、设计重合５学分。

９．教学机构

制冷教研室历任主任王锡珩、陈邓曼；副主任章学筠。

１０．专业相关主要任课教师

李洪芳（工程热力学），章学筠（传热学），万金庆（热工与制冷测试技术），谢晶

（制冷原理与设备），陈邓曼（制冷装置设计），包建强，缪松（食品冷冻工艺学），管

伟康（制冷空调自动控制），秦伶俐、赵兰萍（空气调节），王锡珩（船舶冷冻与冷藏

运输），张毅强（制冷压缩机），李洪芳、章学筠（供热工程），王锡珩，徐世琼（冷冻空

调讲座）等。

１１．集中安排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金工实习（２学分，２周），制冷生产实习（２学分，２周），制冷压缩机拆装实习

（２学分，２周），毕业实习（２学分，２周），计算机应用实习（１学分，１周），机械设计

课程设计（２学分，２周），制冷装置课程设计（２学分，２周），空调工程课程设计（２

学分，２周），社会实践（３学分，３周），毕业设计或论文（１３学分，１３周）。

１２．教材建设

王锡珩自编讲义《船舶制冷与冷藏运输》。沈月新主编《食品冷冻工艺学实验

指导》，１９９５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冯志哲主编《水产冷冻工艺学》，１９９７年中

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１３．教学实验室建设

（１）气调冷库实验室的建设：１９９６年，徐世琼主持建成气调冷库实验室，采用

聚苯乙烯夹芯彩钢板库体、比泽尔风冷式冷凝机组、Ｒ１２制冷剂、配置ＣＯ２脱除机、

燃烧降氧机等气体处理设备。

（２）一体式家用中央空调系统的建设：１９９６年，与上海现代房地产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北蔡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联合开发一体式家用中央空调系统，并与同年

年底研制出样机。

（３）焓差法空调设备测试实验台的建设：１９９７年，王锡珩、刘永红、厉建国等

组建的焓差法空调设备测试实验台。

（４）中央空调风机盘管系统实验室的建设：１９９７年，由校友李磊资助建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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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空调风机盘管系统实验室，用于空调专业认识实习。

（５）冷库及制冷设备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建设：在农业部和学校支持

下，经过７年不懈努力，冷库及制冷设备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于１９９７年通过国

家计量机构认证和农业部机构审查认可，正式挂牌成立。中心充分发挥学校制冷

工程学科及相关专业的综合优势，在人员配备、管理体系、设施与环境等各方面都

具备雄厚的实力。中心是全国唯一的以冷库及制冷设备检测为主的部级检测中

心，能承担７种制冷装置和２种保温材料的性能检测，是具有第三方公正地位的

冷库及制冷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机构，可为社会提供有法律效力的公证数

据的资格，是为制冷行业产品质量检测提供技术服务的社会公益性、非营利性事

业单位。该中心同时为学生教学实验和毕业论文提供有力支撑。

（三）热能与动力工程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１９９８年，在国家教委新一轮高等学校专业目录调整中，将冷冻冷藏工程等９

个专业合并为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１．专业名称

热能与动力工程。

２．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热能与动力工程方面的基础知识，从事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领域的制冷、空调工程（含制冷系统设计、制冷装置设计、冷藏连系统设计、空调工

程设计等，涵盖制冷工程安装与管理）、制冷设备制造及相关的制冷装置试验研究

与开发和营销等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业务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热能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的基本理论，学习各种能量转换

及有效利用的理论和技术，接受现代热能与动力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进行制

冷系统与专业设备设计、运行、实验研究的基本能力。

（１）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基础及正确

运用本国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

（２）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宽广的技术理论基础知识，主要包括工程力

学、机械学、工程热物理、流体力学、电工与电子学、控制理论、制冷原理与设备、

制冷装置设计、制冷压缩机、食品冷冻工艺学、市场经济及企业管理等基础

知识；

（３）获得制冷和空调工程的实践训练，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和外语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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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有制冷和空调工程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了解其学科前沿及发展趋势；

（５）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创新意识和较高的综合素质。

３．专业门类

工学能源动力类。

４．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５．基本学制

四年。共招收１４届学生，计１０２６人。

６．主干学科

制冷及低温技术、冷冻冷藏工程。

７．主要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泵与风机）、机械设计基础、电工与电子技

术、工程热力学、传热学、热能与动力工程测试技术、制冷空调自动控制、制冷原

理与设备、制冷装置设计、制冷压缩机、食品冷冻工艺学、空气调节、冷库建

筑等。

８．专业相关主要课程及任课教师

周继军，施伟（工程热力学），施伟、刘立平（传热学），施伟（,分析），谢晶（制

冷原理与设备、专业英语），葛茂泉、谢（制冷装置设计），谢、陈天及、余克志

（制冷压缩机），包建强（食品冷冻工艺学），谈向东（冷藏运输、冷库建筑），赵兰萍、

陈天及、刘立平、苏永玲（空气调节），管伟康、厉建国（制冷空调自动控制），厉建国

（制冷空调ＣＡＤ），陈天及（商业制冷装置），万金庆（机房设计建筑环境测试技术、

锅炉与锅炉房设备、热能与动力工程测试技术），张敏（制冷技术、食品冷冻冷藏原

理与技术），余克志（商业制冷装置、制冷空调专业讲座、制冷机制造工艺学、制冷

空调节能技术、建筑环境学），谈向东（建筑概论、冷藏运输制冷技术、蓄冷技术制

冷装置的安装与调试、制冷空调专业讲座），方恒和（施工技术与管理、供热工程、

建筑设备安装工程与经济、高层民用建筑空调、制冷装置课程设计、食品制冷系统

设计），周然（食品物流学），谢（汽车空调技术、专业外语、制冷装置课程设计），

刘立平（传热学、低温辐射供暖与辐射供冷、冷热源工程、机房设计、空气洁净技

术），刘艳玲（太阳能利用、节能与环保技术、热能与动力机械基础、空调工程课程

设计），王金峰（建筑给排水、机房设计、吸收式制冷机），苏永玲（建筑节能新技术、

空调工程课程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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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教学机构

制冷与空调工程系历任主任：陈邓曼、沈月新、陈天及、谢晶、万金庆；历任副

主任：章学筠、包建强、余克志。

１０．教材编写

陈天及主编《商业用制冷装置》，２００１年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冯志哲

主编、沈月新副主编《食品冷藏学》，２００１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沈月新主编

《水产食品学》，２００１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万金庆主编《建筑环境测试技术》，

２００９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谢晶主编《食品冷冻冷藏原理与技术》，２００５年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谢晶副主编《食品物流学》，２００６年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谈向东主编《制冷装置的安装、运行与维护》，２００５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谈

向东主编《冷库建筑》，２００６年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谢晶主编《食品冷藏链

技术与装置》，２０１１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１１．专业参考书编写

徐世琼主编，王锡珩、包建强、冯志哲、刘永红、朱富强、陈邓曼、陈坚、沈月新、

葛茂泉、谢晶、谢、潘起元等参编《新编制冷技术问答》，１９９９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徐世琼副主编，谢晶参编《上海冷藏史》，２００６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谢晶

副主编《食品贮藏保鲜》，２００６年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陈维刚、谢晶编《制冷工

（高级）》，２００７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陈维刚、谢晶编《制冷工（初

级）》，２００７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谢晶、陈维刚编《制冷与空调技术

（技师）》，２００６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陈维刚、谢晶编《制冷工（中

级）》，２００６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陈维刚、谢编《制冷设备维修工

（中级）———１＋Ｘ职业技术职业资格培训教材》，２００４年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

社出版。

１２．实验室建设

１９９８年，为迎接制冷空调研究设计所资质考核，购置绘图仪等计算机绘图

软、硬件，用于提升设计所硬件支持，购置冷藏运输列车冷冻机组１套，用于专业

教学。次年为热工测试技术课程新建通风机性能实验台，为供热工程新建水力工

况实验台和供热系统演示实验台。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期间，先后改建、新建的实验室主要有：改建传热学实验台，恒

温水浴两台；为工程热力学课程新建二氧化碳临界实验台２台和空气比热测定仪

２台；拆除气环法压缩机吸气量实验台，扩建传热学实验室，含圆球法测定绝热材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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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仪５台及强迫对流单管外换热系数３台；扩建工程热力学实验室，含二氧化碳

临界实验台３台，空气比热测定仪３台；为制冷压缩机课程新建压缩机性能实验

台２台；新建冷藏柜综合性能实验室。新建制冷空调设备陈列室；新建热质交换

设备性能测试实验室；利用财政部拨款新建绿色冷藏链教学实验室；２００６年改善

热工测试技术实验仪器设备。

２００８年，因学校迁至沪城环路校区，除有关实验室随迁新校区外，２００９年又

扩建工程热力学实验室，设备台套数达到每个实验项目１０台套。新建制冷空调

自动化实验室。

１３．主要实验实践教学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空调工程课程设计，制冷装置课程设计，专业认识实习，

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含毕业实习）。

１４．学分配置

（１）准予毕业的最低应修学分：１７５；

（２）综合教育模块：必修４６、选修９；

（３）学科教育模块：必修３３、选修９；

（４）专业教育模块：必修３３．５、方向选修１２、相关选修１４、实践实训１８．５。

有关２０１０年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教学计划见附录。

附：

２０１０年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教学计划

１．综合教学模块

最低应修５５学分，其中必修４６学分、选修９学分。

项　目

必　　　　修 选　　　　修

思想政治

理论课

大学

英语

计算

机

军体

类

素质与基础

技能教育

人文与社会

科学选修课

自然与技术

科学选修课

名师导航

系列讲座

最低应

修学分
１２ １６ ３ ６ ９ ６ ２ １

合　计 ４６ ９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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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学科教学模块

最低应修４２学分，其中必修３３学分、选修９学分。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必

修

１１０１４０１２ 高等数学Ａ １０ １６０１６０ １—２

４６０２０１４ 机械制图Ａ ４ ６４ ５６ ８ １

１４０９９０１ 大学物理Ａ ５ ８０ ８０ ２ 高等数学

１４０９９０３ 大学物理实验 １ ３２ ３２ ２

５２０４１２７ 程序设计语言Ｂ ３ ６４ ３２ ３２ ２

１１０２１０４ 线性代数Ｂ ２ ３２ ３２ ３

１１０６４０３
概率论与数学统

计Ｂ
３ ４８ ４８ ３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４７０４００６ 电工技术基础 ３ ４８ ４０ ８ ３

５１０４００３ 自动化控制原理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５

合　　计 ３３ ５６０４７６４４ ３２ ８

选

修

１５０１５０３ 普通化学 ３ ４８ ４８ ３

１３０１００１ 理论力学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３

５１０１００５ 电子技术基础 ３ ４８ ４０ ８ ４

１１０１４０７ 高等数学Ｔ ３ ４８ ４８ ６

高等数学Ａ

线性代数Ｂ

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Ｂ

合　　计 １２ １９２１８０ ８ ８

最低

应修

９学

分，

号

限选

　　３．专业教学模块

最低应修７７学分，其中必修３３．５学分、专业方向选修１２学分、相关专业选

修１４学分、实践实训必修１８．５学分。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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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专

业

必

修

４３０１００１ 材料力学 ３ ４８ ４２ ４ ６ ４

４６０２００９ 机械设计基础 ３．５ ５６ ５２ ４ ４ 机械制图Ａ

４７０１００１ 工程热力学 ３．５ ５６ ５２ ４ ４

１３０２５０４
流体力学、泵与

风机
３．５ ５６ ４８ ８ ４

４６０２５０２ 机械制造基础 ２．５ ４０ ３８ ２ ５

机械制图Ａ

机 械 设 计

基础

１４０２５０１ 传热学 ３．５ ５６ ５２ ４ ５

４７０９９０３
热能与动力工程

测试技术
２．５ ４０ ３６ ４ ５

流体力学

工程热力学

４７０２０１９ 制冷空调自动化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６

电 工 技 术

基础

电 子 技 术

基础

自动化控制

理论及系统

４７０４０１１
热能与动力机械

基础
２．５ ４０ ４０ ６

机 械 制 造

基础

５６０９９１３ 冷库建筑 ２．５ ４０ ４０ ６ 传热学

４７０２０３７
制冷空调工程制

图及ＣＡＤ
２ ３２ １６ １６ ６

合　　计 ３２ ５１２４６０４４ ８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５５０２００８ 食品冷冻工艺学 ２ ３２ ３２ ５

４７０２００５ 空气调节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６

４７０２０３８
制 冷 原 理 与

设备
３．５ ５６ ５２ ４ ６

工程热力学

传热学

４７０２０２０ 制冷压缩机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６

４７０２０２３ 制冷装置设计 ３ ４８ ４８ ７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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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４７０２０３９
制冷机制造工

艺学
２．５ ４０ ４０ ７

机 械 设 计

基础

机 械 制 造

基础

制冷原理与

设备

制冷压缩机

合　　计 １５ ２４０２２８１２

本组

课程

最低

应修

１２学

分，
为限

选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４７０９９０１ ,分析 １ １６ １６ ５

８７０２００１ 科技文献检索 １ １６ １６ ５

６１０１０１４ 节能与环保技术 １ １６ １６ ５

６３０５０８９ 食品物流学 １ １６ １６ ５

４７０２００９ 热管技术 １ １６ １６ ６

４７０２００３ 换热器 １ １６ １６ ６

５６０４５０２ 施工技术与管理 １ １６ １６ ６

４７０２００７ 冷冻干燥技术 １ １６ １６ ６

５６０５５０６ 供热工程 １ １６ １６ ６

４７０２００２
锅炉及锅炉房

设备
１ １６ １６ ６

５５０２０１０ 食品冷加工技术 １ １６ １６ ６

４７０２０２４ 冷藏链技术 １ １６ １６ ６

４７０２００１ 蓄冷技术 １ １６ １６ ７

４７０２０１０ 商业制冷装置 １ １６ １６ ７

４７０９９０５
制冷空调专业

讲座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４７０９９０８ 专业英语 ２ ３２ ３２ ７

４７０２０４０
制冷装置的安

装、调试与维护
１ １６ １６ ７

５８０９９０６ 冷藏运输 １ １６ １６ ７

本组

课程

最低

选修

１４学

分，
为限

选课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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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课

学期
先修课程 备注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５６０５５１３ 通风工程 １ １６ １６ ７

４８０６００１ 太阳能利用 １ １６ １６ ７

４７０２０１２ 汽车空调技术 １ １６ １６ ７

４７０２００８
制冷空调节能

技术
１ １６ １６ ７

合　　计 ２４ ３８４３８４

实

践

实

训

４６０９９０５
机械设计课程

设计
２ ２周 短２

４６０９９１８ 金工实习 １ １周 ５

４７０９９１７ 专业认识实习 ０．５ １周 ６

４７０９９０４ 生产实习 １ ２周 ６

５６０９９０６
空调工程课程

设计
２ ２周 短３

４７０９９０６
制冷装置课程

设计
２ ２周 ７

４７０９９１８ 毕业设计（论文） １０ ２０周 ８

合　　计 １８．５３０周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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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罐头食品工艺专业

!" #$

１９５７年，学校与轻工业部就为其培养罐头食品技术人才达成意向，决定先在

１９５８年招收的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新生中划出一半，转入罐头食品工艺专业。

１９５９年起正式列入招生计划。至１９６１年连续招收４届学生，１９６２年起暂停招

生。１９５８年为轻工业部招收１届罐头食品工艺专修科（一年制）。

１９７２年学校迁至厦门办学期间，于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７６年为轻工业部门办过

罐头食品化学检验训练班和罐头食品工艺训练班。１９７８年罐头食品工艺专业

恢复招生。１９７９年９月学校迁回后，于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罐头食品工艺专业连续

招收４届学生。与此同时为部分省市开办多期罐头和饮料训练班。１９８４—

１９９３年罐头食品工艺专业的分支食品工艺（饮料）专科专业连续招收１０届，到

１９９５食品工艺（饮料）专业最后一届学生毕业，罐头食品工艺专业共开办

３７年。

%" &'()*+,-!"#$%."#&"'

（一）罐头食品工艺专业

１．专业名称

罐头食品工艺专业。

２．培养目标

掌握罐头食品工艺专业所必须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初步

分析和解决罐头食品生产技术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罐头工业、商检、商业、轻工

业、水产、食品等研究工作，轻工、水产、农业、商业等院校的生产技术、企业管理、

质量控制与管理、食品研究与开发、教学、行政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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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业属性

工学。

４．学制

五年制。

５．主要课程及任课教师

主要专业基础课：有机化学（黄金陵），生物化学（季家驹），物理化学与胶体化

学（达式奎、严伯奋），化工原理与设备（王士、夏凤仪），微生物学（宋德芳、

柳传吉）。

专业课：罐头食品工艺学（李雅飞、徐毓芬、杨运华），罐头工厂机器与设备（徐

文达、孙世昌），罐头食品化学检验（洪本芝、李金全），冷冻冷藏工艺学（冯志哲），

企业管理（曹少璞）等。

６．教学机构与师资队伍

１９５９年成立罐头食品工艺教研组。教研组主任由系主任王刚兼任（１９５９—

１９６７），副主任程郁周（１９５９—１９６７）。

教师：李雅飞（１９５９—１９６７）；徐毓芬（１９５９—１９６７）；杨运华（１９５９—１９６７）；孔

庆云（１９６４—１９６７）；许顺干（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７．教学设施及实习基地

（１）校内教学设施及实习基地。

马口铁空罐制造实习工场：设置切板机、切角和切缺机、端折机、成圆机、踏平

机、焊锡设备、翻边机、冲盖机、罐盖圆边机、固体橡胶烫胶机、封罐底机、维修用的

小型机床等设备，供学生实习使用。

实罐实习工场：设置蒸煮锅、油炸锅、排气设备、马口铁罐封口机、玻璃罐封口

机、立式杀菌锅等设备，供学生实习使用。

（２）校外实习基地。

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基地主要是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上海泰康食品厂、上海鱼品厂等。

８．出版教材

《罐头食品工艺学》（王刚、程郁周、徐毓芬、李雅飞、杨运华编著，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１９６１年１０月）。

９．毕业生数

１９５８年９月至１９６１年９月共招收４届学生，计１１２名毕业生，其中２名为越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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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留学生（陈文词、阮文著）。

（二）罐头食品工艺专修科（一年制）

１．专业设置概况

１９５８年，学校应轻工业部要求，开办１届罐头食品工艺专修科（一年制）。生

源来自全国各地罐头厂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技术员、工人，共７６人，毕业后回原

单位工作。

２．主要课程及教师

分析化学（吴淑英），有机化学（舒灵芝），生物化学（骆肇荛），机械制图（徐志

言），理论力学（陈剑扬），材料力学（陈道惠），机械原理（余邦涵），机械零件（喻怀

仁），化工原理（夏凤仪），微生物学（宋德芳、柳传吉），冷冻（翁斯砲、徐世琼），冷藏

工艺学（冯志哲），罐头工艺学（王刚、程郁周）。

３．专业教材

自编讲义有《马口铁罐制造》、《肉类罐头加工》、《水产类罐头加工》、《果蔬类

罐头加工》、《禽类罐头加工》等。

/" 01()*+,-!"#&(."#&#'

（一）罐头食品工艺专业

罐头食品工艺专业于１９７８年在厦门招收１届本科学生，１９８０年随学校一并

迁回上海学习，１９８２年毕业，共３８人。

１．专业名称

罐头食品工艺专业。

２．培养目标

掌握罐头专业所必须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生产的技术和

管理能力，了解本专业有关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及初步分析

和解决罐头生产技术问题的能力，获得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掌握一种外国语，能

阅读专业书刊。

３．专业属性

工学。

４．学制

四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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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主要课程数及任课教师

专业基础课：有机化学（黄金陵）、分析化学（郑元维）、生物化学（季家驹、毛玉

英）、化工原理与设备（夏凤仪）、食品微生物学（孙佩芳）等。

专业课：罐头食品工艺学（杨运华、李锦才）、罐头工厂机器与设备（徐文达）、

罐头工厂设计（上海轻工业设计院总工程师周乃平兼、工程师徐学平和黄裕

兼）、制冷技术和冷藏工艺（冯志哲）、罐头食品化学检验（洪本芝）、罐头企业管理

（谢敏珠）等。

６．教学机构与师资队伍

１９７９年恢复罐头食品工艺教研组，主任程郁周、副主任李雅飞。教师杨运

华、孔庆云、许顺干、李锦才。

７．实习基地

学校搬迁厦门后，生产实习主要在厦门、漳州、泉州罐头厂。

毕业实习在大连罐头厂。

（二）训练班

１９７２年学校迁至厦门后，罐头食品工艺专业尚未恢复招生，罐头教研组并入

水产加工教研组。水产加工系于１９７５年１月与农林部科教局、轻工业部教育局

就恢复罐头食品工艺专业招生问题进行协商，经两部同意先开办罐头食品化学检

验训练班和罐头食品工艺训练班。

１．罐头食品化学检验训练班

（１）办班时间：１９７５年５—８月。

（２）主要课程及教师：罐头食品工艺概论（杨运华）、微生物检验（孙佩芳）、罐

头食品化学检验（季家驹）等。

（３）生源：来自福建、安徽、广东、江苏、湖南、云南、广西、浙江等省（区），共

３８人。

２．罐头食品工工艺训练班

（１）办班时间：１９７６年３月９日至８月１４日。

（２）主要课程及教师：罐藏容器（许顺干）、食品罐藏原理及杀菌时间和杀

菌Ｆ值的计算（杨运华）、肉禽水产罐头工艺（李雅飞）、果蔬类罐头工艺（孔庆

云）等。

（３）生源：来自云南、湖南、江西、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区），共３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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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罐头食品工艺专业

１．专业设置概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罐头食品工业发展很快，但缺乏科技人才，尤其是

中西部地区尤为突出。经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推荐，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业局于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和１９８２年１月５日来函要求学校培养罐头食品工艺专业本科生。

学校先后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业局、轻工业部和国家水产总局多次协商，于

１９８２年２月正式签订《上海水产学院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轻工业局培养罐头食品

工艺专业本科生的协议书》，为期２年，生源来自广西，毕业后由广西分配工作，并

拨给学校专业开办补助费。

轻工业部于１９８２年５月将上述情况函告学校，并转发给浙江、江西、湖南、湖

北、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省（区）轻工业局（厅）。

１９８３年１月，经农牧渔业部水产局同意，学校于１９８３年３月与四川、湖北签

订了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培养罐头食品工艺专业本科生的协议，又与广西续签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年培养罐头食品工艺专业本科生的协议。有关省（区）拨给学校的补助经费

３８万元。上述协议结束后，罐头食品工艺专业未再招生。

２．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事罐头食品生产工艺、工厂设计、机器设备

的运用和管理，食品质量检验和生产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业务上应掌握罐头专业所必须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罐头

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了解本专业有关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具有一定的自学

能力及初步分析和解决罐头生产技术问题的能力，获得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掌

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书刊。

３．专业属性

工学。

４．学制

四年制本科。

５．主要课程设置及任课教师

基础课：政治、体育、英语、高等数学、物理、机械制图、金工、工程力学、机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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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零件、工业电子学及电工、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专业基础课：有机化学（黄金陵、陈洁，９０学时）；生物化学（毛玉英、于淑杰，

９０学时）；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童瑞璜、严伯奋，１１０学时）；食品工程原理（夏凤

仪、张冬富、周颖越，１１０学时）；食品微生物学（孙佩芳，７０学时）；食品化学（季家

驹，６０学时）。

专业课：食品罐藏工艺学（李雅飞、杨运华、孔庆云，１３０学时）；罐头工厂机器

与设备（徐文达，８０学时）；罐头食品分析与检验（洪本芝、陈舜胜，９０学时）；食品

冷藏工艺学（冯志哲，５０学时）；制冷技术（沈月新，６０学时）；果蔬加工与综合利用

（李雅飞）；罐头工厂设计基础（许顺干）；罐头企业管理（谢敏珠）。

６．教学机构与师资队伍

罐头食品工艺教研组主任程郁周（１９７９—１９８７）、李雅飞（１９８７—１９９３）。

教师杨运华（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孔庆云（１９７９—１９９３）、许顺干（１９７９—１９９３）、李锦

才（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包海蓉（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１９９３年７月成立食品学院，罐头食品工艺教研组撤销，专业教师分别安排到

其他教研室。

７．招生人数

１９８２年招收广西生源，计２５人，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招收广西、四川、湖北、上海、

北京、江苏、山东、新疆、黑龙江等地生源，１９８３年５２人、１９８４年６６人、１９８５年

６２人。

８．实验室与教学实习设备

１９７９年，学校迁回上海后，罐头食品工艺教研组教师自己动手建立简易的实

习工场。将微生物消毒用的卧式杀菌锅改装成具有反压装置的软罐头用的杀菌

锅。设备有玻璃罐封口机和蒸煮袋真空封口机，引进日本的ＲＣＳ—４０型能测定

罐头中心温度和杀菌Ｆ值测定装置的实验用高温高压杀菌锅，购置小型马口铁罐

封口机等，为教师科研、学生实习、毕业论文等使用，取得良好效果。

１９８５年，学校利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和国内配套经费，以及轻工业

部拨给学校饮料专业基本建设投资６０万元建造了食品工程大楼，引进了一批先

进的实验仪器设备，主要有：

（１）实验型异型罐真空自动封罐机：美国Ｌａｎｉｃｏ牌和日本Ｍ８Ａ型封罐机，

封罐范围为直径或长度５０—２００毫米，高１５—３８０毫米，具有不少于２５罐／每分

钟的加工能力，可进行非圆形罐封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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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涂、镀层测厚仪：德国ＨＥＬＭＵＴＦＩＳＣＨＥＲＧＭＢＨＣＯ公司出品，可测

定铁皮表面涂层厚度；

（３）腐蚀综合测试仪：美国制造，用于测定食品罐头内壁腐蚀电流、腐蚀速度

等实验；

（４）封口拉力试验机：日本今田制作所出品ＳＶ３型，用于软罐头、塑料袋等包

装容器封口结构拉力试验；

（５）抗热仪：美国ＦＭＣ公司出品，用于罐头食品微生物耐热性试验；

（６）罐头卷缝投影仪：德国Ｌｕｌｅｃｄ出品，ＤＰＩ型，用于罐头封口结构质量检查

实验；

（７）开罐器：美国出品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Ｅ２０１，７００罐／小时的加工能力；日本

出品１０００型电动式罐切机，３６０罐／小时加工能力，开启铁罐用；

（８）实验型真空浓缩设备：用于食品浓缩实验；

（９）实验型真空喷雾干燥器：用于食品干燥实验；

（１０）数学显示式温度记录仪：用于罐头中心温度测定记录；

（１１）袖珍式ｐＨ计：用于食品酸度测定实验。

９．实习基地

主要有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泰康罐头食品厂、上海鱼品

厂、浙江黄岩罐头食品厂、奉化罐头食品厂、宁波罐头食品厂、安徽蚌埠肉类联合

加工厂等。

１０．编写教材

《食品罐藏工艺学》（李雅飞、程郁周、杨运华、孔庆云、许顺干等编著，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１９９３年出版修订本，１９９２年获农业部首届农科本科

部级优秀教材奖）。《食品罐藏工艺学实验指导》（主编杨运华，中国农业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出版，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水产食品罐藏工艺学》（主编李雅飞，中

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水产品工业手册》（参编

杨运华，轻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１１．开办罐头生产技术培训班

（１）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４日—３月２日杨运华、许顺干在江苏吕泗为水产系统举办

罐头生产技术训练班，许顺干讲授罐藏容器，杨运华讲授罐头生产基本原理及生

产工艺，学员共７０人。

（２）１９８３年７月１日—８月２７日在学校为湖北、湖南、陕西、四川、江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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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技术人员办班，学员共３６人。

（３）１９８４年４月８日—５月２日在学校为浙江、江苏、四川、福建等地技术人

员办班，学员共８０人。

（４）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１１月７日在学校为湖北、浙江、江苏、四川、黑龙江、

湖南、河南、江西等地技术人员办班，学员共３４人。

（５）１９８５年７月２日—８月１４日在学校为浙江省技术人员办班，学员共２１人。

（６）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４日—１０月２４日在学校为湖北、山东、安徽、浙江、江西、新

疆、湖南、四川、宁夏等地技术人员办班，学员共３２人。

（７）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５日—８月３０日程郁周、李雅飞、杨运华在江西省井冈山市

为江西省食品公司系统举办全省第三期罐头生产技术培训班，学员共３７人。

以上训练班所用的教材为教研组编写的讲义，有罐藏容器、罐藏原理、果蔬罐

头工艺、肉禽水产罐头工艺、罐头杀菌时间及杀菌Ｆ值的计算方法等。

１２．合办短训班

罐头教研组与美国绿巨人（中国）公司在学校开办出口美国蘑菇罐头质量控

制短训班，由美国绿巨人公司中国区业务经理华懋宗（上海水产学院罐１９６５届毕

业生）讲课，学员来自有出口任务的罐头厂、商检、进出口公司等。

１３．援外工作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委托上海市科学技

术开发交流中心水产分中心承担中国援助也门军队经济公司食品罐头厂技术服

务项目。经上海市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水产分中心董事会研究决定，由上海水

产大学派出李锦才任组长，以及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渔

业机械仪器研究所、上海市水产研究所、上海市外经公司（翻译人员）共同组成技

术专家组。李锦才被中国驻也门共和国大使馆党委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

１４．其他

李雅飞于１９８３年９月为郑州轻工业学校讲授罐头食品工艺学。杨运华于

１９９１年２月为上海电视大学食品工艺班讲授罐头食品工艺学。李雅飞于１９８２—

１９９２年当选为上海市食品学会理事（两届），１９８５年被聘为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普及教育委员会委员。

有关食品工艺（饮料）专科专业，食品检验专科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专

业分分别见附１、２、３。

５６２

第七章　罐头食品工艺专业



附１：

食品工艺（饮料）专科专业

轻工业部于１９８３年邀请全国食品专家研讨《饮料工业发展规划》（讨论稿），

在规划中建议无锡轻工业学院、天津轻工业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增设食品工艺（饮

料）二年制专科专业。为此，食品罐头工艺教研组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向学校领导上

报《关于承办饮料专科班的意见》。学校即致函轻工业部食品局，明确表示愿意承

办食品工艺（饮料）二年制专科专业，并抄报给农牧渔业部水产局。后经国家教委

同意，学校于１９８４年５月与轻工业部食品局正式签订《关于上海水产学院联合举

办食品工艺（饮料）二年制专科的协议书》，轻工业部拨给学校基本建设投资６０

万元。

１．专业名称

食品工艺（饮料）专业。

２．培养目标

业务要求获得助理工程师的基本训练，掌握食品工艺（饮料）专业所必须的

数、理、化基础理论和食品工艺（饮料）专业知识的基本技能，能够从事食品工艺

（饮料）生产操作及设备的选用、维护、管理、质量控制和企业管理的专门技术人

才。外语方面能借助词典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学生毕业后，能从事食品（饮料）

生产的工艺技术、设备选用、维护、产品质量检验和组织生产、企业经营管理等

工作。

３．学科属性

工学。

４．学制

二年制。

５．招生规模

自１９８４年起为期１０届，协议招收学生３９０人，实际招收３６８人。

６．课程设置及任课教师

（１）专业基础课：有机化学（俞鲁礼、黄丽贞，８０学时）；食品化学（季家驹、毛

玉英，１００学时）；分析化学（郑元维，１００学时）；食品微生物学（郭大钧，６０学时）；

食品生产操作与设备（张冬富、周颖越，１００学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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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专业课：食品分析与检验（尹文娟、陈舜胜、陈椒，８０学时）；饮料机械（许

瑞芬，５０学时）；软饮料工艺学（杨运华、孔庆云、包海蓉，８０学时）等。

７．教学机构与师资队伍

教研组主任程郁周（１９８４—１９８７）、李雅飞（１９８７—１９９３）。教师杨运华

（１９８４—１９９３）、孔庆云（１９８４—１９９３）、许顺干（１９８４—１９９３）、李锦才（１９８４—

１９９３）、包海蓉（１９８４—１９９３）。

８．实验室与教学设备

１９８６年购置１台一体式（灌装、充二氧化碳一体）小型汽水实验机，配置均质

机等辅助设备，曾进行过海藻可乐饮料试验等。１９８９年６月设置小型汽水生产

线，为食品工艺（饮料）二年制专科专业学生进行汽水生产实习。

９．编写教材

《软饮料工艺学》（上下两册，杨运华编写，１９８５年）；《饮料机械》（许瑞芬编

写）。１９８７年后，采用正式出版的《软饮料工艺学》一书作为教材。

１９８５年３月，在轻工业部全国软饮料研习班期间，决定组织编写《软饮料工

艺学》教材，主编邵长富、赵晋府，杨运华参编，负责编写第三篇《果汁和蔬菜汁》。

当年８月在北京召开《软饮料工艺学》编审会。该书于１９８７年３月由轻工业出版

社出版，为国内第一本软饮料教材，至２０１１年已重印１０多次。

１０．饮料培训班

１９９０年２月，杨运华为上海电视大学筹办软饮料生产技术与新产品开发培

训班，编写《软饮料生产技术与新产品开发》讲义。讲课教师有黄金陵、洪本芝等。

学员来自上海、江苏，共２８人。

１９８８年３月，杨运华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的中国保健营养协会成立大会暨

全国第一期饮料科学技术短训班上，负责讲授果汁和蔬菜汁课程，编写《果汁和蔬

菜汁》讲义，刊登在１９８８年３月中国保健营养协会编辑的《科技资料》第一辑。学

员来自全国各地，共３８人。

１１．参加学术会议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杨运华出席第一届软饮料工业协会，被选为全国轻工系统

软饮料工业协会技术委员会委员；１９８７年４月出席全国轻工业系统第二届软

饮料协作会，被选为中国软饮料工业协会技术委员会（也是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软饮料分科学会）委员、常委、副主任，被聘为《饮料工业》编委（１９８７年

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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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２：

食品检验专科专业

食品检验是保证食品质量，实行食品卫生监督，开发食品新品种，创新生产工

艺，防止和清查食品污染源等方面所必需的专门技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国内

高等学校尚无此类专业建制，而水产等食品类企业及食品检验、检疫机构迫切需

要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为此，学校基于相关专业长期从事各类食品加工工艺教学

和科学研究，具有较雄厚的食品分析检验办学条件和实验设施，在１９８３年决定设

置二年制食品检验专科专业，于１９８４年开始招生。１９９７年改为三年制专科，更

名为食品工艺（检验）专业。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公众和政府关注的焦点，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日益增

大，学校在１９９８年决定停止该专科专业招生，同时在食品科学本科专业设置食

品检验、检疫方向。及至２００４年，社会对食品安全专门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增

强，学校设置食品质量与安全本科专业，使学校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的学科结构

进一步完善。

一、食品检验专业阶段（１９８４—１９９６）

１．专业名称

食品检验专业。

２．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德、智、体全面发展，达到从事食品工业科技人

员的健康标准；具有常规食品检验（包括感官检验、理化检验和生物及微生物检

验）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准确熟练的检测技能，能独立进行食品检验工作，并有一定

的外文基础，能借助词典阅读外文专业书刊。

３．学科属性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４．学制

二年制专科。

５．主要课程设置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食品工艺学概论、食品化学、仪器分析、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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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及检验、实用电工、电子计算机算法语言、食品理化分析、食品感官检验。

６．教学机构与师资队伍

分析化学与食品检验教研室主任：郑元维、姚野梅，副主任：董其。

主要任课教师：魏鹤声、姚果琴（无机化学），郑元维（分析化学），俞鲁礼（有机

化学），毛玉英（食品化学），董其、吴淑英、姚野梅、郑元维（仪器分析），尹文娟、

洪本芝、陈舜胜、赵玉慧、陈椒（食品理化分析），金丽华、孙佩芳（食品微生物及检

验），陆志平、陈文伟（食品工艺学概论）。

７．实践教学

主要实验：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食品

分析实验。

主要实验室：无机化学实验室、有机化学实验室、分析化学实验室、食品工程

实验室等。

主要仪器：８５０荧光分光光度计、８１０紫外分光光度计、ＦＴ１３００型红外分光光

度计、２２８０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６６３３０型气相色谱仪、高速液相色谱仪、１６０２

型电子分析天平、直读天平、数字ｐＨ计、自动凯氏定氮仪、阿贝折光仪、多用电泳

仪等。

生产实习：认识实习（第二学期１周），主要内容是结合食品工艺学概论课到

有关食品厂见习实习。

毕业实习：第四学期（６周），根据毕业生预分配方案选定实习单位的食品检

验实习。

校外实习场所：水产品加工、肉类联合加工厂及其他有关食品厂、商品检验、

卫生检疫等单位。

二、食品工艺（检验）专科专业

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００３年７月其间，食品工艺（检验）专科专业学制改为三年。

１．学制

三年制专科。

２．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应能达到从事食品工业生产科技人员的健康标准；

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食品检验技术人才。具有常规食品检验（包括感官检验、理

化检验和生物及微生物检验）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准确熟练的检测技能，能独立进

行食品检验工作，并掌握一定的外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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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主要课程设置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食品化学、仪器分析、食品理化分析、食品工

艺学概论、食品微生物及检验、实用电工、电子计算机算法语言、食品感官检验、食

品感官评定。

４．教学机构与师资队伍

分析化学与食品检验教研室主任：陈舜胜、周冬香。

主要任课教师：姚果琴、黄精（无机化学），周冬香、姚野梅（分析化学），俞鲁

礼、黄丽贞（有机化学），陆志平、汪之和、王锡昌（食品加工工艺学），姚野梅、周冬

香（仪器分析），毛玉英、刘玉芳、刘玲仪（食品化学），陈舜胜、陈椒（食品分析与检

验），欧杰（食品微生物及检验），刘承初（食品营养学），郭大钧（食品卫生法讲

座）等。

５．实践教学

（１）主要实验室与设备

实验室：食品工程实验室和化学实验室。

主要仪器：８５０型荧光分光光度计、８１０型紫外分光光度计、ＦＴ１３００型红外分

光光度计、２２８０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６６３—３０型气相色谱仪、高速液相色谱

仪、１６０２型电子分析天平、直读天平、６１型数字ｐＨ计、自动凯氏定氮仪、阿贝折

光仪、多用电泳仪等。

（２）实习及实习场所

生产实习：认识实习（第二学期１周），主要内容是结合食品工艺学概论课程

到有关食品厂进行见习实习。

毕业实习：第六学期（６周），根据毕业生预分配方案选定实习单位进行食品

检验实习。

校外实习场所：水产品加工厂、肉类联合加工厂、食品厂、商品检验机构、卫生

检疫机构。

６．招生年度和人数

１９８４年开始招生二年制食品检验专科专业。１９９７年更名为食品工艺（检验）

专业，学制改为三年制专科。具体招生人数如下：

１９８６届２７人、１９８７届３４人、１９８８届３１人、１９８９届２６人、１９９０届３０人、

１９９１届２７人、１９９２届３２人、１９９３届３０人、１９９４届４６人、１９９５届３７人、１９９６届

３３人、１９９７届３３人、１９９９届２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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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３：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２００４年起，学校设置食品质量与安全四年制本科专业。

１．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食品科学、生物学、食品毒理学、食品标准与法规、食品质量管理知

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主要掌握食品加工与贮藏、食品安全学、食品质量安全

检测技术、食品标准与法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毕业后能从事食品工业领

域的分析检测、安全评价、质量管理、品质控制等方面的工作。

培养规格：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

社会责任心和较高的道德水平；具有从事科研工作的良好素质，掌握本专业和相

邻专业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实验技能；能运用外语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和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具有撰写科技论文和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具

有在食品生产、流通及消费领域从事分析检测、安全评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及

企业管理方面的基本能力。具有从事食品质量全过程控制管理和安全性保证的

基本能力；了解国内外食品质量及安全领域的发展动态；具有制定和破解技术壁

垒的能力。

２．学科门类

工科轻工纺织食品类。

３．主干学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４．主要课程

基础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食品化学、仪器分析、食品微生物学、免疫学、

食品安全学、食品毒理学、食品营养学、食品工艺学、动植物检验检疫学、食品标准

与法规、食品理化检测技术。

５．教学机构与师资队伍

食品安全与营养教研室主任：宁喜斌、包斌。

主要任课教师：姚野梅、甘建红（基础化学），王朝谨、康永锋（有机化学），李

燕、王晓辉（生物化学），包斌、陶宁萍、衣杰荣（食品化学），吴继魁、赖克强（仪器分

析），宁喜斌、李晓辉（食品微生物学），杨靖亚、陈兰明（免疫学），宁喜斌、丛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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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学），包斌、李晓辉（食品毒理学），刘源、陶宁萍（食品营养学），包斌、孙晓红

（动植物检验检疫学），钟耀广（食品标准与法规），丁卓平、丛健（食品理化检

测技术）。

６．主要实验实践教学

主要实验教学：基础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生物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食品化学实验、食品毒理学试验、食品理化检测技术实验、食

品安全学实验。

主要实验实训环节：认识实习、食品品质评价、食品加工实践、毕业实习、毕业

论文。

７．主要设施

微生物学实验室和食品分析实验室平台，主要仪器设备有红外分光光度计，

荧光分光光度计，冷冻干燥机，磁性分析检测技术研发分析系统，高温高压模拟杀

菌锅，荧光定量ＰＣＲ仪，全自动氨基酸分析仪、液质联用仪、高效液相色谱仪，气

相色谱仪、气质联用仪、全自动凯氏定氮仪等。

８．学分分配

有关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教学计划学分分配见下表：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教学计划学分分配表

项　　目
准予

毕业

综合教学模块 学科教学模块 专业教学模块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方向

选修

相关

选修

实践

实训

最低应修学分 １７１ ４５ ９ ３５ １０ ３２．５ １２．５ １２ １５

　　９．短学期教学安排

三个课程短学期安排是：

（１）短学期１：以学校安排为主，学院设置一些专家讲座、社会实践、学业指导

等教学活动。主要内容：军事理论与训练、名师导航、大学生创新活动及讲座、大

学生竞赛活动、社会调查、高水平综合教育课程开设等。其中“名师导航”可一学

年连续安排系列讲座。

（２）短学期２：主要内容有学科前沿讲座、专业认识实习、素质与基础技能教

育类教学与实践活动。

（３）短学期３：主要内容有食品加工实践、食品品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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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渔业机械专业

学校于１９５８年５月在我国首次试办渔业机械专业。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８年分别根

据国家教委颁布的全国本科专业调整目录，先后被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覆盖。渔业机械专业最后一届学生于１９８９年毕业。此后，学

校在所覆盖的专业中设有渔业机械相关课程，以及开展有关科研与学术活动。

!" #$

１９５８年随着国家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在渔业集体化、渔船机帆化和

渔业机械化发展的推动下，学校于１９５８年初为适应水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设

置渔业机械专业。

在制订渔业机械专业教学计划，主要参考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内燃机、船舶动

力装置、起重运输机械、机械制造工艺等专业，同济大学建筑机械专业的教学计

划，苏联工业捕鱼专业教学计划。

为了培养师资和满足社会需要，学校从工业捕鱼专业二年级学生中，抽调４１

人转入渔业机械专业学习，其中部分学生送至上海交通大学有关专业学习。１９６１

年首届３５名学生毕业。另一方面学校加快金工厂建设。

１９６０年，暨南大学水产系停办，其学生均并入学校。其中该校工业捕鱼专业

二年级学生，经水产部批准全部转入渔业机械专业学习，至１９６３年毕业。

１９６０年，学校决定将渔业机械专业调整为以水产养殖机械与水产品加工机

械为主，并新设渔船动力机械专业（含捕捞机械）。两个专业前三年的基础课与基

础技术课基本相同。１９６２年根据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渔船动

力机械专业停办，并入渔业机械专业，但保留渔船动力机械的主要课程。渔业机

械１９６１级毕业生中有潘良心和阮文事２名越南留学生。

１９６１年水产部根据各地中等水产学校师资短缺的情况，决定由学校举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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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的渔业机械师范专修科。学生由广东、江西、湖南、四川、天津、烟台、青岛、集

美等水产学校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选送，于１９６３年毕业。

渔业机械专业１９６１届、１９６２届、１９６３届、１９６５届、１９６６届、１９６８届、１９６９届

共计７届毕业生２５８人，包括留学生２人、专科生３７人。

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厦门水产学院期间，设立渔业机械化系，有渔业机械和渔业电

子仪器两个专业，学制三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先后毕业渔业机械专业１９７５届、

１９７６届、１９８０届学生１１１人。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恢复高考后，分别招收四年制渔业机

械本科专业３４人、３７人。学校于１９８０年迁回上海时，按国家水产总局的规定，

该专业学生均留在厦门水产学院继续学习直至毕业。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学校回上海办学期间，曾招收渔业机械四年制本科专业。先

后毕业１９８５届、１９８６届、１９８８届、１９８９届共４届９９人。１９８６年，根据国家教育

委员会和农业部教育改革的要求，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拓宽专业口径，加强

基础和实践性环节，渔业机械专业改名为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此后，渔业机械

专业课程逐年淡出，有时列为选修课。

%" &'()*+5,!"#$(."#&"'

１９１２年设置的渔捞科、１９２３年的三年制航海专科、１９２４年的三年制远洋渔

捞专科均设有制图学、轮机大意课程。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设置的海洋捕捞、水

产加工和航海３个四年制本科专业都设有机电类课程。１９５５年在参照苏联五年

制教学计划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又增设了金属工艺学、起重运输与捕鱼机械、

水产加工企业机械与设备３门课。

（一）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５８年７月渔业机械专业未成立前的机电类

课程

１．课程设置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机械原理与

零件、热工学（热力学、传热学、热机学）、船舶原理与构造、轮机学（船舶内燃机、船

舶蒸汽机与锅炉、船舶辅机）、起重运输与捕鱼机械、水产加工企业机械与设备、电

工学、电工学与船舶电气设备、无线电与渔航仪器。

２．主要任课教师

张义良（高等数学），徐迓亭（物理学），徐圣通（理论力学），俞之江、陈道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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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力学），胡鹤永（水力学），徐志言、俞云（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胡善臻、喻怀仁、

沈义章（金属工艺学），应光彩、陆豫根、余邦涵、徐文达（机械原理与零件），陆成

爻、陈坚（热工学），方忠诰、乐美龙、王云章（船舶原理与构造），应光彩（轮机学、船

舶内燃机），詹庆成（船舶蒸汽机、锅炉、辅机），黄永萌（起重运输与捕鱼机械），孙

世昌、徐文达（水产品加工机器与设备），顾景、吴友益（电工学），电工学与船舶

电气设备（顾景），施彬、顾浩年（无线电与渔航仪器）。

３．组织机构与人员

１９５６年９月成立机电教研组，主任施彬。１９５７年２月机电教研组分为机械

教研组、电工教研组，主任分别是陆成爻和施彬。１９５８年２月机械教研组分为金

工热工教研组、机械教研组，主任分别是陆成爻和应光彩。电工教研组改名为电

工电子教研组，主任施彬。

１９５６年教师有施彬、应光彩、詹庆成、徐志言、陈坚、徐文达、黄永萌、余邦涵、

顾浩年、俞云、陈子培、顾嗣明、李雅飞等１３人。

１９５７年增加７名机械教师：陆成爻、胡善臻、陆豫根（高校工作四年）、周文容

（高校毕业２年）、喻怀仁（高校毕业１年）、应届毕业生王云章、沈义章。调离学校

或教研组的３人：顾嗣明、李雅飞、陈子培。电工电子增加４名教师：陶作民、应届

毕业生杨立威、顾景、吴友益。

４．实验室建设

由俞之江、陈道惠、王浩辛建立材料力学实验室，由顾景、杨立威建立电工

实验室，由施彬、顾浩年建立无线电与渔航仪器实验室。同时施彬、顾浩年开展大

功率垂直探鱼仪的设计研究工作，与上海海洋渔业公司渔船队电讯组共同协作，

试制成功并在渔轮上推广使用。

５．参与金工厂建设

１９５８年初，学校决定设立渔业机械专业，并要求海洋渔业系参与筹建金工

厂，胡善臻和喻怀仁直接参与筹建。学校将军工路５８０号内的原鱼皮制革工场

１６００平方米厂房改建为金工厂。张令江任厂长。通过社会招聘部分熟练技工，

学校派干部教辅１０多人，加上当时对私改造并入的４家私营小工厂的业主、技术

工人和家属１３人。全厂共有３０多人。

金工厂包括４个车间即铸工、锻工、机械加工和钳工装配车间，以及附属的木

模制作间、工具仓库、材料仓库等。设备除学校原有的车床、六角车床、铣床、刨

床、工具磨床、电焊机、空气锤等，新添铸造用的冲天炉、坩埚和沙箱等，以及私营

５７２

第八章　渔业机械专业



厂并入的皮带车床、皮带刨床、钳工、冷作工具、锻工工具等，已初具规模。当时适

逢勤工助学热潮，金工厂取名为上海水产学院勤工机械厂。

（二）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９６０年７月渔业机械专业初办阶段

１９５８年上半年，在参考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机械类专业，以及苏联工业

捕鱼专业等教学计划基础上制订渔业机械专业教学计划。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

程的设置和学时数基本上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相同，另设专业课及个别专

业必需的基础技术课。１９５８年９月起实施该教学计划。

１．课程设置

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物理学、普通化学、金属工艺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机械原理、机械零件、金属学与热处理，公差与技术测量、工程流体力学、工程热力

学与传热学、金属切削原理、机械制造工艺学、电工学与船舶电气设备、液压传动、

起重运输机械、船舶内燃机、船舶辅机与动力装置、工业捕鱼与捕鱼机械、养殖技

术与养殖机械、水产品加工工艺、水产加工机械与设备、船舶原理与构造、渔业经

济与企业管理等。

２．实践性教育环节

机械原理大作业１周，机械零件课程设计３周，捕鱼机械课程设计１周，水产

加工机械课程设计１周，金工实习４周（车工要求能车螺丝与螺母，钳工要求能制

作小榔头），机械制造工艺５周（到柴油机械制造厂进行），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

１８周（结合渔船动力机械与装置、捕捞机械、水产养殖机械、水产加工机械的设计

任务，进行相应的实习和调查研究）。

３．主要任课教师

应光彩、余邦涵（机械原理），陆豫根（机械零件），胡善臻（金属学与热处理），

沈义章（公差与技术测量、机械制造工艺学），王云章（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喻怀

仁（金属切削原理），蔡文霞（液压传动），黄永萌（起重运输与捕鱼机械），应光彩

（船舶内燃机），詹庆成（船舶辅助与动力装置），余邦涵等（养殖技术与养殖机械），

孙世昌、徐文达（水产品加工工艺、水产加工企业机器与设备），方忠诰、王云章（船

舶原理与构造），谢敏珠（渔业经济与企业管理），顾景、吴友益（电工学与船舶电

气设备）等。

４．实验室建设

金属学与热处理实验室建设由胡善臻和吴秋麟负责，开出４个实验。动力实

验室建设由应光彩、杨补林负责，技工吴国宏协助，可进行柴油机测功、水泵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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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及柴油机拆装、捕鱼机械绞机直观教学，柴油发电机组同时被学校定为战备发

电应急设备。

电工实验室建设由顾景负责，技工王浩辛协助，建成直流电机拖动实验台，

适应船舶机械特点。电子学与渔航仪器实验室建设由施彬、顾浩年、吴友益负责，

蔡廷勋协助。

此外，增加了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零件和渔船模型室，由徐志言、余邦涵、

陆豫根、胡明癱等负责建设。

５．教材建设

１９５２年，学校开设养殖工程课程，并编有讲义，经多次修改使用。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９年，以苏联教材编译为主两次编写《捕鱼机械》讲义。

１９５８年，以苏联材料编译为主编写《水产加工企业机器与设备》讲义。

１９５９年，徐志言、朱则铭合编的《画法几何习题集》，自编讲义。

６．教师情况

１９５８年秋，应光彩、黄永萌任渔业机械教研组正、副主任，施彬、杨立威任电

工电子教研组正、副主任。１９６０年，应光彩、黄永萌先后任渔船动力机械教研组

主任，俞云任渔业机械教研组副主任。１９５８年９月孙世昌调入渔业机械教研组。

１９５９年９月朱则铭参加教学工作。

１９５９年９月，学校派出在校学满３年（８人）、学满２年（２人）学生，到上海交

通大学继续学习３年或４年，然后回校任教。１９６２年９月，上述外派进修学生回

校工作的有章可畏和车茂隆（船舶原理与构造）、蔡学廉（船舶动力装置）、田林宝

（机械制造工艺）、朱富强（焊接工艺，回校后调入水产加工系）。陈锡（船舶动力

装置学满２年后返校继续学习渔业机械）、吕祖哲（船舶动力装置学满１年调回学

校筹建渔机系，任团总支书记，分管渔业机械、渔业电子专业学生）。

７．渔业机械３个专门化情况（１９５９．９—１９６１．９）

１９５９年９月，渔业机械专业１９５６级２９名学生分为３个专门化进行学习。

一是渔船动力机械与捕鱼机械专门化，主要学习渔船原理与构造、船用内燃

机结构原理、内燃机设计、渔船辅机、渔船动力装置设计原理、起重运输与捕鱼机

械课程。到上海公兴动力机械厂实习柴油机制造，到上海渔轮厂实习与渔船相关

机械的检修。

二是养殖机械专门化，主要学习水力学与泵、养殖土木工程（测量学与养殖场

规划设计）、离心泵设计、淡水养殖机械讲座（农业机械与畜牧机械相关内容）、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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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机构造原理。到青浦水产养殖总场、拖拉机厂、农机制造厂实习。

三是水产加工机械专门化，主要学习传热学与热设备、水产品加工机器与

设备、工业电子学等。到上海鱼品厂、上海轻工业机械厂、上海轻工业研究所

实习。

其中学习渔船动力机械与捕鱼机械专门化７人，水产养殖机械专门化１４人，

水产加工机械专门化８名。

为了培养师资，学校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分别从１９５７级水产加工专业和工业

捕鱼专业、１９５６级淡水养殖专业中抽调６、５、５名学生，共１６人分别改学渔业机

械专业的水产加工机械专门化、捕鱼机械专门化和养殖机械化专门化。

（三）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９６６年６月渔业机械专业办学情况

暨南大学工业捕鱼专业学生并入学校，转为改学渔业机械专业，因基础课和

基础技术课已完成，主要学习专业课。相应地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所招的渔业机械

专业学生，因贯彻《高校６０条》的规定，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基本能按照教学计划

完成课堂教学、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等各教学环节，专

业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此外，于１９６１年９月曾招收二年制渔业机械师范专修科。

１９６０年上半年曾制订渔业机械和渔船动力机械两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前２

年课程基本相同，１９６２年调整合并为渔业机械专业，但仍保留渔船动力机械专业

的主要课程。１９６２年经调整后的渔业机械专业教学计划如下：

１．培养目标：

具有设计制造渔业机械和制造检修渔船动力机械及装置的高级技术人才。

具体要求：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数理、力学基础，掌握机械制造基础理论，受到机

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渔业机械和渔船内燃机及动力装置的专业知识，具有

设计制造渔业机械、检验、制造、维修渔船动力机械及装置的基本能力。

２．学制：

五年。

３．课程设置及学时：

（１）教学总的安排：

总学时３２００学时，合计２５１周。其中理论教学１４３周（含作业设计６周，其

中机械原理大作业１周），机械零件课程设计３周，捕鱼机械课程设计１周，内燃

机课程设计１周。实习２９周（金工４周，机械制造工艺５周，集体渔业２周，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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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５周，渔轮厂渔船、内燃机、动力装置和捕鱼机械修造综合实习１３周）。毕业

设计１６周，农业劳动８周，考试１２周，假期３５周，机动３周。

（２）课程设置及学时：

中共党史（７６），政治经济学（７４），哲学（６０），社会主义思想教育（１４０）（未计入

总学时，每周半天形势学习教育等），体育（１２０），外语（２６０），高等数学（２７０），物理

学（２３０），普通化学（９０），机械制图（２００）（按两学年安排，不再安排集中１周测

绘），金属工艺学（１３０），理论力学（１２０），材料力学（１２０），工程流体力学（６０），金属

学与热处理（７０），公差与技术测量（４０），机械原理（９０），机械零件（１１０），工程热力

学与传热学（８０），捕鱼技术（６０），电子学与船舶电气装备（１００），金属切削原理

（５０），液压传动（４０），船舶原理构造与维修（１４０），渔船内燃机（１２０），起重运输机

械与捕鱼机械（１４０），渔船动力装置（１４０），机械制造修理工艺学（１４０），水产经济

与企业管理（４０）。

未计入总学时的选修课有：渔船柴油机增压与扭转振动５０学时、水产加工机

械８０学时。

４．主要任课教师

徐志言、车明雯、华莉珍（机械制图），胡善臻、喻怀仁（金属工艺学），陈剑扬、

周永年（理论力学），俞之江、韦义辉（材料力学），胡鹤永（工程流体力学），胡善臻

（金属学与热处理），沈义章、郁蕴琦（公差与技术测量），余邦涵（机械原理），陆豫

根（机械零件），王云章（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张荫乔（捕鱼技术），顾景、吴友

益、俞受稼、陈钦（电工学与船舶电气装备），喻怀仁（金属切削原理），蔡文霞、胡文

伟（液压传动），胡明癱、章可畏、车茂隆（船舶原理构造与修理），应光彩、杨补林

（渔船内燃机），黄永萌、桂志成、胡文伟（起重运输机械与捕鱼机械），詹庆成、蔡学

廉、陈锡、汪妙强（渔船动力装置），沈义章、陈林新、田林宝（机械制造维修工艺

学），应光彩、王云章（渔船柴油机增压与扭转振动），孙世昌、徐文达（水产加工机

械），谢敏珠（渔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等。

５．实习情况

机械制造工艺实习５周，分别安排在上海柴油机厂、无锡动力机厂、浙江舟山

船厂，通过实习使学生既熟悉内燃机结构、装配，又懂内燃机主要零件、部件的工

装夹具与制造工艺。渔业机械专业１９５８级和１９６０级均顺利完成一个学期的毕

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渔业机械专业１９６０级、１９６１级学生因参加“四清”运动，又

由于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都未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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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教材与课程建设

１９６１年，编写全国高等水产院校统编教材有：黄永萌、胡鹤永、侯恩淮（山东

海洋学院）合编《捕鱼机械与设备》；孙世昌、徐文达合编《水产加工机械与设备》；

张丹如、俞之江、任庚福合编《养殖土木工程》，均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１９６３年桂志成翻译苏联《水力捕鱼机械化》一书，作为捕捞机械课程教材的

新内容，在渔业机械专业开设相应课程。

１９６１年后，郁蕴琦负责公差与技术测量的课程建设，陈林新、田林宝负责机

械制造工艺学的课程建设。陈林新指导学生进行夹具设计。

７．教师变化情况

１９６０年８月，周文容应舟山水产学院需要调赴该校任教。１９６０年９月胡明

癱、蔡文霞、车明雯、华莉珍、杨补林，１９６１年桂志成、胡文伟，１９６２年汪妙强和交

大进修的章可畏、车茂隆、田林宝、蔡学廉、陈锡参加教学工作。１９６２年由于渔

业机械与渔船动力机械两专业合并，水产加工机械课程列为选修课，孙世昌、徐文

达调水产加工系，俞云调学生科任副科长。１９６３年上半年水产部成立上海渔业

机械仪器研究所（现属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指令学校派教师支援，机械教师沈

义章、陈廉裕、俞燕骏，电工电子教师吴友益、尹鸿庆前去工作。喻怀仁调上海工

学院（今上海大学）任教。１９６３年黄永萌任海洋渔业办公室主任。１９６５年陈为发

渔业机械专业后毕业留校工作。

（四）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教师情况

１９７０年４月，黄永萌、蔡文霞参加渔业机械专业教学改革实践队，先后到上

海交通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校及上海渔轮厂和温州渔业机械厂进行调查。后又

安排黄永萌、胡文伟、胡明癱、徐志言等到上海渔轮厂机械加工车间参加拖网绞机

大功率大扭矩叶片油泵油马达系统的试制安装、调试和维修，为该厂液压小组编

写《现代渔轮液压传动》讲义和讲课。桂志成与崔建章在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参加

光电泵捕鱼设计、实验研究。１９７０年９月金正祥、殷肇君、高清贵到学校金工厂

参加劳动。

（五）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金工厂情况

１９７０年下半年，有一批教师和职工到学校金工厂参加劳动。长期来金工厂

主要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服务，曾协助材料力学、电工、动力、冷冻等实验室建设加

工有关设备，试制机帆船起网机、拖网绞机、黄鱼处理机、墨鱼处理机、离心鱼泵及

多种内燃水泵等。后曾生产洛氏硬度计２００台、台式钻床、割草机及硬度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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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太仓机床厂协作，生产１０台Ｃ６１８车床，床身铸有“上海水产学院金工厂造”

铭牌。这些机床以及全厂设备在迁校时，全部运往厦门，重新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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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学校迁往厦门后，当年即招收三年制渔业机械专业“工农兵”学员。

该专业教学计划由黄永萌、余邦涵、俞云等负责制订。主要参考原五年制渔业机

械本科专业教学计划，并作适当调整。主要机械课程保留，但学时减少，要求降

低。同时删减课程如水力学、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船舶原理与构造、捕鱼技

术等。

金工实习、机械制造工艺实习、渔轮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保留，但

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时间减少。

该专业招过３届学生，先后有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和１９８０届，毕业生共１１１人。

（一）三年制渔业机械专业（“工农兵”学员）教学计划

１．培养目标

培养又红又专，掌握渔业机械的基本理论和生产技能，能独立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具有一定的从事渔业机械科学研究工作能力，体魄健全的劳动者。

２．主要课程和任课教师

张义良、邢华良（高等数学），任庚福、何铨、于维华（物理学），俞云、刘淑霞、郑

孝树、苏盛龙（机械制图），余邦涵、蔡文霞、施天恩（机械原理），陆豫根、钱勇贵（机

械零件），周永年、陈丽月（理论力学），陈道惠、韦义辉、何其渝、陈文淼（材料力

学），胡善臻、陈裕宗（金属学与热处理），傅维英（公差与技术测量），林成景、金正

祥（金属工艺学），黄永萌、胡文伟、施能阚、桂志成、郑玉芸（捕捞机械），陈钦、郑朝

栋（电工学与船舶电气设备），陈为发、张柳絮等（船舶内燃机），田林宝、陈萱藩（机

械制造工艺）等。

３．组织机构与人员

渔业机械化系：副主任郭震东，党总支书记：赵风仪，乔树荣（１９７６年）。

渔业机械教研组：黄永萌（主任）、胡文伟、陆豫根、余邦涵、俞云、蔡文霞、杨建

陵、刘淑霞、郑孝树、桂志成及戴秀丽。新增加教师：施能阚、林鸿禨、陈萱藩、庄建

基、赖世华、沈文辉、郑玉芸、王允澄、施天恩、苏盛龙、王英能、王肇基、王济生、田

菁、李哲及１９７５年后毕业留校的林聪荣、郭愿、王聚仁，分别担任渔业机械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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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系、水产加工系和海洋渔业系有关课程的教学工作。

４．实验室建设

俞之江、陈道惠、韦义辉、徐道端负责建设材料力学实验室，胡善臻，陈裕宗、

金正祥（属造船系）负责建设金属学与热处理实验室，顾景、郑朝栋等负责建设

电工实验室。傅维英负责建设公差与技术测量实验室，应光彩、蔡学廉负责建设

渔船动力实验室。杨德厚、俞受稼、杨碧南等负责建设电子学实验室，庄建基负责

建设液压传动实验室。

５．教材建设

由黄永萌、胡文伟编写渔业机械专业和海洋捕捞专业使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

《捕捞机械》讲义，前者增强设计内容并增加鱿鱼自动钓机、延绳钓捕鱼机械系统、

捕鲸机械设备、大功率的液压元件和系统。

６．教学计划执行情况

渔业机械１９７２级学生在上海学校金工厂进行金工实习。捕捞与轮机、捕捞

机械实习在上海海洋渔业公司进行。机械制造工艺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在无锡

柴油机厂和福州马尾造船厂进行。毕业实习结合毕业设计进行，全部安排在福建

省进行。另外，安排到同安参加农业劳动１０天，到厦门集美后溪参加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两周。

渔业机械１９７３级学生曾到厦门郊区参加农业劳动两周外，在学校实习渔轮

“闽渔４５１号”、“闽渔４５２号”参加捕捞生产实习，共３周。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

与生产实际结合，分别安排在上海渔轮厂、山东石岛黄海船厂进行。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一度风行“典型产品带教学”。渔业机械１９７３级学生曾在无

锡、上海上课，感性认识虽有所增加，但基础理论明显削弱。

７．金工厂建设

为了学生金工实习，由校领导吴健，教师黄永萌、余邦涵、俞云和金工厂施静

英等制订金工厂建设规划。经农林部审批通过，在集美新建渔业机械厂。厂房由

厦门建筑设计院设计，建筑面积４５８３平方米，投资１１４．４２万元。有铸工、锻工、

机械加工、装配和热处理５个车间和１个材料仓库。配置３米龙门刨床、Ｃ６３０车

床、立式和卧式铣床、平面磨床、镗床、齿轮加工机床、２５０公斤气锤等。１９７９年有

机床等大型设备７８台，固定资产２３０万元。厂长林宗鹏、张令江，支部书记连文

炎。工人６０多人。该厂除满足学生金工实习外，还为实验室建设及渔业电子厂、

冷冻厂、水产加工厂、印刷厂、海水养殖试验场、淡水养殖试验场等单位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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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师资培养

１９７６年９月郭愿、王聚仁到上海交通大学进修起重运输机械１年。田菁到

上海交通大学进修液压传动１年。

（二）四年制渔业机械本科专业教学

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７８年先后招收恢复高考后的２届渔业机械专业四年制本科生

进行基础课程教学至１９８０年７月。由于学校迁回上海，经协商，渔业机械专业学

生继续留在厦门水产学院学习直至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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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学校迁回上海，渔业机械专业先后于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招

生。学制四年。１９８３年修订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渔业机械高级科学技术人才。

具体要求：除保留过去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设计制

造能力外，还增加具有工业企业管理知识，得到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了解有关

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专业书刊。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课程

设置上，确保基础课学时，减少专业课学时，增设计算机算法语言课。并开设选修

课，如工程数学（后来改为必修课）、测试技术、自动调节原理、渔船制冷装置、第二

外语等。其中多数为机械学科新知识课程。

（二）课程设置与学时

以１９８３年上半年修订的渔业机械专业教学计划为例：

必修课：中共党史（７０）、政治经济学（７０）、哲学（７０）、社会主义思想教育（２１０

未计入总学时）、体育（１４０）、外语（２４０）、高等数学（２００）、物理学（１４０）、化学（７０）、

计算机算法语言（４０）、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１５０）、金属工艺学（６０）、理论力学

（１００）、材料力学（１００）、工程流体力学（６０）、金属学与热处理（５０）、公差与技术测

量（４０）、机械原理（８０）、机械零件（９０）、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８０）、液压技术（６０）、

电工学与船舶电气设备（１５０）、船舶概论（６０）、机械制造工艺学（７０）、捕鱼机械

（７０）、鱼类输送机械（５０）、养殖机械（３０）、船舶内燃机（５０）、渔船辅机（４０）、渔船动

力装置（６０）、企业管理（４０）。必修课周学时（２２—２６）。

选修课：工程数学（含线性代数、概率论）（７０）、水产加工机械（６０），此两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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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加选课。工程数学后来改为必修课。任选课有测试技术（５０）、微机原理

（４０）、船舶节能技术（３０）、机械振动基础（４０）、渔船制冷装置（３０）、金属切削原理

（４０）、第二外语（１００）。

（三）实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

实习１６周：金工实习４周（后调整为５—６周），机械制造工艺３周，养殖机械

１周，水产加工机械１周，上船出海捕鱼（含船舶机舱布置、柴油机和捕捞机械运

用）３周，船舶动力机械及装置与捕捞机械制造修理４周。

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１０周。

（四）主要任课教师

徐志言、车明雯、刘淑霞、郑孝树（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孙晋声、陈林新、刘

昕、陈天洪、陈渊、张慕蓉（计算机算法语言），陈剑扬、周永年（理论力学），韦义辉、

何其渝（材料力学），金正祥、楼文高、于坚（金属工艺学），胡善臻（金属学与热处

理），夏泰淳、崔京南（工程流体力学），王云章（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余邦涵、蔡

文霞、朱镜、刘学振（机械原理），陆豫根、陈蔚文、钱勇贵（机械零件），吴友益、俞受

稼（电工学与船舶电气设备），胡文伟、朱永兴、伍可好（液压技术），陈林新、田林

宝、胡以明、庄朱明、徐旭恒、周华（机械制造工艺），郁蕴琦、李晔（公差与技术测

量），胡明癱、章可畏、伍稷芳（船舶概论），胡文伟、张财富、朱永兴、马如飞、董初生

（捕鱼机械），桂志成、殷肇君、高水良（养殖机械），徐文达（水产加工机械），胡文

伟、桂志成（鱼类输送机械），应光彩、王永鼎（船舶内燃机），詹庆成、汪妙强（渔船

辅机），蔡学!、陈锡（渔船动力装置），倪谷来（测试技术），蔡学!（船舶节能技

术），楼文高（金属切削原理），汪妙强（渔船制冷装置），倪谷来（微机原理），伍可好

（机械振动基础），胡文伟、楼文高（专业英语），郑孝树（素描选修课），谢敏珠（企业

管理）等。

（五）教师变动情况

１９８０年９月吴友益从上海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调回学校任教，殷肇君从水

产养殖系调入海洋渔业系渔业机械教研组任教。１９８１年夏泰淳、１９８２年朱镜、马

如飞、高水良、倪谷来、楼文高、伍可好、庄朱明、李晔、李虹毕业分配到渔业机械教

研组工作。朱永兴、胡以明、张财富、陈蔚文相继来组工作。１９８５年，马如飞赴北

京学习英语，１９８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机械工程硕士、博士。楼文高赴上海工

业大学攻读金属切削原理硕士，伍可好赴上海铁道学院攻读液压传动硕士，楼文

高和伍可好３年后学成回校任教。１９８４年３月黄永萌调任海洋渔业系副主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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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学工作，顾景任副系主任分管实验室建设及财务工作，蔡文霞调任校工会

专职副主席，胡文伟任渔业机械教研组主任兼实验室主任，胡明癱任教研室副主

任。马骊调北京。徐旭恒来校从事机械制造工艺课程教学９年，后留学美国攻读

硕士。

（六）实验室建设

重建实验室有材料力学实验室、金属学与热处理实验室、公差与技术测量实

验室、机械原理实验室、机械零件实验室、机械制造工艺实验室、液压实验室、机械

工程测试技术实验室、刀具夹具陈列室、渔船模型陈列室、机械制图专用教室、养

殖机械实验室、动力实验室、电工学、电子学、单片机实验室。

新建实验室有：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胡文伟参加学校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

引进国外科技设备工作，负责渔机液压项目，引进２０多万美元的仪器设备，新建

测试技术实验室与液压技术实验室。除开出教学实验外，还曾为上海渔轮厂大功

率油马达作了性能测试。蔡学廉建设动力实验室，含柴油机动力装置测定功率、

水泵性能测试等。

（七）重建金工厂

金工厂与机械制造工艺实验室连在一起，１７００多平方米，其中实验室３００平

方米，金工厂１４００多平方米。厂房分为二层，一层为机械加工车间，二层为钳工

装配车间。有设备５０多台，工人３０多人，能满足近４０名学生车（含铣、锻、磨见

习）、钳两个工种实习。除满足学生实习外，还开发珍珠、宝石、钻石等的钻孔、抛

磨、琢磨加工，产品销往东南亚及香港地区。历任厂长为林益泰、钱勇贵、林宗鹏，

副厂长施静英。初期，余邦涵、田林宝、金正祥被聘为金工厂技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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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８５年，黄永萌参编《中国农业机械化区划研究》，农业出版社出版。

２．１９８５年，黄永萌副主编，徐荣、朱永兴、马如飞参编《上海市渔业机械化调

查与区划》，上海市水产局出版。

３．１９８８年１０月，黄永萌、徐文达、桂志成、朱永兴、殷肇君、高水良、竹润华

（上海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编制的《渔业机械基本术语》国家标准，经国家技术监

督局定为ＧＢ９９５５８８，中国技术标准出版社出版。

４．１９８９年，殷肇君编，《水产养殖机械》，科技咨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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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９１年，黄永萌任副主编《中国渔业机械化调查与区划》，浙江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

６．１９９６年，殷肇君参编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水产养殖机械》，中国

农业出版社出版。

７．１９９６年，徐文达为第一作者编写的《水产品加工机械与设备》，全国高等学

校统编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８．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殷肇君、黄永萌、徐文达、楼文高、朱国毅修订《渔业机械基

本术语》农业部水产行业标准ＳＣ／Ｔ６００１．１—４四项标准。２００１年９月，中国标准

出版社出版。

９．２００６年，夏泰淳编，《工程流体力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７年

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

１０．黄永萌为《辞海》第一版（１９６５年）、第二版（１９７８）、《船舶工程辞典》（１９８０

年）编写捕鱼机械条目，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１９８４年）、《中国农业百科

全书·水产卷》（１９９０年）、《农业大词典》（１９９８年）编写渔业机械和捕鱼机械

条目。

=" >*?@

１．１９５８年，胡鹤永、陆豫根设计直径１００毫米的离心鱼泵，由金工厂制成样

机，在上海市鱼市场进行试验。

２．１９５８年，孙世昌、徐文达、俞云和进修教师林载亮（校友）与渔业机械教研

组１０多名教师集体研究设计大黄鱼处理机，具有连续输送、剖腹、切头功能。

１９５９年，孙世昌，徐文达带领学生继续进行挖内脏和去鱼皮机的设计研究，１９６０

年孙世昌设计墨鱼处理机，由金工厂制造出样机，可剖腹和切两眼。

３．１９５９年，詹庆成设计机帆船卧式起网机，由金工厂制造，在舟山的机帆船

渔船上使用成功。

４．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学校与黄海水产研究所，武汉水运工程学院３方合作研究

内燃水泵的设计与试验，由金工厂制造多种机型，并在金工厂的水池进行连续试

验１年，黄永萌、林益泰等和学生陈廉裕、俞燕骏参与。

５．１９６２年，应光彩、胡明癱通过调查研究，撰写《对我国渔轮发展的意见》论

文，在上海造船工程学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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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９６４年，桂志成撰写《流刺网作业机械化》的论文，在广州全国渔船学术会

上交流。后编入《全国渔船会议论文集》。

７．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方忠诰、车茂隆参加张友声长江流域渔具渔船渔法调查研

究课题。两人负责渔船的调查和测绘。１９６６年《长江流域渔具渔船渔法调查报

告》出版，内部发行。完成第二分册《渔船分册》的文字撰述，含船型、结构布置、性

能及研究性评价、绘制４２种船型图，结构图和布置图。

８．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由林鸿禨等设计拉力１吨的液压传动动力滑车，由学校金

工厂制造出样机，并在厦门捕捞公社和广东汕头渔船上进行试验。

９．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王肇基等与金工厂施静英、林益泰等合作，设计研制机械

控制式鱿鱼钓机，由金工厂制造多台，并在厦门渔业公社和广东汕头的渔船上进

行试验。

１０．１９７２—１９７８年，桂志成参加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光电泵捕鱼的设计制造与

试验研究工作。

１１．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黄永萌参加全国农业机械化区划研究。该项目获中国农

业机械化区划二等奖。

１２．１９８１—１９８７年，学校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上海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合

作开展中国渔业机械化调查与区划研究。黄永萌为副组长。后来编写《中国渔业

机械化调查与区划》，黄永萌为副主编。１９８１年在学校举办全国渔业机械化调查

与区划培训班，有１０多个省４０多人参加，培养开展渔业机械化调查与区划的

人才。

１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学校与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和上海市水产局共同合作进

行上海市渔业机械化调查与计划研究。黄永萌、徐荣、朱永兴、马如飞参加，该项

目获上海市农委、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农业计划委授予区划成果三等奖。

１４．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桂志成、殷肇君，高水良设计ＤＳＧ—１型水质改良机，田

林宝进行工装夹具和工艺设计，由金工厂制造，在农牧渔业部组织的全国增氧机

评比中获新产品开发奖。

１５．１９８５年，钱勇贵、楼文高参加与金工厂施静英、陶祥庆研制２Ｋ８５型珍珠

钻孔机，获农业部科术进步奖三等奖。

１６．１９８９年，夏泰淳、章可畏研制的船舶螺旋桨防水草缠绕的装置被授予

１９８９年上海市专利技术实施成果二等奖。同年，又授予本年度选拔赛职务发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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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９９０年６月，章可畏、夏泰淳研制的淡水湖船舶的新型推进装置获农业

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８．１９９０年，田林宝创意设计，顾大江、韩春伟、潘鸿昌共同制作《内燃机活塞

工艺》教学片。当年被评为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电视教材二等奖，由上海市高校

电化教育馆发行，被多所高校采用。

１９．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胡明癱、胡文伟、倪谷来参加农业部日本海柔鱼钩渔场资

源调查和钩捕技术研究课题，分别负责渔船的改装设计，钓机和光诱电器设备的

引进、配置与修复。该课题１９９３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９９５年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２０．１９９１年，桂志成、殷肇君等进行饲用角质蛋白膨化工艺设备研究。其中

膨化猪血粉加工方法与设备于１９９２年获全国饲料工业新产品交流会特别金

杯奖。

２１．１９９２年，朱永兴研制的自行往返远控潜吸式清淤机获国家发明奖三等

奖。１２月到北京参加国家科技奖颁奖大会，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并合影留念。

２２．１９９２年，胡文伟参加江西波阳县科技服务，设计拉力１吨的新型中液压

系统大拉网绞机，由金工厂制造，使用成功。

２３．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殷肇君、张财富、陈蓝荪、董初生、徐道端、柏春祥的深水

充气增氧机的研究课题，１９９７年获上海市科技兴农二等奖。

２４．２００２年，朱永兴、王永鼎等的滩涂作业紫菜收割机课题，获第１６届上海

市优秀发明选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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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渔业经济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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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对

渔业生产方针调整为“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

重”，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重捕捞、轻养殖，重海洋、轻淡水，重数量、轻质量”的

渔业政策，也改变了“重水产技术、轻经济管理”的倾向。渔业生产获得快速发

展的同时，水产系统人才需求结构也发生变化，迫切需要一定数量的经济管理

人才。

国际上主要渔业国家十分重视渔业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渔业经济管理人才的

培养。日本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在东京水产大学设置了以渔业资源管理为主

的资源管理专业，德国柏林Ｈｕｍｂｏｌｄｔ大学在农业科学系设置渔业经济与水域管

理专业，越南于１９８５年在前江水产大学成立水产经济系。

为此，经农牧渔业部批准，学校于１９８４年５月成立渔业经济与管理系，同年

招收渔业经济管理专科专业学生。１９８５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渔业经济管理本科

专业列入新专业目录，同年招收渔业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学生。学校在全国水产院

校首先设置渔业经济管理专业，受到国内外水产界关注。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学校成立渔业经济教研组，并先后开设企业管理、国营

海洋捕捞企业管理、水产加工企业管理、养殖企业管理、渔业机械企业管理等课程

和讲座，为渔业经济管理专业的设置奠定基础。１９８４年渔业经济与管理系正式

成立，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连续招收两届两年制渔业经济管理专业的专科生。１９８５年

起招收过１届渔业经济管理职工专修科和６届渔业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科，学制均

为两年。１９８５年开始招收四年制渔业经济管理本科专业。

国家教委为拓宽专业范围，于１９９８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中，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覆盖渔业经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营管理等专业。

９８２



学校在设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时，仍保持渔业经济管理特色。

渔业经济管理专业设置的２０多年中，经历创业、调整、巩固、提高的过程，从

专科、本科、成人教育发展到硕、博士点齐全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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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经济管理专科专业于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连续招收２届。

１．培养目标

该专业主要培养既了解水产生产技术，又懂得水产经营管理的中级管理人才。

２．学制

两年制。

３．主要课程

除高等数学、英语、计算机语言，政治经济学，党史外，主要课程有水产通论、水

产经济动植物、水产养殖、海洋捕捞、水产加工、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与渔业会

计、渔业经济学、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渔业技术经济、经济法，外国渔业经济学等。

４．主要任课教师

刘载之、刘冠伦、李鹤年、胡鹤永、顾功超、滕永、吴子昌、陈之伟、凌国建、卞

建林、平瑛、陆国豪、成长生、胡笑波、曹少璞、方菲、麻天雄等。

５．主要生产实习基地

校外主要生产实习基地有上海水产供销公司、青浦淡水养殖试验场、舟山海

洋渔业公司及岱山渔业队等。生产实习３周，毕业实习４周。课堂教学期间适当

安排参观实习。

/" BCDEFGIJHK>

１９８５年上半年，中央农业干部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分院与学校的渔业经济与

管理系合署办公。渔业经济与管理系承担全国各地水产领导干部及水产技术推

广站站长的短期培训任务。

（一）渔业经济管理职工专修科

农牧渔业部和上海市农业局分别对具有高中文化程度，５年工作实践经验，年

龄４０岁以下的在职水产干部，通过两年渔业经济管理职工专修科的学习，经考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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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可取得大专资格。该专修科在１９８５年招过１届，专门为上海市农业局而举办。

１．学制

两年制。

２．主要课程

除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体育、计算机语言、汉语言写作外，主要课程有政治经

济学、淡水生物学、池塘养殖学、鱼病防治、淡水捕捞、水产加工、领导科学讲座、统

计学、会计学、国民经济计划、渔业经济、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渔业技术经济学、经

济法、市场学、外国渔业经济学等。

３．主要任课教师

杨?生、邢华良、卞建林、平瑛、陆国豪、蔡完其、王武、石镛、胡笑波、曹少璞、

方菲、麻天雄等。

（二）渔业管理干部专修科

渔业管理干部专修科于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先后举办６届，共计约２００人。

１．学制

两年制。

２．主要课程

除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体育、计算机语言、汉语言写作外，主要课程有政治经

济学、淡水生物学、池塘养殖学、鱼病防治、淡水捕捞、水产加工、领导科学讲座、统

计学、会计学、国民经济计划、渔业经济、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渔业技术经济学、经

济法、市场学、渔业政策与法规等。

３．主要任课教师

平瑛、陆国豪、杨振明、姜颖、骆乐、曹少璞、谢淑华、卞建林、成长生、葛光华、

张勤国、沈雪达、姚延康、黄士凯、方菲、石镛、胡笑波、罗建荣等。

４．主要生产实习基地

以江苏、浙江和上海的水产养殖场为主，如无锡河埒口渔区、崇明水产养殖场

等。由于这批干部来自生产第一线或领导岗位，一般都具有生产与领导经验。因

此，在教学和实习过程中，针对生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加强讨论，相互交流。

2" BCDEFGL>HC

从１９８５年７月起，学校招收渔业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至今共招收２７届，本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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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设置、实习环节及毕业论文等教学环节与渔业经济管理专科专业比较，

其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加强，更注重对外交流环节。

１．培养目标

培养能在各级渔业经济管理部门或各类企业从事决策和经营管理工作，以及

从事渔业经济研究的高级经济管理人才。

２．学制

四年制。

３．主要课程

除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大学语文、计算机语言、汉语言写作外，主要课程有政

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水产通论、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学、市场营销、渔业经济学、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渔业技术经济学、经济法、审计学、

国际商务管理等。

４．主要任课教师

杨?生、郑黎芳、王尧耕、周应祺，吴子昌、王武、石树奋、卞建林、平瑛、王卫

华、陆国豪、杨振明、成长生、胡笑波、沈雪达、曹少璞、谢敏珠、张勤国、骆乐、方菲、

姚延康、朱伟伟、李蓓、李怡芳、朱善国等。

为了加快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学科建设，学校从１９８５年起，利用世界银行农业

教育贷款项目，曾先后聘请日本海洋水产资源开发中心专家赤井正夫、日本东京

水产大学渔业经济专家平"丰教授、美国西部渔业委员会决策系主任王德雄教授

等来校讲学，并被聘为学校客座教授。同时，还请国内有关领导、学者来校开设专

题讲座，包括农牧渔业部水产局局长佘大奴、上海市水产局局长肖林、上海市政府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启才，以

及有关远洋渔业和供销公司领导等。

５．主要教学设施

除建立和完善资料室外，还设置供学生使用的专用计算机实验室和财会实

验室。

６．生产实习

在校学习期间，共安排生产实习３周，社会调查３周，毕业实习及论文１７周。

学校利用上海水产企业的优势，在校外建立实习基地，包括上海市郊的有关水产

养殖场，如奉贤柘林养虾实习基地等。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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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NDEFGL>HC

１９９８年，国家教委根据面向２１世纪高等教育本科专业调整要求颁布专业目

录，由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覆盖渔业经济管理专业。

１．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系统的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及农业相关的科学基础知

识，掌握农业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在各类涉农类企业、各级政府和研究

机构等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和政策研究等工作的专门人才。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的

基础理论以及相关的农业科学基本知识。受到调查、策划、技术经济分析、计算机

应用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企业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基本知

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听、说、读、写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

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２．学制

四年制。

３．主要课程

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方向选修课、专业相关选修课、实践实训等

模块组成。

专业必修课　渔业导论、计量经济学、渔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渔业技术经济

学、项目管理、企业管理、财务管理、金融学、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

专业方向选修课　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渔业制度经济等

课程。相关专业选修课包括：证#投资与分析、消费者行为、农产品储藏加工概

论、电子商务等课程。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社会认识实习、ＥＲＰ实验室教学实习、专业文献选读与

训练、农经专业调查、水产品市场调查和毕业实习等环节。

集中性实践教学共２０周，１１学分。包括ＥＲＰ实验室教学实习１周（１学分），

专业调查以农（渔）业生产企业和水产品市场为对象１周（０．５学分），此外还包括专

业文献选读与训练活动１周（１学分）等实践内容，毕业论文１６周（８学分）。

４．主要任课教师

杨正勇、平瑛、孙琛、骆乐、沈雪达、史君英、张相国、张勤国、王春晓、徐忠等。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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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学分分配

项　　目
准予

毕业

综合教学模块 学科教学模块 专业教学模块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方向

选修

相关

选修

实践

实训

最低应修学分 １６５ ４５ ９ ３７ ８ ３１ １２ １２ １１

　　６．选课及短学期教学安排

课程设置、学分（学时）：

学　年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学　期 １ ２ 短１ ３ ４ 短２ ５ ６ 短３ ７ ８

综

合

教

育

思政类

大学英语

计算机

军体类

素质与基础

技能教育类

选修课

３（４８）４（６４） ５（８０）

４（６４）４（６４） ４（６４）４（６４）

３（５４）

１（３２）１（３２）１（１６）１（３２）１（３２）

１（３２）

必修７学分（不计学时）

１学分

（不计学时）

最低应修８学分

学

科

教

育

必修课

选修课

４（６４）
１３

（２２４）
１２

（１９２）
８

（１２８）

３（４８） ４（６４） ４（６４）３（４８）

最低应修８学分

专

业

教

育

必修课

专业方向

选修课

相关专业

选修课

实践实训

２（３２） ２（３２）
１３

（２０８）
９

（１４４）
５（８０）

３（４８） ４（６４）６（９６） ６（９６）

最低应修１２学分

７

（１１２）
４（６４）４（６４）

８

（１２８）

最低应修１２学分

１．５

（２周）
１．５

（２周）
８

（１６周）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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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学期安排说明：

短学期１安排的主要内容：军事理论与训练、名师导航、专家讲座、学科发展

与专业课程体系介绍等。

短学期２安排的主要内容：学科前沿讲座，专业认识实习、素质与基础技能教

育类教学与实践活动，ＥＲＰ实训等。

短学期３安排的主要内容：创业教育讲座与实践、专业文献选读及训练、水

（农）产品市场调查等。

７．课程设置

（１）综合教学模块：最低应修５４学分，其中必修４５学分、选修９学分。

项　目

必　　修 选　　修

思想政治

理论课

大学

英语
计算机 军体类

素质与基

础技能

教育

人文与社会

科学选修课

自然与技术

科学选修课

名师导航

系列讲座

最低应

修学分
１２ １６ ３ ６ ８ ２ ６ １

合计 ４５ ９

　　具体的课程设置见本科综合教学模块课程设置。

（２）学科教学模块：最低应修４５学分，其中必修３７学分、选修８学分。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

课

学

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必

修

１１０１４０５６ 高等数学Ｃ ８ １２８ １２８ １—２

５２０４１２７ 程序设计语言Ｂ ３ ６４ ３２ ３２ ２

８２０３００６ 经济法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２

７９０１５０１ 微观经济学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２

１１０６４０３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Ｂ
３ ４８ ４８ ３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６３０１５０５ 管理学原理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３

７９０３７２１ 会计学基础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３

７９０１３０４ 宏观经济学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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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

课

学

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必

修

１１０２１０４ 线性代数Ｂ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９１０９９０１ 应用统计学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４

７９０６３１５ 市场营销学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４

合　　计 ３７ ６０８ ５４８４３２２４

选

修

７９０１１０１ 政治经济学 ２ ３２ ３２ ２

８４０９９０２
商务礼仪与商务

沟通
１ １６ １４ ２ ２

５２０４０３７
数据库基础及

应用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４

５２０３００５ 计算机网络基础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４

１１０７４０１ 运筹学 ２ ３２ ３０ ２ ５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７９０９９０７ 经济学专题 ２ ３２ ３０ ２ ５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１１０１４０７ 高等数学Ｔ ３ ４８ ４８ ６ 高等数学Ｃ

合　　计 １４ ２２４ ２０２ １６６

本课程组最

低应修８学

分，其中带

为限选课

　　（３）专业教学模块：最低应修６６学分，其中必修３１学分、专业方向选修１２学

分、相关专业选修１２学分、实践实训必修１１学分。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

课

学

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专

业

必

修

２４０９９７５ 渔业导论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１

７９０３７３８
会计基本技能

实训
２ ３２ ３２ ４ 会计学基础

７９０３５０１ 计量经济学 ３ ４８ ３０１８ ５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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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

课

学

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专

业

必

修

７９０７３３１ 金融学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５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７９０５１０４
渔业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５ 微观经济学

２４０５５０１ 渔业经济学 ３ ４８ ４２ ６ ５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６３０５０５２ 项目管理 ２ ３２ ３２ ５ 管理学原理

７９０２９０６ 国际贸易实务 ３ ４８ ４２ ６ ６

６３０５０１１ 管理信息系统 ３ ４８ ３２１６ ６

７９０４１０２ 渔业技术经济学 ３ ４８ ４２ ６ ６

６３０４０２４ 企业管理 ３ ４８ ４２ ６ ７ 管理学原理

６３０４０２５ 财务管理 ２ ３２ ２６ ６ ７

合　　计 ３１ ４９６ ３８８６６ ４２

专

业

方

向

选

修

７９０２１０１ 发展经济学 ３ ４８ ４８ ４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７９０９９０１ 产业经济学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５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６３０１５１４ 组织行为学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５ 管理学原理

７９０９９１６
经济管理专业

英语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６３０５５０３ 人力资源管理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６ 管理学原理

６３０５０４５ 战略管理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６ 管理学原理

７９０９９２０ 经济政策学 ２ ３２ ３２ ７ 宏观经济学

２４０９９６８ 渔业制度经济学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７ 微观经济学

６３０９９０２ 创业学 ２ ３２ ２６ ６ ７ 管理学原理

合　　计 １９ ３０４ ２７８ ２６

本课程组最

低应修１２学

分，其中带

为限选课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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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

时

学时分配

讲

授

实

验

上

机

其

他

开

课

学

期

先修课程 备　　注

相

关

专

业

选

修

７９０４９０１ 海洋经济学 ２ ３２ ３２ ４

７９０３７０２ 财务会计 ３ ４８ ４４ ４ ４ 会计学基础

２４０２０２３ 水产养殖概论 ２ ３２ ３２ ４ 渔业导论

７９０７５０２ 保险学 ２ ３２ ３２ ５

７９０７３３７ 证券投资分析 ２ ３２ １６１６ ５

７９０３００２ 消费者行为学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６３０５００７ 供应链管理 ２ ３２ ３２ ６

５２０６００５ 电子商务 ２ ３２ １６１６ ７

５２０６０１６ 管理应用软件 ２ ３２ １６１６ ７

７９０６３１３ 市场营销策划 ２ ３２ ２４ ８ ７

２１０３００１
农产品储藏加工

概论
２ ３２ ３２ ７

合　　计 ２３ ３６８ ３０８４８ １２

本课程组最

低应修１２学

分，其中带

为限选课

实

践

实

训

６３０９９４６ 专业调查 ０．５ １周 短２

６３０５１０８ ＥＲＰ实训 １ １周 短２

６３０９９４９
专业文献选读及

训练
１ １周 短３

２４０９９９２
水（农）产品市场

调查
０．５ １周 短３

６３０９９１６ 毕业论文 ８ １６周 ８

合　　计 １１ ２０周

　　８．实践性教学内容

（１）名师导航：主要开设讲座有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专题讲座、渔业经济

管理研究专题讲座、经济学发展专题讲座、管理学发展专题讲座、教务管理讲座、

职业生涯规划讲座等。

（２）专业调查：

实习地点：上海青浦平利水产养殖合作社

实习期：１周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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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时间：短学期２

实习基本内容：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概述基本内容、水产养殖基本知识和

工艺过程、养殖水环境的检测与调节、常见鱼病诊断与防治。

（３）ＥＲＰ实训：

实习地点：校内ＥＲＰ实训室

实习期：１周

实习时间：短学期２

实习基本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时间 具体地点名称 教学方法 作业要求

１
理论介绍、运行规则
介绍

１天 沙盘实验室 ＰＰＴ

２ 电子沙盘练习、点评 １天 沙盘实验室 实际操作、教师点评

３ 实物沙盘练习、点评 １天 沙盘实验室 实际操作、教师点评

４
实物＋电子沙盘第１—

４年运行、点评
１天 沙盘实验室 实际操作、教师点评

５
实物＋电子沙盘第５—

６年运行、点评，总结
１天 沙盘实验室 实际操作、教师点评 论文

　　（４）专业文献选读与训练：

实习地点：校内。

实习期：２周１６学时。

实习时间：短学期２。

实习基本内容：

序号 主要内容 时间 具体地点名称 教学方法 作业要求

１
文献检索方法及文献

综述介绍
２学时

２ 管理学文献选读 ２学时 相关文献检索及阅读

３ 农业经济学文献选读 ４学时 相关文献检索及阅读

４ 渔业经济学文献选读 ２学时 相关文献检索及阅读

５ 海洋经济学文献选读 ２学时 相关文献检索及阅读

６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文

献选读
２学时 相关文献检索及阅读

７ 文献综述交流 ２学时 撰写文献综述并讨论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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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经济管理专业经过近３０年建设在教学和科研上得到迅速发展，取得明

显成果。主要专业课程渔业经济学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年分别获上海市精品课程

和国家精品课程，《渔业经济学》教材被国家列为“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教

材，并２次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奖。２００８年渔业经济管理被列为上海市重点学

科。２０１０年该专业教师获上海市优秀教学团队。

有关产业经济学（含渔业经济）硕士点、农业经济与管理硕士点、渔业经济与

管理硕士点、渔业经济与管理博士点的简况请见附录。

附：

产业经济学（含渔业经济）硕士点

１９９６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获得产业经济学（含渔业经济）硕士

学位授权点。１９９７年开始招生。

１．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专业硕士点设置：产业政策与区域经济、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市

场与企业经营战略研究、非国有经济研究、渔业经济史等５个研究方向。

２．学制

三年制。

３．课程设置

（１）公共学位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第一外语Ａ、Ｂ、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２）专业学位课：产业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级经济分析、高级计

量经济学。

（３）基础前沿课程：经济学基础前沿课程、管理学基础前沿课程。

（４）选修课程：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市

场、现代企业营管理。

４．主要任课教师

张相国、黄硕琳、周应祺、骆乐、陈蓝荪、平瑛等。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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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与管理硕士点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获得农业经济与管理硕士学

位授权点。２００２年开始招生。

１．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点设置：农业经济管理、海洋资源与环境管理、经济信

息管理等３个方向。

２．学制

三年制。

３．课程设置

（１）公共学位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第一外语Ａ、Ｂ、社会主义理论

和实践。

（２）专业学位课：高级管理学、高级运筹学、农业项目管理、中级经济分析、农

业市场与政策。

（３）基础前沿课程：经济学基础前沿课程、管理学基础前沿课程。

（４）选修课程：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高级财务管理。

４．主要任课教师

孙琛、杨正勇、韩兴勇、高健等。

渔业经济与管理硕士点

２００３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获得渔业经济与管理硕士学位授权

点。２００５年开始招生。

１．研究方向

渔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点设置：海洋产业经济与管理、渔业行政管理、水产

品市场与政策等３个方向。

２．学制

三年制。

３．课程设置

（１）公共学位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第一外语Ａ、Ｂ、社会主义理论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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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

（２）专业学位课：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渔业生物经济分析、中级经济分

析、农业市场与政策、农业项目管理。

（３）基础前沿课程：经济学基础前沿课程、管理学基础前沿课程。

（４）选修课程：海洋法与渔业法规、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渔业文化与

历史。

４．主要任课教师

孙琛、杨正勇、黄硕琳、张相国等。

渔业经济与管理博士点

２００３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校获得渔业经济与管理博士学位授权

点。２００４年开始招生。

１．研究方向

渔业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点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洋与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

策、海洋产业经济学等。

２．学制

三年制。

３．课程设置

（１）公共学位课：英语口语、实用学术英语。

（２）专业学位课：资源经济学、中国渔业经济发展理论。

（３）选修课程：战略管理、国际渔业政策和法规、高级环境经济学、渔业经济

制度分析、渔业生物经济研究进展。

４．主要任课教师

孙琛、杨正勇、黄硕琳、张相国、骆乐、韩兴勇等。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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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航 海 专 业

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于１９２４年开设远洋航海专科。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

立时，设有一届四年制航海本科专业，后即停办。１９９４年起又设置船舶驾驶专科

专业。２００２年起停办。为此，学校设置航海专业大致可分为３个阶段。

!" UVWX()*Y5,!"#"(."#+&'

我国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但渔业生产和技术相对比较落后。外国渔

轮在我国海域的侵渔活动频发，严重影响我国渔业的发展。随着民族工商业的

孕育和发展，以通过培养科技人才、发展社会产业、提倡实业救国的方式来改变

旧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为此，"#(*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开办航海专科，学制

四年。当时招收初中和初中以上学历的学生，*年中 (年为预科。共培养 *届

毕业生 (*人。"#(#年航海专科与远洋渔业专科合并，成立渔航专科。次年渔

航专科停办。

课程设置：除数学、物理、外语、体育外，设有制图、海洋、气象、捕捞、航海、卫

生急救、造船大意、应用机械、法律等。

%" &'()*+5,!"#$(."#&"'

１９５２年在全国渔业工作会议上提出新中国发展渔业的方针指导下，１９５２年

学校在海洋渔业系设立航海本科专业，学制为四年，招收高中毕业生。当初共招

学生６０人，后因为转校、转专业、退学等各种原因，最后毕业生仅１８人。１９５３年

起停招。

１．课程设置和主要任课教师

新民主主义论（黄亚成、林念庚），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学院朱慕唐兼），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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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雪蕾），体育（潘名高），微积分（张丹如），微分方程（张义良），球面三角学（黄国

睴），物理学（徐迓亭），材料力学（俞之江），机械设备（潘宗岳），电工学（施彬），无

线电学（施彬），雷达原理和渔航仪器（施彬），船舶构造大意（上海交通大学魏东升

等兼），轮机大意（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冯刚兼），天文航海学（林焕章），地文航海学

（林焕章），船艺学（沈毅），引港术（高鸿章），磁罗经（高鸿章），信号（车颐轩），海洋

气象学（孙西岩、陆元宪、潘宝生），渔捞学（张友声），渔具学（陈立义），海洋动物学

（陆桂），海洋学（侯朝海、李星颉），水产通论（王贻观），鱼类学（骆启荣），渔业经济

组织和计划（韩家学），航海英语（沈毅）等。

２．教材与实习

基础课教材以正式出版的教科书为主。基础技术课和专业课以自编讲义为

主。课堂实习主要有：地文航海有海图作业和海图修正等；船艺有模型、实船观

摩、帆布缝合、船舶防腐蚀和除锈、帆缆和绳结等；天文航海有六分仪测天、测星等

实测定位等；磁罗经校正；天文钟的维护、保养和修正；气象学有云的识别、不同季

节星座的识别等。

海上实习有航海实习和毕业实习两种。航海实习在学校“水产号”实习渔轮

（船长高锡臣）完成，时间为６周。实习结束后学生应完成航海实习报告。毕业实

习均赴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上拖网渔轮出海实习，共４个航次（８—１０周）。

３．考试与考查

所有课程分考试与考查两种。主要专业课和主要基础课均为考试，其他为考

查。考试为４级计分，考查为２级计分。

毕业时除通过学校的毕业考试外，还要进行由本校有关教师、外校教师和上

海港监部门组成的考试组进行国家考试，两者均通过后，学校才发毕业文凭。

/" &'()*+Z&'()4*5,!"#&#.())%6'

全国改革开放后，我国近海渔业向外海和远洋开拓，考虑到远洋渔业需要培

养一批远洋渔船的驾驶人员，同时也考虑到大吨位渔业船舶（如渔政船、渔监船、

冷藏船、加工船、运输船）的需要，于１９９４年起招收高中毕业的三年制航海专科专

业。定名为船舶驾驶专业，归属海洋渔业系。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学员毕业后就业问题，经过与交通部港监局协商同意，委

托上海港监在学生毕业时，通过港监部门的考试，合格后颁发交通部认可的Ｂ类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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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三副适任证书，可以在国内内河和近海的航运船舶上工作。

１．课程设置和任课教师

除政治、数学、物理、外语等共同课程外，主要课程有：

球面三角（傅占先），船舶信号（顾浩年、江卫平），天文航海（吴联彬、张福祥），地

文航海（翟国环、林文平、宋利明），船艺（林文平、杨建明、王大弟），船舶货运（张福祥），

航海英语（宋利明），船员职务和法规（林文平、顾浩年、张福祥），航海仪器（顾浩年、陆

峰），海商法（顾浩年、林文平），船舶避碰（徐荣、林文平），海洋气象（许翌新）等。

２．主要仪器设备

（１）普航实验室：磁罗经、六分仪、天文钟、哑罗经等；

（２）电航实验室：电罗经、劳兰Ａ、劳兰Ｃ、子午仪导航系统（ＮＮＳＳ），全球定

位系统（ＧＰＳ）、雷达；

（３）海图作业室；

（４）信号与船艺模型室；

（５）捕捞航海模拟室；

（６）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ＧＭＤＳＳ）模拟室。

３．课程作业、培训与考试

课程作业除地文航海的海图作业外，每一学生要完成一次远洋航行的航路设

计。必须完成渔监和港监所规定的“四小证”（即海上救生、救生艇筏操纵、船舶消

防、海上急救）的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发船员必须具备的四张合格证。

毕业时，要通过各门课的考试，合格后发毕业证书，还要通过港监部门的船员

等级考试。考试合格后，可获得由交通部颁发的Ｂ类二等三副适任证书，可在交

通部航运部门就业。学校驾驶专业的学员经交通部港务部门考试合格的比例一

般在８０％左右。

４．历年来船舶驾驶专业毕业生情况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共毕业学生１６２人。即１９９７年２６人、１９９８年２１人、１９９９年

３２人、２０００年２６人、２００１年２９人、２００２年２８人。

２００２年后，船舶驾驶专业停办。该专业虽停办，但由于远洋渔业发展，企业

需求该类人才，于是学校不定期开办专业培训班。受浙江省委托，招收浙江当地

初中毕业学员６０人，送学校专门培训航海人员，为期１年，考试合格后，学员返回

浙江分配。此后，与上海渔监合办ＧＭＤＳＳ培训班，学员来自各渔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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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　渔船动力机械专业

渔船动力机械专业设立于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停办。１９７６年在厦门期间恢复

招生。１９７９年学校在上海原址复校后未再招生。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招收的２届

四年制本科生留在厦门水产学院继续学习至毕业。

!" &'()*+,-!"#$(."#&"'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曾设置渔船动力机械本科专业，学制五年。１９６２年９月根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渔船动力机械专业并入渔业机械专业，在读学

生转入渔业机械专业学习。

１９６０年学校根据水产行业需求开办夜大学，设立五年制渔船动力机械、制冷

设备与冷藏两个专业，当年分别招生。１９６２年９月两专业合并为渔船动力机械

专业。１９６３年又招收１届渔船动力机械专业学生，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夜大学共毕业

４６人。

（一）培养目标

培养渔船动力机械制造，修理以及渔船动力装置设计的科学技术人才。

（二）课程设置

高等数学、物理学、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金属工艺学、金属学与热

处理、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船舶锅炉与蒸汽机、电工

学与船舶电气装备、船舶原理与构造、船舶内燃机、船舶辅机与捕鱼机械、船舶动

力装置、机械制造工艺学、英语等。

（三）任课教师

张义良（高等数学），徐迓亭（物理学），徐志言、俞云（机械制图），徐圣通、陈剑

扬（理论力学），俞之江、陈道惠（材料力学），喻怀仁（金属工艺学），胡善臻（金属学

与热处理），王云章（工程热力学），胡鹤永（工程流体力学），余邦涵（机械原理），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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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根（机械零件），詹庆成（船舶锅炉与蒸汽机），顾景（电工学与船舶电气装备），

胡明癱、章可畏、车茂隆（船舶原理与构造），应光彩、杨补林（船舶内燃机），詹庆

成、汪妙强、黄永萌（船舶辅机与捕鱼机械），蔡学廉、陈锡（船舶动力装置），陈林

新、田林宝（机械制造工艺学），施邦范、许家琦（英语）等。

（四）教材编写和实验室建设

１９６２年根据工业捕鱼专业、渔业机械专业和渔船动力机械专业教学要求，完

成３本自编讲义，有应光彩主编的《渔船柴油机》、詹庆成主编的《渔船辅机》、蔡学

廉主编的《渔船动力装置》。

由应光彩、杨补林筹建设动力实验室，进行柴油机拆装、测功等实验。柴油发

电机组被学校定为战备应急发电设备。

（五）毕业设计

１９６５年３—７月，夜大学渔船动力机械专业１９６５届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该

班１８名学生，来自上海渔轮厂８人、上海海洋渔业公司２人、上海鱼品厂３人、学

校有５人。为提高毕业设计水平，毕业设计课题征求学生所在单位意见，并请工

厂技术人员参与指导毕业设计，采取学校教师与企业科技人员结合共同指导毕业

设计的新模式。毕业设计答辩也请企业单位科技人员参与审核和评分。

生源来自上海渔轮厂的毕业设计有：

蔡伟华、徐世雄的毕业设计题目为“６２６７／３００主机零件勘验标准”，包括曲

轴、轴瓦、连杆、活塞、汽缸５大部分，要求根据规范和设计计算资料，结合生产实

际经验和数据订出标准。指导教师：王传典、许鹤林、应光彩。

曲忠富、朱钦骧的毕业设计题目为“８００马力艉滑道渔轮可调螺距螺旋桨遥

控装置的设计”，包括方案论证、方案设计、技术设计３大部分。指导教师：钱洪

昌、荣之润、蔡学廉。

应鸿全的毕业设计题目为“机床维修、拉花键槽工具设计”，包括方案设计、绘

制总图、油路系统图、完成液压系统的必要计算和主要零部件的强度计算。指导

教师：卫文祥、田林宝。

石木兰的毕业设计题目为“高压油泵芯轴斜槽光磨夹具设计”，为提高油泵制

造质量，并扩大车间内磨床功用，要求设计出适宜的工夹具，并作必要的计算论

证，给出结构简图。指导教师：严人杰、田林宝。

谢义师的毕业设计题目为“渔轮轴系的安装和检修总结”，包括现有轴系的种

类，结构特点的分析比较，常见的故障检修和安装的经验等。指导教师：王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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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学廉。

冯安定的毕业设计题目为“６２６０型柴油机配气结构的分析”，指导教师：钱洪

昌、应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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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学校创办造船系。１９７６年恢复渔船动力机械专业招生，学制三年。

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渔船动力机械本科专业招收学生３３人，１９７８年招收学生

３６人，学制四年。１９７９年学校迁回上海，渔船动力机械１９８１届、１９８２届学生留

在厦门水产学院继续学习至毕业。

（一）培养目标

１．三年制渔船动力机械专业培养目标

掌握渔船动力机械制造与修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独立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具有一定的渔船动力机械与装置的设计、制造和科学研究的体魄健全的

劳动者。

２．恢复高考后四年制渔船动力机械本科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高级渔船动力机械工程技术人才。

业务要求是：牢固掌握本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渔船动

力机械制造、修理以及渔船动力装置设计等方面的知识，了解本专业有关的科学技

术的新发展；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以及初步的分析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获

得科学研究方法的初步训练，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书刊；具有健康的身体。

（二）主要课程和任课教师

政治（黄拔泉、黄添富），英语（宋培德、施安），体育（陈亿儆），高等数学（张义

良、傅占先、邢华良、陈兆祥、李斯大），物理（任庚福、于维华、何克诚、何铨、何苏

麟），理论力学（陈剑扬、陈丽月），材料力学（韦义辉、何其瑜），机械制图（郑晓树、

刘淑霞、俞云），机械原理（余邦涵、蔡文霞），机械零件（陆豫根、钱勇贵），电工基础

（顾景、俞受稼、杨德厚、孙晋声、马文苑、苏乌金），液压传动（许锦宗），金属工艺

学、金属学与热处理（胡善臻、陈裕宗、金正祥、吴明川），制造与修理工艺（田林宝、

陈为发、张柳絮、黄友龙、甘学礼），渔船辅机（詹庆成、汪妙强），渔船动力装置（蔡

学廉、陈锡、叶基恩），渔船柴油机（应光彩、林成景），船舶原理与结构（陈明

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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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３　轮机管理专业

１９８４年，学校设立二年制轮机管理专业，至１９９５年共招１０届。１９９５年学制

改为三年，至１９９９年共招收５届学生。２００５年改名轮机工程技术专业，学制三

年，至２０１０年共招收６届。２０１１年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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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为支援几内亚等西非国家发展海洋捕捞生产，帮助他们培养

轮机技术人员，由上海、青岛、大连、烟台、湛江和海南等地渔业公司选派有实践经

验、具有高中、中专或相当文化水平的轮机长，参加学校开办的为期２年的轮机援

外人员培训班。学习期满后，他们陆续出国指导和培训西非渔船轮机管理人员。

教学内容除进行相关的专业课、基础课教学外，强化英语，包括常用英语口语

和轮机英语教学。主要课程和任课教师：应光彩主讲柴油机，詹庆成主讲辅机，蔡

学廉主讲渔船动力装置，刘冠伦主讲党史和马列主义，宋培德主讲英语。

１９７５—１９７７年，为满足海洋捕捞生产需要，开办“社来社去”渔船轮机专业，

学员２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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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为发展海洋渔业生产需要新的轮机人员，特向学

校提出培养人才要求。经上海市高等教育局批准，学设开办二年制轮机管理专科

专业。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停招两届，后恢复招生。１９８４—１９９５年共毕业１０届学生。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渔船轮机管理技术人才。

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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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自觉维护社会主

义民主和法制，积极为社会主义水产事业服务。业务方面：掌握本专业必要的机电

理论基础知识，并具有对渔船机电设备的操作，维护，管理的能力，初步掌握阅读英

语专业书和说明书的基础。体格方面：具有健全的体魄，能适应海上生活和工作。

（二）主要课程

政治１１０学时，形势任务与思想品德教育１３０学时，英语１４０学时，体育７０

学时，微积分１００学时，机械制图６０学时，金属材料与工艺学７０学时，工程力学

１１０学时，液压传动４０学时，热工基础４０学时，机械设计基础８０学时，计算机算

法语言４０学时，船舶概论４０学时，渔船柴油机１２０学时，渔船辅机１２０学时，船

舶电工１２０学时，轮机管理３０学时，轮机自动化４０学时。

（三）主要任课教师

刘淑霞、郑孝树（机械制图），金正祥（金属材料与工艺学），周永年、何其渝（工

程力学），朱永兴（液压传动），王永鼎（热工基础），朱镜（机械设计基础），胡明癱、

章可畏（船舶概论），王永鼎（渔船柴油机），汪妙强（渔船辅机），蔡学廉、陈锡、汪

妙强（轮机管理、轮机自动化）。

（四）生产实习

１．金工实习（重点车、钳）４周，安排在第二学期，指导教师金正祥等，地点：学

校金工厂。

２．机械制图测绘１周，安排在第二学期，指导教师车明雯。

３．轮机实习（拆装和维修）４周，安排在第四学期，指导教师：蔡学廉，王永鼎

等，地点：上海渔轮修造厂、上海船厂、中华造船厂、沪东船厂等。

４．毕业实习９周，安排在第四学期，主要赴上海海洋渔业公司、长江客轮公

司、江苏海洋渔业公司等上船轮机实习，指导教师有蔡学廉、汪妙强，王永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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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轮机管理专业学制改为三年，至１９９９年共招收５届学生，２００１年更

名为运输动力装置专业，培养１届学生，由海洋学院负责培养。２００５年改名轮机

工程技术专业，学制三年，当年招生的２００８届学生由工程学院负责培养。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招收的５届学生由高职学院负责培养。

０１３

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动力工程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能在运输企业及船舶生产第

一线从事动力设备运行管理、维护制造、生产加工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应用技术专

门人才。

（二）主要课程

机械制图、工程力学、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机械设计基础、电工与电子

技术基础、液压传动技术、船舶柴油机、船舶辅机，船舶电气、轮机管理、轮机自动

化等。

（三）主要任课教师

赵波、李光霞、刘姗姗（机械制图），林黎颖等（工程材料制造基础），夏泰淳等

（工程力学），李光霞等（机械设计基础），沈守平、崔秀芳（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

张丽珍、陈成明（液压传动技术），沈炯、王永鼎（船舶柴油机），汪妙强、陈成明（船

舶辅机），沈守平、陈成明（船舶电气设备），沈炯、陈成明（轮机管理），沈炯、崔秀芳

（轮机自动化）。

（四）生产实习

１．金工实习４周，安排在第二学期，指导教师林黎颖等，地点：学校金工厂。

２．机械制图测绘１周，安排在第二学期。

３．轮机生产实习４周，安排在第四学期，指导教师：沈炯、王永鼎、张连官等，

地点：上海渔轮修造厂、上海船厂、中华船厂、沪东船厂等。

４．毕业实习９周，安排在第四学期，主要赴上海海洋渔业公司、长江客轮公

司、江苏海洋渔业公司等上船轮机实习，指导教师王永鼎、张连官、潘东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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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４　渔业电子仪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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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以前，学校在大专和中专有关专业就开设电工学

课程。１９５２后在航海专业中增设无线电与航海仪器等课程。１９５６年在海洋渔业

系设机电教研组，施彬任主任。１９５７年初成立电工教研组，成员有施彬、陶作民、

顾浩年、蔡廷勋。当年暑假杨立威、顾景、吴友益来校工作，充实到电工教研组。

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相继建立电工实验室和无线电实验室。１９６０年电工教研组更名

为电子电工教研组，施彬任主任、杨立威任副主任。

１９５９年，电工教研组派出施彬、顾浩年、蔡廷勋，与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电讯组

成立垂直式大功率鱼群探测仪试制组，经过半年多时间安装、调试，基本完成整体

装配和调试。后期的海上测试工作由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电讯组完成。１９６０年由

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上报申请新产品奖。经国务院审批，１９６２年获国务院颁发的

新产品开发二等奖。由于探鱼仪的试制成功，填补我国渔用仪器的空白，为以后

探鱼仪的发展和开发打下基础。在此期间也逐步形成开办电子专业的设想。

１９５９年设立渔业电子专业。在筹备期间，１９５８年９月，从１９５９届至１９６１届

海洋捕捞、渔业机械、水产养殖３个专业中抽调６名学生到电工电子教研组边学

习边参加探鱼仪科研活动，作为后备师资培养。１９６０年２月至１９６２年７月又抽

调首届渔业电子专业在读的４名学生到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高校

进修，毕业后返校任教。１９６１年水产部决定编写高等水产院校教材，由施彬、杨

立威、顾浩年３人以施彬为主编编写《鱼群探测仪》，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

第一本渔用仪器教科书。在此期间，开始建立助渔仪器实验室，经过不断的充实

和发展扩大，从原来单一的垂直式探鱼仪，逐渐发展扩大，成为具有垂直式记录型

和显示型探鱼仪、水平式探鱼仪、彩色探鱼仪、网位仪等较为完整的渔用电子仪器

实验室。这一时期正值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水产方面大力推进渔业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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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机帆化、渔轮现代化和渔业机械化。在渔船上普及并装备先进的助渔导航仪

器是实现渔业现代化，进一步提高渔业产量的迫切需要。为适应这一形势，遂于

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９６５年７月创办渔业电子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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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１９７２年共招收１９６２届和１９６５届２届渔业电子专业学生。

１．学制

五年制本科。

２．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电子仪器仪表工程师的基本知识及训练。具有设计和配置渔

用探测仪器及渔船电讯设备的能力，并能组织渔业电子仪器仪表的生产和进行科

学研究工作。

３．实施情况

１９６２届学生是从１９５７年入学的原工业捕鱼和渔业机械专业中抽调２１名学

生于１９５９年转入渔业电子专业学习。后３年主要是学习按电子专业教学计划要

求安排的基础课、基础技术课和专业课。１９６２届毕业生共１８人，分配在高等水

产院校、水产研究所、渔业公司电讯组和有关电子工厂等。

１９６５届学生是１９６０年以渔业电子专业招生入学的。１９６２年秋根据“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渔业电子专业停办并入海洋捕捞专业，但后３年的

课程仍保留原专业教学计划中所设置的部分课程，１９６５年以海洋捕捞（渔业电

子）专业毕业。毕业生中绝大部分分配到上海郊县作为接班干部培养、使用。“文

化大革命”开始后，其中绝大部分又调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渔

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等单位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４．课程设置

共计２６门课程，总学时数３１５０，另设选修课４门共２７０学时。除政治、外

语、体育、数学、物理、化学外，主要课程有机械制图、工程力学、机械原理与零件、

电工学基础、无线电基础、电磁场理论、晶体管原理和电路、电机学与电力拖动设

备、无线电接收设备、无线电发送设备、脉冲技术、水声学基础与鱼群探测器、雷达

与无线电测向、水产经济与企业管理。各教学环节占总学时数的比例为：讲课

６５．９％，实验（习）１０％，课堂讨论（练习）２２．４％，课程作业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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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任课教师（部分）

顾景（复变函数和拉普拉斯变换、电磁场理论），吴友益（电工学基础），施

彬、俞受稼（雷达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基础），顾景、陈钦（电机学与电力拖动设

备），顾浩年（无线电接收设备、晶体管原理和电路），施彬（脉冲技术），杨立威等

（水声学基础与鱼群探测器）。

６．教师变动

１９６３年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在上海成立，根据水产部指示，学校派５位教师

前往工作，其中有电工电子教研组教师吴友益、尹鸿庆。吴友益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又调回学校从事教学工作。

７．创办电子工厂（１９７０—１９７２）

１９７０年为贯彻“７·２１”指示，在崇明“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以电子组的教师

为主，物理、数学等教研室相关的部分教师、干部返回学校，筹建电子工厂，顾景

、杨德厚、俞受稼为负责人。参加的教师有顾浩年、陈钦、原淑兰、马文苑、孙晋

声、张相国、陈国华、于维华、何铨、何克诚、何苏麟、朱忠德、徐迓亭、任庚福等。从

厂房建设到设备制造以及制造大功率晶体管的全部工艺过程、制作模具、芯心装

配、化学处理、晶体烧结、烘干处理、封装测试、外壳电镀等全部都是由教师自己动

手完成。

两年内日夜开工生产了数万只３ＡＤ１８低频大功率晶体管，且参数良好，受到

上海市有关局、委的好评。航天工业部特地派人来厂筛选一部分参数性能高的产

品用于航天仪器。批量生产电子晶体管产品学校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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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学校迁往厦门后，由农林部副部长肖鹏主持制订《厦门水产学院建设

规划》，明确增设渔业电子仪器专业。由于从上海随迁的教师不多，仅有顾景、

俞受稼、陈钦、杨德厚、原淑兰、马文苑、孙晋声、张相国、陈国华等人，为此加紧从

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高校、科研院所调进一批骨干教师，充实专业所需师资队伍，

有柯贤岱、张家智、杨壁南、肖坤勇、郭铭枢、黄印河、黄亦对、郑朝栋、王云癉、苏乌

金、陈新生、洪居正、林长汀、方惠玲、王亚红等。同时在随迁的电子厂的基础上，

扩充生产设备、增加人员编制和工种，从上海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引进技术骨干，

如张碧泉、林清溪技师，物理教师何克诚、何苏麟、朱忠德，技工何浩然也参与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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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和原材料、电子原器件采购，使工厂从生产大功率晶体管逐渐过渡到以生产

双曲线定位仪为主的产品，成功转型为渔业电子仪器专业教学配套的电子仪

器厂。

（一）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７６年招收２届三年制学生

１．招生情况

生源主要是来自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水产企业单位职工、贫下中农和上

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一定社会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招收方式是：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这两届招收的人数均为２９人。

２．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助渔导航仪器的使用、维护及具有一定设计分析能力的普通劳

动者。

３．课程设置

除政治、外语、体育、高数、物理外，主要课程有：电路基础、无线电基础、电子

学、脉冲与数字电路、水声学与换能器、助渔仪器、导航仪器等总共１７１２学时。

４．教学计划实施

教学计划中理论教学相对薄弱，强调以实践为主。３年学习期间，生产第一

线“开门办学”、“边干边学”，占总学时数比例较高，例如到厦门电子仪器厂、上海

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福建驻浙江办事处（沈家门）等单位边

干边学，教学计划难以实施，往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作较大调整。

（二）从１９７７年开始连续招收３届四年制本科生

１．招收情况

恢复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后，改为四年制渔业电子仪器本科专业。招生人数是

１９７７年３３人，１９７８年４０人，１９７９年２５人。

２．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从事水产仪器和一般电子仪器设计制造能力的又红又专的技术

人才。

３．课程设置

除政治、外语、体育、高数、物理外，主要课程有：电工基础、电子学、无线电基

础、脉冲与数字电路、水声学与换能器、助渔仪器、收发仪器、导航仪器、水声仪器

总体设计等总共２３６０学时。与三年制课程相比，除增加收发设备、水声仪器总

体设计等专业课程外，一些基础技术课、专业课的门数和学时数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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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任课教师

杨壁南、张家智（电子线路），林长汀、陈新生（电路），王云生、方惠玲（数字电

路），柯贤岱（计算机语言），黄印河（电磁场），洪居正、孙晋声（探鱼仪），董永柱（高

等数学），曾文新、何苏麟（物理）。

１９７９年底，上海水产学院在上海原校址复校，上海、厦门两校分校时渔业电

子仪器专业划归厦门水产学院续办，已经入学的渔业电子仪器专业本科生也留在

厦门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按照农林部对下属高校的专业部署，复校后的上海水

产学院未恢复渔业电子仪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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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５　渔船设计与制造专业

１９７５年学校设立造船系，下设渔船设计与制造、渔船动力机械２个专业。渔

船设计与制造专业只招１届，学制三年，１９７６年下半年招生，１９７７年２月开学，

１９８０年２月毕业。１９８０年后专业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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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１９４５年渔捞科设置造船大意、应用机械２门课程，后改为船用机械

课程。

１９２３年航海专修科、１９２４年远洋渔业专修科和１９４８年渔捞科，３个大专专

业分别设有造船学、轮机学课程。

１９５２—１９５８年航海专业和海洋捕捞本科专业中设有船舶原理与构造、轮机

学课程。船舶原理与构造课程含船舶静力学（浮性、稳性、抗沉性），船舶动力学

（阻力、推进、摇摆、操纵），船舶舾装，船舶强度与构造，船舶修理等内容。主讲教

师聘请上海交通大学魏东升、罗德涛、盛振邦、陈楚，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张景诚

等，学校方忠诰、乐美龙、王云章协助。１９５８年陈楚自编《船舶原理与渔船构造》

讲义，由学校印发。轮机学课程含船用锅炉与蒸汽机、船舶内燃机、船舶辅机及动

力装置等内容。聘请的主讲教师有上海交通大学范恂如，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冯

岗、尉迟斌，学校詹庆成协助。其间，学校龚道锟曾讲授１年。

１９５８年设立的渔业机械专业、原海洋捕捞（１９５６年更名为工业捕鱼）专业，开

设船舶原理与构造、轮机学课程，任课教师均为学校教师。

１９５９年为培养一批专业课教师，学校选派章可畏、车茂隆、蔡学廉、陈锡、

朱富强、田林宝等到上海交通大学船舶设计与制造等相关专业学习，１９６２年毕业

后回校任教。

任课教师情况：胡明癱、章可畏、车茂隆（船舶原理与构造），应光彩、王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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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补林（渔船内燃机），詹庆成、汪妙强（渔船辅机），蔡学廉、陈锡（渔船动

力装置）。

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在海洋渔业系主任张友声教授带领下，方忠诰、车茂隆等参加

水产部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课题中的渔船调查部分，并到江苏、安徽、江

西、四川等省长江流域进行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写出调查报告及绘制典型渔

船的船型图纸，并于１９６６年出版内部发行的《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报告》

图集。其中第二分册即渔船分册，由方忠诰、车茂隆为主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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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学校增设造船系。造船系主任胡鹤永，党总支书记陈一章。船体教

研室主任陈文生，副主任陈明义、章可畏。专业教师有陈明义、章可畏、苏清标、李

沧浪、郭耀文、何金顺、庄玉英、连玉梅等。

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９８０年２月，渔船设计与制造专业，招收“工农兵”学员１１人，

学制三年。

１．培养目标

渔船设计与制造专业是培养从事渔船和中小型船舶设计与制造的科学技术

人才。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船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性能以及结构强度方面的

计算，具备进行船舶设计与制造的工作和科学研究的能力。毕业生对口分配到渔

船修造厂、渔船检验部门、渔船有关的科研设计单位、水产大、中专院校等。

２．课程设置

政治、英语、体育、高等数学、物理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金属学热处理、流

体力学、船舶静力学、船舶阻力、船舶推进、船舶操纵性、船舶耐波性、船舶结构与

强度、船舶结构设计、造船工艺、船舶设计基础、船舶制图、渔船动力装置等。

３．专业课设置及其任课教师

船舶静力学、船舶阻力、船舶推进（陈明义），船舶结构与强度（章可畏），船体

结构设计（何金顺），船舶摇摆与操纵（苏清标），船舶设计（陈文生），船舶制图（厦

门水产造船厂丰硕），船舶工艺（郭耀文）。

４．生产实习

厦门水产造船厂、上海渔轮厂、学校实习渔轮、上海海洋渔业公司、上海７０８

研究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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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毕业实习

为期２周，在上海、武汉两地有关单位实习及搜集资料。

６．毕业设计

船舶总体设计指导教师陈文生；船体结构设计指导教师章可畏。

７．毕业生名单

共１１人。伍稷芳、李曙华、叶建捷、王玉顺、宁榕生、郑文辉、许立、黄玉华、陈

小苇、林志超、陈龙贵。毕业生对口分配单位为渔船修造厂、渔船检验部门、渔船

有关的科研单位、水产大中专院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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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设计与制造专业停办后，海洋捕捞专业、渔业机械专业、轮机专科专业仍

开设船舶原理与结构或船舶结构、船舶概论、船舶基础理论等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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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课程史





第一章　生 命 科 学 类

第一节　组 织 胚 胎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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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胚胎学是学校水产与生命学院各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截至２０１１

年，水产与生命学院８个本科专业中有６个专业开设该课程。组织学与胚胎学在

水产动物人工繁殖、苗种培育、遗传育种和病理学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不可

缺少的专业知识储备。回顾该课程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早在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学

校院系调整后，就由陈子英（系主任）和王义强开出组织学和胚胎学（当时称“发生

学”）课程，采用的是医学院校教材，教材内容以人体和两栖类为主，很少涉及鱼

类。为弥补其不足，实验材料尽量用鱼类胚胎标本和组织切片。当时条件艰苦，

设备简陋。

１９５５年，学校曾一度归商业部领导，由商业部调拨一批显微镜和解剖镜等仪

器设备，实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从１９５６年起，师资队伍也不断扩大，到１９６４年

组织胚胎教学小组有教师郑德崇、王瑞霞、蔡维元、楼允东、张毓人、江维琳和张克

俭等７人。教学组长为郑德崇和王瑞霞。另外，还有专门切片技术室，由钟荣华

负责制作各种组织胚胎切片，为教学与科研服务。钟荣华调离后，由王逸妹接替。

当时开设的课程有组织学（６０学时）、胚胎学（８０学时）和切片技术（２０学时）等。

１９７２年，学校搬迁厦门后，王瑞霞和王逸妹留守上海，蔡维元调离学校，但同

时调入江福来和张赞妹。当时的组织胚胎教学小组仍为７人，其中张克俭主要从

事河鳗人工繁殖研究。教学组长是楼允东。

１９８０年，学校从厦门迁回上海后，江福来和张赞妹留在厦门水产学院（即今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研组先后引进吴正东（１９８３）、刘桂香（１９８７）和姚纪花

（１９９０）等，并随着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的兴起及学科建设的需要，组织胚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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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先后改为组织胚胎教研室（１９８８）、遗传育种教研室（１９９４）、生物技术教研室

（１９９５）、遗传育种与生物技术学科点（１９９９）和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系（２００６）。

人员流动频繁，原来从事组织胚胎教学的吴正东、刘桂香和姚纪花分别于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和２０００年调离；王瑞霞、张毓人、郑德崇和张克俭分别于１９８９、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和２００２年退休；江维琳因健康原因调系资料室；楼允东因改行从事

遗传育种教学与研究，较少承担组织胚胎学课程。因此，２１世纪初，曾出现过

师资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情况，于是张克俭退休后被返聘，继续从事组织

胚胎教学工作，直到李小勤（２００１）和陈晓武（２００７）等加盟后，才从教学第一线

退下来。目前，组织胚胎学课程主要由这两位青年教师承担，并由朱琴协助组

织胚胎学实验。

%" 9:ab

教材编写是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学校组织胚胎学教师参加了农业部

等有关部委组织的１９６１、１９７７、１９９０和１９９３年统编教材编写工作，自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至今，主编和参编的组织胚胎学教材共有４本：（１）山东海洋学院（即今中国

海洋大学）高洁任第一主编、学校王瑞霞任第二主编的全国高等水产院校统编教

材《水产动物胚胎学》，１９６１年农业出版社出版；（２）楼允东任主编、湛江水产学院

（即今广东海洋大学）黄文浩任副主编、学校郑德崇参编的全国高等水产院校统编

教材《组织胚胎学》，１９８１年农业出版社出版；（３）王瑞霞任主编、苏州蚕桑专科学

校沈其璋任副主编、大连水产学院（即今大连海洋大学）翟宝香和湛江水产学院张

永嘉参编的全国高等农林专科统编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１９９３年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４）楼允东任主编、郑德崇、王瑞霞、厦门水产学院江福来参编的全国高

等农业院校教材《组织胚胎学》（第二版），１９９６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这４本教材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主要是：《水产动物胚胎学》解

决了当时水产院校无教材问题，内容仅限于胚胎学；《组织学与胚胎学》是为水产

养殖专科编写，教材内容贯彻“少而精”原则，在篇幅上比本科教材精简，全书３１

万字；《组织胚胎学》则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教学与科研实践，并参阅了

大量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编写而成，在教材广度与深度上都有所提升，教材内容

更贴近我国水产养殖实际。《组织胚胎学》出版后，受到普遍欢迎。许多高等水产

和农业院校采用该教材，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发行量也很大，从１９８１年初出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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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共印刷８次计４１７００册，从１９９６年（第二版）起又加印多次，至今仍在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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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的主要内容

《组织胚胎学（第二版）》分两篇，即组织学与胚胎学。组织学部分分九章，即

（１）基本组织；（２）循环器官；（３）呼吸器官；（４）消化器官；（５）排泄器官；（６）生殖器

官；（７）内分泌器官；（８）感觉器官；（９）皮肤和鳞片。胚胎学部分分五章，即（１）普

通胚胎学；（２）软体动物的发生；（３）甲壳动物的发生；（４）刺参的发生；（５）鱼类的

发生。全书５２．６万字，插图３５９幅。

（二）新版的变化与特色

《组织胚胎学（第二版）》与初版比较，有以下几处重要变动：

（１）考虑到学生在大学一年级动物学或普通生物学课程中接触过细胞方面

的内容，大学高年级又有细胞学或细胞生物学等课程，为避免过多重复，将初版中

的第一章细胞全部删除；

（２）初版共八章，其中第三章器官组织比较庞大，第二版则按８个器官系统

分为八章，每个器官系统自成一章。这样，第二版就由原来的八章增加到现在的

十四章；

（３）对初版中甲壳动物的发生这一章作了较多改动，主要是突出中国对虾，

删去日本对虾中有关精子形态和受精生物学等方面的陈旧内容，同时增加中华绒

螯蟹的发生一节，以适应淡水养虾（蟹）业的需要；

（４）对初版中鱼类的发生这一章几乎重写，增加鱼类精子、卵子以及胚胎超

低温保存等内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学校王瑞霞等在家鱼受精机理以及器官发生

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积累了丰富资料。这些科研成果在第

二版中得到充分反映。

该教材力求保持本学科的系统性，注意反映现代组织胚胎学的国内外新成

就，大力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规律的论述，特别强调理论联系水产养殖实际，教材

内容具有水产院校特色。从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鱼类组织结构和

胚胎发育为重点，并以一定篇幅介绍贝类（贻贝、鲍），甲壳类（对虾、中华绒螯蟹）

和棘皮动物（刺参）的胚胎与幼体发育内容，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水养殖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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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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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课程建设的重要一环。目前开设的实验共有１５个，即：（１）上皮组织

切片观察；（２）结缔组织切片观察；（３）血涂片观察；（４）肌肉组织切片观察；（５）神

经组织切片观察；（６）血管组织切片观察；（７）呼吸器官切片观察；（８）消化器官切

片观察；（９）消化腺切片观察；（１０）排泄器官切片观察；（１１）内分泌器官切片观察；

（１２）鱼类性腺切片观察；（１３）对虾性腺切片观察；（１４）贻贝性腺切片观察；（１５）鱼

类胚胎发育切片及标本观察。

为使学生观察到活体标本，每当学生到养殖场进行水产动物人工繁殖生产实

习时，胚胎学教师会随队到现场指导学生观察鱼类、贝类或虾蟹类胚胎发育全过

程，其效果比在实验室内观察福尔马林固定的标本好得多。另外，为使学生重视

实验课，从２００５年开始，还将实验课与理论课分离，理论课与实验课各占４０学

时，实验课单独计算成绩。理论课成绩以笔试为主；实验课成绩以实验报告以及

结合现场操作考查结果评定。

第二节　水 生 生 物 学

!" #$

（一）课程初设时期（１９６０年以前）

水生生物学课程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初叶学校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创

办期间，当时渔捞科、制造科、养殖科为学校的３个支柱专业。养殖科的生物学课

程设置中包含了浮游动植物、底栖生物、无脊椎动物等内容，即为早期水生生物学

所含的教学内容。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成立上海水产学院。同年因

学科发展需要，学校在国内率先设立了水生生物学专业，招收四年制本科生。当

初水生生物学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有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学系的陈子英、厦门大

学生物系毕业的肖树旭、山东大学水产系毕业的王嘉宇、日籍教师杨亦智、山东大

学李冠国（讲授浮游生物学课程）等组成的一支优秀师资队伍。他们进行水域调

查研究，采集水生生物标本，结合生产实习，自编讲义。１９６０年出版王嘉宇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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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第一本《水生生物学》教材。该时期的水生生物学教学内容主要为水生生

物形态描述等生物学知识。

（二）课程建设积累时期（１９６０—１９９５）

这一阶段，水生生物学师资队伍人才荟萃，各成员专业特长优势明显，师资主

要有：肖树旭、梁象秋、严生良、杨和荃、杨亦智、洪惠馨、纪成林、陈霖海、王霏、虞

冰如等。梁象秋主攻淡水虾类的系统分类；严生良主讲水生生物生态学；杨和荃、

杨亦智主讲淡水生物学；洪惠馨、纪成林、陈霖海、虞冰如等主讲海洋生物学；淡水

生物学教学还有王霏等。当时，授课班级少（３—５个班／年），水生生物学课程分

为淡水生物和海洋生物两部分授课，课时饱满（１６０学时，分上、下两学期授课），

水生生物生态学单独授课，课时为４０学时。教师在完成授课任务的同时，注重加

强课程建设，特别是在水生生物学教材、辅助教材以及教学录像摄制方面，为后期

水生生物学课程教学和深化课程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期间，

水生生物教研室编写出版了《淡水习见藻类》、《淡水轮虫图册》、《淡水枝角类图

册》、《淡水软体动物图册》、《水生维管束植物》等教学参考书；１９８２年严生良、梁

象秋、杨和荃参编出版了《淡水生物学》（上册）；１９８６年杨和荃参编出版了农业部

广播电视教材《淡水生物学》。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期间，由杨和荃编导拍摄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淡水生态等水生生物电视录像教学系列片（这些录像２００４年开始链接

在水生生物学市级精品课程网上，为许多学校参考使用，收到良好效果）；同期还

拍摄了数百幅水生生物实物彩色照片，制作了１７００多帧幻灯片。１９９０年梁象秋

参编出版《中国内陆水域渔业与资源调查》。从１９８４年始，学校水生生物教研室

教师开始筹划、整理、编写《水生生物学》讲义。该讲义集淡、海水生物，集水产饵

料生物和经济生物为一体，于１９８９年在水生生物学专业试用。与之相配套的还

有水生生物生态学课程，专门讲述水生生物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１９９８年专

业教学计划调整，淡水养殖专业和海水养殖专业合并为水产养殖专业，淡水生物

学和海洋生物学两门课程正式合并为水生生物学（９０学时），同时水生生物生态

学课程调整为３６学时。《水生生物学》讲义在试用６年后，由学校教师梁象秋、方

纪祖、杨和荃等编写的《水生生物学》（形态与分类）于１９９６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

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是当时国内水生生物学方面较为完整、系统的教材，被国

内近３０多所相关高等院校作为教材使用，持续使用了十多年才有新的教材出现，

该教材于１９９９年在台湾出版发行。１９９６年，水生生物学被评为校级一类课程。

由学校编写出版和制作的水生生物学教材、教学参考书、录像资料等为国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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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本课程的教学、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的科研、水产基层单位的生产起到很好的

借鉴和参考。

水生生物学授课方式分为理论课和实验课两部分。水生生物生态学单独授

课。考试方式主要由平时表现分数（１０％）、理论考试分数（６０％）（分期中考试和

期末考试）和实验考试分数（３０％）组成。水生生态学课程单独考试。实验考试由

于授课班级人数较少（一个班小于３０人），因此安排每人进行实物标本考试，要求

学生用显微镜或肉眼观察水生生物标本，写出相应属名、分类特征及相应的分类

地位。考试前学生统一集中在一个教室，实验室准备好２０个标本，学生一个一个

依次轮流考试，学生考完后直接离开教室，不能与未考学生有所接触。实验考试

时，教研室教师３—４人通常全部出动，每个教室门口都有一个教师监考，其中一

位教师在实验室解决学生考试提问。这种考核方式对提高学生的水生生物标本

认知能力起到很大帮助。

（三）课程教学发展时期（１９９７—２０１１）

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第二代水生生物学教师陆续退休。通过本校毕业生

留校培养和国内外高校、研究院所引进相结合，学校完成了第三代水生生物学

师资队伍建设和平稳交替。新生代水生生物学师资队伍学历高、计算机技术熟

练、专业知识互补，为水生生物学课程向众多专业开课和深化课程建设提供了

重要的人才保证。学校水生生物学课程是水产养殖专业重要专业基础课，是农

业资源与环境、渔业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水族科学与技术、园林（水域景观方

向）等专业基础课，是学校生物科学专业方向课，生物技术、动物科学（营养饲料

方向）等专业相关选修课。学校根据专业需要分别设置水生生物学概论（理论

３０学时／实验１８学时）和水生生物学（理论４５学时／实验２７学时）两个授课

体系。

在这一时期，学校、上海市教委对水生生物学课程教学和实验实践教学投入

了较大经费，进行全方位建设，包括师资队伍培养和引进、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改

革、互动数码多媒体实验室建设、教学网络平台建设、创新实验室建设等，校、市先

后７次立项进行水生生物学课程改革和建设。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先后立项开发水

生生物学多媒体教学课件，水生生物学多媒体课件网络中、英文版制作；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年，水生生物学课程作为学校重点建设课程、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作为上海市重点

建设课程进行建设；２００４年作为上海市精品课程进行建设，课程教学资源自２００４

年开放共享。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由王丽卿等自行开发设计的水生生物学多媒体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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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版），于２００２年应用于课堂授课。在接下来的３年内，在国内１６所相关高

校进行推广参考使用。２００５年王丽卿作为副主编出版了国家“十五”规划教材

《水生生物学》，修订和编印《水生生物学教学大纲》、《水生生物学实验指导书》、

《水生生物教学实习指导书》、《海洋生物调查实习指导书》等系列教学资料。学校

同时也在水生生物学实验实践教学环节进行重点建设。２００４年投资２００万元建

立上海市水生生物科技馆，该馆面向上海市所有中、小学生开放，为上海市科普教

育基地之一。２００５年完成水生生物学实验室建设规划，２００６年投入５６万元建设

水生生物学多媒体教学互动显微镜实验室、显微成像实验室和水生生态实验室，

同年投入６０万元更新水生生物学及相关课程使用的显微镜和解剖镜。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学校投资１０００万元在浙江象山建立海洋生物野外生产实习基地；２００９

年，学校成功申请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水产生命科学实验教学中心。中

央财政拨款１０００万元，水生生物学实验教学作为重要内容进行重点建设。

经过这一阶段建设，水生生物学课在教学手段、教学方式上实现一场重大变

革，完全改变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台投影仪等传统的授课模式，采用单机、网络

版的多媒体课件授课，无论从教学内容的整合还是教学设备的配备均进行了革命

性创新。在教学时数缩减的前提下，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目标不仅没有削弱，教

学效率反而大幅度提高，教学效果卓有成效。鉴于课程建设取得的卓越成绩，水

生生物学于２００４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通过市级精品课程的后期建设，学

校水生生物学课程已经成为具有鲜明特色，且能引领国内同类高校本课程共同进

步、起到一定辐射和示范作用的精品课程。

至２０１１年，第三代水生生物学授课教师包括王丽卿、季高华、张瑞雷、薛俊

增、潘宏博等，其间还有何为、王发进、王岩、周志刚、陈立婧、华雪铭等曾参与数年

的水生生物学教学工作。

该时期后阶段的水生生物学授课主要参考教材引用赵文等编写的《水生生物

学》，授课体系由原来的以分类阶元为依序改成以生态类群为授课依序，及时更新

水生生物不同类群最新的分类系统，更正了先前水生生物部分物种的种名。

%" (kkl*jmA9*cd

水生生物学的授课包括理论课（４５学时）、实验课（２７学时）和教学实习（２

周）以及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实习（２周）等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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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生生物学理论课教学

水生生物学比较系统和完整地介绍了各种类群水生生物的形态特征和分类

地位、生活方式、地理分布及经济意义。重点阐述作为饵料和生态环境的作用和

意义。旨在通过课堂教学、实验和实习三个教学环节，使学生掌握水生生物学的

基础理论和鉴别水生生物种类的基本技能，为提高鱼产力、维持水域生态平衡以

及解决科研和生产中的一些生物学问题打下良好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１．通过理论教学，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各类常见水生动、植物的主要特征和

分类的主要依据，掌握各门有关纲、目的特征、繁殖及生活习性、地理分布、经济意

义以及在环保和与人类关系等方面的作用。掌握各类水生生物学系统分类学知

识以及经济价值较高的水生生物种类的个体生物学知识。

２．通过实验和实习等实践环节，掌握各类水生动植物标本的固定和制作的

基本技能，具备独立鉴别常见水生生物种类的能力。

３．本课程重点讲授作为渔业饵料生物和生态环境的作用和意义以及经济水

生动植物的个体生物学知识。

现阶段水生生物学课程的主要内容：（１）讲述水生生物学的定义、范围和任

务，学科发展简史及国内外研究概况；（２）浮游植物，分别讲述蓝藻、硅藻、隐藻、金

藻、黄藻、甲藻、褐藻、裸藻及绿藻等门类的主要特征、繁殖方式、生态、分布及意

义；（３）浮游动物，讲述原生动物、轮虫、枝角类、桡足类、毛颚类和其他浮游动物的

主要特征、分类、生殖、发育和生长特点等；（４）底栖生物，讲述腔肠动物、环节动

物、软体动物、甲壳动物、水生昆虫和棘皮动物等的主要特征、形态结构和生物学

特性等；（５）水生植物，讲述水生维管束植物、轮藻和大型海藻的主要特征、分类和

生态意义；（６）水生生物调查方法。

（二）水生生物学的实验教学

水生生物学是水产养殖和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而水生生物学实

验则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动手操作能力的一门重要课程，是水生生物

学教学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常见水生生物类群的形

态结构、主要特征、分类等基本知识，学会各类水生生物标本的固定、贮存和观察

方法，掌握生物图的绘制以及ＣＣＤ图像拍摄技巧，掌握水生生物分类检索表的使

用方法和编制方法。最重要的是通过实验，识别常见和经济水生生物种类并掌握

其分类地位，具备独立进行水生生物种类的鉴别能力，为以后的水生生物教学实

习及后续的相关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形态和分类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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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主要通过观察各类水生生物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大

型水生维管束代表种类的形态结构，掌握不同类群水生生物的主要特征。通过解

剖或直接观察主要特征，借助检索表，对常见水生生物种类进行鉴别分类。根据

实验观察的实物标本绘制生物图制作实验报告，应用ＣＣＤ成像系统拍摄观察的

实物标本图像，并训练测量标本大小和处理图像的技巧。旨在通过实验，使学生

具备水生生物标本的鉴别能力以及生物图像的采集和处理能力，为以后相关课程

的学习和水生生物资源调查实习等奠定良好基础。

（三）水生生物学教学实习

教学实习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的体现，对于巩固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

学生专业兴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本实习，要求学生进一步

巩固课堂所学水生生物学基本知识，初步掌握一般水域水生生物调查研究方法，

培养独立分析与研究问题的能力。通过实习观察各类水生植物、无脊椎动物的形

态特征、生活习性以及所处水域生态环境特征，熟悉各类水生生物标本的采集、固

定方法和鉴定方法。

本实习对选择特定淡水水域（如淀山湖、滴水湖或上海市公园景观水体），对

其中的水生生物资源以及环境条件展开调查。内容包括：（１）浮游生物、底栖动

物、水生维管束植物、叶绿素α等水域环境生物指标的定性和定量调查方法及测

定方法；（２）水域环境条件（形态、水文、气象、理化性状等）进行测定、了解或分析；

（３）水生生物标本的采集、固定、制作和保存方法；（４）实习报告撰写，培养科技调

查报告撰写的基本技能和素质。时间安排总共２周，每天实习时间不少于６小

时。每项实习内容的时间节点安排视实习水域和天气情况适当做出调整。

历经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水生生物学课程建设在传承学校深厚的

教学、科技积淀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和建设成果，于２００４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

程，２００６年水生生物学课程改革和实践获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更为重要的是，

该课程教学不仅立足学校，更着重于将教学理念和教学成果服务于其他相关教育

教学机构，期望能为国内水生生物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贡献一份力量。在教学

改革过程中，所编教材、课程教学体系、ＣＡＩ课件、标本等，每项建设成果都为国内

几十所相关高校共享。２００８年学校生物科学专业（前身为水生生物学专业）被评

为国家特色专业、上海市教育高地专业进行重点建设，学校水生生物学科被评为

上海市重点学科。这将进一步深化水生生物学课程内涵建设，有力推动水生生物

学课程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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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鱼　类　学

鱼类学课程一直是学校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１９５１年王以康调入上海水产

专科学校，任养殖科主任，开始建立鱼类学课程，使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

建设有了很大发展。１９５７年王以康逝世后，鱼类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长期在朱

元鼎悉心指导下开展工作，在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现

在鱼类学课程已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是学校的特色课程之一。

!" #$

鱼类学课程是由我国老一辈鱼类学家王以康在１９５１年首先建立，他亲自担

任这门课的教学。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既无教材，又缺少实验标本。他一边教学，

一边编写讲义和采集实验标本，为以后的鱼类学教学打下扎实基础。１９５２年上

海水产学院成立后，鱼类学教学工作由王以康和林新濯承担。１９５６年养殖生物

系成立鱼类学教研组，教研组主任由时任教务长的王以康兼任。１９５７年王以康

逝世，鱼类学教学由林新濯负责。１９５３年骆启荣随河北水产专科学校并入学校

而来校工作。１９５８年孟庆闻由华东师范大学调到养殖生物系鱼类学教研组，并

成为鱼类学科新的学科带头人，骆启荣、林新濯则调至东海水产研究所。１９５６年

以后缪学祖由海洋渔业研究室调到教研组，并陆续有苏锦祥、俞泰济、刘铭、李婉

端、周碧云、殷名称、凌国建等充实到鱼类学教学、科研队伍中。１９９０年鱼类研究

室伍汉霖也曾为一个班级上过鱼类学。经过教师们几十年共同奋斗，为发展本学

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做出贡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又补充新生力量（唐宇平、

鲍宝龙、龚小玲等）。２００２年鱼类学教研室与鱼类研究室合并，组成新的、统一的

鱼类学科研和教学队伍。

历任任课教师：

１９５１—１９５７年：王以康、林新濯、骆启荣。

１９５６—１９９９年：孟庆闻（１９５８—１９９７）、缪学组（１９５６—１９９２）、苏锦祥（１９５６—

１９９９）、俞泰济（１９５６—１９８８）、刘铭（１９５６—１９８９）、李婉端（１９５９—１９９５）、周碧云

（１９６０—１９９６）、殷名称（１９６３—１９９６）、凌国建（１９７２—１９８０）、伍汉霖（１９９０）、唐宇

平（１９８６—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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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至今在教学岗位上的有：唐文乔、鲍宝龙、钟俊生、龚小玲、刘至治、杨

金权、刘东，均具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３人、副教授３人、讲师１人。

%" jmno

鱼类学课程名称自建立后未曾变动，系水产类专业重要基础课之一，始终被

学校作为水产养殖、生物科学、水族科学与技术、鱼类学与水产资源、海洋渔业资

源、渔业资源、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农业资源和环境等本科专业的基础必修课，

同时也是多个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学校重要的特色基础课程。

/" 9:OP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刚开设鱼类学课程时没有教材，王以康边上课边印发自编

讲义。他以Ｎｏｒｍａｎ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ｉｓｈｅｓ》一书为蓝本，结合研究心得，用１０

个月的时间，编写出内容甚为丰富的《鱼类学讲义》。１９５３年春首先在海洋捕捞

专业学生上课时使用，后又对讲义作了修改和删节，作为水产养殖专业正式教材。

王以康又按苏联鱼类学家贝尔格（Ｂｅｒｇ）的分类系统，编出一本主要介绍中国产鱼

类的《鱼类分类学》讲义，在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间的教学中应用。该讲义内容翔实，有

较高的参考价值。１９５６年夏，他着手深入修订《鱼类分类学》，准备交出版社出

版，不幸在整理书稿期间突然病逝在办公室，致未能亲见该书出版。为了供更多

的水产院校师生和水产科技工作者参考，教研室林新濯、俞泰济将这两本讲义作

了认真整理，１９５８年分别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正式出

版了王以康的两本遗著《鱼类学讲义》和《鱼类分类学》，在推动鱼类学教学和鱼类

分类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１９６０年，鱼类学列入水产部组织编写水产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编写计划，由学

校主编，经全体教师努力，于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６２年由农业出版社分别出版《鱼类学

（上册）》和《鱼类学（下册）》，为水产教学提供了一本更为系统的教材。《鱼类学

（上册）》（孟庆闻、缪学祖、张菡初、苏锦祥编写）为鱼类形态学部分，主要叙述鱼类

的外部形态和内部各器官系统的构造、功能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变化。《鱼类学

（下册）》（孟庆闻、缪学祖、苏锦祥、俞泰济、刘铭编写）为鱼类分类学部分，按苏联

鱼类学家贝尔格的分类系统介绍鱼类分类的基本原理和各分类阶元的经济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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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见鱼类。

１９７８年国家水产总局组织第二次水产高校统编教材的编撰工作，学校承担

了淡水渔业专业和海水养殖专业２本鱼类学教材的编写。于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９年

分别出版了海水养殖专业适用的《鱼类学与海水鱼类养殖》（苏锦祥主编，农业出

版社出版）和淡水渔业专业适用的《鱼类学（形态、分类）》（孟庆闻、缪学祖、秦克

静、俞泰济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海水养殖专业的《鱼类学与海水鱼

类养殖》的内容除包含鱼类形态与分类之外，还包括鱼类生态学的内容。形态解

剖部分以梭鱼为典型代表，叙述鱼的外部形态和各内脏器官的结构与功能；分类

部分按苏联鱼类学家拉斯和林德贝尔格（ＲａｓｓａｎｄＬｉｎｄｂｅｒｇ，１９７１）的分类系统

侧重介绍海水经济鱼类和常见鱼类；鱼类生态学部分介绍了鱼类的生活与环境，

鱼类的年龄和生长、摄食、繁殖、洄游等内容。同时考虑到海水鱼类养殖当时已初

步形成独立的课程，故将这部分内容与鱼类学共同编在一本教材内。之前海水鱼

类养殖缺乏系统的教材，本书总结了当时我国海水养鱼的生产经验，着重叙述南

方的鱼眊养殖和北方的海港养殖。淡水渔业专业的鱼类学原本也包含鱼类形态、

分类和生态学３个部分，形态和分类学部分由学校和大连水产学院负责编写，生

态学部分由华中农业大学易伯鲁编写，后因故生态学部分未能完稿，所以１９８９年

正式出版时的教材仅包括形态学和分类学两个部分：形态解剖以鲤鱼为典型代

表，分类部分也按拉斯和林德贝尔格的分类系统介绍淡水经济鱼类和常见鱼类为

主。这两本教材删减了１９６１及１９６２年统编教材中比较繁杂的内容，增加了学科

新进展的信息，使教材内容更加精炼，更适应专业学习需要。这两本教材被各水

产高等院校和农业大学水产系的有关专业普遍采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组织了第三次水产高校统

编教材的编撰工作。学校又承担了主编《鱼类生态学》、《鱼类学实验指导》和修订

１９８２年版《鱼类学与海水鱼类养殖》等３本教材的编撰任务。１９９５年先后正式出

版了《鱼类生态学》（殷名称编，中国农业出版社）、《鱼类学实验指导》（孟庆闻、李

婉端、周碧云编，中国农业出版社）和《鱼类学与海水鱼类养殖（第二版）》（苏锦祥

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鱼类生态学》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的鱼类生态学教

材，该书重点介绍鱼类年龄、生长、摄食、呼吸、繁殖、早期发育、感觉、行为和分

布，以及洄游等生命机能与环境的联系，并适当介绍鱼类种群、群落和水域生态

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海洋与湖沼》学报刊登了对该书的书评，得到同行学者好

评。《鱼类学实验指导》包括鱼类形态解剖和分类两部分，规范了实验方法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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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生态学实验内容列在《鱼类生态学》教材后面，未列入该书。《鱼类学与海水

鱼类养殖（第二版）》在１９８２年版的基础上，在鱼类分类部分适当增加了鲤科和

一些海淡水经济鱼类的内容；修订的重点是在海水鱼类养殖部分，重点介绍了

池塘养鱼、网箱养鱼等精养方式和新兴养殖种类的人工繁殖、苗种培育和养殖

技术等学科新进展。此外李婉端还参加了水产专科教材《鱼类学》（１９９３年，高

等教育出版社）的编写。

鱼类学教材先后共编写出版了１０本，其中９本是主编，总字数达４２７．７万

字，在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孟庆闻、苏锦祥、李婉端合著的专著《鱼类比较解剖》（１９８７年，科学出版社）

作为研究生教材，于１９９２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第二届普通高等学

校优秀教材全国优秀奖）。殷名称主编的《鱼类生态学》（１９９５年，中国农业出版

社）于１９９７年被评为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2" jmOP

（一）教学内容改革

鱼类学课堂教学中长期以来都是以形态、分类为主。由于各专业对鱼类知识

的要求各不相同，因此在教学时数上有些差异。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间，最高学时数达

１６０—１８０学时，分两个学期开设，一个学期学习鱼类形态解剖，另一个学期学习

鱼类分类，教学时数中实验课占５０％—６０％，形态解剖以白鲢或鲤鱼为代表，分

类则要求熟识１８０种左右的常见鱼类的分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厦门水产学院期

间，教学时数缩减为３０—５０学时，教学内容只讲解鱼类形态和分类的基本常识，

实验课只做１—２次内脏解剖和认识４０—５０种常见鱼类。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

学时数调整为１００学时左右，课程的教学内容也有不少变化，开始时鱼类学课程

内容仍以形态、分类两大部分为主，到８０年代初之后逐渐增加了鱼类生态学的内

容。经过多年的实践和修改充实，不仅在课程中逐渐增加了生态学的比重，而且

最后发展为一门独立的有５０学时的鱼类生态学课。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鱼类学教学时数一般安排在７０—７５学时左右，课

程在教学内容上又有了新的充实。针对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与鱼类学研究的最新

进展，在教学思想和教学内容上作了许多调整，增加了应用鱼类学的许多内容：将

以前分成形态学、分类学和生态学的３部分内容，归结为鱼类的生物多样性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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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过程这两大主题，并尝试用最新的生物学术语和理论进行阐述；将鱼类学的

教学内容分为３个层次，即原理与方法、知识与进展、应用与实践，旨在克服以往

过分重视知识、轻视学术思想的阐述，从而明显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

效果。

现阶段鱼类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是：

（１）绪论（４学时）：讲述鱼类在动物界的地位、与人类健康的关系；鱼类学的

研究范畴及其学科体系，在水产学中的作用和地位；鱼类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

势等。

（２）鱼类的结构与功能（２４学时）：论述鱼类的外部形态与环境适应，以及１０

个内部器官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结构”部分要描述至微观，并体现发育过程中的

结构变化；“功能”部分要分解至功能的形态基础及机理，并体现功能形态学的

概念。

（３）鱼类的系统演化（２６学时）：详细论述鱼类分类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目前

世界各国鱼类学家普遍采用的Ｎ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６）分类系统的主要类群及其演化关

系，代表性类群的鉴别特征及其代表物种；用现代历史动物地理学的概念叙述鱼

类的分布及其地理区划。

（４）鱼类生态与生活史（８学时）：讲述鱼类生活史的分期、各期的生长特点和

生活习性，并引出集群与洄游等概念；用发育生物学的最新进展叙述鱼类的“胚胎

发育”；讲述“仔稚鱼发育”要联系到鱼类的苗种培育；“成熟与繁殖”要突出繁殖生

物学。

（５）鱼类的物种多样性与保护（１０学时）：重点叙述河流、湖泊、河口、滨海、湿

地、近海、珊瑚礁、远洋等各种生境，介绍每种生境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因子，论述

鱼类物种多样性及其资源动态特点和保护措施等。

全课程教学时数为７２学时（其中课堂教学４５学时，实验２７学时）。

（二）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试改革

鱼类学教研室教师在孟庆闻带领下，十分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她亲自为青

年教师讲解教育法，传授教学经验。在她的指导下，教研室教师在教学中都能不

断改进教学方法，一般都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并得到学生好评。

鱼类学是一门重视理论联系实践的课程，实验课时数占课程的一半左右，特

别在鱼类分类部分要求认识一定数量的常见鱼。课程考试除笔试外，还安排实验

考试内容，每个学生给各不相同的６—１０尾鱼，要求写出每尾鱼的分类地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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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或亚科）和物种名，并写出主要特征；考试的鱼标本中都有１尾是没有做过实验

的鱼，要求写出它的分类地位（目、科，鲤科鱼类要写出亚科）。实验考试的成绩一

般占总成绩的４０％左右。通过考前复习和实验考试，巩固了认识常见鱼类的

能力。

教学中教师们能根据不同专业要求，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

力提高教学质量。这是鱼类学教师的优良传统，一般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

果。１９９６年鱼类学被学校评为一类课程。老一辈鱼类学教师们在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和课程建设上付出很大努力，为学校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取得突出成绩，不

仅有２本教材（《鱼类比较解剖》、《鱼类生态学》）分别获得国家级和上海市优秀教

材奖，而且鱼类学课程建设在１９８９年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孟庆闻于１９８６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苏锦祥于１９９１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近年来，年轻一代鱼类学教师也一直为课程建设而努力工作，并已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他们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采用多媒体等技术研制和开发出鱼类学

ＣＡＩ课件中文单机版和英文网络版，现在课堂教学时已经全部采用ＣＡＩ课件辅

助教学，在渔业学院这是第一个ＣＡＩ课件，课件内容丰富完整，结构合理，有大量

彩图和录像，同时各任课教师也分别编写了ＰＰＴ文件，作为不同专业的补充性材

料，明显提高了教学信息量，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鱼类学ＣＡＩ课件研制获２００５

年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龚小玲、鲍宝龙、张海宁、唐文乔）。

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作了很多改革与尝试，取得很好教学效果。在课堂

教学中综合运用代表性标本展示、彩图展示、录像展示和互动式教学等多种教学

方法和手段。实验教学采用动手实验和标本观察相结合的方法，以及信息技术手

段在教学中的应用，并对改革作业和考试等方面都作了很有成效的改革。教学中

要求不断补充和更新教学内容，体现鱼类学最新研究进展；课堂讲解强调启发式，

指导学生开展课堂讨论，培养学生查阅文献和报告的能力。

在年轻教师的努力下，鱼类学课程２００４年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和校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同年，鱼类学被评为成教系统２００４年度上海市精品课程（唐文乔、

龚小玲、鲍宝龙等），并被列入２００４年上海市级精品课程和２００５年度市教委重点

课程的建设项目，于２００５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唐文乔、龚小玲、鲍宝龙、钟

俊生、刘至治、杨金权），２００６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鱼类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探

索与实践，获２００８年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唐文乔于２００８年被评为上海市教

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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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学课程刚开设时，只有很少鱼类标本，以后通过在上海市场上收集和学

生外出实习时采集等途径，不断补充了许多标本。１９５６年水生生物专业１９５６届

有１个小组的毕业实习是随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南海进行鱼类

调查，带回大批南海鱼类标本。之后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前后几个水产资源专业的

班级去广东沿海进行鱼类学教学实习时也带回了大量海水鱼类标本。通过１９５９

年淀山湖渔业资源调查以及历届淡水养殖专业的教学实习又收集了不少淡水鱼

类标本。至此，实验室的鱼类标本已经是门类齐全、种类繁多，能满足学生学习分

类的要求。

标本是传统鱼类学研究的物质基础，也是鱼类学教学和科学普及的有力教

具。鱼类研究室的标本室收集和保藏有大量鱼类标本，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已有标

本１１００余种，３万余号。现在馆藏标本有数万号，已定名标本有２５００余种，模

式标本近４０种。丰富的鱼类标本是搞好教学和科研的有力保障。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也在不断改善和补充。原先鱼类学实验室除了鱼类标本

和显微镜、解剖镜外，仅有一般的剪刀、镊子、解剖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增加了生态

实验用的投影仪和有关器材。２０００年利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贷款项目又增添

了不少仪器设备和实验标本。２００９年，学校成功申请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水产生命科学实验教学中心建设项目，中央财政拨款１０００万。２００６年学校

也拨专款设立鱼类学专业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在实验材料的保存、精确称量和

观察以及野外定位等方面都增添了许多新设备，如多功能磨抛机、显微投影仪、电

子天平以及ＧＰＳ定位系统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教学的整体效果。

=" YqHrAst

中国鱼类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曹文宣认为：“上海水产大学是我国最早开设鱼类学课程的高等学校，先后有朱元

鼎、孟庆闻等著名的鱼类学家执教，出版过多本高质量的鱼类学教材，在鱼类学的

教学、科研、科普、渔业应用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繁荣我国的鱼类学事

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经过３代鱼类学家５０余年的教学实践和改革，已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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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而先进的教学内容和完备的教学体系，在我国有重要影响”，“上海水产大学

的鱼类学课程建设经验在全国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春光研究员评价：“总体来说，上海水产大学的毕业

生明显较国内其他相关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毕业生，在鱼类学专门知识和实际动手

能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上海水产大学不愧为我国鱼类学界最重要的教学和

研究基地之一”。

鱼类学科在朱元鼎直接领导和指导下，不仅在教学和课程建设上取得很大成

绩，同时在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上也做出突出贡献，共出版学术著作共４１部，发

表大量学术论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１９８７）１项，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３０项。

鱼类学在学科发展上的成就和水平在另文《鱼类学学科史》中有详细记述。

附：

历年出版教材与教学获奖项目

一、正式出版的教材

１．王以康．鱼类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５８．

２．王以康．鱼类分类学．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８．

３．孟庆闻、缪学祖、张菡初、苏锦祥．鱼类学（上册）．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

４．孟庆闻、缪学祖、苏锦祥、俞泰济、刘铭．鱼类学（下册）．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２．

５．苏锦祥主编，凌国建参编．鱼类学与海水鱼类养殖．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２．

６．孟庆闻、缪学祖、俞泰济．鱼类学（形态、分类）．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９．

７．孟庆闻、李婉端、周碧云．鱼类学实验指导，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

８．殷名称．鱼类生态学．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

９．苏锦祥主编，凌国建参编．鱼类学与海水鱼类养殖（第二版）．中国农业出

版社，１９９５．

１０．李婉端参编．鱼类学（专科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

二、教学方面获奖项目

１．鱼类学课程建设．１９８９年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缪学祖、孟庆闻、苏

锦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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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鱼类比较解剖》．１９９２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第二届普通高

等学校优秀教材全国优秀奖）．孟庆闻、苏锦祥、李婉端．

３．《鱼类生态学》．１９９７年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殷名称．

４．鱼类学课程建设．２００４年获上海市成人教育系统精品课程．唐文乔、龚小

玲、鲍宝龙等．

５．鱼类学ＣＡＩ课件研制．２００５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龚小玲、鲍宝

龙、张海宁、唐文乔．

６．鱼类学课程建设．２００５年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唐文乔、龚小玲、鲍宝龙、

钟俊生、刘至治、杨金权．

７．鱼类学课程建设．２００６年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唐文乔、龚小玲、鲍宝龙、钟

俊生、刘至治、杨金权．

８．鱼类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２００８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

奖．唐文乔、龚小玲、鲍宝龙、钟俊生、刘至治、杨金权．

９．孟庆闻．１９８６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２００９年入选新中国６０年

上海百位杰出女教师．

１０．苏锦祥．１９９１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１１．唐文乔．２００８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学名师．

第四节　鱼 类 生 理 学

!" #$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时，学校下设养殖生物系。当

年在养殖生物系设置水产养殖和水生生物２个四年制本科专业，调进我国遗传

学、海洋生物学先驱之一、生物学家陈子英任养殖生物系主任（陈子英曾任厦门大

学理学院院长），同年又调进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的王义强来校任教，并开设动物

生理学课程。

１９５２年设立动物生理学课程时，既没有合适的教材，也没有实验设施，只能

自编讲义，购置基本实验设备，建立简单的动物生理实验。自行设计制作实验

器材，如蛙板、鱼板、?烟器、描绘器等，自行采购铜版纸、记纹鼓等。在每次实

验前，先要教学生如何做准备工作，除了实验本身技能外，学生的综合能力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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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好锻炼。随着课程的改进，实验内容和器材也不断改进，从?烟器材到弹

簧式记纹鼓，又到电动记纹鼓，直到最近的生物信息采集系统，实验效果得到很

大提高。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起，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学校组织教师参加国内外专

家技术培训和交流。如１９５８年王义强参加苏联莫斯科大学盖尔比里斯基教授在

武汉大学举办的鱼类组织生理培训班。学校也邀请杭州大学江希明、武汉大学吴

熙载、厦门大学何大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致一、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

所王幽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施蠳芳和王祖熊等有关专家教授座谈鱼类

生理学的发展问题。聘请复旦大学教师来校任教，黄世蕉、方纪祖担任助教。还

组织教师参加生产实践和科研，如家鱼人工繁殖、河鳗人工繁殖、鱼虾人工饲料的

配制等，以科研促进教学。根据学校水产养殖学科的特点，在教学中引进一些鱼

类生理学内容，重点突出生殖生理、营养生理和感官生理。所以从课程开设初期

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间，动物生理学的教学内容是以生理学基本理论为主，在

有关章节中适当加入鱼类生理学的实例。

１９７２年学校由上海迁至厦门集美后，随着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教育思想的形

成，生理教研组明确生理学虽是一门基础课，但要求结合专业，作为一门专业性较

强的专业基础课，乃决定开设鱼类生理学课程。课程内容以鱼类为主，着重讲授

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生理学知识。这是国内水产院校中首次开设该课程，课时约

３０学时。由于条件限制，没有开设实验课。

１９８０年学校迁回上海后，鱼类生理学教学在８０年代中期得到快速发展，课

程教学不断充实和改进，形成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验室建设和教师队伍较为

完整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按一般生理学的系统性进行分章节讲授，主要有细胞

生理、神经生理、消化与营养生理和生殖生理等内容。在讲授基础理论知识的基

础上，结合有关鱼类生理学内容，特别是鱼类生殖和营养２部分内容具有鲜明特

色，学时也增至７２，并建立教学专用生理学实验室，先开出１０个实验，主要有骨

骼肌收缩特性、神经干的动作电位特性、血细胞特性、心脏的体外收缩、交感和副

交感对心脏活动的影响、鱼类心电图描记、蛙类离体心脏灌流、离体小肠平滑肌生

理特性、垂体激素对蛙类的排精作用等。当时国内一些农业院校也相继开设鱼类

生理学课程，选派教师来校进修鱼类生理学课程。很多是学校毕业学生，走上教

学岗位后，也为所在院校开设了鱼类生理学课程，学校为当时国内鱼类生理学课

程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６年，在国内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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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鱼类生理学课程在硬件建设上得到较大发展，建立了学生专用教学实验室，添

置了实验所需各种设备，如恒温水族箱等，记录仪也全部升级至多道生理记录仪，

实验质量得到显著提高。１９９６年起，随着高等院校本科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

式全面改革的开展，根据人才培养提出了宽口径、重基础培养新要求，鱼类生理学

课程又改为动物生理学，教学内容也向国内综合性院校看齐，以基础生理学内容

为主，主要内容有细胞生理学、神经生理学、循环生理学、消化生理学、内分泌生理

学等１２个章节。特别是学校迁入沪城环路校区后，硬件设施得到前所未有的改

善，实验仪器全部升级为较为先进的生物信息采集系统，学生教学专用实验室也

进一步扩充，建立了两个８０平方米教学实验室和一个２０平方米的准备室，能同

时容纳６０名学生进行实验。生理学教学在不断充实、更新内容和增加深度的基

础上，逐渐拓展至硕士研究生课程，先后开设比较内分泌学、鱼类营养生理学、繁

殖生物学和水生动物生理学研究进展等博士生课程。

%" 9:OP

１９５２年设立动物生理学课程时，没有合适的教材，只能根据零星资料自编讲

义。１９５４年起，借用北京师范学院编的试用教材《动物生理学》进行教学。１９５６

年后又在讲义编写中参考了当时通过各种方法得到的国外资料，主要有１９５３年

日本川本信之的《鱼类生理学》、１９５６年德国温德（Ｗｕｎｄｅｒ）的《中欧淡水鱼类生

理学》、１９５７年英国布朗（Ｂｒｏｗｎ）的《鱼类生理学》、１９５９年英国皮克福德（Ｐｉｃｋ

ｆｏｒｄ）的《鱼类垂体生理学》、苏联普契科夫的《鱼类生理学》（何大仁译）和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加拿大霍尔（Ｈｏａｒ）与兰德尔（Ｒａｎｄａｌｌ）合编的１２卷本巨著《鱼类生理学》

等。１９６１年为了适应教学需要，在参考国外教材和自编讲义基础上，王义强主持

编写《鱼类生理学》教材，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正式出版的鱼类生

理学教材，尽管在章节内容上不够完整，但填补了没有正式鱼类生理学教材的空

缺。该教材还被越南翻译使用。

１９７２年学校迁到福建集美后，虽然正式开设鱼类生理学课程，但仍是使用自

编教材。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高等教育又走上正轨。为适应这种需求，在已有材

料基础上对鱼类生理学教学内容做了较大修改，形成两本讲义进行教学，以解燃

眉之急。这种没有正式鱼类生理学教材的情况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很多高校相继开出了鱼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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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课程，迫切需要一本系统的能适应本科教学的教材。１９９０年学校王义强主

编，黄世蕉、赵维信、宋天复参编的国内第一本完整的《鱼类生理学》教材由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并为很多国内水产院校和农业院校采用。１９９２年又由学校

赵维信主编，周洪琪与湛江水产学院江兴权、大连水产学院桂远明参编的全国高

等农林专科统编教材《鱼类生理学》正式出版。２０１１年，魏华主编，曲宪成参编，

与国内６所水产院校和农业院校教师合作编写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鱼类生

理学》出版。

１９９６年起，为了适应全国高等院校培养方案和教学体系改革需求，国家教委

组织专家编写了一批适应新时期的教材。２００２年周洪琪作为副主编参加了面向

２１世纪教材《动物生理学》的编写。２００９年魏华和曲宪成又参加了面向２１世纪

教材《动物生理学》第二版及配套教材《动物生理学实验》和《动物生理学学习指

南》的编写。

/" >?uvwxykG*9*(z{|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一系列科研和教学活动不断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

学水平。学校在迁到厦门集美前后主要通过参加生产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来提

高学术水平。１９８０年学校迁回上海之后，又通过加大国际交流活动来进一步提

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

１９７６年，黄世蕉、姜仁良、赵维信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协作，从

鲤科鱼类脑垂体提取、纯化鱼类促性腺激素获得成功，并对其进行同位素标记和

制备抗体，从而在国内首次建立了鱼类促性腺激素放射免疫测定技术，成为世界

上最先获取鱼类促性腺激素纯化制品并建立该激素放射免疫测定的３个实验室

之一（法国、加拿大和中国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完成）。运用该技术开展的鱼类生

殖生理学研究开创了我国鱼类生殖内分泌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从组织生理研究层

面上升到相关激素水平变化的生殖内分泌研究层面。

１９８４年，学校承办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面向亚洲地区的水生生物化学

感受生理培训班，邀请瑞典、挪威、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专家来校讲学和实验。生理

教研组的教师具体承办，对教师学术水平提高具有明显推进作用。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赵维信获教育部资助，赴英国苏格兰农业渔业部海洋研

究所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鱼类生殖与内分泌生理，着重研究鱼类性激素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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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１９８４年，王义强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进修免疫细胞化学法，研究鱼类胰

岛素和促性腺激素的组织生理学。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６年，周洪琪赴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蒙尼尔化学感受中心做访问学者，研究鱼类的化学感官生理。上述几位

教师相继回国后，积极投入到教学与科研中去，极大丰富和更新了鱼类生理学

的教学内容，科研项目新颖，学术思想活跃。加之当时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

项目，生理学实验仪器得到极大改善，学校鱼类生理学研究得以在国内显示出

较强的科研实力。特别是鱼类生殖生理、内分泌生理及营养生理的研究成果在

国内颇有优势和影响，吸引了国内不少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来校进修和攻读研

究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周洪琪调入新成立的鱼类营养教

研室，开始鱼类营养学教学和科研。在她带领下，为本科生新开设水产动物营养

与饲料学、鱼类营养免疫学概论等课程。赵维信和魏华９０年代初开展了甲壳动

物生殖内分泌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为研究生开设了比较内分泌学。２００６至

２００７年，魏华赴美国进行水生动物发育生物学研究，回国后为研究生开设繁殖生

物学课程。近年来在教学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科研也不断取得进展。教

学科研相长，科研又促进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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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１９５９年：陈子英、王义强、黄世蕉、方纪祖。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陈子英、王义强、黄世蕉、方纪祖、李爱美、张瑛瑛、宋天复、王

则忠、周洪琪、章志强。

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王义强、黄世蕉、宋天复、章志强、赵维信。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王义强、黄世蕉（１９８６年调至校研究生部任职）、宋天复、章志

强、赵维信、周洪琪、魏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王义强、宋天复、赵维信、周洪琪、魏华、曲宪成、郭彤、陈阿

琴、陶贤继（１９９４年宋天复、周洪琪调出，另成立鱼类营养与饲料教研室，但仍担

任部分动物生理学课程教学。１９９４年王义强退休，２０００年赵维信退休。２００８年

郭彤调离，赴首都师范大学读博士后）。至２０１１年承担鱼类生理学的教师有：魏

华、曲宪成、陈阿琴、陶贤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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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维信、王义强、宋天复、周洪琪、魏华等的鱼类生理学课程建设，获１９９３年

度首届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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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王义强、张瑛瑛：《鱼类生理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

２．王义强主编，黄世蕉、赵维信、宋天复参编：《鱼类生理学》，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３．赵维信主编，周洪琪参编：《鱼类生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４．周洪琪参编：《动物生理学》（面向２１世纪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

５．曲宪成、魏华参编：《动物生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６．魏华、曲宪成参编：《动物生理学实验》（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７．魏华参编：《动物生理学学习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８．魏华主编，曲宪成参编：《鱼类生理学》（“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中国农

业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第五节　鱼 类 育 种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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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水产养殖的物质基础，它是贯彻淡水养殖“水、种、饵、密、混、轮、防、

管”八字精养法（俗称“八字养鱼经”）的核心部分。一般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使用优良的品种可增产２０％—３０％。因此，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

水产养殖业，必须在品种上下功夫。品种是我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渔业生产部门对培育新品种的呼声很高，为了适应这一

新形势，国内有关高等水产院校和农业院校相继开设了鱼类育种学课程或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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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鱼类育种学课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置的。

回顾学校鱼类育种学课程的建设发展过程，虽然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学

校刚从厦门迁回上海时，李元善就曾为淡水养殖专业学生开设过几次育种讲座，

编写过校内使用的自编讲义。但遗传学在学校还是空白点，既无师资也无设备，

任课教师聘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兼课，以讲课为主，不做实验，更难以

结合专业。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当时学校重视遗传育种学科建设。除选

派楼允东出国进修鱼类遗传育种外，还吸收综合性大学遗传专业毕业生充实师资

力量。１９８４年底，正式组建遗传育种教学小组，成员有楼允东、张英培、吴雅玲和

赵玲等（１９８４年李元善调校科研处，１９８７年又从第二军医大学调进赵尚林），组长

楼允东。由此，学校开始由本校教师独立讲授遗传学和育种学课程，并在１９８５年

首次开出遗传学实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曾出现过教师流动频繁、

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原有师资队伍中有的退休，有的调离，有的出国。后来随着

生物技术专业的设置（１９９５），陆续引进邱高峰（１９９４）、施志仪（１９９７）、汪桂玲

（１９９９）和李小勤（２００１）等，充实了师资力量。到２１世纪初，由于种质资源与遗传

育种系的组建（２００６）以及本科专业的不断增多，学生人数大量增加，为进一步优

化师资队伍，满足教学需求，又有李思发、李家乐、赵金良、王成辉、邹曙明、张俊

玲、陈晓武、白志毅、冯建彬、唐首杰和李文娟等加入其中，至２０１１年已形成一支

年轻、素质较高的十余人师资队伍，其中，教授７名、副教授３名、讲师５名。另

外，为了适应生物技术专业需要，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除遗传学和水产动物

育种学外，还陆续开设了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工程概论、基

因工程、基因组学、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外来物种入侵和生物安全等课程。曾经担

任过和正在担任这些课程的教师是：遗传学有楼允东、赵玲、张英培、吴雅玲、邱高

峰、汪桂玲、张俊玲、刘志伟、冯建彬，水产动物育种学有李元善、楼允东、李家乐、

李小勤、冯建彬，细胞生物学有张克俭、邹曙明、白志毅、陈晓武，发育生物学有张

克俭、张俊玲、赵金良、李文娟，分子生物学有赵尚林、何培民、蔡春尔、贾睿，基因

工程邱高峰，基因组学邱高峰，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赵金良，外来物种入侵唐首杰和

生物安全王成辉。

关于课程名称，因不同时期、不同专业而有所变动。１９８５年，淡水养殖专科

称育种讲座，本科为育种学或鱼类育种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考虑到课程内容除鱼

类育种外，增加贝类和甲壳类育种方面的内容，更名为水产动物育种学；另外，由

于遗传学与育种学关系十分密切，有的专业如水产养殖专业和水族科学与技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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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将这两门课程合并，统称为遗传育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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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国内有关高等水产院校和农业院校相继开设了鱼类

育种学课程或讲座，但由于我国鱼类育种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较差，教材奇

缺。为此，楼允东和李元善在校内自编讲义的基础上，并参阅了国内外有关资料

后编写了一本简明的《鱼类育种学》教材（２０．７万字），于１９８９年由上海百家出版

社正式出版，以应急需。出版后被许多院校所采用。１９９７年又在原教材基础上，

结合多年教学与科研实践，由楼允东主编，并邀请学校杨先乐、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沈俊宝和刘明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夏

德全以及上海市水产研究所俞豪祥等５名专家、教授参编，经过两年努力，完成

《鱼类育种学》专著的编写工作，于１９９９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为“九

五”国家重点图书，得到中华农业科教基金资助，全书５１．６万字，出版后受到广泛

好评。于２００３年被中国水产学会授予全国优秀水产专著二等奖，２００１年又被全

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为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而重新出版，将精

装本改为平装本，并删去４页彩色图版，内容变化不大。同年１１月，教育部在学

校召开的新世纪水产类教学改革与实践高级研讨班暨新世纪水产类专业课程骨

干教师进修班上，《鱼类育种学》作为水产养殖专业面向２１世纪教材之一曾做过

介绍，２００４年鱼类育种学教材编写及教学实践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６年又

被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评为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２００９年，该教材经过

修订，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作为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重新出版，

一直使用至今。这次修订，除部分教材内容做出改动外，还增加引种与驯化一章，

使教材内容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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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版《鱼类育种学》比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鱼类育种的基本原理和应

用技术，着重反映我国鱼类育种技术先进水平与科研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和应用价值，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全书共１３章，５２．９万字，内容包括品种的概

念、育种的目标、品种资源的保存、育种实践中的生物学与生化技术、育种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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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与管理、品种的提纯与复壮以及各种育种方法，包括传统的选择育种和杂交

育种，细胞与染色体组水平的多倍体育种、雌核发育与雄核发育、细胞核移植和体

细胞杂交等，分子水平的基因转移技术等，另外还有性别控制技术和引种与驯化

等。书中有插图７７幅，参考文献９００多篇，附录５个。

该教材的特点是：（１）在教材内容安排上，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群体水平、

个体水平、细胞水平直到分子水平，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２）教材内容有深有浅，

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除本科生外，有的院校还将该教材作为硕士研究生甚

至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３）编写人员都为该领域有成就的专家，有的在科研

上做出过杰出贡献，其所编写章节与所从事的科研紧密结合。因此，教材内容能

较好反映国内外该领域的技术水平、科研成果和学科前沿，参考文献丰富，可供相

关领域的学者做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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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课程建设的重要一环。学校的遗传育种实验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仪器设备从简陋到初具规模的发展过程。１９８５年首次开出遗传育种试验，当

时只有６个实验，１９８７年增加到７个，２０１０年起增加到８个，即（１）鱼类染色体制

备；（２）果蝇实验技术；（３）果蝇唾腺染色体；（４）植物多倍体诱发；（５）鱼类形态学

测量与数据分析；（６）鱼类生长发育的计算与生长曲线的绘制；（７）鱼类个体育种

值的估算；（８）鱼类杂种优势的度量与分析。为使学生重视实验课，近年来将理论

课与实验课分离，理论课与实验课各占２４学时，实验课单独计算成绩。另外，随

着仪器设备的不断完善，除遗传育种实验外，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还开设了

细胞生物学实验和分子生物学实验等，以满足不同专业的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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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曾为广西大学农学院、四川农学院和苏州蚕桑专科

学校（现并入苏州大学）等院校指导过５名进修教师，有的已成为该校鱼类育种学

课程的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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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 产 科 学 类

第一节　池 塘 养 鱼 学

!" #$

我国池塘养鱼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池塘养鱼开展最早的国家。约在３１００多

年前的殷商时代已开始池塘养鱼。距今约２４００多年前，即公元前约４６０年的春

秋战国时代，越国范蠡总结群众饲养鲤鱼的经验撰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池塘养鱼文

献———《养鱼经》。我国疆域辽阔，内陆江河纵横，湖泊、水库、池塘星罗棋布，是世

界上淡水面积较多的国家，其中水域环境大部分处于温带和亚热带，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适宜于鱼类生长，是发展池塘养鱼的理想地区；我国又有丰富的可供养殖

的鱼类资源；加上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生产实践中积累的丰富养鱼经验和技术，构

成池塘养鱼良好的自然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历史上，古代池塘养鱼的文献资料，大都是零星的，有的见之于农业丛书，有

的见之于地方志和名人笔记中，缺乏比较系统、完整的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池塘养鱼继承了传统的养鱼技术，又不断地推广应用水产科技上取得的新成果，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池塘养鱼的技术水平，使池塘养鱼得到蓬勃发展，逐渐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池塘养鱼的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较为系统、

全面和完整的池塘养鱼学课程，成为水产养殖专业的一门专业课。

池塘养鱼学课程发展历史大致可划分为４个阶段：

一是１９２４—１９５２年，解放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池塘养鱼课程仅仅作为一项

养鱼技术在课堂上讲授，纯技术性实践操作的内容比较多，缺乏理论知识的讲授。

二是１９５２—１９５８年，池塘养鱼课程中增加了有关鱼类生物学的基础知识，课

程理论性有所加强，课程教材都是教师自编讲义。

三是１９５８—１９７５年，１９５８年春季，南海水产研究所鱼类繁殖专家钟麟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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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脑垂体注射，结合流水刺激的生态方法，使池塘养殖的鲢鳙鱼人工催产繁殖

成功。１９５８年秋，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朱洗所长率科研人员首次应

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在浙江对杭州护城河养殖的鳙鱼人工催产成功。学

校谭玉钧、雷慧僧参加了此次家鱼催产试验。１９５９年谭玉钧、雷慧僧带领１９５９

届毕业班学生在江苏吴江平望养殖场，应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和鱼类脑垂体相结

合的方法促使池塘培育成熟的鲢鳙鱼催情产卵成功。１９６０年姜仁良带领１９６０

届学生在河南花园口詹店水产养殖场对池塘养殖草鱼人工繁殖试验取得成功。

同年朱元鼎率领谭玉钧等参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朱

洗等在上海青浦淡水养殖试验场突破鲢鳙鱼人工繁殖中一系列难题，并于１９６１

年达到家鱼人工繁殖规模化生产，取得人工繁殖家鱼苗４０００余万尾的优异成

绩。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家鱼人工繁殖也相继开展。在此基础上，１９６１年秋季，

水产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家鱼人工繁殖技术交流会。会议期间，由上海和广东两地

科研人员共同起草《鲢鳙鱼人工繁殖技术操作规程》（试行本）供全国水产养殖单

位和养殖场参照执行，将该项新技术进一步规范化推向全国，大大促进家鱼人工

繁殖的快速发展。学校谭玉钧和雷慧僧参加会议及规程起草工作。

１９６１年由学校负责编撰的全国高等水产院校统编教材《池塘养鱼学》，由农

业出版社出版。至此，水产养殖专业池塘养鱼学课程内容较为系统全面，特别是

充实和加强了鱼类人工繁殖生物学基础理论和技术的内容，教材一直沿用多年。

池塘养鱼教研室有关教师从１９６１年开始下渔区第一线蹲点，选定无锡市河

埒口作为教学、科研实习基地，着重总结群众养鱼经验，结合生产进行科学实验，

系统研究了鱼池水质的理化因子、生物指标的变化规律，并运用生物统计方法总

结出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和理论，奠定“八字精养法”的理论依据。以科学指导生

产，使河埒口群众养鱼连年获得高产，先后撰写１０余篇研究论文。这些研究成果

也充实到池塘养鱼学课程教材中去，提高了池塘养鱼学的学科水平。

四是１９７６—２０００年，随着家鱼人工繁殖技术在全国普遍推广，用于家鱼人工

催产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和鱼类脑垂体需要量越来越大，每年为提取绒毛膜性腺

激素和挖取鱼类脑垂体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成本较高，且难满足需要，因此，急

需寻找一种新的来源较广，效果又较好的催产药物。早在１９７４年，学校与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协作，在学校养殖场及厦门近郊角美养殖场开展促黄体

生成素释放素（ＬＲＨ）对鲢鳙鱼等的人工催产实验，获得成功。这种激素虽然来

源较广，可以人工合成，但还是存在注射剂量较高，制备成本也较高，催产效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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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长等缺点。后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进一步改进工艺，于１９７５

年春季合成改变十肽结构的ＬＲＨ 为九肽的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类似物

（ＬＲＨＡ），对青草鲢鳙人工催产取得更加显著效果，而且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克

服ＬＲＨ的诸多不足，在家鱼人工催产上得到广泛应用。ＬＲＨＡ在生产上的推

广应用，迫切要求在理论上阐明其催产的作用机理。１９７５年姜仁良等与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进一步合作，经过２年努力，在我国首次建立鲤科鱼类

促性腺激素（ＧＴＨ）的放射免疫测定方法。继后，于１９８２年又一次建立了鱼类性

激素的测定方法。两项技术的建立，为鱼类繁殖生理研究提供新的测试方法和手

段，为揭示鱼类繁殖生理的内在机制创造了条件，并能为鱼类人工繁殖技术措施

提供理论依据。逐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充实到池塘养鱼学课程中去，进一

步加深了家鱼人工繁殖的基础理论知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谭玉钧、王武、雷慧僧为主，组织教研室人员参与、承担上

海市池塘养鱼高产与综合养鱼技术的研究、上海市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大面积综合

试验２项研究课题。通过总结群众经验，对池塘养鱼高产理论、方法和养殖制度

进行较深入研究，探索出池塘高产系统技术，制定出各类不同指标的产量模式和

具体措施，为实行养鱼大面积高产、优质、低耗、高效益闯出一条新路。在较短时

间内，为上海建立以精养鱼池组成的连片商品鱼基地、解决城乡人民“吃鱼难”做

出贡献，并为上海市“菜篮子”工程的建设创造了条件。这一研究成果大大丰富和

提高了池塘养鱼学中成鱼养殖的内容和理论水平。

１９８９年，学校谭玉钧任第二主编，雷慧僧、姜仁良、葛光华、王武等参编的《中

国池塘养鱼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国有众多水产养殖专家、学者参与此书编

撰和审稿工作。

随着池塘养鱼生产的发展和相关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开展，使池塘养鱼从一

门技术性课程，发展到现今具有比较完整系统的基础理论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池

塘养鱼学学科水平，这与学校池塘养鱼教研室的教师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是分不开

的，也包含了其他水产院校和科研院所人员的工作和研究成果。

%" jmP�Z9:ab

１９１８年，学校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毕业生陈椿寿，被委派赴日本东京水产

讲习所养殖科留学，３年后学成回国，于１９２１年４月回校筹建养殖科。当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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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张、养殖科主任陈椿寿等赴昆山周墅镇开辟养殖实习基地，从此池塘养鱼

课程拉开序幕。１９２５年养殖科第一届毕业生刘桐身留校任池塘养鱼课程教师。

１９３２年及１９３７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两度毁于战火。有关池塘养鱼任课教师、

教材以及教学内容，都无从考证查阅。后四川合川国立第二中学曾设水产部，兼

学水产养殖。水产部独立，改组成立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后曾设养殖科。其

间，都曾开设池塘养鱼课程。直到抗战胜利后，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恢复，

于１９５０年恢复养殖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三年。

养殖科培养目标为：使同学明了我国养殖鱼类的理论和实际，以便在工作中

能把群众的生产方法逐步提高到科学的生产水平。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江苏省立水产职业学校（闵行校区）并入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

科学校，成立职业部，设有三年制中专性质的养殖科。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和职业

部所设的养殖科都设置淡水养殖课程，任课教师刘桐身，课程为一学年。教材是

自编讲义，内容来源于多种调查报告以及有关参考书籍，有日暮忠著《水产养殖大

成》、大村清友著《淡水鱼的饲育法》、浙江水产试验场出版《中国鱼苗志》、陈椿寿

著《养鱼法》、史公山著《最新养鲤法》、李象元著《实用养鱼池》、刘桐身著《实用养

鱼法》和《鱼种》等。授课内容主要有：温水性鱼类养殖法，包括青、草、鲢、鳙形态

和习性，产卵场和生产状况，胚胎发育，人工增殖情况，鱼卵鱼苗的分布，鱼苗鉴

别，收集和运输，鱼苗饲育，食用鱼养成，重要鱼病。其他鱼类有鲤、鲫、鳊、鲮、鲻、

梭鱼、鳜的形态习性和饲养方法，突出鲤鱼的饲养法。在教学方法上重点讲述青、

草、鲢、鳙的养殖技术，尤其注意于亟待解决的鱼种问题。

１９５２年上海水产学院成立后，池塘养鱼教研组教师队伍不断扩充，陆续进入

的有１９５４届养殖科毕业生李仁培，１９５６届水产养殖专业毕业生雷慧僧，１９５５年

从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处调来学校的谭玉钧，１９５９届水产养殖专业毕业生李元

善、姜仁良、王道尊，１９６０届、１９６３届和１９６４届淡水养殖专业毕业生施正峰、王

武、宋承芳等。１９６０年李仁培调北京水产部，蒋性均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池塘养鱼教研组主任由谭玉钧担任。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几届水产养殖专业池塘养鱼课程的教学时数较多，其中讲课

１９５学时，实验２４学时，教材都是教师自编讲义。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大跃进”期间，曾鼓励学生上课堂讲课，组织１９５９届全班学

生编写《池塘养鱼学讲义》，于１９５９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内容有：绪论；第一章饲养鱼类的生物学；第二章池塘的理化性状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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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第三章池塘环境的改良；第四章池塘施肥；第五章饵料；第六章品种改良与育

种；第七章人工产卵和孵化；第八章现代化养殖场的建立和经营管理；第九章鱼苗

的饲养与运输；第十章鱼种的饲养及运输；第十一章成鱼的饲养及运输；第十二章

饲养鱼类的越冬。主要实习项目有：鱼苗发育阶段及食性的转变，幼鱼的形态观

察，饵料的分析、配制，活饵料培养方法，几种清塘法的比较，长江鱼苗捕起后各种

处理方法（除野过数等）的比较，鱼苗鱼种运输，池塘施肥方法，水色的控制，鱼种

的选择方法等。后因贯彻《高校６０条》，不再组织学生参与讲课和编写教材工作。

１９６０届淡水养殖专业池塘养鱼学讲课４０学时，现场教学４０学时，生产实习

８周（２个月）。教材由任课教师编撰印发，同时提供学生一些参考书和资料。

１９６２届淡水养殖专业（１９５７年起将四年制改为五年制）池塘养鱼学学时增加

到１１０学时，池塘养鱼生产实习４周，毕业实习４周。１９６１年农业出版社出版高

等水产院校统编教材《池塘养鱼学》。该教材由学校主编，编写者有谭玉钧、雷慧

僧、李元善、姜仁良、施正峰，山东海洋学院李重华、安徽水产专科学校沈菊人

协编。

该教材共有：绪论；第一章主要养殖鱼类的生物学；第二章池塘与池塘环境改

良；第三章池塘施肥；第四章鱼类的饵料；第五章主要养殖鱼类的人工繁殖；第六

章主要养殖鱼类鱼苗和鱼卵的采捕；第七章主要养殖鱼类鱼苗、鱼种的培育；第八

章主要食用鱼的池塘饲养；第九章中小型湖泊、水库养鱼；第十章鲻梭鱼的养殖；

第十一章其他鱼类的养殖；第十二章稻田养鱼；第十三章鱼类的越冬；第十四章活

鱼运输等。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届淡水养殖专业，池塘养鱼学课程６４学时，任课教师谭玉钧、雷

慧僧、姜仁良、施正峰。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学校对淡水养殖专业（淡养１９７０届）进行“大改”试点。为使

学生热爱专业，了解专业，教学上提前接触专业，加强生产实践环节的训练，将池

塘养鱼分成两部分进行教学：鱼类养殖（一），现场教学６０学时；鱼类养殖（二），课

堂教学６０学时，现场教学１６０学时。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学年第一学期，淡水养殖专业池塘养鱼学课程６０学时，越南留

学生独立开课，由谭玉钧、雷慧僧讲授。

１９７２年学校搬迁至厦门集美。当年，淡水渔业专业招收第一届（１９７５届）“工

农兵”学员，学制三年，在福建本省招生。以后各届学生为全国招生，直至１９８０

届。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发展形势，由雷慧僧、姜仁良、王道尊等赴各省调查收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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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池塘养鱼资料，在原有课程基础上，自编讲义《池塘养鱼学》（上、下册），充实和

增加家鱼人工繁殖、鱼类饵料和各地成鱼养殖及工厂化养殖技术等内容。从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８０年，课程基本上以自编教材为主，另外提供一些课外参考文献资

料。课堂讲授稳定在６０—８０学时，实习４—６周，主讲教师有雷慧僧、谭玉钧、姜

仁良、王武、施正峰和宋承芳等。实习地点安排在福建福州、漳州地区及上海、江

苏无锡苏州等地。

１９７９年９月，学校迁回上海后，池塘养鱼教研组新增教师先后有１９８３届、

１９８５届淡水渔业毕业生吴嘉敏、陈文银，１９８６年硕士毕业生康春晓等。

１９７８年，国家水产总局组织第二次水产高校统编教材编撰工作，由雷慧僧

主编，姜仁良、王道尊参编，并有其他４所水产高校参编的《池塘养鱼学》教材，

于１９８１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教材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国池塘养鱼的生产技术

和有关理论知识。内容有绪论和主要养殖鱼类的生物学，池塘环境条件及其改

良，池塘施肥，鱼类的饲料，天然鱼苗的捕捞，主要养殖鱼类的人工繁殖，鱼苗、

鱼种的饲养，食用鱼的饲养，其他鱼类的饲养，流水养鱼，鱼类越冬，活鱼运输等

１２章。１９８２—２０００届四年制淡水渔业本科专业和二年制专科专业都用该

教材。

此外，１９８９年由谭玉钧等主编，雷慧僧、姜仁良、葛光华、王武等参编，科学出

版社出版《中国池塘养鱼学》，作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此书系统全面地叙述我国

池塘养鱼的生产技术和科研成果。书中重点内容有各种养殖对象的实用繁殖、饲

养方法和经验，提出池塘养鱼高产增收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理论与实践密

切结合，反映了我国池塘养鱼的先进水平。此书是一本学术价值较高的参考书，

也可作为池塘养鱼学课程的补充教材。

该期间，池塘养鱼学任课教师有谭玉钧、雷慧僧、姜仁良、王道尊、施正峰、王

武、宋承芳、翁忠惠、吴嘉敏、陈文银、康春晓。本科生上课学时改为５５—６０学时，

实习６周；专科生上课学时数为６０—１００学时，实习６周。实习地点分别在上海

青浦、崇明，江苏昆山、无锡、太仓、宜兴、苏州等地养殖场。

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１９７８年与中国政府商定在中

国无锡建立亚太地区综合养鱼研究和培训中心，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第三世界国

家培训综合养鱼技术人才。１９８１年，谭玉钧、雷慧僧等为该中心编写《池塘综合

养鱼》教材，并在１９８１年上半年承担第一期５个国家（菲律宾、孟加拉、斐济、斯里

兰卡、泰国）共１８人的讲课培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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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谭玉钧为中央农业广播电台编写《池塘养鱼学》教材，于１９８５年由农

业出版社出版，并承担中央农业频道广播讲课５至６周，每周２次，向全国广播池

塘养鱼的知识讲座。

１９９４年开始，池塘养鱼学课程扩大了养殖品种，延伸出特种水产品的养殖。

于１９９４年开始招收特种水产养殖二年制专科专业，连续招生４届（１９９６届、１９９７

届、１９９９届和２０００届），并采用由陈文银、姜仁良、施正峰、谭玉钧编撰的《名特水

产品养殖学》自编讲义，包括有鳗鲡、鳜鱼、青虾、罗氏沼虾、河蟹、鳖、泥鳅养殖等

７章，学时数为３０学时。

１９８３年学校获得水产养殖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权，谭玉钧招收首届水产养

殖硕士研究生康春晓。以后姜仁良、王道尊、施正峰、王武等陆续招收硕士研究

生，直至１９９９年王武招收水产养殖第一届博士研究生陈再忠。

１９９５年，农业部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启动新一轮编撰面向２１世纪

课程教材。王武主编的《鱼类增养殖学》，突破了以水域、海淡水划分养殖类别的

概念，强调鱼类养殖技术的共性，兼顾不同水域环境的个性，将原池塘养鱼学、内

陆水域鱼类增养殖、海水鱼类养殖，以及淡水捕捞学等课程的内容删繁就简，并增

加了新内容，合并为一门新的课程。新编《鱼类增养殖学》被列为教育部高等教育

“面向２１世纪教材”和上海市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该教材于２００５年获上

海市优秀教材二等奖。鱼类增养殖学课程于２００６年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２００８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鱼类增养殖学》教材共分３篇：

第一篇为基础篇，由５章组成：

第一章主要养殖鱼类生物学，主要包括我国的鱼类资源、养殖鱼类选择、主要

养殖鱼类的食性、鱼类生长及主要养殖鱼类的生活习性等；

第二章养殖水域的生态环境与控制，主要包括养殖水域水环境特征、养殖水

域的物理、化学、生物、土壤特征、养殖水域的生产力、养殖水体的污染及养殖用水

处理方法等；

第三章养鱼肥料，主要包括池塘施肥的作用、有机肥料、无机肥料、池塘合理

施肥、灌溉型水库的施肥养鱼等内容；

第四章鱼类营养与饲料，主要包括鱼类的能量营养学、鱼类蛋白质、脂类、碳

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的营养需求、主要营养物间的关系、亲鱼培育的营养学

及仔鱼阶段的营养与饲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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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鱼类人工繁殖的生物学基础，主要包括鱼类人工繁殖研究概况、鱼类

的性腺发育、中枢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在鱼类繁殖中的作用及环境因素对鱼类

性腺发育成熟和产卵的影响等。

第二篇为技术篇，由９章组成：

第一章主要养殖鱼类的人工繁殖，主要包括青、草、鲢、鳙、鲮、鲤及鲫的人工

繁殖技术；

第二章主要养殖鱼类的鱼苗、鱼种培育；

第三章池塘养鱼；

第四章天然水域鱼类的养殖；

第五章稻田养鱼；

第六章工业化养鱼，主要包括工业化养鱼的概况、主要类型、设施的基本要求

及饲料管理等内容；

第七章鱼类资源增殖；

第八章鱼类的捕捞；

第九章活鱼运输等。

第三篇为应用篇，主要叙述主要特种水产品的养殖，由５章组成：

第一章鱼类的养殖；

第二章虾类的养殖；

第三章河蟹的养殖；

第四章蛙类的养殖；

第五章鳖类的养殖。

/" 9*e>?S�

池塘养鱼教研室在谭玉钧带领下，无论在教学方面或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优

异成绩。多次得到上级单位的表扬和鼓励。１９９２年，池塘养鱼教研室被上海市

教育卫生办公室评为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高校校外实习工作先进集体。科学研究方

面充分发扬教师各自特长和优势，在研究领域中有分有合，紧密合作，取得显著成

绩。其研究成果充实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材质量。教学与科研成果参见本书

《水产养殖学学科》和《水产养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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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

!" #$

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课程源于１９５６年全面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参照苏

联莫斯科米高扬渔业工学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而设置。１９８０年易名为内陆

水域鱼类增养殖学或内陆水域鱼类增殖与养殖学，以示与海洋鱼类资源增殖的区

别。１９９８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将淡水渔业和海水养殖２专业合

并成水产养殖专业。同时，将池塘养鱼学、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和淡水捕捞学

３门课程合并成鱼类增养殖学１门课程。将天然水域鱼类的养殖、鱼类资源增养

殖和捕捞等３部分内容列入鱼类增养殖学课程。本课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直

至被调整合并经历了４０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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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产增养殖业历史悠久，是古今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取得食品的重要

传统生产方式之一。秦汉时《吕氏春秋》中“竭泽而渔，岂不得渔，而明年无鱼”，告

诫人们要控制捕捞强度。这是中国最早的资源保护理念。明、清时代已设有禁渔

法令；１９３７年起浙江省绍兴县利用河道或小型湖泊养鱼，称“外荡养鱼”；１９５０年

在浙江宁波市的东钱湖水库开始养鱼。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外荡养鱼的技术渐

趋成熟。外荡养鱼是利用竹箔等设施拦截河道或小型湖泊，进行“格子化”养

殖，放养鲢、鳙、草鱼、青鱼等鱼类，它是天然水域渔业利用的一种形式。首先在

围栏的河、荡内实行“清野”，将凶猛鱼类和野杂鱼尽量清除，然后根据水域生物

资源性状确定放养品种和数量，目的是充分利用水域内饵料生物资源，获取最

大鱼产量，成败的关键是拦鱼设施的有效性。竹箔是渔民群众创造的一种既能

保证船只航行，又能拦阻养殖鱼逃逸的设施，并且针对水流的缓急和流向，创造

了多种改进型式。

蒋性均、刘琴宗（刘桐身）先后为１９５３—１９５９届学生讲授外荡养鱼课程，主要

内容有：水域选择；拦鱼设施建造和型式；除野；放养种类、规格和数量；鱼种暂养；

日常管理；冬季捕捞；活鱼运输等。这一经营方式的缺点，常使水草资源和底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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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遭到破坏，不利于水域生态性状。在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几届专科学生在第三年、

本科学生在第四年的第一学期进行外荡养鱼生产实习。实习地点：嘉兴水产养殖

场、平望水产养殖场、宁波东钱湖养殖场。实习内容根据课堂教学内容进行生产

实践，主要有：了解“外荡”的选择条件；直观竹箔劈制和建造；参观拦鱼设施的结

构和型式；了解“外荡”性状与放养品种、数量的关系；参与外荡捕捞和日常管理。

生产实习时间３—４周。

教材为蒋性均编写的《外荡养鱼讲义》，１９５９年采用《外荡养鱼》（董汉生编，

农业出版社出版，１９５８）为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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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是一门讲授开放性、半开放性的天然水域实施鱼类资源

繁殖、保护、增养殖和合理利用的课程。水产养殖专业设置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

课程，是１９５６年全面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时，参照苏联莫斯科米高扬渔业工学院的

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制订，后经高等教育部批准执行。

这一课程的设置也是我国渔业发展所必需。此前，水产养殖专业仅开设池塘

养鱼和外荡养鱼课程，尚未涉足我国大江、大湖、大型水库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

和合理利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水域捕捞强度越来越大，特

别是６０年代各地采用尼龙等合成纤维作为网渔具材料后，捕捞强度更大，影响各

类水域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课程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应运而生。天然

水域鱼类增殖学要求宏观地观察和研究问题，要求从全流域角度观察和研究问

题，要求与社会经济、环境相联系。天然水域（内陆水域）是公共水域，制定、组织

实施鱼类资源各项措施的主体是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实施的各项措施是民生工

程，应造福于周围广大渔民和群众。这有别于外荡养鱼和池塘养鱼。后者经营主

体是个人或企业。两者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

１９５８年，学校水产养殖系明确由陆桂负责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课程的建设。

课程开设初期，选定苏联Б．И．切里法斯所著《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李德尚、王

乐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８年）为本课程主要参考书，并得到苏联渔业与教学

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派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副教授、生物学副博士С．Г．索

因，于１９５９年９月至１９６０年３月来学校为淡水养殖专业１９６０届学生和外单位

进修人员讲授天然水域鱼类增殖生物学基础部分“鱼类繁殖与发育生物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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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增殖技术”奠定了坚实的鱼类繁殖和发育生物学基础。后因中苏关系

恶化，原定邀请Б．И．切里法斯教授主讲的鱼类增殖技术内容，未能成行。１９６０

届学生的后续课程由陆桂根据Б．И．切里法斯所著《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的部

分内容进行讲授，主要有禁渔区、禁渔期设置，人工产卵场所，人工繁殖和人工放

流，过鱼设施（鱼梯、鱼道）等。

１９５８年陆桂确立课程建设内容和发展方向，认为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课程

是水产养殖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要求“在基本保持水域原有性状条件下，合理调

整鱼类区系，采取相应增殖措施，保证鱼类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以提高鱼类产量并

改善其质量为主要宗旨”。Б．И．切里法斯所著《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可以作为

课程建设的框架，但因两国天然水域的自然条件、鱼类区系、鱼产潜力、渔业组织、

行政管理能力等情况差异很大，其内容必须中国化，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积极开展

这一领域的调查与科学研究加速课程建设，推动水产养殖学科发展，以便早日建

成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课程。

（一）教师队伍组建

陆桂首先组建教学、科研队伍，成立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教学小组。１９５７—

１９５８年吸收钟展烈、赵长春，１９６０年增加陈马康、李思发，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增添童

合一、陆伟民，后有１９８１年毕业的孙鲁浙，至此，教师梯队组建基本完成。在教学

过程中，教学小组成员多有变动。

各有关教师任教时间是陆桂１９５２—１９８８年、钟展烈１９５６—１９７０年、赵长春

１９５８—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陈马康１９６０—１９９８年、李思发１９６２—１９８８年、童

合一１９６３—１９９７年、陆伟民１９６４—２０００年、孙鲁浙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

（二）教学与课程建设

在深刻认识江河、湖泊、水库鱼类的摄食习性与繁殖特点基础上，反复实践了

多种经济鱼类人工繁殖技术、胚胎与仔幼鱼发育过程，以及资源培植、禁渔区、禁

渔期如何有效实施和捕捞调控技术。１９６５年赵长春、殷名称等在太湖实施和验

证了人工放流鱼类的技术与效果，从理论到实践，亲身体验了增殖技术的实施方

法与效果，使年轻教师更趋成熟，既培养人才，又充实教学内容。

经过多年教学与实践的累积，１９６３年由陆桂、钟展烈和赵长春共同编写《天

然水域鱼类增殖学》补充讲义，首先在１９６３届学生试用。这一阶段的教学内容以

Б．И．切里法斯的《天然水域鱼类增殖学》为主要参考书，结合国内情况分两篇讲

授：第一篇主要论述鱼类增殖定义、生物学基础。第二篇主要论述湖泊鱼类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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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分类与评价、湖泊鱼产力和水库渔业利用等。结合中国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

情况进行讲述。具体内容是：

（１）鱼类增殖定义：是指保证鱼类资源再生产的“生殖”和“生长”过程；增加

鱼类资源的数量并改善其质量的综合措施。

（２）鱼卵与幼鱼的成活率，鲤科、鲑科、鲟科鱼类的性成熟、排卵、产卵、胚胎

发育、幼鱼发育特点，鱼卵与幼鱼的成活率。

（３）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农业、工业、运输、森林、公共事业对天然鱼类资源

影响与相应的保护措施。

（４）主要经济鱼类人工繁殖技术、人工放流。放流水域的选择，放流鱼的

保护。

（５）鱼类环境改良技术、通行设施、保护设施、繁殖保护，禁渔区和禁渔期的

设置，移植驯化技术等，并介绍苏联水域鱼类移植驯化工作成果。

（６）湖泊形态特点，沿岸带、敞水带和深底带的划分原则；鱼类区系组成，主

要经济鱼类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点。

（７）湖泊的渔业分类，以及将湖泊分成温和型鱼类或凶猛型鱼类的渔业评价

原则与方法。分析对湖泊生产力与鱼产量影响的决定性因素。

（８）水库的类型，鱼类区系形成过程，辅导鱼类区系定向形成的措施，水库旁

鱼种场的建设，人工放养，渔业资源的培植与利用，水库捕捞。

（三）生产实习

这一阶段的生产实习安排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实习内容和实习地点与

教师所进行的调查研究等科学实践活动相同。教师边调查研究边指导，学生边调

查研究边学习。内容包括水域环境、饵料生物、鱼类生物学、渔业等。实习时间

６—８周。如１９５９年由天然水域鱼类增殖、水生生物、鱼类学３个教研组带学生

进行淀山湖渔业资源调查；１９６１年由陆桂等４人带学生进行钱塘江渔业资源调

查；１９６５年由陈马康等３人带学生在无锡冲山塘实习基地进行鱼类资源、水生生

物、拦鱼设施调查，参与太湖银鱼捕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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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学校迁往厦门集美，招收“工农兵”学员，教研组成员有所变动，陆桂、

钟展烈、赵长春不再参与本课程的教学活动，李思发在上海复校后不久也转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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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鱼类种质资源研究。但教研组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继续进行。

（一）教材建设

为满足“工农兵”学员等教学需要，陈马康、李思发根据当时湖泊、水库渔业相

对比较稳定并有需求的情况，分别编写了《湖泊水库鱼类增养殖》和《内陆水域鱼

类增养殖学》讲义。１９７９年学校迁回上海，１９８２年赵长春编写了淡水渔业干部培

训班教材《天然水域鱼类增养殖学》讲义。１９８７年由陈马康编写了全国广播教材

《湖泊水库鱼类养殖与增殖》，２００１年陆伟民主编《水产养殖概论》专科教材。鉴

于我国无内陆海域，本课程只讲述内陆水域（不含池塘）鱼类养殖与增殖工作与成

果，并正式更名为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此后，１９８８年通过修改补充编写《内

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讲义，１９９０年陈马康、童合一、陆伟民重新编写《内陆水域

鱼类增养殖学》上、下册讲义；１９９４年童合一、陈马康参与由大连水产学院史为良

主编的《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的编写工作。

这些教材是多年来调查研究和实践的结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编写。

《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主要叙述我国内陆水域概况、鱼类种群和水域生产

力、增养殖与繁殖保护技术、渔业水域保护和渔业管理。包括有：

（１）我国内陆水域与鱼类资源概况，主要有我国河流、湖泊、水库等内陆水域

概况及水文要素、理化性状、饵料生物、鱼类资源及渔业等；

（２）鱼类种群及数量变动，主要有鱼类种群特征、结构，影响鱼类种群数量变

动的因子，种群数量变动规律及评估方法；

（３）内陆水域鱼产力，主要有鱼产力概念，决定和影响水域鱼产力的因素，鱼

产力的评估方法。

（４）内陆水域鱼类养殖：内陆水域鱼类粗放养殖可拦截的养殖水域（湖泊、水

库）勘察，放养鱼的种类与搭配，放养密度与养殖周期，经营与管理；鱼类人工放

流，放流种类与数量的确定，放流水域管理与捕捞调控；内陆水域鱼类集约化

养殖；

（５）鱼类资源保护设施，主要有拦鱼、过鱼设施种类和结构，拦鱼与过鱼性

能；人工模拟产卵场的结构与建造，使用效果等（含草上产卵鱼类人工产卵场、石

砾产卵鱼类人工产卵场）；

（６）经济鱼类人工繁殖与移植驯化，主要有鲟、鲑、鲥、鳜人工繁殖技术与放

流苗种的培育；移植与驯化概念，影响成败的因素，国内外移植驯化的历史与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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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渔业水域环境保护与管理，主要有水域污染及对水生生物影响，水体自

净与富营养化，水质监测与污染程度评价，污染物毒性测验，废水处理，水质标准

和渔业水域污染防治；

（８）内陆水域渔业管理，主要有渔业组织，禁渔区、禁渔期，渔监船和人员，渔

业规划，鱼类资源合理利用。

上述教材内容主要通过下列途径汇聚资料：

一是全面收集我国内陆渔业资料。如收集我国水域分布、水环境、饵料生物、

鱼类组成、鱼产量、渔民组织与管理等方面资料。通过调查访问鄱阳湖、洪泽湖、

滇池、巢湖、东湖、白潭湖、张渡湖、艾比湖、赛里木湖、天池、青山水库、佛子岭水

库、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古田水库、西津水库，以及长江、黄河、西江、黑龙江、瓯

江等地重要渔业经营单位，收集渔业生产及科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了解全国大

水面渔业发展状况与趋势。

二是通过聘请苏联专家来校讲课，认真吸取苏联渔业及鱼类繁殖生物学方面

的基础知识。С．Г．索因讲授《鱼类繁殖与发育生物学》讲义包括鱼类生态类群、

繁殖特点、性成熟过程、卵子、胚胎及仔幼鱼发育等；尤其是鲟科、鲑科鱼类的人工

繁殖技术，黑龙江流域鱼类繁殖与发育特征，增殖措施制定等内容丰富，对推动课

程建设和我国大水面渔业资源增殖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三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直接获取钱塘江、长江、太湖、五里湖、蟢湖、博斯腾

湖、新安江水库、青山水库、山美水库、古田水库等水文、水质、饵料生物、鱼类组成

与种群数量变动规律、生物多样性特点等基础资料；以及大水面养殖、增殖、捕捞

与种群数量调控技术、资源保护与救护方法等资料。

四是反复实践了野生鱼类（鲥、鳜、鲂、花$、红鳍%等）人工繁殖、大水面鱼类

人工放养或放流、网箱与网围养殖、繁殖保护等技术资料；探讨和实践了鱼梯鱼道

的设计原理与实用技术、种群数量变动的理论与研究方法、鱼产力的测定方法与

评估、渔业水域管理与水质保护等。

（二）基地建设与生产实习

１．基地建设

（１）校级基地　１９６４年由无锡市河埒口区政府无偿提供住房和土地而建立

鼋头渚冲山塘实习基地。１９６５年６月淡水养殖１９６７届学生曾在此进行大水面

增养殖及太湖银鱼捕捞等实习。“文化大革命”中被无锡市郊区“造反派”收回。

（２）合办基地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学校出资在新安江水库建造双体实习船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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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面积２０米×９米，造价近３万元），船上教室一间，可供一个班级住宿与实

习，吃、住、上课均在船上。由淳安县新安江开发公司提供实习条件并管理该船而

建立合作实习基地。该船无动力，挂靠捕捞队随队移动进行大水面增养殖及捕捞

实习，后报废。

（３）挂钩实习基地　与生产单位合作共建大水面生产实习基地。如上海淀

山湖联营养殖场、无锡五里湖养殖场、苏州光福养殖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

泊研究所东太湖苏州基地、吴江县水产养殖场、桐庐县桐庐渔业队等。

２．生产实习

以江、湖、水库渔业生产基地为第二课堂，每年生产实习与毕业论文都在生产

第一线，进行为期１—１．５月的生产实习。如千岛湖实习，由鱼类增养殖、捕捞教

师牵头，水文水质、饵料生物教师参与，吃住船上２０天，与渔业职工共生活、同劳

动等。通过生产实习把分别授课的鱼类增养殖学、鱼类学、水生生物学、水环境、

捕捞学等课程或相关内容，通过生产实习融合在一起，给学生一个完整的水库渔

业利用的概念，既增强教师之间的合作互助精神，又培养学生水上生活、独立工作

与思考能力；使学生了解天然水域环境保护与渔业之间关系，天然水域生物多样

性、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与鱼类资源增殖之间的关系。实习期间，学生分成实习小

组，轮流完成。

具体内容有：（１）水质测定，饵料生物（浮游生物、底栖动物等）采集、分析；

（２）参与“拦、赶、刺、张”等捕捞生产，渔具及拦鱼网的调查、渔获物分析；（３）鱼类

生物学测定：鉴定种类、测量外形可数和比例性状，年龄鉴定与生长推算，食性分

析、性腺雌雄、发育期、怀卵量鉴定或计数；（４）参观库湾鱼种培育、鱼品加工与冷

藏保鲜、贮运与销售；（５）公司领导、科技人员做专题报告，介绍历年渔业生产情

况、生产技术、经济效益，以及渔业环境状况；（６）对水库渔业利用进行讨论与小

结，完成实习报告。

8" jm��5,!())".()""'

由于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规模与专业的不断扩大，水产养殖专业课程

设置发生变化，最突出的是１９９８年池塘养鱼学、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淡水捕

捞学课程三合一。２０００年出版《鱼类增养殖学》一书，涵盖淡、海水鱼类养殖内

容，仅留第四章天然水域鱼类的养殖、第七章鱼类资源增殖和第八章鱼类捕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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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没有覆盖内陆水域的水环境特点、水域生态学与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等内

容。尽管课程作了重大调整，学时数有所减少，但有关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学的

科研活动仍持续地开展。

附：

科研活动与科研成果

１．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

为了实现课程中国化，陆桂每年都带领年轻教师和学生到江河、湖泊和水库

等进行调查水域环境、研究鱼类生态、调查渔业状况、探究增殖措施。先后进行钱

塘江鱼类和渔业、淀山湖渔业资源、新安江水库渔业利用、长江干支流家鱼产卵场

调查、太湖渔业资源调查与增殖试验等项目的调查研究和增殖实践活动，为课程

建设积累资料。主要研究成果是：

（１）钱塘江鱼类和渔业调查

１９５８年陆桂带领钟展烈、赵长春开始浙江省钱塘江鱼类和渔业调查，上自开

化县、衢州市、龙游县、兰溪县，中到梅城镇、卢茨埠镇、桐庐县、窄溪镇、富阳县，下

抵闻家堰镇、七堡镇，遍及全江，并对重要经济鱼类和洄游性鲥鱼、刀鲚作重点

调查。

１９５９年７月赵长春带领１９６２届部分学生利用暑假在桐庐县进行鲥鱼人工

繁殖，３次均孵出仔鱼，详细观察了鲥鱼胚胎发育过程，在密目网箱中饲养，成活

１２天。

１９６１年钟展烈带领１９６３届学生生产实习，分３段对钱塘江渔业资源再次进

行全面调查。

１９６３年由陆桂、李思发和陈马康带领１９６５届越南留学生在桐庐县进行鲥鱼

人工繁殖，并首次育出鲥鱼鱼种。赵长春带领１９６５届学生在桐庐县进行实习，重

点对土著性经济鱼类进行生物学与渔业调查，特别是３种鲴鱼和鳊、鲂、花!。

中等规模的钱塘江作为中国江河代表，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完成钱塘江银鲴、

细鳞鲴的生物学研究。基本查明钱塘江各段环境性状、鱼类区系组成、鱼类生物

学和资源状况，同时提出钱塘江３类经济鱼类（土著鱼类、“四大家鱼”、洄游和河

口性鱼类）渔业利用、资源保护与增殖等意见。特别提出了“四大家鱼”的补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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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鲥鱼的人工繁殖与放流的意见，预测了富春江水库大坝兴建对渔业资源的影

响等。几十年后钱塘江渔业发展的历史事实证实了当时提出这些意见的正确性

与必要性。

（２）淀山湖渔业资源调查

１９５９年由鱼类养殖、水生生物学、鱼类学等教研组的陆桂、王嘉宇、孟庆闻、

陆家机、钟展烈、严生良、赵长春、杨和荃等带领１９６２届学生对上海市淀山湖渔业

生物学与资源进行调查。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中型湖泊渔业资源综合调查，内容

包括地域环境、水文、水质、浮游生物、水生植物、底栖生物和鱼类生物学、渔业等。

调查结束后，根据淀山湖底质硬实、淤泥少、水质清新优良、水流急、水生植物丰富

等情况，提出了在保持原有湖泊性状条件下，改善鱼类区系、补充放流、繁殖保护

和限制捕捞等措施。

（３）新安江水库渔业资源调查

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０月王嘉宇、孟庆闻等对浙江省新安江水库的水

生动植物进行３次实地调查，撰写《新安江水库蓄水前水生生物和鱼类调查及蓄

水后渔业利用的几点意见》，为新安江水库形成后的渔业资源调查与利用提供了

宝贵资料。新安江水库蓄水初期（１９５９年开始蓄水）的１９６１年下半年，由陆桂、

张友声带队，赵长春、陈马康、徐森林、钟卫国、郭大德、李庆民等参加，对水库水环

境、鱼类区系、鱼类生物学、渔获物和渔具渔法进行调查研究。陆家机、穆宝成、杨

和荃等对新安江水库的水文、水质、饵料生物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

根据陆桂等意见，由赵长春撰写的《新安江水库蓄水初期渔业生物学调查报

告》提出：一是水库蓄水后应大量放养鲢鳙鱼，以充分利用丰富的浮游生物资源，

增加鱼产量；二是利用库湾及平坦地段建造鱼种场培育鱼种，以应对大量放养鲢

鳙鱼种的需求；三是加强对沿岸带乌鳢和敞水带的白鲦等野杂鱼类的捕捞，减少

凶猛鱼类的危害和野杂鱼类对经济鱼类的食饵竞争。１９６２年后新安江开发公司

李瑞祥、贺康年等从实践中完成库湾鱼种场建造和鱼种培育技术，逐年做到鲢、鳙

鱼种自给。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２日由教研组汇编《新安江水库水产资源调查和渔业利用的

初步意见》中详述了水库水质理化性状、饵料生物基础、６５种鱼类区系组成、渔业

利用意见等，对水库渔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后几年陈马康带领毕业班学生

和越南留学生继续在新安江水库调查研究，在水库捕获的鲢鳙亲鱼进行人工繁殖

时，设计改造了船用孵化器，使孵化得以顺利进行。与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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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劭和毛振尧等和新安江开发公司水科研究所科研人员合作，经多年试验成功地

完成了“拦、赶、刺、张”综合捕捞技术研究，一举解决了深水大型水库有鱼捕不起

来的问题。当时学校李庆民也参与过部分工作。使水库渔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人

工繁殖—鱼种培养—放养—水库捕捞）完满组合。

（４）长江干、支流家鱼产卵场调查

为了做好长江三峡建设的前期工作，查清三峡工程对渔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特别是对“四大家鱼”自然繁殖的影响（全国养殖的“四大家鱼”鱼苗９０％来源于

长江）十分重要。为此，摸清长江干、支流家鱼产卵场规模及其作用成为首要任

务。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下达了这一任务，１９６０年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牵头，上海水产学院、山东海洋学院、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的师生共同参加的调

查队组建成立，上自重庆市、下至南京市设点调查。学校负责长江干流湖北省武

汉市至江西省九江市江段及支流赣江的调查，其中，武汉至九江段由陆桂、缪学

祖、苏锦祥等负责，并带领淡水养殖专业１９６０届部分学生参与调查，江西省水产

厅资源调查队也参与调查工作；赣江段由赵长春、王幼槐等带领淡水养殖专业

１９６０届部分学生参与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武汉至九江段在黄石市附近的道士?

及赣江泰和段的沿溪渡等有规模较大的产卵场，长江主产卵场位于宜昌江段一

带；其次，湘江及重庆市忠县等江段均有相当规模的家鱼产卵场，为三峡水利枢纽

建设提供了可靠资料。

（５）太湖渔业资源调查与增殖

１９６３年学校承担水产部重点科研项目———太湖渔业资源调查与增殖。由肖

树旭任组长，缪学祖、赵长春、童合一、殷名称负责鱼类繁保措施与增殖试验，杨亦

智负责水生植物，陆家机、穆宝成负责水文水化学，严生良、陈曦负责浮游生物、底

栖生物调查研究工作。

经过一年调查，初步掌握了太湖的饵料生物资源状况、主要经济鱼类的生物

学特性及其相互关系。调查结果表明２２万公顷的太湖鱼类资源增殖潜力很大，

并提出了银鱼、梅鲚、鲢、鳙、鲤、鲂、鲫、白虾的增殖保护和利用，控制凶猛鱼与小

杂鱼数量等意见。

１９６４年秋季，由赵长春代表课题组针对太湖的增殖问题，向太湖渔业管理委

员会提出２点建议：

一是延长银鱼禁渔期，缩短梅鲚禁渔期，以减少梅鲚对银鱼幼鱼危害（展示１

尾梅鲚吞食１３０多尾小银鱼的标本），增殖银鱼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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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增加“四大家鱼”大规格鱼种放流，增殖太湖大型鱼类数量。

为促进人工放流工作的实施，赵长春、殷名称于１９６５年５月选择底栖生物和

水生植物丰富的东太湖（太湖的一个子湖，面积１３３３３公顷）先行人工放流能区

别于太湖原有品种的红鲤、镜鲤、高背鲤夏花５００万尾。通过逐月检测的结果表

明，到１１月高背鲤最大体重已达１２１５克，平均重３１７克；镜鲤最大体重１０８０

克，平均重４５６克；红鲤最大体重７７５克，平均重３２７克。放流结果证明人工放流

鱼类生长快速，效果明显，推动了太湖人工放流工作。江苏省水产局和太湖渔业

管理委员会决定从１９６６年起每年都要向太湖放流鱼种及夏花，并推广到苏北的

白马湖和苏南的澄湖。这是学校首次利用科研经费对大型水域所采取的增殖措

施，其效果被周围渔民群众所确认，在全国亦属首例。

２．１９７２—２０００年

（１）钱塘江渔业资源调查

为配合课程建设，教研组得到浙江省水产厅经费资助，利用学生在钱塘江和

新安江水库进行生产实习期间，继续对钱塘江的渔业资源进行调查和研究。

经过几年调查工作的积累，于１９７６年完成浙江水产厅淡水处委托与合作的

《钱塘江鱼类资源调查报告》的编撰工作。１９７９年学校迁回上海后，继续进行钱

塘江渔业资源调查工作，最终于１９９０年出版了由陈马康、童合一、俞泰济等撰写

的《钱塘江鱼类资源》专著，并获１９９０年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该书汇

总了前人和学校所做工作，采集２０２种鱼类标本，查明鱼类食性和繁殖特点，水库

兴建引起江河水环境变化及鱼类生态效应，鱼类种群数量变动状态及其应采取的

相应增殖措施等。特别是对鲥鱼洄游路线、产卵特点、种群数量变动以及资源衰

退做了详细分析。

（２）新疆博斯腾湖渔业资源调查

１９７７年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产局局长解放邀请，由陆桂负责，缪学祖、梁

象秋、郭大德、李婉端、陈马康、童合一、王霏、陆伟民等参加博湖县博斯腾湖渔业

资源调查。历时４个月。

调查结果表明博斯腾湖只有２１种鱼类，鱼类区系简单而且不够合理，凶猛食

性的赤鲈种群数量大，在４月份约占总产量３４％—４０％，而且性早熟现象严重，

个体小型化，渔获物难以销售等。另外，由于盲目放养草鱼和拖网作业，致使水草

资源大为减少，水域藻型化趋向严重。因此提出繁殖保护贝加尔雅罗鱼、塔里木

裂腹鱼、鲤、鲫、鲂等鱼类，拯救扁吻鱼，控制赤鲈种群数量，合理放养鲢、鳙鱼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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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同时建议引种银鱼，放流中华绒螯蟹等建议。

（３）蟢湖渔业国家攻关项目

在江苏省水产局主持下，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由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上海水

产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和蟢湖渔业生产管理

委员会等单位共同承担国家“八五”攻关项目———蟢湖渔业高产模式及生态渔业

研究。陈马康、姜新耀、孙其焕、杨和荃、王丽卿、吴建农等参加了项目组科研工

作。历时５年学校完成了蟢湖有机碎屑、细菌组成、现存量等研究。总项目获江

苏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农业部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学校为第５完成人及

完成单位）。

项目组根据蟢湖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现状，实施了优质、高产、高效、低耗的

生态渔业，并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与提高，整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面

积１６４００公顷的蟢湖，１９９５年总渔获量达１３０５．９万公斤，平均单产７９６．５

公斤／公顷，产值１．６６亿元。该项目共发表论文３４篇，其中学校３篇。

此前，陆桂、童合一参与完成“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蟢湖水产增

养殖技术研究，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４完成人及完成单位），发表论文

２篇；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陆伟民、童合一参与“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大型

湖泊渔业高产技术研究，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发表论文２篇。

（４）参与全国渔业资源调查和农业部大水面渔业顾问组工作

１９７９年，国务院批转了《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纪要》。国

家水产总局根据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会议的决定，部署了开展渔业

自然资源调查和渔业区划工作。１９８０年成立了全国渔业自然资源调查和渔业区

划领导小组和若干专业组，具体负责指导各地的渔业自然资源调查和渔业区划研

究。学校委派童合一、郑元维、梁象秋等参加内陆水域渔业区划专业组，并参与编

写《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试行规范》、《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手册》，

以规范全国渔业自然资源调查的统一标准。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流域的内陆水域渔业自然资源调查和渔业区

划完成的基础上，内陆水域渔业区划专业组完成《中国内陆水域渔业区划》编写，

童合一为该专著的作者之一。

农业部根据当时全国大水面渔业发展的需要，在内陆水域渔业区划专业组基

础上，组成大水面渔业顾问组，以指导各地湖泊、水库渔业的发展。学校童合一、

赵长春、陈马康先后担任顾问。这些学术活动充分体现学校在国内内陆水域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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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的水平和地位。

（５）其他成果

太湖渔业资源调查和增殖试验，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赵长春、

缪学祖、严生良、殷名称、童合一等）；河鳗人工催熟催产及鳗苗早期发育的研究，

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赵长春、王义强、施正峰、张克俭等）；大水面

（河道）青虾放流示范试验，１９９４年获上海市农委科技兴农三等奖（陈马康等）。

３．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２００２年受浙江省杭州市千岛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由上海水产大学陈马康、

刘其根、王丽卿、童合一与淳安县水产研究所何光喜、洪荣华、陈来生、任丽萍等共

同承担千岛湖初级生产力与保水渔业研究的自立项目，历时３—４年。项目组对

１．４４７万公顷（２１．７万亩）鲢、鳙网围养殖的水环境、浮游生物、底栖生物、鲢鳙鱼

生物学及捕捞产量进行了详尽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千岛湖又启

动为期２—３年的鱼类资源调查项目，在调查期间进行了全程水质、饵料生物分

析，共采集１０２种鱼类标本，刘其根等编著《千岛湖鱼类资源》一书，２０１１年由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第三节 　海 藻 栽 培 学

!" #$

学校海藻栽培学课程最早由王素娟于１９５５年开设。１９５４年养殖生物系主

任陈子英根据学校应开设贝藻养殖课程的决定，派青年教师王素娟前往青岛山东

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进修海藻养殖和贝类养殖技术。１９５５年王素娟学

成后在秋季开始讲授贝藻养殖课程。１９５７年贝藻养殖课拆分，王素娟继续承担

海藻养殖课程。授课对象为水产养殖专业学生。

１９５８年，水产部提出要将山东、辽宁海域的海带栽培南移到江、浙、闽等南方

诸省沿海海区。为此，浙江省水产厅组织专业人员对其省内沿海岛屿可供海带养

殖的海区和环境进行调查。学校党委为贯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号召青

年教师走出校门到生产第一线去，养殖系副主任路俨负责，并派青年教师王素娟

带领４名高年级学生参加，历时３个月完成普陀山、定海本岛、桃花岛、中街山列

岛（青浜、庙子湖、黄兴岛）、南韭山列岛、虾峙岛、朱家尖、六横岛等的调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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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素娟撰写总结报告递交浙江省水产厅，水产厅采纳其有关意见，并由该厅派

出王竹青带队，在当年秋季成功进行海带大面积栽培试验。这也为学校藻类学科

建设与发展奠定基础。

１９５８年，学校设立海水养殖专业。同年秋季，藻类教研室由王素娟和朱家彦

带领１９５９届、１９６０届海水养殖专业数十名学生前往大连参加由全国海带育苗委

员会组织的海上培育秋苗生产大会战。师生们每天早出晚归和育苗工人一起乘

小船下海，在５℃以下的海水中洗刷管理幼苗。１２月初，师生们参与将海带苗运

输到浙江舟山虾峙岛，首次养殖海带生产实践活动。同时在现场开展海藻学、海

藻养殖等课程教学与科学试验。李松荣、郑刚、张媛溶等教师也参加了海带养殖

生产活动，并承担了贝类学授课任务。这次现场生产实践对促进当地开发海带养

殖生产和学校藻类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受到当地群众欢迎和赞

赏，１９６０年海水养殖教研室被评为上海市文教先进集体，室主任王素娟获上海市

文教先进工作者与全国文教先进工作者称号。从１９５８年起，舟山虾峙岛与普陀

山成为学校海水藻类养殖教学、科研、生产实践三结合的基地，并在普陀山建成了

一座可控温、控光及流水系统和设备完整的海藻育苗室，也是当时全国一座条件

较好的临海实验室。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６年８年间，教师王素娟、朱家彦、刘凤贤、章

景荣、陈国宜等每年１１月下旬到翌年６月都在该基地进行海藻养殖等课程的现

场教学及相关科学研究。

在海带养殖研究基础上，１９６３年学校藻类养殖教研室又在舟山开展了条斑

紫菜养殖项目研究，且取得较好成果，于１９６４年通过水产部验收鉴定。１９７２年

学校迁厦门后，教研室新增加了马家海与顾功超，并针对当地紫菜生产中出现的

绿变病等问题开展了冷藏网试验等科学研究，既促进了紫菜养殖生产，同时也充

实了教学内容。藻类教研室于１９７８年获得了福建省科学大会先进集体奖。

%" 9:OP

１９５８年，王素娟、朱家彦在舟山开展藻类学现场教学时自编讲义，１９５９年刘

凤贤开始参与教学，所用教材选用山东海洋学院郑柏林和王莜庆主编的《藻类学

讲义》（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以后，陈国宜承担植物生理学与藻类生理学课程。他将现

场生产科研与教学实践及时总结，编写了具有特色的实验指导讲义。１９７８年国

家水产总局组织重新编写统编教材，湛江水产学院李维新，学校刘凤贤、朱仲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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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海藻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７９）。

海藻养殖课在１９５５年开始时为贝藻类海水养殖课，海水养殖专业１９６０—

１９６３届均使用王素娟编写的教材，１９５８年在虾峙岛进行现场教学是由王素娟主

讲，讲授内容是海带养殖和北方试验养殖的紫菜为主讲内容，并且与海带养殖生

产环节密切结合进行理论与生产技术的讲课，学生一方面从参加群众海带养殖生

产的分苗实践中学到分苗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在现场课堂教学时再从理论上讲

授海带分苗的意义及原理，并结合科学实验观察海上海带幼苗生长的情况，学生

反映这样学得深、效果好。１９６１年，山东海洋学院张定民、学校王素娟主编出版

《藻类养殖学》（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随着科研的开展在浙江又进行了条斑紫菜的

人工养殖的试验，在教学中大幅地增加了紫菜养殖的内容与实验课内容。１９７２

年到厦门后，教学内容除海带养殖外又加强了紫菜养殖的内容。

１９７８年，国家水产总局组织重新编写教材，学校会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研究人员和兄弟院校教师历时数年编写新教材《海藻栽培学》（曾呈奎、王素娟等，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该教材获１９９０年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优秀

奖。１９８４年因招收研究生的需要，由王素娟通过科研加以总结开设海藻细胞与

组织培养新课程，以讲稿为主，以后编写成《海藻生物技术》一书（王素娟主编，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４）。另有《经济海藻学》自编讲义供外系选修该课程的学

生使用。

２００８年，由学校马家海牵头组织大连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集美大学等

兄弟院校教师历时３年编写《海藻栽培学》新教材，并将于２０１２年由科学出版社

正式出版。主要编写人员有：马家海、张泽宇、何培民、周志刚、孙连璋、陈昌生、谢

恩义、赵素芬。新版《海藻栽培学》主要叙述我国海藻栽培种类的基本情况及其理

论与应用研究，包括海藻加工。

/" '���*jmAP�

学校目前开设的与海藻栽培有关的理论课程和实验课有：

（一）海藻栽培学

分为绪论（海藻栽培的定义，经济海藻种类及其栽培意义，海藻栽培业的现状

和未来），紫菜、红毛菜、江蓠等栽培（紫菜、红毛菜、江蓠等的生物学、生长发育、采

苗和海上栽培、采收与加工、栽培过程中的病害），海带、裙带菜等栽培（海带、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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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等的生物学、幼苗的培育、海区栽培和管理、分苗、夏苗的出库、运输和暂养、收

割和加工、栽培中的病害）和礁膜栽培（礁膜的生物学、生长发育、采苗、海上栽培、

采收与加工）。

（二）藻类学

分为绪论（藻类的概念，藻类的形态特征、细胞构造、分类及经济价值），红藻门、

褐藻门和绿藻门（各门的形态构造、分布、生活史、经济价值、分类和主要养殖种类），

以及浮游藻类（蓝藻门、硅藻门、甲藻门和绿藻门的主要特征、分类及经济价值）。

（三）海藻学

分为绪论（海藻学的意义、海藻的形态特征、细胞构造、细胞分裂、繁殖和分

类），红藻门、褐藻门和绿藻门各门代表藻类的生活史及分类依据，及海藻的生态

（海藻的生态区域、生长环境，我国一些经济海藻的地理分布和生态因子）。

（四）海藻栽培学实验课

观察和辨别各类海藻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的外形和局部切片，分为红藻门

（紫菜外形、边缘细胞、孢子囊、精子囊期的排列式、根丝细胞、藻体横切及丝状体

等；江蓠的囊果、四分孢子等；红毛菜单孢子等）、褐藻门（海带、裙带菜的外形、横

切面、纵切面、孢子囊群横切等）和绿藻门（礁膜的外形、横切面和孢子囊等）。

（五）海藻学实验课

观察不同海藻的特征结构。先介绍海藻细胞的基本结构，观察不同海藻细胞

的形态及基本结构：色素体、淀粉核等。再分门介绍，如绿藻门（观察单细胞藻类

扁藻的叶绿体形状、鞭毛数目、淀粉核等；观察浒苔藻体的中空管状结构及分类依

据；掌握绿藻门的主要特征，学习并掌握浒苔的生活史）、红藻门（观察紫菜的星状

色素体，边缘锯齿，丝状体等，掌握红藻门的主要特征及分类依据，学习并掌握紫

菜的生活史；观察江蓠藻体的固着器形状，分枝次数及分枝基部等，学习并掌握江

蓠的生活史）、褐藻门（观察水云藻体由匍匐部和直立部组成的异丝体，学习并掌

握其生活史；观察海带的固着器、柄和叶片，观察叶片的构造（表皮，皮层和髓部），

掌握褐藻门的主要特征及分类依据，学习并掌握海带的生活史）。

（六）藻类学实验课

分门辨析各种藻类，如红藻门（条斑紫菜外形、边缘细胞、孢子囊和精子囊期

的排列式，坛紫菜外形、边缘细胞、孢子囊和精子囊期的排列式，条斑紫菜的根丝

细胞和藻体横切，江蓠、鹧鸪菜、海萝、石花菜等囊果、四分孢子，红毛菜单孢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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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钳状小枝）；褐藻门（海带、裙带菜、萱藻、昆布、羊栖菜、囊藻的外形、横切面、纵

切面、孢子囊群横切等，网地藻顶端细胞、黑顶藻繁殖枝等）；绿藻门（礁膜、浒苔、

石莼外形和横切面等，浒苔等的基部细胞和孢子囊，松藻外形及内部构造）和浮游

藻类：念珠藻，微囊藻，鞘丝藻，颤藻（藻体形态、有无胶质鞘、顶端细胞的观察），多

甲藻，裸甲藻，夜光藻，角藻，薄甲藻（甲片、纵横沟观察），根管藻，直链藻，圆筛藻，

舟形藻，双菱藻，角毛藻，盒形藻，海线藻，骨条藻（对称性、花纹观察），小球藻，衣

藻，扁藻，盘星藻（藻体形态观察）。

2" hipOP

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期间，学校在普陀山建立一座约２００平方米的临海贝藻育苗室。

每年１１月到翌年６月师生赴舟山开展海藻养殖试验。育苗室有机器房及海水冷却

系统，育苗室和工作间，育苗室还能提供培养海带幼苗的控温、控光及流水系统的育

苗池。在当时已具有一定先进性及实用性。建成后，王素娟、刘凤贤、朱家彦等在该

室培育海带秋苗，解决普陀山海带养殖队缺苗的困难，颇受群众欢迎。另外，当时还

成功培育江蓠幼苗，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期间，育苗室因受外界破坏而停用。

１９７２年学校迁往厦门后，科研方向转向以坛紫菜养殖为主。校内教研室各

实验室设施较简陋，先后由马家海帮助厦门钟宅大队建立紫菜育苗室、章景荣为

大嶝岛、小嶝岛建立２座紫菜育苗室，每年春季与秋季采苗季节，教师均到这些群

众育苗室进行教学、科研。所进行的坛紫菜冷藏网实验（马家海、王素娟、朱家彦、

顾功超等，１９７４），坛紫菜绿变病的防治以及流水刺激法使坛紫菜孢子放散（章景

荣、王素娟、马家海、朱家彦、顾功超、陈国宜等，１９７５）等几项科研大都是在这些育

苗室内育苗及海上实验。

１９８０年复校后，学校加强校内实验室的建设，使实验室的面貌有很大改观，

先后建立了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海藻学与海藻栽培实验室、藻类生理实验室、海藻

细胞培养室（后改为海藻生物技术实验室），能满足教师从事科学研究、研究生和

本科生做毕业论文等多层次的需要。

8" ����Z*>OP

１９７８年恢复职称评审制度后，王素娟成为第一批晋升的副教授。１９８６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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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娟晋升为教授，１９８６年刘凤贤、陈国宜、朱家彦、马家海先后升任副教授。１９８４

和１９９６年王素娟先后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到１９９８年共培养了１２名硕

士生与１名博士生。期间教研室先后增加了徐志东、张小平、严兴洪、何培民、匡

梅、周志刚、蔡春尔、黄林彬、霍元子、贾睿、于克锋、胡乐琴、毕燕会、李琳等。至

１９９８年，王素娟、刘凤贤、陈国宜、朱家彦等相继退休后，马家海、严兴洪、周志刚、

何培民等根据藻类科学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对藻类育种、养殖、加工、活性物质、生

态环境、能源等各个领域及前沿学科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至２０１０年共获得并

主持国际科学基金项目（２项４次），国家“８６３”项目（６项，其中重大２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７项），国家海洋局科研项目（３项），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

大专项课题（２项），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项目（２项），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１

项），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２项），省部级科研项目５０多项等。获得国家级奖３

项、农业部科技进步奖２项、国家海洋局科技成果奖１项、国家教委科技成果奖１

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３项、福建省科技进步奖２项。发表论文３７５篇，其中，ＳＣＩ

收录论文４３篇、主编专著４部、参编７部，获得专利１９项、申报专利３５项。已培

养博士生７人、硕士生８８人，在读博士生７人、硕士生６２人。

有关海藻栽培学有关科研成果见附录。

附：

海藻栽培学有关科研成果

王素娟开创学校藻类学和海藻栽培学研究，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从事海藻学与

海藻栽培学研究骨干。１９５８年王素娟、朱家彦调查了浙江主要经济海藻并绘制

了图谱，发表３篇有关紫菜新种的论文，分别为《刺边紫菜的研究》（朱家彦、王素

娟，１９６０），《单孢紫菜的研究》（王素娟、章景荣，１９８０），《紫菜一新种———福建紫菜

的研究》（章景荣、王素娟，１９９３）。刘凤贤进行多种红藻繁殖器官研究后，发表４

篇论文（刘凤贤，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９０）。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期间，王素娟、朱家彦在现场

海区开展浙江混水区海带生长和发育研究工作，为海带南移养殖生产奠定重要基

础，并开展舟山地区条斑紫菜自然附苗人工养殖初步研究等工作，首次提出条斑

紫菜单孢子的利用价值及利用技术（重网法、重网技术），在浙江首先利用紫菜单

孢子作为苗源进行紫菜养殖，并经过水产部鉴定，该技术成为江苏省紫菜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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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环节之一。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王素娟带领研究团队用８年时间完成紫菜人工

养殖的研究课题，并获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该课题研究与坛紫菜养殖生产密

切相关，研究了坛紫菜壳孢子生态条件，改进了贝壳丝状体采孢子技术，在室内流

水刺激贝壳丝状体放散壳孢子实验，开展坛紫菜冷藏网试验以及坛紫菜绿变病及

其防治研究。朱家彦、刘凤贤开展了羊栖菜生物学的初步研究。

１９８０年学校迁回上海后，王素娟在全国同行内首先建立海藻细胞培养室，在

国内开创了坛紫菜营养细胞直接育苗和养殖研究工作，并在福建海区养殖获得很

好试验效果，１９８６年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８７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随后承担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技部“七五”、“八五”重大科研项目条斑

紫菜体细胞育苗，重点研究条斑紫菜和坛紫菜原生质体培养、细胞分离与直接采

苗技术等，１９８８年通过了农业部专家验收，１９９１年获得科技部“八五”重大课题完

成证书（完成人王素娟、何培民、周一红、徐志东、孙云龙、唐岩松、王立志），并获上

海科学技术博览会优秀奖（王素娟、何培民、周一红），并同时开展江蓠、鹧鸪菜、红

毛菜等原生质体分离、培养、育苗等研究工作（周一红、王素娟，１９８９；严兴洪、王素

娟，１９９１；王志勇、周一红、王素娟，１９８９；唐岩松等，１９９１硕士论文）。此外，刘凤

贤、陈国宜还开展了鹧鸪菜再生苗育苗养成技术的研究（刘凤贤等，１９９０），蜈蚣藻

孢子发生研究（刘凤贤，１９８６），坛紫菜果孢子、条斑紫菜果孢子以及几种红藻孢子

的液氮保存研究（陈国宜、阙求登，１９８８，１９８９），条斑紫菜自由丝状体的培养与观

察等研究（陈国宜，１９９３），坛紫菜壳孢子超微结构研究（朱家彦、马家海，１９８０，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３—１９９１年，王素娟结合７年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进行

多种海藻超微结构研究工作，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经济海藻超微结构的研究》

专著（王素娟、徐志东、刘凤贤、俞永富、周一红、何培民、路安明，浙江科技出版社，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华东地区优秀出版图书一等奖。

２００３年又出版了第二部专著《中国常见红藻超微结构》（王素娟、裴鲁青、段德麟，

浙江宁波出版社）。此后，王素娟带领弟子们先后在紫菜分子生物学、辐射及化学

诱变育种、红藻外源基因导入、红藻分子生物学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青年

教师的成长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做出重大贡献。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陈国宜关于坛紫菜自由丝状体培养和直接采苗技术研究

成果在福建省进入生产性推广阶段，试验规模达到６．７公顷（１００亩）以上。该项

研究在国内属于首创，在日本曾有较大影响，为此获福建省水产科技成果奖三等

奖，其本人１９８０年获福建省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１９８５年陈国宜在《科学通报》

５７３

第二章　水产科学类



上发表了在紫菜中存在控制植物发育的光敏素。以后一直从事坛紫菜和条斑紫

菜果孢子萌发发育与采苗等研究。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代，马家海开展紫菜栽培技术革新，并密切关注紫菜病害发生

机理及防治技术研究（马家海等，１９８８，１９９２、１９９６等）。马家海（１９９４）在国际上

最早发表关于条斑紫菜壳孢子核相分裂论文，这一新发现引起同行关注。马家海

在江苏等地主持紫菜养殖、病害防治和加工出口等科研和指导推广工作取得显著

效果，１９９１年获农业部年度推广先进个人称号。１９９３年承担农业部重点科研项

目———条斑紫菜遗传育种、条斑紫菜病害防治技术的研究，并根据多年科研与生

产经验于１９９６年撰写出《条斑紫菜的栽培与加工》（马家海、蔡守清，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马家海在条斑紫菜遗传育种和病害防治方面均取得明显经济效益，获

１９９８年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９９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马家海主持农业部、财政部“跨越计划”项目———紫菜栽培、加工、出口产业链的

开发，在紫菜育种、冷藏网防病及提高品质、加工出口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２００５年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严兴洪在１９８４—１９９３年间曾参加紫菜体细胞培养、紫菜细胞融合、紫菜细胞

发育与分化、紫菜颜色突变体分离、羊栖菜体细胞成株等研究。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在

日本期间，他主要从事条斑紫菜色素突变体的研究、条斑紫菜抗病突变体的研究，

２０００年回国后，先后主持国家“８６３”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坛紫菜色素突变体的研

究、条斑紫菜育种的研究、条斑紫菜细胞分化的研究、坛紫菜遗传育种学的研究、

坛紫菜良种选育技术、坛紫菜单性生殖机理和单性育种学研究、野生坛紫菜的性

别与性别分离机制研究等，撰写数十篇论文，先后获得日本藻类学会最优秀论文

奖，国际海藻学术研讨会、中国水产学会、澳大利亚亚太藻类学会等优秀论文奖。

其中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６年连续２次主持国家“８６３”计划重大研究项目坛紫菜良种选

育技术和紫菜、江蓠等优质、高产、抗逆新品种培育，２０１０年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２０１１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周志刚自１９９８年４月来校工作后，一直从事藻类学的科研与植物学的教学

工作，承担本科生植物与植物生理学、生物质能、生命科学导论及研究生的藻类生

理生化等教学任务，参与《生物饵料培养学》、《中国水产养殖学》等教材或专著编

写。１９９８年获上海市“曙光计划”资助课题海带克隆育苗中分子标记，随后在藻

类分子标记、油脂代谢等方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４次资助。在国际上首次

获得可以识别海带雌、雄配子体的分子标记，获得２项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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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培民在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间参与条斑紫菜体细胞育苗技术研究，并获得上海

市科技博览会优秀奖；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连续３次主持瑞典国际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条斑紫菜细胞悬浮培养育苗；１９９３年参与条斑紫菜细胞育苗技术应用研究并获

中国发明专利一项。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主持完成农业部“九五”重大项目条斑紫菜

外源基因导入方法及其细胞工程育种，应用细胞工程获得优良细胞株１个；２００１

年以中方主持人之一参加中美海洋计划合作项目海藻／鱼类综合循环养殖系统研

究，使紫菜自由壳孢子囊枝育苗时间减至２个星期，并可准确在指定时间（日）放

散壳孢子进行采苗；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在美国康州大学海藻生物技术实验室高级合

作访问。回国后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海洋技术“８６３”项目，国家海洋

局绿潮灾害专项课题等２０多项，共撰写论文１４０余篇，获得专利９项，获省部级

以上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４次，并获美国景观设计年度最高奖。

第四节 　鱼　病　学

!" #$

新中国成立初，我国的水产养殖是以“四大家鱼”养殖为主，疾病的防治及其

系统研究也局限于鱼类疾病。１９５３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浙江省吴兴

县菱湖镇建立了第一个鱼病工作站，学校黄琪琰等参与部分工作，并收集鱼病材

料，制作鱼病标本，绘制教学用挂图，为开设鱼病学理论课和实验课奠定基础。

１９５４年学校第一次开出了鱼病学课程，并参照国外有关鱼病教材编写了第一本

比较系统的《鱼病学》讲义。１９６０年水产部组织编写了全国水产院校统编教材，

由黄琪琰和唐士良在原自编讲义的基础上编写《鱼病学》教学用书，于１９６１年由

农业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全国高等水产院校使用的统编教材。学校鱼病学课

程由黄琪琰、唐士良主讲。

１９７８年国家水产总局组织全国高等水产院校重新编写统一教材，指定由上

海水产学院、华中农学院以及湛江水产学院合作编写《鱼病学》教材，由黄琪琰任

主编，唐士良和兄弟院校鱼病学教师参编，于１９８３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鱼病学课程为水产养殖专业的专业课之一，当时由黄琪琰和蔡完其主讲，纪

荣兴和陆宏达参与授课。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养殖品种不局限于“四大家鱼”，进一步发展了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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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龟、鳖、牛蛙以及一些名贵鱼类的养殖，新的疾病不断地出现，鱼病学已不能概

括所有疾病内容，为此黄琪琰于１９９３年主编《水产动物疾病学》教材，陆宏达、宋

承芳等参编，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被全国许多高等水产院校及综合性大

学、农林院校、师范院校的水产或生物类院系采纳为教材。课程名称也随之而改

变。该书还被评为１９９３年度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二等奖，１９９５年又获农业部第二

届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台湾水产出版社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授权于１９９５年１月出版了该书。该书的发行得到我国水产界的普遍称赞和使

用。另外，黄琪琰和蔡完其等会同电教室、系摄影室等部门合作制成《尼罗罗非鱼

溃烂病的防治》、《中华鱼虱病的防治》、《暴发性鱼病的防治》、《河蟹疾病的防治》

等录像带和ＤＶＤ光盘，积累了大量教学标本和教具等。

水产动物疾病学课程在１９９７年前由黄琪琰、蔡完其、陆宏达主讲，１９９７年

后由陆宏达主讲，潘连德和张庆华参与授课。２００６年水族科学与技术专业开

设了观赏水族疾病防治学课程，由潘连德主讲，邱军强参与授课。２００９年动

物科学 （动物营养与饲料方向）专业也开设水产动物疾病学课程，由邱军强

主讲。

为适应水产动物疾病学的发展，近几年进一步加强了水产动物疾病学课程的

建设，收集和制备了一些新的病原、组织病理以及患病水产动物的标本，丰富了实

验课的教学内容，实验内容也作了适当调整，增补了嗜水气单胞菌的人工感染和

分离大实验、疾病的常规检查和诊断实验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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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琰主编的《鱼病学》教材于１９８３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主要内

容分总论和各论。

（一）总论

１．绪论：鱼病学的定义、发展史和任务。

２．寄生虫学基本原理：寄生的概念、方式，寄生虫的感染方式以及寄主种

类等。

３．病理学基本原理：疾病的定义、发生发展、原因、条件、种类以及基本病理

过程。

４．药物和药理：药物作用的类型、影响因素以及鱼病防治上的常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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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鱼病的预防：符合防病条件、增强鱼体的抗病力以及控制和消灭病原。

（二）各论

１．鱼类微生物病：鱼类的一些重大病毒性疾病、细菌性疾病和真菌性疾病等

疾病的病原、病理、流行规律和防控方法。

２．鱼类原虫病：鱼类鞭毛虫病、纤毛虫病、孢子虫病、吸管虫病等疾病的病

原、病理、流行规律和防控方法。

３．鱼类蠕虫病：鱼类单殖吸虫病、复殖吸虫病、绦虫病、线虫病、棘头虫病以

及环节动物病等疾病的病原、病理、流行规律和防控方法。

４．鱼类甲壳动物病及钩介幼虫病：鱼类中华鳋病、锚头鳋病、鲺病和鱼怪病

等疾病病原、病理、流行规律和防控方法。

５．非寄生性鱼病：机械损伤、气泡病、饥饿和营养不良性疾病、藻类引起的中

毒和化学物质引起的中毒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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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琰主编的《水产动物疾病学》于１９９３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教

材在编排格式上与《鱼病学》教材大致相似，但不再分总论和各论，主要区别是《鱼

病学》教材仅涉及鱼类疾病，而《水产动物疾病学》教材在原有《鱼病学》教材基础

上增加许多虾蟹等水产动物疾病内容，尤其是增加许多水产动物的病毒性疾病和

细菌性疾病内容。其主要内容为：

（一）绪论

水产动物疾病学的定义、发展史、任务和研究方法；

（二）寄生虫学基本原理

寄生的概念、方式，寄生虫的感染方式，寄主种类以及寄生虫、寄主和环境的

关系。

（三）病理学基本原理

疾病的定义、发生发展、原因、条件和种类，局部循环障碍、代谢障碍、炎症、肿

瘤等基本病理过程。

（四）药物和药理

药物作用的类型、体内过程、剂量、给药方法以及水产动物疾病防治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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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

（五）疾病的预防

改善生态环境、增强机体的抗病力以及控制和消灭病原体。

（六）由病毒引起的疾病

除鱼类的一些重大病毒性疾病外，虾蟹类以及软体动物的一些重大病毒性疾

病的病原、病理、流行规律和防控方法。

（七）由细菌引起的疾病

除鱼类的一些重大细菌性疾病外，虾类、软体动物、甲鱼和牛蛙等水产动物上

一些重大细菌性疾病的病原、病理、流行规律和防控方法。

（八）由真菌和藻类引起的疾病

水霉病、鳃霉病、鱼醉菌病、镰刀菌病、链壶菌病、卵甲藻病等疾病的病原、病

理、流行规律和防控方法。

（九）由原虫引起的疾病

鞭毛虫病、纤毛虫病、孢子虫病、肉足虫病等疾病的病原、病理、流行规律和防

控方法。

（十）由蠕虫引起的疾病

单殖吸虫病、复殖吸虫病、绦虫病、线虫病、棘头虫病以及环节动物病等疾病

的病原、病理、流行规律和防控方法。

（十一）由甲壳动物及软体动物引起的疾病

中华鳋病、锚头鳋病、鲺病、鱼怪病和钩介幼虫病等疾病病原、病理、流行规律

和防控方法。

（十二）非寄生性疾病及病因不明的疾病

机械损伤、气泡病、饥饿和营养不良性疾病、藻类引起的中毒和化学物质引起

的中毒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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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动物疾病学教学内容包括理论课和实验课，通过实验，巩固已学水产动

物疾病学理论知识，增强对病原生物和患病水产动物的感性认识，掌握各种实验

的方法和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实验工作的能力，实验结束时要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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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具有独立开展水产动物病害诊断和防治的能力。水产动物疾病学实验课在原

鱼病学课程基础上增加嗜水气单胞菌的人工感染和分离大实验、疾病的常规检查

和诊断实验等内容。

实验一：原生动物病（一）

１．实验目的

观察原生动物病病原的形态结构特点和患病水产动物的浸制标本，增强对病

原生物和患病水产动物的感性认识，具备正确识别病原生物的能力，熟练掌握这

些在水产动物养殖生产中进行水产动物病害检查和诊断的必备基础知识。

２．实验内容

肠袋虫、多子小瓜虫、聚缩虫、车轮虫、毛管虫的形态结构特点和识别；患病水

产动物浸制标本的观察。

实验二：原生动物病（二）

１．实验目的

同实验一

２．实验内容

碘泡虫、鲢旋风虫、单极虫、六鞭毛虫、粘体虫、球虫形态结构特点和识别的

显微观察；相应的患病水产动物浸制标本的观察。

实验三：单殖吸虫和复殖吸虫病

１．实验目的

观察单殖吸虫和部分复殖吸虫病病原的形态结构特点和患病水产动物的浸

制标本，增强对病原生物和患病水产动物的感性认识，具备正确识别病原生物的

能力，熟练掌握这些在水产动物养殖生产中进行水产动物病害检查和诊断的必备

基础知识。

２．实验内容

三代虫、指环虫、双身虫、侧殖吸虫、鲫吸虫的形态结构特点和识别；相应的患

病水产动物浸制标本的观察。

实验四：复殖吸虫、绦虫、线虫、棘头虫病

１．实验目的

观察复殖吸虫、绦虫、线虫、棘头虫病病原的形态结构特点和患病水产动物的

浸制标本，增强对病原生物和患病水产动物的感性认识，具备正确识别病原生物

的能力，熟练掌握这些在水产动物养殖生产中进行水产动物病害检查和诊断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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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基础知识。

２．实验内容

航尾吸虫、双穴吸虫、鲤蠢、九江头糟绦虫、毛细线虫、粗体虫等形态结构特点

和识别的显微观察；相应的患病水产动物浸制标本的观察。

实验五：甲壳动物病和真菌病

１．实验目的

观察甲壳动物病和真菌病病原的形态结构特点和患病水产动物的浸制标本，

增强对病原生物和患病水产动物的感性认识，具备正确识别病原生物的能力，熟

练掌握这些在水产动物养殖生产中进行水产动物病害检查和诊断的必备基础

知识。

２．实验内容

中华鳋、锚头鳋、鲺、水霉形态结构特点和识别的显微观察；相应的患病水产

动物浸制标本的观察。

实验六：病理一

１．实验目的

观察患病水产动物组织病理的特点，掌握患病水产动物组织病理的规律，从

而了解病原和水产动物发病的内在关系，为水产动物疾病的诊断和防治提供理论

依据。

２．实验内容

脂肪变性、颗粒变性、肾脓肿、坏死等组织病理的显微观察。

实验七：病理二

１．实验目的

观察患病水产动物组织病理的特点，掌握患病水产动物组织病理的规律，从

而了解病原和水产动物发病的内在关系，为水产动物疾病的诊断和防治提供理论

依据。

２．实验内容

中华鳋病组织病理、对虾病毒病组织病理、鳃霉组织病理、孢子虫病组织病理

等显微观察。

实验八：致病菌人工感染和分离大实验

实验学时数：１１学时（因实验需连续进行，实验课安排在周六和周日进行，周

一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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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实验目的

通过对嗜水气单胞菌的人工感染及分离实验课的学习，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操作技能，从而了解细菌性病原和水产动物细菌性疾病发病的内

在关系，掌握水产动物细菌性疾病的诊断和防治方法。

２．实验内容

实验健康鱼的养殖、致病菌的培养和稀释、人工感染方法、观察疾病的发生和

发展过程、掌握无菌操作条件下进行致病菌分离的程序、观察致病菌的分离结果、

熟悉菌落形态特征以及培养特点。

实验九：水产动物疾病常规检查和诊断方法

１．实验目的

掌握患病水产动物的肉眼和显微镜检查方法，根据疾病的症状、检查结果、在

养殖池中出现的各种异常现象以及池养管理等综合分析，对患病水产动物进行

诊断。

２．实验内容

患病水产动物解剖步骤和方法、水浸玻片制备、肉眼和显微镜检查方法和结

果的记录，疾病种类的分析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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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动物疾病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就

会遇到需要及时解决的水产动物疾病问题，学生不仅要有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

实践能力，因此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理论授课和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实

验课课时数占整个课程课时数的５０％，从增强学生感性认识和操作技能着手，独

立设置实验课，让学生学到更为扎实的知识，收到很好效果。理论课内容和实验

课实验项目的设置在时间上紧密衔接，通常是理论课授完后随即开展相应的实验

项目，便于学生把理论内容和实践认识及时联系在一起，加深认识。实验教学采

取教师显微电视示教、提问，学生自己动手操作，进行显微观察，教师再逐个指导，

学生提交实验报告等方式，达到学生熟练掌握实验内容和实验操作技能的效果。

在学校校园网站上有多个教学平台，设立了水产动物疾病学的作业题、试题库等

内容，为学生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学生能随着课程的进程课后进行相应的做

作业学习，巩固已学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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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在授课规模上，理论教学的授课人数控制在３个平行班约１００人左

右。实验教学授课人数通常是一个自然班，一般不超过３０人。在授课方式上，从

以往都以黑板板书为主，到进一步结合幻灯、投影和录像的方式，再发展到目前的

多媒体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发生了重大变革，教学效果显著提高。采

用多媒体教学方式，节约板书所用时间，提高了教学效率，另外比较适合上百人以

上大班课，学生离讲台远近具有同样的视听效果。另外，由于本课程特点，在讲解

各种患病水产动物症状和寄生虫病等病原形态结构特点时，需使用大量图片，过

去主要用黑板以及患病水产动物和病原形态结构的挂图，结合拍摄制成的幻灯

片，教学速度慢，效果差。现采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鲜艳的彩色图谱、清晰的文

字材料等，形象生动地一一展示这些教学内容，极大地刺激了学生的感观，在上课

学生人数扩大到百名左右的情况下，教学效果依然良好。

课程的考核，过去只进行理论课的考试，以期末成绩作为最终考试成绩，这样

的成绩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学生对该门课掌握的程度以及实际的学生学习情况。

考试改革不断完善后，现在理论课和实验课分别进行考核，理论课成绩由期末笔

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组成，实验课由提交的每次实验报告成绩、平时出勤和回答问

题成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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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１９７７年：黄琪琰、唐士良、钱嘉英。

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黄琪琰、蔡完其、纪荣兴、陆宏达。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黄琪琰、蔡完其、陆宏达、潘连德、杨先乐、张庆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陆宏达、潘连德、杨先乐、张庆华、邱军强。

第五节　渔 业 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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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导论课程前身是水产通论。早在１９１２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创办招生起

就设置水产通论课程，目的是让无论渔捞科还是制造科学生，包括以后招收的养

殖科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能全面了解水产业和水产生产的基本概况，为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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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水产业有关工作，满足就业需要。

１９４７年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复校。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入学的五年制专科学生，

１９５１年考入上海水产专科学校的三年制渔捞、制造、养殖等专科学生，以及１９５２

年考入上海水产学院四年制本科各专业学生都学习水产通论课程。

由于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入学学生都是水产技术学校毕业生，不再学习水产通论

课程。自１９５６年起，入学学生按教学计划亦不再设置水产通论课程。

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学校设置的专业日益增多，包括有水产类本科专业，

新增的渔业经济管理等专业，还增设一批非水产类专业。为了使所有学生入学后

都能了解渔业基本知识，并参照当时全国农业高等学校先后开设农业概论课程的

情况，学校决定从１９９０年起对入学学生重新开设水产通论课程，３６学时。

１９９８年，根据原国家教委新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学校本科专业设置有明

显变动，除原水产类专业有的加以合并重组外，有的水产类专业并入其他类别，

如农畜水产品贮藏与加工专业并入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

专业中的渔政管理部分并入行业管理专业等。但国内水产院校原开设的水产

通论或水产概论都过于偏重专业技术，现开设的渔业导论课程，是从产业特点、

经济特征、渔业科技、政策法规与社会发展等进行综合论述。同时随着人们对

环境、自然资源和粮食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

系统拓展了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和渔业管理的概念和内涵，应突出可持续发展的

观念。为此，学校于１９９７年开始筹划，至１９９８年正式设置和定名为渔业导论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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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１９１２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设置水产通论课程的内容和任课教师已乏资料可

查。解放初的吴淞水产专科学校（１９４９和１９５０年）、上海水产专科学校（１９５１

年）、上海水产学院首届入学学生（１９５２年）设置的水产通论课程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总论，主要包括中国水产业发展概况、中国渔业水域环境、水产资源分布和主

要渔场等；二是各论，即渔捞概论、制造概论和养殖概论。渔捞概论有主要捕捞渔

具、渔法和渔场；制造概论有盐制、罐制、干制等水产品加工方法和冰藏保鲜等；养

殖概论有天然鱼苗张捕、成鱼培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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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课教师

讲授水产通论的教师多为资深专家。他们既是某一学科带头人，又是全面了

解水产业和水产学科的学者，为刚入学学生开宗明义讲授，起到培养专业思想的

先导作用。

１９４８年水产通论课程由李东芗、王贻观和陈谋琅讲授，１９４９和１９５０年陈谋

琅讲授水产通论课程的总论，各论中的渔捞、制造、养殖等概论分别由侯朝海、王

刚、刘琴宗等讲授。１９５１年的水产通论课程全部由骆肇荛讲授。１９５２年的水产

通论课程的总论和各论中的渔捞概论由王贻观讲授，制造、养殖概论分别由王刚、

刘琴宗讲授。

（三）教材

由任课教师随堂印发其讲授提纲，或各自编写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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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置水产通论课程的宗旨

通过学习水产通论课程，使各专业入学学生了解现代水产业概貌、水产基本

知识及其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以及水产捕捞、水产养殖、水产加工等生产技术及其

装备等知识，有利于其今后从事水产生产、管理、教学或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其适

应性。

（二）编撰《水产通论》统编教材的背景

农业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于１９９２年专门制定全国高等农业

院校本科教材编审计划。１９９３年将《水产通论》课程教材列入全国审定教材计

划。鉴于胡鹤永曾于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６年赴挪威卑尔根水产研究所学习和工作，１９９０

年起讲授水产通论课程，积累了有关资料和教学经验，经该指导委员会水产学科

组审定，《水产通论》教材按５０学时要求，由胡鹤永主编，有关水产养殖和水产加

工的章节分别由湛江水产学院刘思俭和学校骆肇荛编撰，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由中国农

业出版社出版。

（三）《水产通论》统编教材的主要内容

该教材由水产业总论、水产资源与渔场、水产捕捞、水产养殖、水产加工和主

要国家渔业等６个部分组成。主要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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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水产业总论部分，包括：水产业的涵义；中国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和作用；中国水产业、水产科学技术和其水产教育事业的发展；世界渔业发展。

２．水产资源与渔场部分，包括：鱼类形态、浮游生物、食物链和食物网、鱼类

洄游；中国和世界海洋水产资源概况；海洋环境、渔场和渔区；鱼群侦察。

３．水产捕捞部分，包括：渔具材料和属具；网渔具、钓渔具和其捕捞技术；水

库捕捞技术；远洋渔业。

４．水产养殖部分，包括：淡水养殖，主要有池塘、水库、湖泊、河道、稻田和网

箱养鱼等；海产动物养殖，主要有苗种生产、鱼类、虾类、贝类等养殖；海藻栽培，主

要有孢子采集和培育、海藻栽培技术，及其收割、加工和利用；水产养殖机械，主要

有饲料加工、增氧和清塘以及贝类采收、海藻收割等机械设备。

５．水产加工部分，包括：中国和世界水产加工现状，及其在水产业中的地位

和作用；水产品保鲜和冷冻品加工；水产干制品、腌制品、薰制品、罐制品、鱼糜制

品等的加工；水产品综合利用；鱼类及鱼糜制品加工机械设备。

６．主要国家渔业部分，包括有：挪威渔业；美国渔业；日本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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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９９８年起设置渔业导论课程的背景和沿革

根据国家教委于１９９５年启动和学校承担的面向２１世纪水产类本科专业课

程体系和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项目，１９９８年起学校设置渔业导论课程。这也

是学校完成该项目的成果之一。

开设该课程的初期是由１１个专题讲座组成，分别由７—８位教师负责讲授。

经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的教学实践，曾对课程大纲和内容作过３次讨论和调整，于２００１

年１０月编撰《渔业导论》教材，２００２年１月在学校内部付印使用。经８年教学实

践，渔业导论课程教材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全国高等

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于２００８年起重新编撰，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由中国农业出

版社出版。２００８年起该课程由６—７位教师分别负责讲授。

（二）２００２年校内编印《渔业导论》课程教材

１．２００２年校内编印《渔业导论》课程教材的宗旨

２００２年校内编印《渔业导论》课程教材的宗旨基本上与原《水产通论》课程

有相似之处，使学生对渔业有一较完整的认识，但结合当时国内外渔业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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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适当偏重在科学技术发展与渔业发展关系，以及渔业管理趋势，减少有关渔

业生产技术的内容，使学生从宏观上了解世界和中国渔业的热点问题，即可持

续发展，资源、环境、食品安全等的相互关系，政策、管理和发展趋势等，拓宽知

识面。

２．２００２年校内编印《渔业导论》课程教材的主要内容

该教材由１１讲组成，主要是：

（１）渔业与资源、环境、人口的关系，包括资源、环境、人口的现状，渔业含义

和主要内容，渔业与资源、环境、人口的关系等。

（２）海洋产业的发展与管理，包括海洋的重要性、世界和中国海洋产业现状

和发展趋势、海洋产业的管理等。

（３）世界渔业，包括渔业的内部结构、组成和基本特征，世界渔业生产的演

变、产量组成、渔产品加工与利用、渔产品国际贸易，国际渔业组织和其作用，世界

渔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

（４）中国渔业，包括中国渔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国际上的地

位和作用，中国渔业的自然环境、渔业资源、发展简况和现状，中国渔业生产的发

展方针，以及今后发展中需重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５）世界贸易与中国渔业，包括关税及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及其

对中国渔业的影响。

（６）渔业资源管理与发展趋势，包括渔业资源的特点、管理与措施，发达国家

渔业资源管理与发展趋势，周边国家渔业资源管理与发展趋势，中国渔业资源管

理与发展趋势。

（７）中国渔业行政管理、科技和教育机构，包括国家、地方渔业管理机构，水

产科研、技术推广、教育等机构，中国渔业指挥中心和海区渔政局，水产学会、协会

和研究会等。

（８）渔业经济与管理，包括渔业经济的基本原理、特点与发展趋势，渔业资源

经济特点与管理，海洋捕捞业的经济效益分析，水产品流通、市场与调查，渔业金

融与保险。

（９）中国水产品加工业现状和展望，包括中国水产品加工业现状、水产品加

工技术和新技术及其展望。

（１０）科技发展与水产养殖，包括水产养殖现状，科技发展与水产养殖及其发

展趋势。

８８３

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



（１１）科技发展与渔业，包括现代海洋渔业，主要渔具与渔法，蒸汽机、合成纤

维与超声波探测仪三大科技发明对现代渔业的影响，基础理论与其他科技进步对

渔业的影响，现代科技及其管理，以及渔业可持续发展。

３．编撰２００２年《渔业导论》教材的教师和任课教师

编撰２００２年《渔业导论》教材的教师有：第１、６讲由黄硕琳编撰；第２、３、４、５

讲由乐美龙编撰；第７、８讲由张相国编撰；第９讲由汪之和编撰；第１０讲由周洪

琪编撰；第１１讲由周应祺编撰。

任课教师有周应祺、乐美龙、张相国、高健、黄硕琳、周洪琪和汪之和等。后增

加渔业信息方面的内容，由吴开军讲授。

讲课时，按各学院采用大班课，一般同时听课学生为１５０人，最多时听课学生

达６００人。

４．讲授总学时和考试方法

讲授总学时为３６学时，后改为３０学时。

考试方法：一是曾采用学生选择有关课程论文题目后，允许学生组成小组，阅

读有关参考资料，集体讨论，分别撰写论文，并进行报告会和答辩。二是建立试题

库选题，直接在网上考试和评分。

（三）２０１０年出版《渔业导论》教材

１．２０１０年出版《渔业导论》教材的宗旨

由于现代渔业在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实践有很大发展，有必要在多年教学实践

的基础上进行补充，突出以生态系统为基础，叙述“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

在渔业上的反映，从渔业的产业结构和特点着眼，充实有关现代渔业管理理论和

实践，认识渔业发展史中，科学技术的关键性作用，渔业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等。经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批准，《渔业导论》列为“十一五”重点教材，适用于

学习海洋、生物、渔业、环境、资源、管理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可供有关的

科学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学习参考。

２．２０１０年版《渔业导论》教材的主要内容

该教材由５个部分组成，主要是：

（１）渔业总概念，包括渔业的定义、产业结构和产业特点，渔业资源的特点与

种类，渔业水域与渔业环境。

（２）渔业可持续发展，包括人口、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增长与渔业管理，现

代渔业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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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渔业与科学技术，包括渔业科学体系，渔业科学与水产增养殖学，渔业科

学与捕捞学，渔业科学与水产品加工利用，渔业信息技术概述，渔业经济学，现代

科技、渔业管理与渔业可持续发展。

（４）世界渔业，包括世界主要渔业资源与渔区，世界渔业生产的演变，世界渔

业生产结构，世界海洋捕捞业，世界水产养殖业，世界水产加工业，现代休闲渔业，

世界渔产品贸易，国际渔业管理现状与趋势，世界渔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

趋势。

（５）中国渔业，包括中国渔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国际上的地

位和作用，中国渔业的自然环境、渔业资源、发展简况和现状，中国渔业生产发展

的基本方针和今后的工作，水产品流通与社会发展。

３．编撰２０１０年 《渔业导论》教材的教师和任课教师

２０１０年《渔业导论》教材主编是周应祺，其中：（１）和（３）部分由周应祺编撰；

（２）、（３）部分和（５）部分由高健编撰；（３）中的渔业科学与水产增养殖学部分由王

武、周洪琪编撰；（３）中的渔业科学与水产品加工利用部分由汪之和编撰；（３）中的

渔业信息技术概述部分由吴开军编撰；（４）和（５）部分由乐美龙编撰。

任课教师有周应祺、高健、张相国、陈新军、汪之和、王武、吴开军和唐议等。

宁波还开设渔业文化与社会专题、王锡昌开设水产品食品安全专题。

４．讲授总学时和考试方法

课程总学时３２学时。每学期开设，每年开设两次。为全校任选课程，同时为

海洋科学与技术、海洋管理、海洋科学、海洋资源、渔业经济、经济管理等专业的限

选课程。大班讲授，每年选读学生有４００—５００人。

第六节　渔具材料与工艺学

!" #$

渔具材料与工艺学课程是海洋捕捞专业的主要专业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以前定名为渔具学。当时课程内容主要有制作渔具原材料，

尤其是网渔具纤维材料，以及渔具装配工艺。１９５６年课程更名为渔具材料与工

艺学。课程由渔具材料和渔具工艺两部分组成。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随着合

成纤维材料在渔业上的广泛应用，尤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我国海洋渔业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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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向远洋的发展，渔具材料与工艺学课程的内容和教学要求也作了相应调整。按

各历史阶段，该课程的沿革主要是：

（一）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当时渔捞科的专业课程中，仅设渔捞课程。渔具材料和渔具工艺技术未单独

设一门课程，有关内容为渔捞课程中的一部分。但已经设有渔具装配实习场所和

脚踏机械编网机和钓钩制作设施等。

（二）上海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时期（１９４７—１９５１）

当时渔捞科专业课程中，开始设立渔具学课程。教材是自编讲义。任课教师

王君镛和华胜网厂厂长刘景汉。学生可赴复兴岛华胜网厂实习。

（三）上海水产专科学校时期（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当时渔捞科学制分设三年制、五年制２种。专业课程中都设有渔具学课程。

教材也是自编讲义。任课教师张友声。

（四）上海水产学院时期（１９５２—１９７０）

１９５２年起，学校更名为上海水产学院，设置四年制海洋捕捞本科专业，仍设

渔具学课程。教材也是自编讲义。授课教师张友声、陈立义、姜在泽。校内教学

设施有面积约为４００平方米网渔具装配工场，可供学生从事网片编结，网衣修补，

绳索结接，渔具部件的制作和网渔具的整体装配工艺实习等。

１９５６年起，海洋捕捞专业改为五年制本科工业捕鱼专业。课程名称改为渔

具材料与工艺学，教材也是自编讲义。任课教师陈立义、姜在泽、徐森林。

１９６１年水产部组织编写全国水产高校统编教材，学校姜在泽、徐森林编写

《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和《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实验、实习指导书》２本教材，由农业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使用。从而使课程教学内容和实验实习更加规范化。任课教

师姜在泽、徐森林和钟若英。该课程实验已有专用实验室，实习除校内网渔具装

配工场外，校外有上海网绳厂，但重点是上海海洋渔业公司装网车间，以增强学生

的动手能力。

（五）厦门水产学院时期（１９７２—１９７９）

１．１９７３—１９７７年

海洋捕捞专业招收了４届三年制学生。渔具材料与工艺学课程时数６０。教

材采用姜在泽主编的《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和钟若英自编的《渔具工艺》讲义。任

课教师姜在泽、钟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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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

全国恢复高考后，海洋捕捞专业恢复四年制本科。渔具材料与工艺学课时数

８０。采用姜在泽主编的《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教材。加强了渔具装配工艺技能的

实习。任课教师姜在泽、钟若英。

（六）上海水产学院时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５）

１９７９年学校迁回上海后，海洋捕捞专业设有本科和专科。

１．本科专业

渔具材料与工艺学课时数８０。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授课教师姜在泽、钟若英、蒋传

参。采用２个版本教材：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采用１９６１年农业出版社出版、姜在泽主

编的《渔具材料与工艺学》；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采用１９８０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姜在泽主编的统编教材《渔具材料与工艺学》。

１９８０年版与１９６１年版《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教材主要区别是：在渔具材料部

分，重点介绍渔用合成纤维材料的性能、特点及其测试方法；在渔具工艺方面，重

点阐述网片的对称剪裁技术、缩结技术以及合成纤维绳索的绳圈制作方法等。

２．专科专业

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学校与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合办３届两年制海洋渔业捕捞

专科专业，设有渔具工艺课程。授课时数３６学时。采用蒋传参自编的讲义。并

安排校内１周的渔具单项工艺实习，校外赴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网场实习渔具装配

工艺两周。任课教师蒋传参。

（七）上海水产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时期（１９８５—２０１１）

１．１９８５—１９９６年

渔具材料与工艺学课程采用教材是１９８０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姜在

泽主编的《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学时数为７０，任授课教师钟若英、蒋传参。

２．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

１９９５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启动全国重点教材编写期间，钟

若英主编《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和《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实验、实习指导书》，于１９９６

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都采用此教材。学时数为６０。授课教

师钟若英、蒋传参、王大弟（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叶旭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３．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采用钟若英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教材。

２００９年起采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孙满昌主编，石建高、许传才为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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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叶旭昌、张健、邹晓荣、钱卫国参编的《渔具材料与工艺学》。任课教师叶旭昌。

４．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

捕捞学硕士研究生开设渔具材料学课程。课时数２７。任课教师蒋传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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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教材多次编印，但设置该课程总的宗旨是：一是了

解制成渔具所需材料的种类、性能特点及其测试技术，有利于正确选择和合理地

利用渔具材料；二是了解和掌握制作渔具的装配工艺技能，为从事渔业生产和试

验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 jm��cd

（一）渔具学课程主要内容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渔具学课程中渔具材料部分主要讲授网渔具的天然纤维

特性，如棉、麻、蚕丝、棕榈、剑麻等，以及捻制成纱、线、绳的工艺过程；在渔具装配

工艺部分讲述网衣编结、修补，绳结和绳圈的制作，棉麻等网衣的防腐和栲染，以

及钓钩制作和钓具装配等。

该课程还组织学生参观有关棉麻纺织厂的纱线构成。校内从事手编网衣、补

网、半机械编网机使用、钢丝绳和棕绳绳结和绳圈的制作、钓钩制作等实习。

（二）渔具材料与工艺学课程主要内容

１．１９６１年版《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教材主要内容

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随着国内外合成纤维的不断发展，在渔业上也逐步获

得使用。相应在课程内容也作了调整。在渔具材料部分，除适当保留棉、麻、蚕

丝、棕榈、剑麻等天然纤维特性外，增加了尼龙、维尼龙、聚酯类合成纤维和纱、线、

绳等制品的特性。在渔具装配工艺部分删去钓钩制作和钓具装配，侧重讲述网衣

的手工和机械编织，修补，绳结和绳圈的制作，网渔具部件，如上纲、下纲等的装配

工艺。

课堂实验主要是有网线性能的测试，实习主要是手编网衣、补网、半机械编网

机使用、钢丝绳和棕绳绳结和绳圈的制作。组织学生参观上海网绳厂的全自动有

结节和无结节编网机及其编织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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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８０年版《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教材的主要内容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网渔具基本上淘汰天然纤维。讲课内容在渔具材料部分，删

去天然纤维，重点叙述渔用合成纤维材料的性能、特点及其测试方法。渔具工艺方

面，增加了网片对称剪裁技术、缩结技术以及八股合成纤维绳索的绳圈制作方法等。

３．１９９５年版《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教材的主要内容

在渔具材料部分，除删去棉、麻、蚕丝、棕榈、剑麻等天然纤维特性外，着重讲

授渔业上常用的和特殊的合成纤维及其制品的特性和测试方法、合成纤维绳索性

能、标准术语，以及国内外各类材料规格、性能等的标准。在渔具装配工艺部分，

除讲述网衣的手工和机械编织、修补、绳结和绳圈的制作、网渔具部件，如上纲、下

纲等的装配工艺外，增加了网衣对称剪裁计算和剪裁方法。

课堂实习除手编网衣、补网，钢丝绳、棕绳绳结和绳圈的制作外，重点是学会

对称剪裁，并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动手完成整顶拖网的装配。

４．２００９年版《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教材的主要内容

由于新的渔具材料和制造工艺不断出现，讲授内容补充与更新了有关高强度

渔用聚乙烯材料，高强度聚乙烯单丝（简称ＨＳＰＥ单丝）、自增强聚乙烯单丝（简

称ＳＲＰＥ单丝）、可生物降解纤维等。另外，补充了绳网材料结构与性能的最新研

究成果、渔具装配工艺的技术改进等方面。

此外，渔具材料与工艺标准化工作日益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所重视。国际

标准化组织（ＩＳＯ）中第３８技术委员会（ＴＣ３８），第９分技术委员会（ＳＣ９）主持该项

专业标准。为此，根据２００９年出版的教材，讲授时也注意到国家颁布的有关渔具

材料及渔具的国家标准有２２项，水产行业标准４３项等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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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渔具材料实验项目

渔用纤维材料的鉴别；网线密度的测定；网线捻度和捻缩的测定；网线直径和

综合线密度的测定；网线回潮率测定；网线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测定；网线耐磨

性能测定；网片的技术鉴定；绳索的技术鉴定；浮子浮力和沉子沉降力测定；浮子

耐压性能的测定。

（二）渔具工艺实验

网片的手工编结技术；网片剪裁技术；网片缝合技术；网衣修补技术；绳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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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技术；网渔具装配技术。

（三）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实验、实习成绩的考核

（１）渔具材料实验

根据学生测试技术、掌握程度和实验报告的质量，综合评定成绩。

（２）渔具工艺

渔具工艺有两种类型的实习。即校内单项工艺实习（时间１周）和校外网具

装配工艺实习（时间２周）。实习成绩根据学生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掌握和熟练程

度、实习报告的质量和口试成绩进行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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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具材料实验室仪器设备比较齐全，能开出网渔具材料性能测试的全部实

验、还可从事科学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早期的仪器设备主要有，网线单纱强力试验机（德国产）、

网线强力试验机（德国产）、１００公斤网线强力试验机、２５０公斤网线强力试验机

（国产）、工业烘箱（国产）、网线耐磨试验机、网线捻度试验机（国产）、物理天平（国

产）等。

１９８２年，学校利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引进一批仪器设备，主要有网

线耐磨试验机（日本产）、网线强力与弹性试验机（日本产）、网线强力试验机

（１０００公斤、美国产）、网线疲劳试验机（日本产）、网线疲劳冲击试验机（日本产）

等。自制的有８台测长仪和１个测定浮、沉力的水箱等。

第七节　渔 具 力 学

!" #$

渔具力学课程是捕捞学的组成部分，也是海洋捕捞专业主要专业课之一。从

１９１２年建校起，直至１９５６年前渔捞科、海洋捕捞专业开设的渔法学课程，主要参

照日本课程体系，结合国内捕捞作业方式而开设。１９５６年参照苏联课程教学大

纲，除继续开设渔法学课程外，学校首先开设渔具计算一般原理课程。１９６０年渔

具计算一般原理与渔法学合并，改为工业捕鱼技术课程。１９６１年更名为渔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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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捕鱼技术课程。当时编撰的全国统编教材《渔具理论与捕鱼技术》分为三个

分册，第一分册为《渔具计算的一般原理》；第二分册为《网渔具理论与捕鱼技术》；

第三分册为《特种捕鱼技术》。２０００年周应祺等重新编写《渔具力学》教材，课程

名称也随之更名为渔具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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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置渔具计算一般原理课程的背景

从建校起直至１９５６年前的渔捞科和海洋捕捞本科专业开设的渔法学课程，

主要内容是参考日本东京水产大学有关教材，重点讲授各类渔具结构、生产操作

技术、主要捕捞对象、渔场和渔期等。１９５１—１９５５年由张友声和白力行主讲，

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５年分别引进苏联中等渔业学校和莫斯科米高扬渔业工学院的工

业捕鱼有关课程教学大纲，以及苏联教授Ф．И．巴拉诺夫博士于１９４８年出版的

莫斯科米高扬渔业工学院工业捕鱼课程的教材《渔具理论与计算》，其内容侧重叙

述各类渔具在运动过程中的受力分析与渔具形状变化规律，以及有关试验研究方

法等，与我国传统的渔法学内容有明显差别。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度起，乐美龙根据学

校意见，为开设这门新课做了准备。因当时学校设置的海洋捕捞专业课程安排尚

未开设流体力学方面的课程，要完全按巴拉诺夫的《渔具理论与计算》讲课存在较

大的困难。只能选用巴拉诺夫著的《渔具理论与计算》部分内容，同时参考１９４９

年日本东京水产大学田内森三郎著的《水产物理学》，适当结合《工程流体力学》的

基本概念，自编油印教材。课程定名为渔具计算一般原理。

（二）设置渔具计算一般原理课程的宗旨

海洋捕捞专业学生通过该门课程学习，应掌握网渔具构件———单片网片、纲

索、球形浮子等一般阻力试验方法和阻力计算，为渔具设计和研究奠定基础。

（三）渔具计算一般原理课程主要内容

该课程于１９５６年下半年以讲座形式开设。共分４讲，计８学时。以后逐步

增加至１２学时。１９５９年正式开设该课程时，学时数增加到３６学时。

课程内容主要有：（１）因次分析；（２）粘性流体特性；（３）苏联巴拉诺夫的单片

平面网衣的水阻力试验和计算公式；（４）日本田内森三郎的单片平面网衣的水阻

力试验和计算公式；（５）平板在粘性流体运动中水阻力计算公式；（６）球体在粘性

流体运动中水阻力计算公式；（７）圆柱体在粘性流体运动中水阻力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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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相似准则；（９）渔具模型相似准则。

（四）开设渔具计算一般原理课程的社会影响

开设渔具计算一般原理课程，首先是在国内突破海洋捕捞专业原渔法学课程

长期以来局限于渔具操作工艺，创立以工程流体力学为基础，以渔具构件水动力

试验和计算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其次是推动全国所有海洋捕捞本科专业相

继参照学校模式开设渔具计算一般原理课程。再次是为以后建立渔具力学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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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分册《渔具计算的一般原理》课程教材编写的背景条件

水产部于１９６１年组成的水产高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决定由学校负责编撰《渔

具理论与捕鱼技术》教材。该教材为国内首次正式出版的统编教材。其中第一分

册《渔具计算的一般原理》由乐美龙编撰，农业出版社出版。

编写第一分册《渔具计算的一般原理》统编教材的客观条件是：一是通过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苏联专家萨布林柯夫在校举办二年制师资研究生班的讲学，对苏

联巴拉诺夫编著的《渔具理论与计算》一书有较深理解；二是１９５６年起学校捕捞

教研室乐美龙等教师多次借用上海７０８所船舶静水模型试验水池，从事拖网渔具

水槽模型试验研究，１９５９年起借用南京航空学院低速风洞实验室，在国内首次从

事网板和拖网渔具风洞模型试验研究，并取得一定经验和进展；三是乐美龙等分

别于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赴舟山渔区和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直接参加

海上捕捞生产，总结有关生产经验和从事试验研究工作。

这对编写第一分册《渔具计算的一般原理》教材十分有利，使有关教学内容既

能结合当时海洋捕捞生产实际，又能理论联系实际，把有关经验提高到一定理论

水平。

（二）学习渔具计算一般原理课程的宗旨

这与早期开设渔具计算一般原理课程的宗旨有明显区别的是，通过学习不仅

应掌握网渔具构件———单片网片、纲索、球形浮子等一般阻力试验方法和阻力计

算，还应懂得渔具试验研究的方法，包括悬索理论、力学模拟、网渔具水槽和风洞

试验等，也为渔具设计打下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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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分册《渔具计算的一般原理》统编教材的主要内容

第一分册《渔具计算的一般原理》统编教材的主要内容为：

１．渔具基本构件的水动力特性，包括巴拉诺夫、列维恩和田内森三郎等的平

面网衣水阻力测试和经验计算公式；

２．纲索、球形浮子等的水阻力特性和计算公式；

３．机翼理论；

４．相似准则—静力相似、运动相似、动力相似，以及雷诺相似准则和佛洛德

相似准则等；

５．田内森三郎网渔具水槽模型试验准则；

６．巴拉诺夫网渔具风洞模型试验准则；

７．悬索理论；悬链线和抛物线的因素表；

８．渔具力学模拟等。

（四）教学配套措施

当时渔具计算一般原理课程教学配套措施主要有：（１）悬链线实验板———

包括有悬点在同一水平上的不同跨距的悬链线形状和悬点受力关系，如延绳

钓、网渔具的上下纲等；悬点不在同一水平上的不同跨距的悬链线形状和悬点

受力关系，类似曳纲等；（２）移动渔具的力学模拟试验；（３）模型网与实物网的

换算。

（五）该教材的社会影响

《渔具理论与捕鱼技术》一、二、三分册为国内首次正式出版的统编教材，大大

改善了国内各校使用自编油印教材的状况。由于学校编写第一分册《渔具计算的

一般原理》的客观条件明显优于国内其他水产院校，各校普遍采用该统编教材进

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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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写《渔具力学》教材的背景条件

《渔具计算的一般原理》基本上是处于静力学体系，初步应用物理学、流体力

学等学科的理论，分析和处理渔具的计算问题。但是，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渔

具的结构和材料有很大变化和发展，在现代工程技术的支持下，尤其是大型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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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试验专用动水槽、水下观察测量仪器和计算机的出现，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

促进渔具渔法的研究。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资料和渔具作业的观察资

料，从实验流体力学的角度研究，采用计算机进行分析模拟等。另一方面，在理论

体系上，从静力学向运动学、动力学发展。

周应祺、许柳雄曾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学习，参与过渔具的测试和水下观察、大

型动水槽中对渔具模型的动态研究、渔具的数学力学模型研究等，在微观的渔具

构件与宏观的渔具系统整合方面进行了研究，了解、收集、掌握了当代最新的研究

成果。为按力学体系进行编写《渔具力学》提供了条件。

《渔具力学》教材是在２０００年教育部领导下，列入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改革项目

的重点教材，并获得农业科教基金资助。由学校教师周应祺主编，许柳雄、何其渝

参编，２０００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新编《渔具力学》教材，在保留《渔具计算的一般原理》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将

渔具基本构件与渔具整体的力学特性沟通整合，突出内在的联系；按流体力学的

基本原理对各种经验公式和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整合，提高了系统性，为开展计算

机数学力学模型的分析研究提供基础；增加了渔具运动学的内容；补充了现代渔

具研究的成果，为渔具力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二）开设渔具力学课程的宗旨

通过学习不仅应掌握网渔具构件———单片网片、纲索、球形浮子等一般阻力

试验方法和阻力计算，还应懂得构成水动力的原因和渔具测试研究的方法，包括

有悬索理论、力学模拟、网渔具水槽和风洞试验等，为渔具设计打下扎实基础。增

强了理论基础和数学力学分析能力，为研究生教学提供基础。

（三）渔具力学课程的主要内容

渔具力学课程的主要内容：

１．渔具基础构件的水动力特性和边界层理论，包括有平板、圆球和球形浮

子、圆柱体和纲索、旋转圆柱体、机翼等水动力；

２．网片的水动力，包括有平面网片和圆锥形网；与圆球形和圆柱形构件的力

学关系；

３．悬索理论，包括悬链线和抛物线的形状与张力、悬链线和抛物线的因素

表；数值法数学力学模型的建立和求解；作图分析法等。

４．渔具模型试验，包括相似原理和力学相似判据、以及田内、狄克逊和克列

斯登生等的渔具模型试验的原理和准则，实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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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渔具系统运动学，包括拖网和围网渔具的作业运动等。

（四）教学配套措施

编写《渔具力学习题集和题解》。建立捕捞模拟训练实验室，进行渔具渔法的

模拟操作和调整实验。

（五）该教材的社会影响

《渔具力学》是正式出版的教育部和农业部重点教材，为国内进行海洋渔业科

学与技术专业或捕捞学教学的院校优先选用。该教材还为研究生教学提供基础

材料。２００３年评为上海市优秀教材。

（六）讲授总学时和考试方式

讲授总学时为３６—４０学时（２学分）。

考试方式以笔试为主。

第八节　海洋渔业技术学

!"#$

海洋渔业技术学是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主要必修课之一，是培养学生

具有生产技能和动手能力的一门专业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海洋渔

业中的探鱼技术、集鱼技术、渔具装配技术和捕捞操作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和能

力。在长达近百年的教学过程中，随着海洋渔业科学的发展，经几代人的共同

努力，课程内容不断更新和完善，现在已经成为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门

课程。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前，本课程名称为渔捞学。主要内容为各种渔具的结

构原理、装配工艺和渔场探索，以实际操作为主。５０年代中后期，由于海洋捕捞

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程度提高，以及向苏联学习，一度将课程名称改为工业捕鱼，

内容重点在渔具设计和捕鱼技术等。

１９６１年，在国家水产部的主持下，学校教师张友声、乐美龙等编写了我国第

一部正式出版的海洋渔业本科专业的全国统编教材《渔具理论与捕鱼技术》，内容

包括渔具计算一般原理、渔具设计和模型试验；主要渔具结构原理、装配工艺、渔

场探索和捕鱼技术、以及有关的标准。当时，学校教师结合水产部下达的国家课

题，分别承担或多次参与全国海洋和淡水渔具渔法的调查，研究总结我国渔具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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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多样性，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教学内容，形成捕捞技术和渔具理论设计相结

合，并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对海洋渔业本科的教学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

时全国各高等水产院校的海洋渔业专业基本上都采用该教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中期，学校根据海洋渔业专业培养目标的需

要，并且结合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采用自编讲义。课程名称调整为海洋捕捞技

术，课程内容增加了当时的科研成果疏目拖网、灯光围网、虾蟹两用多囊桁拖网、

声光电捕鱼和鱼类行为学等方面的内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学校教师参加由农业部下达的海洋渔具渔法调查课题，并

且参与编写《中国海洋渔具调查和区划》和制定《中国渔具分类标准》。在此基础

上，１９９３年崔建章等编写全国统编教材《渔具与渔法学》，内容主要有各种渔具设

计、装配及使用调整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随着远洋渔业迅速发展，学校教师直接参与开发中东

大西洋的西非渔业、西北印度洋的也门和印度渔业、西北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等

海域的鱿钓渔业、东南太平洋的大型拖网渔业、三大洋金枪鱼渔业开发项目和实

践，代表国家出席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的会议，直接参与有关国际渔业管理措施的

制订和实施工作。收集和累积了丰富的技术资料，在授课过程中及时补充双臂架

捕虾拖网，单船拖网、大型中层拖网、鱿钓、金枪鱼延绳钓、金枪鱼围网等教学

内容。

１９９５年，学校海洋渔业教研室承担国家教委高等本科教育面向２１世纪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计划研究项目中的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根据新世纪对人才的需要和本

科教育的特点和要求，调整海洋渔业科学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学生

具有渔业生物资源的调查、评估、管理；渔业资源开发技术；渔业水域环境检测和

保护；渔业行政管理的复合型高等技术人才。为此，需要优化课程组合，使课程体

系更加完善，符合实际情况和需要。由原来的渔具与渔法学、渔具力学、捕捞技术

和鱼类行为学等课程重新组合成渔具理论与设计和海洋渔业技术学两门课程。

海洋渔业技术学在融合传统渔具与渔法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大洋性捕捞技术、渔

具渔法选择性和人工鱼礁等重要内容，使课程内容更加充实，具有明显的时代

特色。

２００２年孙满昌等开始编写《海洋渔业技术学》教材，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

等学校教材建设项目资助下，于２００５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全国已有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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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高等院校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使用该教材。根据使用单位反映，认为海

洋渔业技术学是一门与渔业产业结合紧密，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２００３

年，海洋渔业技术学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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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担任该课程的主要教师为：张友声、白力行、陈立义、

于本楷、沈宝桢、乐美龙、张荫乔、王克忠、滕永、詹秉义、任为公；２０世纪７０至

８０年代为：任为公、崔建章、季星辉、卢佳水、孙满昌、许天赐、叶江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后为：崔建章、孙满昌、陆赤、王维权、张敏、叶旭昌、钱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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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９６２年编写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海洋渔业本科专业用教材

《渔具理论与捕鱼技术》

１９６１年在国家水产部主持下，学校教师张友声、沈宝桢、于本楷、乐美龙、张

荫乔等合编了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海洋渔业本科专业使用的教材———《渔具理

论与捕鱼技术》，共３分册，第一分册为《渔具计算的一般原理》，第二分册为《网渔

具理论与捕鱼技术》，第三分册为《特种捕鱼技术》。主要内容：

１．物体在水中运动的阻力、网片的阻力、悬索理论、力学模拟和渔具模型试

验等；

２．刺网种类和结构、刺网理论和刺网捕鱼技术；

３．定置网种类和结构、定置网理论和捕鱼技术；

４．围网种类和结构、围网理论和捕鱼技术；

５．拖网种类和结构、拖网理论和捕鱼技术，中层拖网的结构和操作技术；

６．地曳网种类和结构、设计和捕鱼技术；

７．钓渔具理论、钓渔具捕鱼技术和捕鲸技术。

（二）１９９３年编写全国统编教材《渔具与渔法学》

１９９３年，《渔具与渔法学》列入农业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

定的统编教材，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主编崔建章，副主编唐逸民，参编冯维山、

陆赤。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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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国渔具分类原则、命名及代号，渔具图制作的标准，种类；

２．刺网作业原理和特点，刺网分类，刺网渔具的结构和装配，刺网渔具设计

理论，刺网捕鱼技术，刺网试验研究和刺网渔业；

３．拖网渔具分类，拖网渔具的结构和装配，拖网渔具设计理论和试验研究，

拖网渔场的选择和中心渔场的掌握，深水拖网和中层拖网操作技术及特点，拖网

渔具的调整，生产事故及处理；

４．网板的种类，设计和使用调整，主要几种网板的性能；

５．围网渔具分类，围网网具结构与装配，网图的识读，围网网具设计理论和

试验研究，单船机轮围网渔船性能和渔捞设备，围网鱼群侦察技术，光诱技术；围

网生产操作技术；

６．张网作业原理和分类，张网渔具的结构与装配，张网渔具设计计算，张网

生产技术；

７．钓渔具分类，钓渔具设计计算，钓渔具生产技术，主要钓渔业技术；

８．敷网、抄网、地拉网、掩罩类、陷阱类、笼壶类和耙刺等渔具分类和特点，渔

具结构与渔获性能以及生产技术。

（三）２００５年编写教材《海洋渔业技术学》

《海洋渔业技术学》教材在《渔具与渔法学》基础上，增加大洋性渔业资源开发

技术，如：大型中层拖网、鱿钓、金枪鱼延绳钓和金枪鱼围网等；增加与海洋渔业可

持续发展和负责任捕捞理念相适应、体现海洋渔业技术发展主要方向的渔具渔法

选择性和生态友好型渔具渔法；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增加人工鱼礁及近海增养殖设

施工程等重要内容。教材内容体现了课程的传统性与前沿性的有机融合。主编

孙满昌，副主编许柳雄，参编有陈新军、宋利明、叶旭昌、唐议、邹晓荣、钱卫国、张

健等。课程教学时数为４８学时。主要内容：

１．国内外渔具分类研究历史和现状、我国渔具分类原则、命名及代号、渔具

图制作的标准、种类；

２．刺网作业原理、特点和分类、各种刺网渔具的结构和装配，刺网渔船和渔

捞设备，刺网捕捞技术和几种主要的刺网渔业；

３．围网渔具分类，无囊有环围网网具结构与装配、网图的识读、有囊围网的

结构和装配、网图的识读，单船机轮围网渔船性能和渔捞设备、围网鱼群侦察技

术、光诱技术，围网生产操作技术，金枪鱼围网作业渔场、渔具结构和捕捞技术；

４．拖网渔具分类、拖网渔具的结构和装配、网板的种类和使用、拖网渔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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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和中心渔场的掌握、深水拖网和中层拖网操作技术及特点、拖网渔具的调整、

生产事故及处理、世界主要拖网渔业的分布及其特征；

５．张网作业原理和特点、我国张网渔业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张网渔具分类、

张网渔具的结构与装配和张网生产技术；

６．钓渔具分类、钓渔具的结构与装配、钓渔具生产技术；

７．敷网渔具分类和特点、敷网渔具作业原理、秋刀鱼舷提网生产技术；

８．陷阱类渔具分类和结构特点、我国主要陷阱类渔业；

９．抄网、地拉网、掩罩类、笼壶类和耙刺等渔具结构与渔获性能；

１０．渔具选择性的定义及研究方法、拖网渔具网目选择性、刺网渔具选择性、

拖网渔具选择性装置；

１１．人工鱼礁的作用和分类、人工鱼礁的集鱼机理和生物效应、人工鱼礁的

设计、施工技术；

１２．抗风浪网箱的发展概况、抗风浪网箱的种类和网箱系统设计。

附：

实践实习指导

一、捕捞生产实习指导书（２００８年）

（一）教学目标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标：通过渔业生产实习，使学生初步了解掌握捕捞作业过程、渔具的装

配、调整的方法，以及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

打下一定的基础。

基本要求：掌握捕捞生产的作业过程、实际生产中网具的装配、使用和调整方

法；熟悉渔获物的品种及其保鲜和处理方法；了解探索渔场和掌握中心渔场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了解所在渔船的基本情况和生产经营及管理情况；对生产海区的

自然地理状况和渔业资源基本情况有所认识；初步了解海上生产调查的部分

内容。

（二）组织形式

实习学生以实习船（组）为单位分组进行海上生产实习，参与渔船驾驶、起放

网操作、渔获物分类保鲜及处理等一系列海上生产技术的实际操作。请船长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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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性能、网具特点、海况、渔场环境、渔获物的种类及分布情况、掌握中心渔场和

转移渔场的经验和方法等。组织现场参观、调查和访问，了解有关渔业生产和管

理情况。

（三）考核方式及办法

由实习指导教师和渔船船长协商按船分组进行。学生实习成绩由３个部分

组成：

１．实习船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２０％）：渔船船长按带队教师提供的考核表，

根据学生在船上的综合表现打分并作评价，带队教师以此作为实习船考核成绩的

考核依据；

２．实习报告（占总成绩的４０％）：实习报告内容包括：实习时间、地点；实习船

概况；实习期间的海洋环境；生产统计；渔具渔法；渔获品种的生物学特征；航海与

渔捞技术；心得体会与建议等；

３．口试成绩（占总成绩的４０％）：根据学生在实习中的综合表现和实习报告，

采用口试的方式来评价学生通过实习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考核最终成绩按优（９０—１００分）、良（８０—８９分）、中（７０—７９分）、及格（６０—

６９分）和不及格（５９分以下）划分。

（四）教学内容与时间安排

１．捕捞生产

（１）实习船常年作业的海区、生产情况询问、记录；

（２）航次作业渔场的拟定；

（３）航次渔获物产量、品种及渔场作业图；

（４）渔船的作业方式、使用的渔具结构、主要属具规格（包括网图）；

（５）渔具的主要作业性能及有关参数；

（６）起、放渔具操作过程及注意事项；

（７）渔具的调整原理及方法；

（８）所见渔捞事故的分析处理；

（９）航海渔捞日志的填写内容；

（１０）如何掌握中心渔场；

（１１）助渔导航仪器设备的使用；

（１２）生产作业时值班注意事项；

（１３）渔捞操作中的车、舵使用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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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渔获物保鲜方法及运输过程中注意事项。

２．航海技术

（１）实习船信号配置及使用；

（２）航行计划的拟定；

（３）实习船离靠码头操作要领；

（４）值锚更注意事项。

３．现场测定

（１）每次作业的渔获品种、产量、时间、渔场位置（经纬度或渔区）；

（２）渔获物生物学特征测量（体长、体重、胃饱满度、胃含物、性腺成熟度等）；

（３）海洋环境测试（包括气温、水温、天气状况、风向、风速、浪向、浪高等）。

４．机动时间

（１）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如避风等；

（２）不同返航时间的协调；

（３）与渔业资源实习的协调等；

（４）其他不可预见的问题。

５．实习教学

时数６周，包括渔业资源调查、渔政监督与管理综合实习。

（五）实践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组织管理要求

（１）制订海上生产实习计划前，由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与实习基地签订当年

的生产实习协议；

（２）根据实习要求及当年的实际情况，制订完善的海上生产实习计划；

（３）生产实习前，应召开实习动员大会，明确实习内容及注意事项；

（４）实习期间，建立学院———带队教师———实习学生、实习教师———实习基

地———生产渔船等多级联系网络，及时解决实习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保障各项实

习任务顺利完成；

（５）制订实习行为守则，保障海上生产实习的安全性。对于违反渔业生产实

习纪律者，视情节轻重将给予相应处分。

２．对教师的要求

（１）具备扎实的海洋渔业理论基础和必要的海上生产实践经验；

（２）能合理处理和协调带队教师、实习学生、实习基地工作人员以及渔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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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的关系；

（３）合理安排和组织生产实习各项前期工作：明确实习任务，采用集中讨论

的形式，对实习中涉及的理论知识进行指导；召开实习动员会，对实习注意事项、

任务、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布置，并制订详细的实施方案和应急方案；详细了解带

教班级的人员状况，包括人数、男女比例、身体状况、性格特点、同学关系，兴趣爱

好、平时情况等，进行分组，建立详细的带队教师———班干部———组长———学生四

级联系网络，带教教师必须熟知每位学生的通讯方式（手机、住宿地号码）；与实习

单位人员进行充分沟通，并随时保持联系，掌握实习进度，进行实习安排；

（４）实习过程中，须有一名教师随船出海，在海上通过通讯设备随时掌握学

生的情况，解决学生的问题。一名教师在陆地指挥协调，安排并负责学生接送工

作，保持与基地的联系；

（５）实习结束后，带队教师应对本次实习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并对

下一年度的实习安排事宜提出建议。

３．对实习学生的要求

（１）要自觉服从船长及指导教师的领导，听从船员的指导；

（２）必须遵守船上的各种规章制度，确保生产实习安全，防止事故发生；爱护

资产，厉行节约；

（３）海上生产实习期间，应虚心学习船员的优良品质和生产技能，搞好团结，

互助友爱；

（４）生产实习期间原则上不准请假，对未经批准擅自离开实习船者（如漏

船），以旷课论处，不予及格；

（５）实习期间严禁喝酒、打架闹事，注意文明礼貌，遵纪守法；

（６）严禁私带渔获物上岸。

４．对教学基地的要求

（１）教学基地应配备足够的各类生产渔船供以保障实习按时、如期开展；

（２）教学基地应检查各类生产船舶的安全性，保证船舶适航、适渔；

（３）实习期间，基地应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积极配合带队教师完成各项实

习任务。

二、捕捞航海模拟器训练（２００８年）

（一）教学目标和基本要求

捕捞航海模拟器训练是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在修完海洋渔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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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航海技术Ⅰ、航海技术Ⅱ、航海英语等课程基础上安排的一项综合性实习，是

该专业学生必须完成的教学环节。

目的：通过该训练，学生可掌握助渔仪器的使用，探鱼仪影像的识别，鱼群侦

察技术；拖网、围网生产操作技术；了解起放网设备的使用，加深学生对前续课程

航海技术学、助渔仪器以及海洋渔业技术学知识点的理解和综合应用能力，并掌

握海上生产操作初步知识，掌握船舶通讯设备、航海仪器设备的基本知识和使用

技能，海图作业知识，船舶操纵避让技术，了解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的基本知

识，熟悉航海英语通讯联络方式和基本技能；通过模拟训练培养学生解决生产中

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职业素养，为海上生产实践的顺利

进行和今后参加海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基本要求：掌握助渔仪器的使用，探鱼仪影像的识别，鱼群侦察技术；拖网、围网

生产操作技术；了解起放网设备的使用；掌握船舶操纵避碰技术和海上通讯技术。

（二）组织形式

该实习由捕捞模拟器训练、航海模拟器训练和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

（ＧＭＤＳＳ）训练３部分组成，按训练内容，根据学生人数分成２批，分别在捕捞模

拟器室、航海模拟器室和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系统实验室进行，不同训练内容交

叉进行。

每批学生按３组进行。其中２组在模拟器上进行实操训练，每组６—８人，不

同岗位安排１—２人，岗位之间进行轮换，第３组在中心控制室观摩，了解参数的

设置。保证每名学生都能完成驾驶、起放网操作、英语通讯和其他训练内容。

（三）考核方式及办法

考核成绩由实验室指导教师和任课教师共同打分，根据以下３项内容进行综

合评定。

１．实习表现（５０％）：遵守实习纪律情况、训练过程中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和运

用情况、实际操作情况；

２．训练报告的质量（３０％）；

３．口试成绩（２０％）。

考核最终成绩按优（９０—１００分）、良（８０—８９分）、中（７０—７９分）、及格（６０—

６９分）和不及格（５９分以下）划分。

（四）教学内容与时间安排

１．雷达的使用与标绘，卫星Ｃ站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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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ＧＰＳ、ＡＲＰＡ、ＶＨＦ的使用，卫星Ａ站的操作；

３．车、舵的操作使用；

４．船舶在狭水道中的操作避让；

５．船舶进出港口时的操作避让，靠、离码头操作；

６．探鱼仪（水平、垂直）的使用；鱼群映像识别；

７．鱼群侦察、鱼群范围判定、拖向选择、调头放网作业；

８．中层拖网作业；

９．深水中层拖网作业；

１０．围网作业；

１１．总共实习教学时数２周。

（五）实践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组织管理的要求

根据教学要求，本实习在３个实验室进行，需完成３个内容的实习任务，因此

任课教师必须根据班级学生的人数进行合理的分组，同时需实验室指导教师积极

配合、协助。

实操训练阶段，教师应根据不同组的训练进程，合理调整和安排时间和训练

项目，组与组之间、项目与项目之间要统筹安排，灵活机动，保证在课程时间内，有

序完成各项任务。

２．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必须根据学生人数和现有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制定详细的实习任务，

采用集中讨论的形式，对实习中涉及的理论知识进行指导；保证每个学生每项训

练内容的工作量。

实习进行过程中，实验室指导教师在中心指挥室进行不同实习内容的设置和

参数设定，同时讲解参数设定的程序、基本知识、原理、实际产生的效果，并进行指

挥，使得学生在模拟训练时能正确分析和理解模拟操作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和问

题。任课教师在模拟室进行现场操作指导，及时答疑，解决实际操作中的问题。

３．对学生的要求

（１）学生应加强对相关先修课程的理论知识复习工作，并对照任务书内容对

实操的各项知识点进行整理；

（２）学生必须根据分组情况和实习任务书的基本要求，准时参加实习，互相

配合，完成各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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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习期间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和实验室规定；

（４）实习结束后每个学生应根据自己实习过程的内容单独完成实习报告。

实习报告分两个部分写。第一部分：捕捞操作训练；第二部分：航海操作训练。实

习报告要按实际训练的先后顺序逐项分别写。基本思路是：操作的具体情况、操

作中出现的问题、操作图表及实际训练的有关数据、训练的心得体会及改进意见。

４．对实验室的要求

实验室要保证模拟器的正常运行，以便实习顺利开展。

三、渔具装配实习指导书（２００８年）

（一）教学目标和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通过本实习学习并掌握网片的手工编织技术、剪裁技术、缝合技术、

修补技术和绳索结接技术；掌握网图校对、联合剪裁、缝合比计算的基本方法，纲

索连接及装配工艺，并能根据网图做出网具装配施工图，独立装配出一顶拖网渔

具，为今后的科研活动和生产实践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组织形式

１．由指导教师讲解并演示实习内容；

２．单项工艺部分全部由每个学生独自操作，完成相关实习内容；网具装配部

分，按全班人数分成几个小组，每小组６—８人。每小组按实习指导书要求装配１

顶小网目拖网。

（三）考核方式及办法

根据以下３项进行综合考核：

１．实习过程中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情况（５０％）；

２．实习报告质量（２０％）；

３．口试成绩（３０％）。

最终考核成绩按五分制计。

（四）教学内容和时间

１．网片编织、网片缝合和网片修补；

２．绳索结接；

３．网图校对、施工计划、备料、网片剪裁、网片的连接和缝合；

４．整顶网装配；

５．实习报告撰写和考试；

６．实习教学时数２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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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组织管理的要求

学院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要密切关注本课程教学的

执行情况，对于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办法。

２．对教师的要求

指导教师必须熟悉网片编织、剪裁、缝合、修补和绳索结接等技术，具有网具

装配的实际操作经验，实验室教师应与指导教师紧密合作。指导教师必须认真备

课，并会同实验室教师准备相关工具和材料。

３．对学生的要求

学生应先行修完渔具材料与工艺学、渔具理论与设计学、海洋渔业技术学等

相关课程，并应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在实践中提高动手能力。遵守实习纪律，按要

求完成各项实习内容。

４．对教学基地的要求

教学基地必须宽敞明亮确保实习的顺利进行。

第九节　淡 水 捕 捞 学

!" #$

淡水捕捞业在我国具有悠久的生产历史。几千年来，经历了从石器工具到

网具，从淡水到海洋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各种鱼类的生态习性创造了多种有效

的渔具渔法，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淡水渔区的生产技术状况从未进行过系统的

调查和科学分析，缺少资料积累，基本上处于分散的中、小型工具生产作业

水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为了配合对全国淡水渔区的技术改造和提高生产水平，

水产部下达国家科委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水产部分的全国重点淡

水渔区渔具渔法和淡水渔区渔船船型的调查研究重点课题，由上海水产学院和长

江水产研究所共同承担实施。

１９６２年在校党委书记胡友庭，副院长刘宠光，长江水产研究所所长周方的直

接领导和组织下，以国家水产部名义成立全国淡水渔区渔具渔法渔船调查工作组

（以下简称“调查工作组”），组长张友声，副组长徐森林、王振声（后期张友声为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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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森林为组长）。曾先后参与调查和编撰的主要成员有张友声、徐森林、滕永

、郭大德、李庆民、钟为国、钟若英、方忠诰、车茂隆和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王振声、

曹维孝、奚盘海、刘一荣等。项目实施由学校海洋渔业系管理，系党总支书记石镛

负责协调工作。

在太湖试点调查的基础上，１９６３年正式开展长江流域调查工作。经过３年

的室外调查，在有关各省市的水产主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先后抽调杨浩、严沧

沦（安徽省）、徐仁本（江西省）、龚家仁（江苏省）、周仰瞡（四川省）等技术骨干，会

同调查工作组完成了长江流域川、鄂、湘、赣、皖、苏、沪等六省一市重点淡水渔区

渔具渔法渔船的调查工作。据统计资料，先后有百余人参与调查，行踪纵横３０００

余公里，遍访２０多个专区，５０多个县（市）和２００多个渔业社队、渔场、水库，积累

各种资料达数千份。基本摸清了淡水渔区的捕捞技术状况，集中反映了中国淡水

渔业具有代表性的长江流域主体部分的概貌。１９６６年经国家水产部批准，决定

编辑成册付印出版，定名为《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报告》（分两个分册，第一

分册渔具渔法，第二分册渔船）。在调查组拥有大量调查资料和积累丰富的感性

知识的基础上，为建立我国第一支从事淡水捕捞学科建设的专门队伍迈出重要一

步。调查过程也是充实、提高和发展学科的过程，为淡水捕捞学的创建与开展教

学和科研工作奠定基础。

１９６４年，为进一步巩固调查成果，稳定专业队伍，学校海洋渔业系调整组织

机构，成立由系主任张友声直接领导的淡水捕捞教研组，组长徐森林，政治指导员

胡谟逵，担任教学任务的成员还有郭大德、李庆民、钟为国，另有电工技师何浩然，

网师杨友发。厦门水产学院期间教研组划归水产养殖系管理。３０多年来，教研

组完成水产养殖专业捕鱼大意、淡水养殖专业淡水捕捞技术和淡水渔业专业淡水

捕捞学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深入渔区，受水产、水利主管部门的委托，广

泛开展科研活动。先后完成长江鲥鱼、刀鱼捕捞，湖泊水库渔具渔法改革、网栏、

电栏、凶猛鱼类捕捞控制、底层鱼捕捞等项目的试验研究，均取得成功，获得多项

科研成果，为发展淡水渔业生产和提高科学水平做出贡献。同时将科研成果及时

地反映到教学内容中，不断充实和更新教材。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水产总局编

审教材会议于１９８３年决定由徐森林主编，陈福保（湛江水产学院）、赵达康、王明

德（大连水产学院）、钟为国参编的我国第一部全国高等水产院校统编教材《淡水

捕捞学》，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为我国水产捕捞学科建设填补了一项空白。师

资队伍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生疏到趋向成熟，形成了一支从事淡水捕捞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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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研的专业队伍。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学校淡水捕捞学的教学质量和科研能

力在兄弟院校中已处于领先地位，得到水产、水利部门业内人士的认可。它的创

立是国家大力发展淡水渔业生产所需，广大劳动渔民迫切期待改善生活的创新驱

动。它也是致力于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三代人艰苦创业奋斗一生、长期努力的

结果。

时跨两个世纪，历时３０余年。教研组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推动科

学发展，提高社会效益，服务于劳动渔民，取得可喜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教研组

共出版著作７本，参编２本。省部级科研成果９项，其中获奖７项，国内外发表论

文５０多篇。１９８９年，由于在支农扶贫工作中的贡献，徐森林获国家教委、农业

部、林业部颁发的全国科技支农、扶贫和农业生产成绩突出荣誉证书和奖励。至

１９９５年，教研组原主要成员，均已相继退休。青年教师李应森承担起主要教学

任务。

%" 9*

淡水捕捞学课程内容演变始终围绕着水产养殖业的调整而变化。具有两个

明显的转型特点：其一，鉴于湖泊、水库水产养殖业的兴起和发展，课程重点内容

由大水面的天然捕捞转型为以养殖、捕捞为主；其二，在讲授淡水渔具渔法的同

时，针对养殖生产中的关键性配套设施增加了拦鱼防逃，凶猛鱼类捕捞控制，底层

鱼捕捞等内容。充分显示出捕捞为养殖服务的新趋势。实践表明，淡水捕捞学与

鱼类养殖学是构成水产养殖学科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课程演变过程可分为５

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５９—１９６２）

淡水养殖专业开设捕鱼大意课程（６０学时，自编讲义）。课程内容主要借鉴

海洋渔具的结构原理和渔法作一般性知识介绍。主要有渔具材料、刺网、围网、地

曳网和钓渔具等，并着重讲授养殖场塘网的作业原理、网具结构特点和装配工艺。

任课教师：徐森林。考试方式：笔试（百分制）。

在此时段，水产部举办一年制的淡水捕捞干部专修班，开设淡水捕捞课程（８０

学时，自编讲义）。另安排大水面参观实习（两周）。课程内容着重讲授内陆水域

各种主要渔具的种类、结构特点和作业方法等。任课教师：徐森林。考试方式：笔

试（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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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１９６３—１９７１）

淡水养殖专业开设专业必修课淡水捕捞技术课程（６０学时，自编讲义），另安

排到无锡养殖场和太湖参观实习（两周）。任课教师：徐森林。考试方式：笔试（百

分制）。

课程内容选用《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报告》中部分代表性渔具渔法（包

括刺网、张网、地曳网、拖网、围网、钓渔具等）的网具作业原理、结构特点、网材料

选择和数量计算等，增加尼龙三层刺网在长江中下游试捕鲥鱼、刀鱼和在水库试

捕养殖鱼类等新型渔具的内容。

在此时段，渔业机械专业开设捕鱼技术课程（６０学时，自编讲义）。任课教

师：徐森林。考试方式：笔试（百分制）。课程内容着重讲授主要渔具（包括刺网、

围网、拖网等）的作业原理，各种起网机械的基本技术要求和操作方法。

第三阶段（１９７２—１９７９）

厦门水产学院期间。１９７２年招收“工农兵”学员。淡水渔业专业（三年制）开

设淡水捕捞技术课程（８０学时，自编讲义）。安排大水面（福建省古田水库、山美

水库等）生产实习（４周），校内装网实习（１周）。任课教师：徐森林、郭大德、李庆

民、钟为国。考试方式：笔试（百分制）。

课程内容：侧重水库渔具渔法方面的知识，包括渔具设计一般原理，渔具材料

选择和网渔具一般装配工艺，拦、赶、刺、张联合渔法，水库拖网、围网等。根据“工

农兵”学员的特点，增强生产实践环节，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实习内容（校内）：网片编结、网片剪裁、网片缝合、网片缩结（尼龙三层刺网装

配）等。生产实习：水库拦、赶、刺、张联合渔法或湖泊捕捞。

第四阶段（１９８０—１９９３）

其间，学校从厦门迁回上海，招收本科学生。

淡水渔业专业（四年制）开设淡水捕捞学课程（７０学时），安排水库渔业（包括

捕捞和鱼类增养殖内容）生产实习（４周），校内装网实习（１周）。每年安排毕业班

部分学生毕业实习、毕业论文（１２周）。任课教师：徐森林、郭大德、李庆民、钟为

国、李应森。考试方式：笔试（百分制）。

课程内容：启用全国统编教材《淡水捕捞学》，分为两篇，共计１３章：

第一篇渔具材料与装配工艺基础，主要叙述组成渔具材料（纤维材料、网线、

绳索、浮子和沉子等）的种类、结构、性能、数量计算和网具装配工艺等；

第二篇渔具理论与捕鱼技术，主要叙述刺网、围网、拖网、地曳网、张网、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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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法、箔筌、钓渔具、电渔法和淡水渔船等内陆水域各种渔具的作业原理、结构、网

渔具设计理论与方法等。

课程要求学生能正确选择渔具材料与网具装配工艺，基本掌握水库、湖泊中

的联合渔法、围网、拖网、地曳网等大型渔具的设计理论和方法，增加讲授大水面

养殖生产中关键性配套设施（捕捞、防逃、除害等）的设计与安装等方面知识；加强

生产实习环节，改善实习基地（浙江省新安江水库）的学习和生活设施，确保安全

措施落实到位。

实习内容（校内）：网片编结、网片剪裁、网片缝合、网片缩结（网衣装配）等。

生产实习：水库拦、赶、刺、张联合渔法。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结合科研项目确定

内容。

第五阶段（１９９４年至今）

１９９４年开设内陆水域水产增养殖及捕捞课程（７０学时），其中讲课６０学时，

实验课１０学时；１９９６年开设同样课程，但课时数为６３学时。１９９８年淡水渔业与

海水养殖合并为水产养殖专业。在专业课改革上，破除以水域、水质咸淡划分养

殖类别的概念，强调鱼类养殖技术的共性，兼顾不同水域环境的个体。将原池塘

养鱼学、内陆水域鱼类增养殖及捕捞和海水鱼类养殖等课程的内容删繁就简，合

并为一门新的课程鱼类增养殖学，课时数缩减为７２学时，并编写出相应的教材，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鱼类捕捞的内容仅为教材中的一章。从此不再单独开课。

/" 9:39*��ÉOP

１．姜在泽、徐森林编著：《渔具材料与工艺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１

年版。

２．姜在泽、徐森林编著：《渔具材料与工艺学实验实习指导》，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

３．张友声、徐森林、王振声主编，方忠诰、郭大德、李庆民、钟为国、车茂隆参

编：《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报告》（一、二分册），水产部内部印发，１９６６年。

４．徐森林主编，赵达康、陈福保、王明德、钟为国参编：《淡水捕捞学》，农业出

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５．李思发、徐森林编著：《水库养鱼与捕鱼》，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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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ｉｒｓ，ＩＤＲＣ，１９９５．

附：

有关淡水捕捞的科研工作

水产捕捞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学科的建设必须紧密联系生产，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吸收并以科学的方法加以总结经验并推广。与此同时，还应将新的科

学技术、新的科技成果不断引进生产过程，转化为生产力。由此决定了水产捕捞

学科的功能定位。淡水捕捞学科的创立和不断充实、提高和发展，就是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研究，科技服务（包括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而

达到的。为了促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积极开展科研工作，主要有：

（一）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的研究

１９６１年由水产部下达的国家科委重点课题。课题的目的是通过调查摸清我

国淡水渔区渔具渔法和渔船的技术状况，总结生产经验，在此基础上整理成册，提

供科学的技术资料，作为今后淡水渔业技术改革和发展生产的主要依据。同时作

为第一部反映淡水渔区基本状况的文献资料，可供今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１９６２

年太湖试点，１９６３年正式开展长江流域六省一市的渔具渔法渔船调查工作。经过３

年野外调查，共收集整理代表性渔具渔法３５１种，渔船５２种。１９６６年经过精选和编

辑，完成《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包括具有代表性的渔具渔

法１６１种、渔船４２种，以图为主（约８００幅渔具图和渔船图），图文并茂（文字在１００

万字以上），并附有区域地理环境、资源种类和分布、渔业概述等。该调查报告为淡

水捕捞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二）应用性课题的研究

１．长江下游应用尼龙三层网捕捞鲥鱼、刀鱼的试验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应江苏省有关部门的委托，海洋渔业系主任张友声率徐

森林、郭大德、李庆民在长江中下游首次应用尼龙三层网试捕鲥鱼、刀鱼获得成

功。试验报告发表于１９６４年《水产学报》第１卷第１期。

２．拦鱼电栅的研究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为了教学、实验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钟为国、何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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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努力下建立了声、光、电的基础研究实验室，进行了鱼类对多种电流的行为特

征和电参数的确定、电极布置及其特性、各种形式拦鱼电栅的结构设计和研制多

种型号的拦鱼专用脉冲发生器。与此同时，为国内十几座水库设计了多种类型的

拦鱼电栅，多数水库获得了明显的拦鱼效果。为此，该项目获得省、部级多项奖

励，还制作了《拦鱼电栅》科教片。

３．湖泊水库拦鱼网工程的研究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应福建省水利厅和安徽省水产局委托，徐森林主持湖泊、水

库大中型水面拦鱼网工程的研究课题，先后完成６座大型拦鱼网工程的设计与安

装。它们是东张水库［８００公顷（１．２万亩），拦鱼网规格：３４８米×３４米］，西溪水

库［５３３．３公顷（０．８万亩），拦鱼网规格：３７７米×３２米］，沱湖［４０００公顷（６万

亩），拦鱼网规格：２０００米×６米］，太平湖水库［８６６６．７公顷（１３万亩），拦鱼网

规格：４５０米×７０米］，芡湖［４０００公顷（６万亩），拦鱼网规格：１９００米×６米］，四

方湖［７００公顷（１．０５万亩），拦鱼网规格：４２５米×６米］，其中有余邦涵参与设计

的太平湖水库拦鱼网工程是国内第一座具有功能最多，深度最大和工艺最新的新

型设施。它的最大特点是集新材料（乙维网线）、新技术（拦捕结合）和新工艺（水

上控制过船装置）应用于一体，同时具有拦鱼、捕鱼和过船等多种功能。以上水库

均获得良好的拦鱼防逃效果，鱼产量倍增，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４．水库凶猛鱼类捕捞控制的研究

１９７５年应福建省水产局的委托，徐森林主持水库凶猛鱼类捕捞控制的研究

课题。首先在福建省古田水库试捕获得成功。１９８３年应江苏省水利厅的委托，

徐森林、郭大德在江苏省盱眙县龙王山水库推广使用，历时１４３天，共捕获"鱼

１２１尾，总重１２９４．４公斤，平均体重１０．６９公斤／尾，其中多数"鱼性腺成熟。经

过捕捞，成功控制"鱼的危害。水库鱼产量大幅度上升，１９８９年总产量达１０万

公斤，较除"前猛增１５倍，创建库以来最高纪录，并在全县和淮阴地区中小型水

库推广应用。１９９０年为扩大宣传，与上海教育电视台合作制作《水库除"与捕

捞》电视片，获得上海市成人教育委员会三等奖。

５．改革池塘捕捞技术的研究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受上海市科委委托，徐森林主持改革池塘捕捞技术的研究课

题。参与课题组的还有李应森、王茂方、雷从俊。时值上海市郊池塘养殖业迅猛

发展，拥有１．０７万公顷（１６万亩）精养池塘，单产达６０００—９０００公斤／公顷

（４００—６００公斤／亩）。为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转型，满足市场需求。课题要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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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养池塘传统的一年一次起捕方式改变成一年多次轮捕。捕大留小，尤其是起捕

热水鱼时要求降低死亡率，提高留塘鱼的成活率。课题组经过两年摸索和实验，

设计出一种新型网具：带有天井网的方形目有囊塘网代替传统的塘网。先后在上

海水产大学水产养殖场，宝山县吴淞水产养殖场和南汇县滨海乡水产养殖场现场

试捕。试捕结果表明，改进型塘网完全符合课题的达标要求。１９９５年由上海市

科委组织专家组验收鉴定。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教研组成员在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同时主动跨出校

门，再次应邀到黄淮海地区和闽西北贫困地区进行科技支农，扶贫，为渔民服务

的活动。足迹遍及苏、皖、闽、赣、湘、鄂、豫、冀、川、新、藏等省、自治区的淡水渔

区，共完成数十项技术推广，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等项目。使受惠地区推动科

学发展，促进渔业生产，渔民收入倍增，生活得以改善，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第十节　渔业资源与渔场学

!" #$

渔业资源与渔场学课程的前身是水产资源学和渔业资源生物学，是原鱼类学

与水产资源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之一，也是原海洋捕捞专业的专业课之一。早在

１９４９年就由老一辈渔业资源专家王贻观为吴淞水产专科学校首届渔捞科学生讲

授水产资源课程。从１９５３年起，１９５４届渔捞科、１９５６—１９５９届海洋捕捞专业都

开设水产资源课程。１９５６年学校设置的鱼类学与水产资源专业，将水产资源改

名水产资源学课程。

学校从厦门迁回上海后，海洋渔业资源专业设置有关渔业资源方面的课程有

渔业资源生物学、渔业资源评估和渔场学等３门课程。１９９８年全国高等学校专

业目录调整中，将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专业与海洋渔业专业，调整为海洋渔业科

学与技术专业后，相应的课程设置也作了调整，将渔业资源生物学和渔场学两门

课程调整为渔业资源与渔场学课程。渔业资源与渔场学已成为国家第二类特色

专业（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国家级教学团队和上海市教育

高地建设项目的重点建设课程。它是一门研究渔业资源生物学、鱼类的集群与洄

游、渔场形成原理的基础课程，可为今后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管理和研究等领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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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４０多年来，先后有１０多位教师担任过该课程的教学工

作。通过有关教师和学生多次全国海洋与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以及几代人

的努力，不断充实和完善了课程内容和体系，显示其优势和特色，在国内水产高等

教学中处于领先地位。

%" ()¦§ $)6¨A()ÊË*jm

当时设置的水产资源课程，主要参考１９４１年版日本相川广秋著的《水产资源

学》，结合中国周边海域有关水产资源分布特点，作为讲课主要内容，包括近海重

要经济种类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真鲷、甘鲷（方头鱼）、蛇鲻、对虾等的分布

特点、栖息特性，以及渔场结构等。

１９５６年鱼类学与水产资源专业开设的水产资源学课程，除参考日本相川广

秋著的《水产资源学》外，还根据苏联鱼类学与鱼类养殖本科专业的水产资源原理

课程教学大纲，确定该课程内容，主要是研究水产资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鱼

类种以下的分类、年龄与生长、食性、繁殖与发育、洄游、渔场图和编制、蕴藏量的

估算和渔获量的预报等。同时还开设有关水产资源生物学测定的实验。按鱼类

学与水产资源专业的规定，还需要完成水产资源学课程的课程论文。

由于当时客观条件受到限制，采用自编讲义。任课教师王贻观、王尧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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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产部高等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审定，统编教材《水产资源学》由学校

王贻观主编，林新濯、王尧耕、邱望春参编，１９６１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该教材内容除根据多年来累积的教学经验、参考日本和苏联有关资料外，还

通过多年来学校参与国家科委、水产部主持的全国海洋渔业资源调查研究成果加

以充实。该教材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种群、鱼类年龄和生长、鱼类食饵、繁殖、洄游、

鱼群侦察、渔场、资源量预报以及我国渔业资源的概况，成为我国水产资源学学科

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以后，随着渔业资源学科的发展，学校渔业

资源教研室编写了内部使用教材《渔业资源生物学》、《渔场学》和《渔业资源与渔

场学》等。

《水产资源学》主要内容有：鱼类等生物学特性及其测定方法；鱼类洄游；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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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志放流；鱼群侦察；渔捞海图，及其编制原理和方法；水产资源蕴藏量及其估

算；渔情预报，及其基本理论和方法；中国水产资源的分布和状况。

国内各高等水产院校渔业资源、海洋捕捞等专业都采用该教材。

2" BCÊËkl*jm

学校从１９７８年起恢复海洋渔业资源本科专业招生。在修订专业教学计划

时，对部分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将原渔业生物学课程调整为渔业资源生物学、渔

业资源评估和渔场学等３门课程。

渔业资源生物学课程为自编教材。课程主要内容：鱼类种群；鱼类生长；鱼类性

别；鱼类性成熟；鱼类繁殖力；鱼卵、仔稚鱼；鱼类摄食特性；鱼类丰满度和含脂量；渔

业资源调查等。任课教师先后有王尧耕、林辉煌、张世美、段润田和杨德康等。

“八五”期间，张世美任全国统编教材《渔业资源生物学》、《渔业资源生物学实

验》副主编；段润田参与全国统编教材《渔场学》的编写工作。王尧耕为上述教材

审稿人。

１９９３年经全国农业高等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由学校教师张世美主编

《渔业资源生物学实验指导书》，共有８个专题实验，于１９９５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８个专题实验的主要内容是：鱼类生物学测定；鱼类种群测定；鱼类年龄与

生长的测定；鱼类早期发育的观察；鱼类食饵的分析；鱼类的性腺成熟度与繁殖力

的测定；鱼类的标志放流操作；鱼类丰满度与含脂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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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根据１９９８年国家教委颁布全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设置了海洋渔

业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将原渔业资源生物学和渔场学两门课程调整为渔业资源

与渔场学课程。

到２１世纪初，随着渔业资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教学和课程改革不断深入。

根据教育部面向２１世纪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改革试点项目要求，从

２００１年开始，由陈新军牵头，会同广东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和大连水产学院

等院校，进行新教材《渔业资源与渔场学》编写工作。根据渔业资源学科发展需要

以及科学技术研究手段和水平的提高，教材及时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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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有关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方法，全球环境变化对渔业资源的影响等新的研究

成果，丰富了渔业资源与渔场学的内容。该教材于２００４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为

全国水产高校统一使用教材。

该教材主要内容有：

１．渔业资源与渔场学基本概念、研究内容、学科体系、国内外研究概况等；

２．渔业资源生物学基础和研究方法，包括种群、年龄与生长（耳石与日轮）、

繁殖习性与繁殖力、食性，以及丰满度等的意义和研究方法；

３．鱼类集群与洄游；

４．海洋环境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５．渔场形成的一般原理，渔场分布、评价和变动，渔场图的编制方法；

６．渔情预报；

７．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及渔场的概况和分布；

８．世界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和潜力，中国远洋渔业主要开发利用对象；

９．全球环境变化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１０．渔业资源和渔场的调查。

该教材适用于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和农业资源与环境本科专业。

也可作为捕捞学、渔业资源学的硕士研究生参考书。

２００３年，渔业资源与渔场学课程作为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主干

课程纳入学校一类课程重点建设计划，成为学校第一批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课

程之一。

通过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在舟山、崇明、连云港等地，以及与国家海洋局

东海分局、东海区渔政局等合作，建立多个关系密切的科研教学基地，为本课程提

供了良好的实训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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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融入学科研究前沿的内容，体现学科的系统性和前沿性。首次较为系统地阐

述了我国渔业资源与渔场学学科发展，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

渔业资源的生物学基础增加耳石研究方法、群落生态研究的新方法，在标志放流

研究方法中增加卫星标志放流的研究内容；在渔情预报技术中对渔情预报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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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科学归类，增加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在中国近海和世界渔业资源发展现

状中增加最新的调查与研究成果，特别是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最新调查成果及其

现状、以及主要远洋渔业捕捞对象金枪鱼、鱿鱼和竹&鱼等的资源现状；增加了全

球环境对渔业资源的影响等内容，从而丰富了渔业资源与渔场学的教学内容。

（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进

自制渔业资源与渔场学ＣＡＩ课件，采用现代化多媒体手段上课，初步建立渔

业资源与渔场学课程网站，充实了网站内容，初步实现师生互动。

（三）考核方法的改进

进一步完善渔业资源与渔场学习题库和试题库，根据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

绩等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其中平时成绩占３０％，期末考试成绩占７０％。

实验课程按照实验态度、操作技能、实验结果和实验报告等进行考核。

（四）教学资源库的建立

建立渔业资源与渔场学资源库，包括渔业资源与渔场学有关学术期刊、前沿

论文、ＦＡＯ有关技术报告、三大洋金枪鱼国际组织等常用网站，供学生课后阅读

与参考，扩大了渔业资源与渔场学的知识面。

（五）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开设渔业资源与渔场学第二课堂和综合性实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科研素

质，积极支持和指导学生申报上海市大学生创新计划，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科技创

新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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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出版的《渔业资源与渔场学》于２００７年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一等

奖。２００８年渔业资源与渔场学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第十一节　渔业资源评估

!" #$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际上已开始对渔业资源的研究运用数理模型进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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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研究，开展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编程和计算。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

研究所资深渔业资源专家费鸿年等也开始翻译和介绍国外数理模型在渔业资源

研究方面应用的文章。为了建立渔业资源评估这一新课程并编写教材，詹秉义从

１９７８年起收集国内外相关资料，准备为海洋渔业资源专业开设渔业生物统计学

和电子计算机算法语言课程。学校决定由詹秉义负责筹建该新课程后，他曾多次

赴南海水产研究所向费鸿年请教，在中山大学和南海水产研究所学习电子计算机

会话语言、ＢＡＳＩＣ语言和ＦＯＲＴＲＡＮ４语言。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以联合国粮农组织

Ｊ．Ａ．Ｇｕｌｌａｎｄ教授为首的８位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的专家来校举办渔业资源评估

讲习班，提供了一批文献资料，为建设渔业资源评估课程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８１

年，詹秉义完成了我国第一本《渔业资源评估》自编讲义，并在海洋捕捞专业１９７７

级和海洋渔业资源专业１９７８级讲授该课程，共８０学时。这是国内高等水产院校

首次开设该课程。相应还开设电子计算机ＦＯＲＴＡＮ４算法语言课程，４０学时。

１９９０年，渔业资源专业改名为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专业，渔业资源评估课程

随之更名为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学时数为４０—５６学时。研究生课程先后改为

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渔业资源管理、渔业资源动力学和鱼类种群动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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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自编教材《渔业资源评估》共分８章，主要内容有：（１）渔业资源数量

变动的一般规律，着重讲述捕捞对渔业资源的影响；（２）鱼类的生长，主要阐述体

长与体重关系和伯塔兰菲生长方程和里克生长方程；（３）捕捞努力量和单位捕捞

努力量渔获量，主要阐述基本概念和定义，以及捕捞努力量标准化的方法；（４）鱼

类的死亡，主要阐述死亡参数定义和估算的方法；（５）资源评估数理模型，主要阐

述动态综合模型、剩余产量模型和亲体与补充量关系模型；（６）渔具选择性和改变

网目尺寸对渔获量的影响，主要阐述试验方法，选择系数估算以及对渔获数量和质

量的影响；（７）渔获量和资源量的预报和估算，主要阐述几种方法包括实际种群分析

法即ＶＰＡ法；（８）渔业管理，主要阐述判断渔业资源利用合理性，有关捕捞过度和渔

业管理措施。每章均有习题，最后还附有用ＦＯＲＴＲＡＮ４编写的１２个资源评估模

型电子计算机计算程序。该教材１９８２年起在其８章基本框架基础上，经过多次修

改和补充，直至１９９４年有关水产院校仍采用该教材，或作为有关研究参考书。学校

除渔业资源专业和水生生物专业本科外，有关专业的研究生也采用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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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经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渔业资源评估》被列为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学校为主编单位，詹秉义任主编，并确定编写适用于

渔业资源与管理和水生生物两个专业的《渔业资源评估》和《渔业资源评估习题

集》２本教材，按总学时８０学时撰写，于１９９５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渔业资源评估》教材共分１２章，每章均增加若干实例。主要内容有：（１）渔

业资源数量变动的一般规律；（２）鱼类的生长，阐述更多的生长方程和生长参数估

算方法以及体长年龄的换算；（３）捕捞努力量和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增加了相

对捕捞努力量的标准化方法；（４）鱼类的死亡，阐述更多的死亡参数估算方法；

（５）动态综合模型，主要阐述Ｂ—Ｈ模型、Ｒｉｃｋｅｒ模型，介绍性阐述Ｔ—Ｂ模型和

不完全贝塔函数模型；（６）剩余产量模型，主要阐述Ｓｃｈａｅｆｅｒ模型和Ｆｏｘ模型及

其应用实例，介绍性阐述Ｅｌｌａ—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模型；（７）亲体与补充量关系模型，主

要阐述Ｂ—Ｈ繁殖模型和Ｒｉｃｋｅｒ繁殖模型，介绍性阐述考虑环境因子的繁殖模

型；（８）多鱼种资源评估，主要阐述多鱼种资源评估研究思路和趋势，以及几个多

鱼种评估模型；（９）渔具选择性和改变网目尺寸对渔获量的影响，加强了选择曲线

的估算方法，除用正态分布函数曲线外还增加了逻辑斯谛曲线描述选择曲线；

（１０）资源量估算和渔获量预报，主要阐述估算与预报方法，增加分层采样方法以

及与简单采样估算资源量的精度比较；（１１）实际种群分析，主要阐述以年龄结构

的实际种群分析（ＴＰＡ）及其近似估算（ＴＣＡ）以及其误差估算，体长结构的世代

分析（ＬＣＡ）；（１２）渔业管理，阐述界定捕捞过度以及几种管理目标包括最大持续

产量（ＭＳＹ）、最大经济产量（ＭＥＹ）、最适产量（Ｙ０．１）、最大社会产量（ＭＳＣＹ）和

管理措施。

《渔业资源评估习题集》按１２章教材内容列出１０１道对应习题：（１）取样、线

性回归分析和捕捞对资源量和渔获量产生的影响，９道题；（２）生长参数的估算，

１０道题；（３）捕捞努力量标准化，１０道题；（４）死亡参数的估算，１６道题；（５）动态

综合模型，１１道题；（６）剩余产量模型，６道题；（７）亲体与补充量关系模型，５道

题；（８）多鱼种资源评估，４道题；（９）网目选择性，１１道题；（１０）资源量估算和渔获

量预报，６道题；（１１）实际种群分析，７道题；（１２）渔业管理，６道题。习题集后半

部是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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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版《渔业资源评估》教材，不仅较全面反映了该领域的经典内容，又有

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新近的研究成果，在实际应用的实例中尽可能介绍国

内发表的研究案例和研究成果，如运用Ｒｉｃｋｅｒ动态综合模型以及鱼类不同年龄

繁殖力对绿鳍马面和长江鲥鱼进行资源评估分析，运用社会—生物—经济模型

对绿鳍马面渔业进行生物经济评析。在教材中还首次提出鱼类自然死亡系数

与鱼类寿命之间关系的线性方程，用寿命估算自然死亡系数。教材适用于渔业资

源与管理和水生生物专业，也适用于捕捞和环境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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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教学

１９８１—１９９９年海洋渔业资源、水生生物、海洋捕捞等本科专业，任课教师为

詹秉义。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各专业本科任课教师为朱江峰、戴小杰。

（二）研究生教学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任课教师为詹秉义；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渔业资源、捕捞学、环境等

专业任课教师为戴小杰、陈勇。

为使渔业资源评估课堂理论教学与实际相结合，通过教学实习、毕业实习以

及毕业论文，安排学生出海、上渔船和渔政船参与生产实践和调查研究，采集渔获

样品和生物学测定，运用渔业资源评估模型和电子计算机进行评估分析，提出报

告或论文。渔获样品有带鱼、小黄鱼、绿鳍马面、鲳鱼、鲐鱼、长江鲥鱼、长江刀

鱼、太湖银鱼、中华绒螯蟹和蟹苗等，其中绿鳍马面采集样品和资料收集时间历

时十多年，对其种群、体长、体重、年龄和生长、性腺发育、繁殖力等进行观测，对其

渔获群体结构的体长组成和年龄组成、捕捞强度、资源密度指标ＣＰＵＥ等各项数

值逐年进行测算，并从１９８２年起应用实际种群分析法（即年龄结构世代分析法

ＶＰＡ）对我国东黄海绿鳍马面进行渔业资源评估，向生产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

发布渔获量，资源量预报。对渔业资源评估课程内容的充实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颇

有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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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年的《渔业资源评估》讲义在学校付印后，青岛海洋大学等兄弟水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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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先后翻印使用。１９８４年，学校为在我国推广渔业资源评估工作而举办渔业资

源评估培训班，詹秉义等有关教师讲授渔业资源评估相关内容。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为我国渔政官员和科技人员举办

为期１０—１４天的３次渔业管理讲习班，研讨有关渔业资源评估生物学和经济学

方面的模型和理论在渔业资源管理、渔业管理中的应用。詹秉义直接参与相关事

宜，组织资料翻译，收集我国渔业资源（中国对虾，带鱼，绿鳍马面）做实例分析

以及有关渔业资源评估方面的讨论和辅导工作。由此，对《渔业资源评估》和习题

集内容的补充及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也颇有收益和作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农业部成立渔政干部培训中心，对全国渔政干部分批进

行培训，渔业资源管理概论被列为培训课程之一，由詹秉义等讲授渔业资源管理

基本理论、渔业资源评估的基本方法等。使渔政干部对渔业资源的科学管理有初

步了解和认识，减少渔业执法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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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评估》教材１９９７年获得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２００７年，渔

业资源评估课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第十二节　国 际 渔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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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３月，由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组建的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开赴

大西洋西非海域，由此揭开了我国大陆远洋渔业发展的新篇章。学校派季星辉参

与渔船队赴西非的领航工作，并在西非承担有关捕捞生产指导工作。１９８７年学

校１２名海洋渔业本科毕业生在专业教师段润田带领之下赴西非参加远洋渔业工

作，以后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海洋渔业本科毕业生和教师加入远洋渔业队伍。当

时从赴西非工作学生反馈的信息，认为学校设置的课程中缺少国际渔业内容，以

致在国外对远洋渔业中的渔业项目的论证、评估、经营管理、国际渔业管理等一无

所知。另外，从事远洋渔业的我国外派人员，包括渔船职务人员、普通船员、生产

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有关企业的领导，绝大多数难以适应远洋渔业生产和管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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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技术不过硬；陆上管理干部有的外语

水平不高，有的不熟悉国际渔业法规，有的缺乏国际贸易规则方面的知识等。为

此，经学校领导同意，先由任为公牵头，收集有关材料，于１９８７年编写《国际渔业》

讲义（油印本，１９９３年进行修改），１９８９年对海洋渔业和渔业资源本科专业学生开

设讲座，与此同时乐美龙、周应祺、季星辉和孙满昌分别为不同学习对象开设世界

渔业、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的趋势、西非渔业和日本远洋渔业等讲座。远洋渔业研

究室还编辑了《西非渔业》内部资料３册，还组织人员翻译《白令海渔业资源与管

理》。同时，学校有关教师多次代表国家出席国际渔业管理组织会议，直接参与有

关国际渔业管理措施的制订和实施工作，收集和累积了丰富的技术资料。在国外

从事远洋渔业工作多年的一批教师回国，带来了新的内容，为正式编写《国际渔

业》教材直接提供了素材。

经过几轮的教学，对课程的教学内容、国际渔业的涵义及重要性都有了统一

的认识。国际渔业应从世界渔业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和研究国际渔业合作和竞争

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它旨在系统地了解世界渔业的基本情况和相

互关系，正确认识我国渔业的国际地位，促进我国远洋渔业健康发展，积极参与国

际渔业经济技术合作。新的形势，新的发展，使得世界渔业将不再是盲目和单纯

的发展海洋捕捞，而是以管理、增殖和贸易为重点，实现可持续发展。

１９９９年季星辉等在原《国际渔业》讲义的基础上，作了较大改动，重新编写。

首先是补充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渔业的最新情况，特别是联合国粮农组

织对世界渔业资源的最新评述；其次是对国际渔业关系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归

纳和整理。另外还补充了１９８５年以来中国发展远洋渔业的基本情况、成功经

验、存在问题、今后发展前景与对策。２００２年５月由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教

材项目）资助，中国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国际渔业》教材由季星辉主编，孙满

昌、许柳雄、张敏参编。教材列为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供高等水产院校

海洋渔业科学和技术专业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渔业管

理人员参考。

２００３年《国际渔业》教材被评为面向２１世纪上海市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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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为公、季星辉、孙满昌、邹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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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渔业课程讲授时，初期是编写《国际渔业》讲义，后再编写和出版《国际渔

业》教材。

（一）《国际渔业》讲义

１９８７年任为公编写的《国际渔业》讲义，其主要内容为：

１．世界渔业概况、渔业的新时期、世界渔业生产概况；

２．渔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及特征，渔业对食品、就业和收益的重要性；

３．国际渔业关系、渔业的国际比较、水产品国际贸易、渔业国际投资、国际渔

业经济合作方式；

４．沿海国对外国捕鱼的国际渔业关系准则、沿海国对外国捕鱼的条件；

５．渔业项目的考察与计划、渔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渔业项目的评估与

分析；

６．国际海洋环境，海洋的形态、水团及生物生产，国际渔场的海洋环境；

７．国际渔业资源状况，对有关海域渔业资源的回顾；

８．远洋渔业渔船及捕鱼技术、现代大型拖网、虾拖网，大型围网、金枪鱼延

绳钓。

（二）《国际渔业》教材

２００２年季星辉等编写的《国际渔业》教材，从世界海洋环境和渔场分布、世界

海洋渔业资源分布及其开发状况和潜力，揭示新的国际渔业关系形成的根源，并

就此进行详尽叙述，以阐明国际渔业合作和竞争中各种关系的形成、特点和发展

趋势。最后，该教材概要叙述中国１５年来发展远洋渔业的基本情况，总结和探讨

成功的经验和教训，论证了中国发展远洋渔业必须贯彻“真诚合作、平等互利”对

外合作方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通过本课程学习，可为从事远洋渔业生产和技术管理人员提供必要的基础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对远洋渔业项目的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和决策评估、生

产技术、企业管理方面，以及在渔业国际贸易等方面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本课程为３６学时，１．５学分，２００６年调整为３２学时，２学分。主要内容有：

１．渔业的涵义、特征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２．世界渔业基本情况及发展趋势，产量变动及其分析，主要渔业生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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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

３．国际海洋法和渔业新时代，国际竞争的主要时代特征，世界渔业的主要热

点，世界海洋渔业管理趋势，关于负责任捕捞，对非法捕捞的管理，关于公海渔业

的管理；

４．世界海洋的形态和海底地形，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渔业统计区，世界海

洋渔场；

５．世界海洋渔业资源，海洋鱼类资源种类及其分布，海洋渔业资源量的评估

可捕量，世界海洋渔业资源述评，金枪鱼资源和鲸类海洋生物；

６．世界远洋渔业发展的简要历程，“资源共有，自由捕捞”阶段，“区域管理与

合作、竞争相结合”阶段；

７．国际渔业关系，渔业综合状况的国际比较，渔业经济技术的国际合作，渔

业国际投资，国际渔业经济合作中的金融、保险和法规知识，沿海国对外国入渔的

国际渔业关系，国际渔业项目的考察、论证和评估，水产品和渔业工业产品的国际

贸易；

８．中国远洋渔业的基本情况，历史背景，对中国远洋渔业实践的评估；

９．中国远洋渔业前景的探讨，正确对待远洋渔业在本国渔业发展中的地位，

发展远洋渔业必须适应国际渔业管理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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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 程 技 术 类

第一节　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学

!" #$

水产食品原料中，鱼、虾、贝类等均属于易腐的食品原料。我国历史上东海大

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四大海产品均有明显渔汛期，除带鱼外，大都在四月下旬

至六月中旬气温持续升高的季节，极易腐败变质而造成丰产不丰收的局面。当时

主要采用腌制和干制方法加以处理。

学校在１９１２年成立时，即招收制造科学生，并开设水产品加工工艺的课程。

主要内容是盐藏、干制、罐制等加工技术。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吴淞水产专科

学校复校，于１９４８年设置五年制制造科，亦开设水产品加工工艺的课程，分别由

王刚、张楚青和蒋钟祺讲授盐藏、干制、罐制、鱼油和鱼粉等加工技术。１９５１年更

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时，曾招收１届三年制制造专科，所开设水产品加工工艺

的课程，还增加了皮革加工的内容。

１９５６年，在向苏联学习的历史时期，曾参照苏联高等学校使用的教材，对水

产品加工工艺学课程大力扩容，吸纳水产品分析检验、罐头食品工艺、食品冷冻工

艺、水产食品加工及综合利用工艺等诸多内容，总学时数达到３７０学时，其中课堂

讲授２００学时，实验１７０学时，分别由王刚、骆肇荛、纪家笙、翁斯鉴、黄志斌等

授课。

作为必修专业课，从１９６２届到１９７０届，课程内容有所压缩，罐头食品加工工

艺学、水产品分析检验、食品冷冻工艺学和水产品综合利用工艺学均单独设课。

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学总学时缩减为１２０学时，周学时数为４学时，分别由骆肇荛、

纪家笙、郭大钧、陆志平、石树奋授课。

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学课程的总学时数缩减为７０学时，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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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为郭大钧、陆志平。

在１９９１年全国高校专业目录调整时，原水产食品加工专业被农（畜、水）产品

贮藏与加工专业所覆盖，学制仍为四年制。此时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学与畜产品加

工工艺学课程（总学时数各为５０学时）并列为该专业２个专业方向的必修课。食

品科学技术系设置的制冷与冷藏技术、农（畜、水）产品贮藏与加工、食品科学、食

品工程等４个专业中，均开设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学课程，总学时数为５０学时（２．５

学分），授课教师郭大钧。

１９９３年，水产品贮藏与加工专业的专业方向选修课中，把原水产食品加工工

艺学和水产品综合利用工艺学２门课程合并为水产品加工工艺与综合利用，总学

时数４０（２学分），授课教师季恩溢、陆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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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设置的宗旨

农（畜、水）产品贮藏与加工、食品科学、食品工程等３个专业的学生通过水产

食品加工工艺学课程的学习，掌握水产食品加工的鱼、虾、贝、藻类的原料特性、贮

藏条件、加工原理及成品包装要求，了解并掌握水产食品加工原料的预处理方法，

传统腌制、干制、熏制加工方法及制品的包装贮存，以及现代加工工艺与专用设

备、贮藏方法与条件。

（二）教材的主要内容

学校水产加工系曾于１９６１年主编全国统编教材《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学》，

由农业出版社出版。随着食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原有课程内容不断更

新和充实，已能基本反映国内外先进食品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其主要内

容为：

１．原料部分

（１）主要经济鱼、虾、贝、藻类的产地、产量及当前加工现状；（２）鱼肉组织的工

艺特性；（３）鱼肉的蛋白质和脂肪特性；（４）鱼类死后变化过程；（５）原料的预处理

和贮运。

２．腌制加工

（１）腌制的基本原理和对食品的保藏作用；（２）腌制过程、成熟阶段和变质的

防止，重点介绍“酶香鱼”、“海蜇”等特色传统食品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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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干制加工

（１）干制原理、平衡水分与等温吸湿曲线，水分活度与食品保藏；（２）干制过

程的传热与传质；（３）影响鱼肉干燥速度的因素；（４）干燥（包括晒干和冻干）；

（５）热风干燥设备与工艺特性；（６）其他干燥方法；（７）干制过程鱼肉的变化（包

括组织学、蛋白质、脂质的变化）；（８）干制品的贮藏与贮藏过程的变化与防止

方法。

４．熏制

（１）熏制的原理；（２）熏烟的物理、化学特性；（３）传统熏制加工方法与液熏法；

（４）熏制设备与生产工艺。

５．鱼糜加工

（１）鱼糜制品的概念；（２）原料鱼的特性与选择；（３）鱼糜加工原理与工艺和冷

冻鱼糜的加工；（４）影响鱼糜制品弹性的因素；（５）国内外鱼糜制品的种类；（６）各

种鱼糜制品的加工方法；（７）鱼糜制品质量评定指标与方法。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由季恩溢、陆志平自编教材《水产品工艺学及综合利用工艺

学》供校内使用。

（三）该课程的社会影响

由于水产食品加工工艺学课程的实践性较强，对生产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２０世纪上半叶，我国沿海四大海产品（大

黄鱼、小黄鱼、带鱼和乌贼）能形成汛期，往往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同一品种的

渔获物集中上市，如果流通渠道不畅，则需要及时进行简易有效的渔获物处理

措施，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腌制加工，以防止宝贵渔业资源的浪费。到２０世纪下

半叶，我国新开发了马面渔场。马面质量好、产量高，各地纷纷开展热风干

燥设备的引进及设计建造，使马面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生产多种调味鱼干制

品上市，深受群众欢迎。在２０世纪末，我国沿海海产鱼产量处于下降期，已不

能形成汛期。而全国淡水鱼养殖业发展迅速，因此对教材进行及时更新。各企

业纷纷开展鱼糜制品加工，使水产品食品上市品种丰富多彩。水产食品加工工

艺学课程及时反映了各项研究成果，例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全国烘干房的建设热

潮及２０世纪末淡水鱼制品的开发研究，对生产起到指导作用，受到渔业企业及

群众的肯定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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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水产品综合利用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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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我国水产品综合利用产业取得长足进步。为此，学校于

１９５９年决定在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开设水产品综合利用课程。教材采用黄志斌

的自编讲义，主要讲授水产品加工过程中，利用低值鱼类和加工中的废弃物，制成

各种工业用品、农业用品和医药用品等。这是我国高等水产院校首先开设的课

程，１９６０年列入教学计划。

为了使水产品综合利用教学工作在全国高等水产院校中得到延伸，迫切需要一

套系统性、理论性强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统编教材。１９６１年，在水产部统一领导下，

在黄志斌自编教材《鱼类综合利用工艺学》的基础上，充实教材内容，吸纳国内外水

产科学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资料，加强系统性和理论性，由黄志斌主编，季恩溢参

编全国统编教材《水产品综合利用工艺学》，于１９６１年９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教材的主要内容是鱼类、海兽类、贝类的综合利用（不包括利用海藻生产褐藻

胶、琼胶、甘露醇和碘等内容）。随着我国渔业生产的飞速发展，海藻工业突飞猛

进。自１９７６年起在教材中增加了海藻化学与工艺部分。课时数由３０学时增加

至５０学时（包括教学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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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的主要内容

水产品综合利用在我国具有独特含义，是指水产食品以外的所有加工品。课

程教材主要内容：

１．鱼粉鱼油的生产

（１）总论：鱼粉鱼油的生产现状和原料。

（２）鱼粉鱼油的生产方法：压榨法、萃取法、熔出法、鱼油的精制、鱼油的综合

利用。

２．海藻化学工艺

（１）总论：我国经济海藻工业利用及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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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海藻提碘：离子交换树脂法提碘的工艺流程。

（３）褐藻胶的生产：褐藻胶的性质和用途、褐藻胶的生产工艺流程概述、褐藻

胶黏度的稳定性。

（４）甘露醇的生产：甘露醇的性质和用途、水重结晶法、电渗析法、产品

规格。

（５）其他有关产品：食用褐藻胶、藻酸丙二酯、褐藻糖胶、褐藻淀粉、烟酸甘露

醇酯、二硝基甘露醇。

（６）琼胶的生产：生产原料、琼胶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３．海洋药物

（１）海洋药物的研究概况：研究海洋药物的重要性，研究海洋药物的步骤，海

洋药物的初筛方法。

（２）海洋药物的一般制法；干熔粉剂的一般制法，生物组织浸出制剂的一般

制法，注射剂的一般制法。

（３）鱼胶的生产：明胶的性质，制胶原料的特性，明胶生产的几种方法。

（４）蛋白胨的生产：蛋白质水解的工艺方法，酶解法生产蛋白胨，蛋白胨成品

规格。

（５）鱼精蛋白的提取：鱼精蛋白的提取工艺。

（６）精氨酸的提取：精氨酸的提取工艺。

（７）鸟嘌呤的提取工艺。

（８）鱼肝油的生产：鱼肝油的生产原料，生产鱼肝油的几种方法。

（９）维生素Ｄ３、Ｂ１２、胰岛素的提取方法。

（１０）甲壳素的生产：原料、生产工艺、甲壳素的利用。

（二）历年任课教师

黄志斌（１９５８—１９６２，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季恩溢（１９６２—１９６６，１９８６—１９９６）；黄志

斌、季恩溢、侯英凯、张玉秀分段上课（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尹文娟（１９８５）；汪之和

（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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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由国家水产总局拨款建造水产加工实验楼，１９８７年建成，其中水产品

综合利用实验室约８０平方米。同时由季恩溢编写实验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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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课项目

海藻提取褐藻胶；石花菜提取琼脂；小杂鱼提取蛋白胨；虾蟹壳提取可溶性甲

壳素。

（二）实习

实习的目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通过实习加深理解课堂上的学习内

容。实习分为参观实习和毕业实习。参观实习基地是上海鱼品厂，内容有利用低

值或变质的渔获物，以及鱼类加工后的废弃物，生产鱼粉和鱼油，利用鲨鱼肝脏生

产鱼肝油和鱼肝油制剂，利用带鱼鳞生产鸟嘌呤再合成咖啡因，利用低值鱼类生

产蛋白胨。毕业实习为期２周，实习基地是舟山海洋渔业公司、青岛第一海水养

殖场、大连海带养殖场。实习的主要内容有鱼粉、鱼油的生产，海带提取褐藻胶、

甘露醇、碘，石花菜提取琼脂等。

第三节　食品冷冻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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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冷库总容量只有２．２万吨。解放后，在“发展经济，保

障供应”政策指导下，食品冷冻冷藏业取得迅速发展。至１９５７年，全国冷库容

量已接近５０万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冷冻冷藏食品质量的要

求也日益提高，开发新型的制冷装置和设计最佳的食品冷冻冷藏工艺，已成为

我国食品冷藏工业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１９５８年根据国家对食品和冷

冻等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学校与城市建设部（即后来的商业部）商定为其培

养专业人才。该年招收的水产加工工艺本科专业学生中划出一半改学冷冻

工艺本科专业。冷冻工艺专业的学生应学习制冷原理、制冷装置和制冷技

术，还应了解食品在冷冻冷藏过程中的质量变化，各种食品在不同冷冻冷藏

阶段的最佳温湿度条件等。食品冷藏工艺学课程是根据食品冷冻技术的发

展需要而设置。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上海水产学院建立了海洋渔业、养殖生物、水产

加工３个系。水产加工系只有水产加工１个本科专业。有关水产品冷冻保藏的

内容已包含在水产品加工工艺学课程中。１９５８年水产加工系设立冷冻工艺本科

专业，在其教学计划中正式设置食品冷藏工艺学课程。选用的是苏联Ｈ．Ａ．戈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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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金等著、顾季寅等译的《食品冷藏工艺学》。任课教师先后有冯志哲、张伟民、葛

茂泉。在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教学计划中，冷冻工艺专业的食品冷藏工艺学课程为５０

学时。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教学计划中，制冷与冷藏工艺专业食品冷藏工艺学课程为

７０学时。水产品加工工艺和罐头食品工艺专业设置的制冷技术与食品冷藏课程

（含食品冷藏工艺学内容）为１００—１１０学时。

１９８４年，由冯志哲主编，张伟民、沈月新、杨鸣玉（湛江水产学院）、夏达金（浙

江水产学院）参编的《食品冷冻工艺学》教材，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正式成

为上海水产大学、湛江水产学院和浙江水产学院等水产院校制冷与冷藏技术专

业，农（畜、水）产品贮藏与加工专业的专业课和专业选修课的教材。课程名称于

１９８７年由食品冷藏工艺学改为食品冷冻工艺学。

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教学计划中，制冷工艺专业、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食品工

程专业、罐头食品工艺专业的食品冷藏工艺学课程为５０学时；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教

学计划中，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为５０学时（２．５学分）；１９９４年食品冷冻工艺学课

程改为４０学时（２．０学分）。任课教师先后有冯志哲、张伟民、沈月新、包建强、

缪松。

为了使学生能加深理解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掌

握食品冷冻工艺科学研究的实验方法与手段，１９９３年由学校沈月新为主编，夏达

金（浙江水产学院）、包建强（上海水产大学）参编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

《食品冷冻工艺学实验指导》，于１９９５年５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学校未单

独设置食品冷冻工艺学实验课程，而是选２—３个实验穿插在食品冷冻工艺学课

程中进行，每个实验按２个学时计。

１９９８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覆盖了

农（畜、水）产品贮藏与加工、食品科学、食品工程和部分冷冻冷藏工程专业。为了适

应专业面拓宽的变化，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曾一度改名为食品保藏学，课程内容仍

以食品冷冻冷藏为主，适当补充加热杀菌和非热杀菌等食品保藏方法，任课教师为

沈月新、包建强、岳晓华。２０００年后的教学计划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设置的食

品冷冻工艺学课程为３６学时，２．０学分，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设置的食品冷冻工艺

学课程为５４学时，３．０学分。主要教材是选用冯志哲主编，沈月新副主编，包建强、

缪松、史维一（上海电视大学）、吴百灵（江苏省贸易厅）参编的《食品冷藏学》，２００１年

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在２０１０年的教学计划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食品

工程方向和食品生物技术方向设置的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为４８学时，３．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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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设置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为３２学时，２．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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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置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的宗旨

制冷与冷藏技术专业和农（畜、水）产品贮藏与加工专业学生通过食品冷冻工

艺学课程的学习，懂得食品低温保藏的原理，食品在冷却、冻结、冷藏各阶段中最

适温度的确定，食品在低温保藏中的质量变化（包括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和组织细

胞学变化），食品冷却、冻结装置的选择、食品的解冻技术等，有助于其从事食品冷

冻装置的开发、食品最佳冷冻工艺的确定、以及食品低温保藏中质量变化的研究

工作。

（二）《食品冷冻工艺学》教材的主要内容

《食品冷冻工艺学》教材的主要内容为：

１．食品的化学成分和冷藏原理（食品的化学成分，食品的变质，食品的冷藏

原理）；

２．食品的冷却（食品冷却的目的和温度范围，冷却过程中的热量传递，冷却

速度与时间，食品冷却时的质量变化，食品的冷却方法）；

３．食品的冻结（食品冻结时的质量变化，冻结速度与冰结晶，冻结温度曲线，

冻结时间计算，食品冻结装置）；

４．食品的冻藏（食品冻藏时的质量变化，食品的冻藏温度，冷风机在冻藏室

中的应用，冻结食品的ＴＴＴ概念，ＴＴＴ的计算方法）；

５．解冻（外部加热解冻装置，内部加热解冻装置，组合解冻）；

６．鱼的冷冻工艺（鱼肉的组成及性质，鱼死后变化和腐败变质，水产品鲜度

质量鉴定，鱼的冷却保鲜，鱼的微冻保鲜，鱼的冻结和冻藏）；

７．肉及肉制品的冷加工工艺（肉的组成及其特性，肉类的冷却，肉类的冻结，

肉类的冻藏）；

８．禽、蛋的冷加工工艺（禽肉的营养成分和组织结构特性，禽肉的冷加工

工艺，蛋的构成与化学成分，蛋的冷却与冷藏，蛋液的冻结与冻结过程中的

变化）；

９．果、蔬的冷冻工艺（果、蔬的化学成分，果、蔬的特性与贮藏原理，果、蔬的

冷却贮藏，果、蔬的气调贮藏，速冻蔬菜、水果的冷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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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冷饮品、冷冻食品及包装材料（冷饮品及冷冻食品的生产工艺，包装材料

及其特性）；

１１．冷库食品的管理与卫生工作（冷库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和对入库食品的要

求，冷藏库的卫生管理，食品冷藏中的卫生管理，水产品、肉、蛋的卫生质量标准，

冷冻食品微生物及其控制）。

（三）开设该课程的社会影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食品冷冻冷藏事业已有很大发展，１９８２年全国冷库容

量已达２００多万吨，而有关食品冷冻工艺的理论和技术方面的书籍较少，该课程

的设置和有关教材的出版，满足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从事食品冷冻冷藏技术人员

的实际需要，外界反映较好。《食品冷冻工艺学》一书曾多次重印。

（四）编写《食品冷冻工艺学实验指导》的目的

为了配合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的课堂教学，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生实验技

术和操作技能的训练，学校与浙江水产学院合编了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

《食品冷冻工艺学实验指导》，作为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的配套教材。

（五）《食品冷冻工艺学实验指导》的主要内容

共有１２个实验：

１．水果、蔬菜贮藏中低温冷害的识别；

２．食品冻结温度曲线的测定；

３．冷冻切片观察冻鱼肌肉纤维变化的方法；

４．真空解冻和微波解冻技术；

５．鱼类鲜度的感官鉴定；

６．鱼类鲜度Ｋ值的测定；

７．冻鱼肌肉组织保水能力的测定；

８．冻鱼肌肉蛋白质变性度的测定；

９．保温鱼箱隔热效果的测定；

１０．鱼类肌肉质地的测定；

１１．蔬菜烫漂后过氧化物酶活性的测定；

１２．冷冻食品质量的一般检查。

（六）编写《食品冷藏学》教材的背景

２０００年后的教学计划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和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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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其主要教材是冯志哲主编的《食品冷藏学》（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２００１）。《食品冷藏学》是在原教材《食品冷冻工艺学》的基础上，增加最新

国内外食品冷冻冷藏事业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技术，新型的食品冷却、冻结、冷藏、

解冻设备和装置，冷藏运输和冷藏链，以及冷冻食品的品质和质量控制等，更新了

食品冷冻工艺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第四节　食品罐藏工艺学

!" #$

学校前身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创办初期，制造科主要讲述以水产品为原料制造

罐头的生产工艺，曾使用由王刚的自编教材《水产品罐头工艺学》。当时学校设置

罐头实习工场，生产的各类罐头制品，质量良好，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２１年在南京中等学

校教学成果展览会上均获一等奖。

上海市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和上海水产专科学校期间设置的制造科，以及上海

水产学院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８年的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食品罐藏工艺学课程仍由王

刚任教，讲述罐藏原理和水产品罐头制造工艺。１９５８年，学校设置罐头食品工艺

本科专业，课程内容才从以水产品罐头工艺为讲授对象扩大到以禽、畜、果、蔬罐

头工艺为讲授对象。

１９５９年之后，本课程的任课教师有程郁周、徐毓芬、李雅飞、杨运华等，以罐

头教研组的自编讲义《罐头食品工艺学》作为教材。

除罐头食品工艺本科专业之外，水产品贮藏与加工专业、食品工程专业及罐

头专科专业也设置该课程。罐头食品工艺本科专业及罐头专科的教学时数为

１２０—９０学时（含实验１０学时）；水产品加工工艺本科专业的教学时数为７０—５０

学时，食品工程本科专业的教学时数为５０—３０学时。

１９６１年在水产部主持下，学校承担编写高等水产院校统编教材，由王刚主

编，程郁周、徐毓芬、李雅飞、杨运华参编，并以上海水产学院署名的《罐头食品工

艺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根据多年教学实践的积累和借鉴国内外罐头生产的先进技术，以原教材《罐

头食品工艺学》和教研组所编讲义的内容为基础，由李雅飞、杨运华、程郁周、孔庆

云、许顺干等人编写，经王刚审阅的《食品罐藏工艺学》教材，于１９８８年由上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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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版社出版，供国内高等水产院校、农业院校作为专业课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使

用。该教材曾于１９９３年获农业部首届部级优秀教材奖。本课程的任课教师有程

郁周、李雅飞、杨运华、孔庆云、许顺干、包海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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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罐头教研组全体教师的不断补充、修改，课程趋向成

熟，课程的主要内容有：

（一）罐藏容器

１．概述：主要讲授罐藏容器发展情况、食品对罐藏容器的要求。

２．金属罐藏容器的制罐材料：主要讲授镀锡薄钢板、镀铬薄钢板、铝合金薄

板的结构特点、生产工艺、规格、性能、质量，以及罐头涂料和密封胶的种类、质量

要求、组成成分、使用状况。

３．金属罐藏容器：主要讲授焊锡接缝圆罐、电阻焊接缝圆罐、接缝方罐以及

铝罐、镀铬板罐的制造工艺。

４．非金属罐藏容器：主要讲授蒸煮袋、玻璃罐的结构、性能和制造工艺。

（二）食品罐藏原理

１．罐头生产基本过程：主要讲授食品原料的保藏、处理和加工、食品的装罐、

罐头的排气、密封、杀菌和冷却，以及检查、包装和贮藏。

２．罐头食品的微生物学：主要讲授罐头食品的微生物腐败及腐败菌的种类、

微生物的耐热性、影响微生物耐热性的因素、微生物耐热性的标识方法（包括加热

致死速度曲线和时间曲线、Ｄ值、Ｚ值和Ｆ值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３．罐头的传热：主要讲授罐头食品的传热方式及传热曲线、影响罐头传热的

因素、加热杀菌时罐头传热状态的测定。

４．罐头食品杀菌时间及Ｆ值的计算：主要讲授罐头杀菌时间及Ｆ指的一般

计算法和公式计算法及图表推算法。

５．罐头的压力和真空度：主要讲授影响罐内压力变化的因素、罐内压力的计

算、杀菌锅反压力的计算、罐头真空度的计算及影响罐头真空度的因素。

（三）鱼类罐藏工艺

１．鱼类罐藏原料的概述：主要讲授鱼类罐藏原料的种类、产地和产期、保鲜

方法及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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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鱼类罐藏原料的特性：主要讲授鱼肉的组织结构、物理性质、化学组成及

鱼类死后变化。

３．鱼类罐藏原料的处理和预热处理：主要讲授鱼类原料的解冻、洗涤、切开

盐渍等的处理工艺、鱼肉的预煮、油炸、烟熏等的预热处理工艺。

４．鱼类罐头生产工艺：主要讲授鱼类清蒸类、调味类、茄汁类、油浸类等比较

典型的鱼罐头生产工艺。

５．国外鱼类罐头生产工艺简介：主要讲授国外盐水金枪鱼、油浸沙丁鱼罐头

的生产工艺。

６．鱼类罐头品质问题讨论：对鱼类罐头在生产和贮藏过程中，由于受到一系

列的理化作用的影响所产生的主要和常见的品质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四）家畜、家禽罐藏工艺

１．原料：主要讲授家畜、家禽原料的品种、性质、运输、验收和保藏。

２．原料处理及加工贮藏对罐头食品营养价值的影响：主要讲授家畜、家禽原

料的处理工艺、预煮、油炸及加热杀菌和贮藏时对食品营养价值的影响。

３．肉禽类罐头的生产工艺：主要讲授肉禽原料制作清蒸类、调味类、烟熏类、

腌制类、香肠类罐头的生产工艺。

（五）果蔬罐藏工艺

１．原料：主要讲授果蔬原料的组织结构、化学成分、原料的成熟与后熟，原料

的预处理和预热处理。

２．蔬菜类罐头生产工艺：主要讲授青豆、蘑菇、番茄制品等蔬菜类罐头的生

产工艺。

３．水果类罐头生产工艺：主要讲授糖水橘子、糖水菠萝、糖水苹果等糖水水

果罐头和典型的几种水果果汁类和果酱类罐头的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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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建设

学校在１９５３年从河北水产专科学校调入全套半机械化空罐制造机械设备，

并添置了封罐机和杀菌锅，建成罐头车间。在梅林罐头食品厂的支持下，罐头车

间使用该厂供应的蒸汽和空罐，具备让学生在校内能动手制造空罐和罐头食品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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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学校迁往厦门办学，机械设备未能随迁。学校于１９７９年迁回上海，

经过罐头教研组教师的积极争取和艰苦劳动，利用轻工业部为学校创办罐头专业

提供拨款的一部分，添置了封罐机、杀菌锅、冰箱、煤气灶等设备，初步具备使学生

在实验室内动手制作罐头食品的专业实验条件。１９８０年以后，利用世界银行农

业教育贷款项目，添置日本产高温高压小型杀菌锅和罐头食品加热杀菌时Ｆ值测

定仪，使罐头实验室仪器设备更加完备。

（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

该课程为实践性、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必须通过实习环节强化学生理论联系

生产实际，扩大知识面的效果。具体安排是：

１．生产实习４周，一般安排在本市的食品厂进行。学校与上海梅林罐头食

品厂、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上海泰康食品厂、上海鱼品厂等都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

２．毕业实习７—６周，一般安排在外地的食品厂进行。考虑到有关食品厂的

实习条件、生产季节及校友协作关系等综合因素，确定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罐

头食品厂、广州市的广东罐头食品厂、江苏省的南京罐头食品厂、苏州罐头食品

厂、浙江省的杭州罐头食品厂、宁波罐头食品厂、奉化罐头食品厂、舟山水产品厂、

安徽省的蚌埠肉类联合加工厂、山东省的烟台罐头食品厂、辽宁省的大连罐头食

品厂等为毕业实习的协作单位。

第五节　软饮料工艺学

!" jmP�

在食品工业中，软饮料工业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迅速发展的一个产业，一

些发达国家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软饮料生产消费量开始呈现急速

增长。我国从８０年代初才开始有较快发展，轻工业部于１９８３年邀请全国诸多食

品专家研讨制订《饮料工艺发展规划（讨论稿）》，以（８３）食罐字第５１号《关于征求

对〈饮料工艺发展规划（讨论稿）〉意见的函》抄送学校，规划建议无锡轻工业学院、

天津轻工业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增设二年制饮料专业。后学校与轻工业部食品

局、国家水产总局多次协商达成协议，于１９８４年５月签订《关于上海水产学院联

合举办食品工艺（饮料）二年制专科的协议书》，为期１０年，在全国统一招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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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首个软饮料工艺方面的特色专业，１９８４年开始招生。为此学校罐头食品

工艺教研组经过调研后，编制软饮料工艺专业的教学计划等。根据国内和国际软

饮料生产工艺技术要求，设置软饮料工艺学课程，６０学时，由教师在课堂上理论

联系实际系统讲授软饮料工艺学的基本理论、生产技术，同时安排认识实习、生产

实习和毕业实习。

%" 9:OP

学校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和罐头食品工艺专业的《罐头食品工艺学》和《食品

罐藏工艺学》教材中，虽有果汁加工内容，但没有完整的饮料内容，国内也没有相

关教材，有关资料极少。为此有关教师收集了一些日文资料，如《果汁果实事

典》、《清凉饮料手册》等，对所需要的内容进行翻译，同时向生产厂家索取部分

生产工艺技术资料，收集国内食品刊物上的有关文献，经过杨运华汇总整理编

写的《软饮料工艺学》讲义，于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由学校教材科印发。该讲义的主要

内容：（１）绪论；（２）软饮料用水的水质要求，水的处理方法；（３）软饮料的原料及

辅助材料；（４）包装容器及材料；（５）碳酸饮料的生产工艺；（６）果汁和蔬菜汁生

产的基本原理和过程，各种果汁和蔬菜汁的生产工艺；（７）乳饮料的生产工艺；

（８）固体饮料的生产工艺；（９）矿泉水生产工艺；（１０）软饮料的贮藏及其品质变

化。《软饮料工艺学》讲义主要是为二年制软饮料工艺专科专业１９８６届和

１９８７届授课用。

１９８５年３月３０日—４月１８日，罐头食品工艺教研组杨运华参加在天津轻工

业学院举办的轻工业部全国软饮料研习班。在轻工业部食品局和教育局的组织

下，决定编写《软饮料工艺学》教材，成立编写小组，确定主编和编写人员，并进行

分工。主编：邵长富（天津饮料厂）、赵晋府（天津轻工业学院），编者：万良才（北京

轻工业学院）、孙以佳（上海汽水厂）、吴潍（武汉饮料二厂）、邵长富（天津饮料厂）、

杨运华（上海水产学院）、张淑娟（西北轻工业学院）、赵晋府（天津轻工业学院）、戴

家（轻工业部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１９８７年３月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杨运华分工编写第三篇果汁和蔬菜汁。

（一）《软饮料工艺学》教材的主要内容

１．原料及材料

（１）软饮料用水及水处理（软饮料用水的水质要求，混凝与过滤，石灰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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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电渗析法，反渗透处理水，离子交换软化法，水的消毒）；

（２）果蔬化学成分及其加工特性（水分，碳水化合物，有机酸，丹宁物质，含氮

物质，色素，维生素，芳香物质，矿物质，酶）；

（３）其他原辅材料（甜味剂，酸味剂，香料和香精，色素，防腐剂，抗氧化剂，酶

制剂，二氧化碳）；

（４）包装容器和材料（玻璃瓶，金属包装材料及金属罐，塑料及复合包

装材料）。

２．碳酸饮料

（１）糖浆的制备和配合（原糖浆的制备，果味糖浆的原料和配合）；

（２）碳酸化（影响碳酸化作用的因素，碳酸化的方式与设备）；

（３）调和系统与调和器（调和方式，糖浆加料机与调和器）；

（４）装瓶生产线（洗瓶，灌装封盖，其他设备）。

３．果汁和蔬菜汁

（１）果汁和蔬菜汁生产的基本过程（原料的选择和洗涤，榨汁和浸提，果汁的

澄清和过滤，果汁的均质和脱气，果汁的糖酸调整与混合，果汁的浓缩，果汁的杀

菌与包装）；

（２）柑橘汁（天然柑橘汁的生产工艺，浓缩柑橘类果汁的生产工艺，柑橘汁饮

料和果汁清凉饮料，柑橘汁糖浆的生产工艺）；

（３）苹果汁（苹果汁的生产工艺流程，原料的处理，榨汁，杀菌、芳香回收和离

心分离，澄清和过滤，浓缩、调和和装填）；

（４）葡萄汁（葡萄汁，葡萄果汁饮料）；

（５）带果肉果汁（原料，原料的预处理，配合、均质和脱气，杀菌和包装）；

（６）番茄汁（原料，番茄汁的生产工艺）。

４．其他软饮料

（１）混合果实饮料（原料果汁的特性，混合天然果汁，混合果汁饮料和混合果

肉饮料）；

（２）乳性饮料（乳性饮料的分类和种类，咖啡乳饮料，其他乳饮料）；

（３）豆奶饮料（大豆的化学成分，豆奶的营养和分类，大豆中的酶类和抗营养

因子，提高豆奶的质量与蛋白质回收问题，豆奶生产的基本工序，豆奶生产范例）；

（４）固体饮料（固体饮料的概述，果汁型固体饮料，蛋奶型固体饮料，其他类

型固体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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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矿泉水（矿泉水的定义，矿泉水的分类，矿泉水化学成分的表示方法，矿

泉水化学成分的形成，矿泉水分布的一般规律，饮料矿泉水评价，天然矿泉水生产

工艺，人工矿泉水生产工艺）。

５．品质管理和感官品质检查

（１）品质管理（品质管理概述，软饮料和微生物，果汁的保存性）；

（２）感官品质检查（感官品质检查的一般方法，几种感官检查方法的解说）。

学校软饮料工艺专科专业１９８６届、１９８７届采用的教材是杨运华编写的《软

饮料工艺学》讲义，从１９８８年开始软饮料工艺专业和食品科学、食品工程专业授

课用教材，全部采用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软饮料工艺学》教材。

（二）历届任课教师

杨运华：饮料专业１９８６届、１９８７届、１９９１届、１９９２届、１９９３届，食品工程专业

１９９０届、１９９１届、１９９２届、１９９３届，食品科学专业１９９１届、１９９２届、１９９３届。

孔庆云：饮料专业１９８８届、１９８９届、１９９０届。

包海蓉：饮料专业１９９４届、１９９５届，食品工程专业１９９３届、１９９４届，食品科

学专业１９９３届、１９９４届。

（三）《软饮料工艺学》教材的社会影响

《软饮料工艺学》收集并反映了国内外有关软饮料工艺方面的最新状况，综合

论述了软饮料生产的有关知识，特别是有关基础知识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为解

决生产中的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因此该书可作为大学本科教材，也可作

为专科教材使用，还可供科研、生产部门作为技术参考书。

该书是国内第一本《软饮料工艺学》教材，出版后深受学校、科研和生产单位

欢迎。除简装本外，还出版过精装本，至今已重印１０多次，被许多大学本、专科有

关专业用做教材。

第六节　水产品加工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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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设置的背景

我国的渔业资源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十分丰富，渔汛季节的大黄鱼、小黄鱼、

带鱼、乌贼等产量大。除了部分冰鲜运销到大城市外，大都作腌制处理。渔民剖

５４４

第三章　工程技术类



鱼去内脏使用的工具原始，没有机械设备，生产效率低下，往往造成大量渔获物变

质，迫切需要开发鱼类加工机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上海、大连等地陆续开发

了黄鱼和带鱼的切头去内脏机、去鱼皮机、乌贼鱼剖腹与去内脏机和干法鱼粉等

生产设备。

１９５６年后，学校水产品加工专业在全国水产院校中，首次设立水产品加工机

械课程。该课程是在机械基础课程和食品工程原理课程基础上设立的专业课。

机械基础课程体系包括机械制图、画法几何、材料力学与理论力学和机械零件与

机械原理；还设立与水产品加工机械工作原理相关的化学工程原理课程（现为食

品工程原理）。随着国内外水产品加工机械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并出版

教材。

１９５８年，根据苏联的相关书籍、资料，编写了《水产加工企业装备》讲义。

１９６１年，孙世昌、徐文达编写了全国高等水产院校统编教材《水产加工机械与设

备》，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渔业资源发生变化，马面鱼渔汛旺发，相继又开发了马面鱼

去内脏剥皮机和马面鱼干加工机械设备。为了解决大量低值海、淡水鱼加工的需

要，还开发了鱼糜加工机械，取得高质量的鱼肉蛋白质。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间，使用

自编的《水产品加工机械》讲义进行教学。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各渔区纷纷引进较先进的水产品加工机械，如引进的大型

远洋拖网渔船上装有德国产的鱼片加工机械，后又从日本引进漂洗鱼糜加工机

械、鱼糜制品加工机械、紫菜加工机械和从丹麦引进阿特拉斯湿法鱼粉加工机

械等，推动了我国水产品加工机械化进程。此后，我国科研和生产部门，在消化

国外引进水产品加工机械基础上，基本实现水产品加工机械国产化，有效促进

了水产品加工业生产的发展。为反映水产品加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培养高级水

产品加工技术人才需要，１９９６年，由徐文达担任主编，兄弟院校相关教师参编

的《水产品加工机械与设备》一书完成，作为全国水产院校统编教材由中国农业

出版社出版。

（二）课程沿革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设置水产品加工机械课程后，根据有关专业发展需要曾开

设了罐头工厂机械设备、饮料机械设备和食品机械３门课程。

１９５８—１９７１年，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和渔业机械专业开设水产加工企业装

备及水产加工机械与设备课程，任课教师为孙世昌、徐文达。１９５８年设置罐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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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工艺专业后，相应设置罐头工厂机械与设备专业课程。主要内容是将部分水产

品加工机械课程内容扩展为适应农、畜、水产品原料加工成罐头食品的机械设备。

由任课教师徐文达编写了《罐头工厂机械与设备》讲义（８０—１００学时）。

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开设水产品加工机械课程，任课教师为徐文达、许瑞芬和陈

木荣，６０—１００学时。

１９８４年设置食品工艺（饮料）专业后，相应地开设饮料机械与设备专业课程。

任课教师许瑞芬编写了《饮料机械与设备》讲义（６０学时）。从１９８５年设置食品

工程专业到１９９８年起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将水产品加工机械课程改为食品机

械课程。由任课教师徐文达、许瑞芬、雷桥编写了《食品机械》讲义（３０—

８０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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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设置宗旨

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和农（畜、水）产品贮藏与加工专业，同属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科。培养目标之一是能从事水产品或农、畜产品加工生产的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本专业设置的机械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反映了培养目标的需要。因此，设置

水产品加工机械专业课程的宗旨是培养学生了解并掌握水产品或农、畜产品原料

加工的专业机械设备类型与基本工作原理，初步具备选型、使用和管理的能力。

（二）教材主要内容

水产品加工机械课程最初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是参照苏联莫斯科米高扬

渔业工学院《鱼类工厂加工机械》教材而制订的。１９６１年农业出版社出版全国水

产院校统编教材《水产加工机械与设备》，由孙世昌、徐文达编写。该教材资料主

要取自苏联教科书和部分取自国内罐头加工机械资料。主要教学内容有鱼类清

洗分级机械、鱼类处理机械，灌装机械，封罐机械、空罐制造机械、鱼油鱼粉机械和

鱼货起卸及运输机械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专业目录调整，水产加工工艺专业被农（畜、水）产品加工与

贮藏专业所覆盖，１９６１年编写的《水产加工机械与设备》教材内容范围稍嫌狭窄，

已不适应教学需要，需要更新并增加其他食品机械教学内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农业部再次组织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撰写统编教材。基于此，学校徐文达主编，叶

于明（大连水产学院）与陈木荣（厦门水产学院）参编的《水产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７４４

第三章　工程技术类



新教材，１９９６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该教材与旧教材相比内容有较大变化，

由食品加工通用机械和水产品加工专业机械两大部分组成。新教材内容突破了

旧教材以苏联课程教学大纲，根据我国水产品加工机械和设备的发展现状和趋

势，满足水产品加工艺等专业的需要，重新选择了有关内容，包括有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国内自行研制成功的水产品加工机械，如鱼糜加工机械和贝藻类加工机械等，

同时参考欧美、日本较先进的水产品加工机械和食品机械等。

１９９６年版《水产品加工机械与设备》教材的主要内容有：

１．清洗与分级机械：清洗机械（鱼类、罐头容器），鱼类分级机械。

２．原料切割、均质、粉碎和搅拌机械：肉类切割机械、擂溃机械、均质机械、粉

碎机械。

３．离心分离机械：三足式离心分离机、碟式离心分离机、卧式螺旋离心分

离机。

４．灌装与充填机械：液体灌装机、酱料灌装机、鱼肉糜装填机、鱼肉糜充填结

扎机。

５．封口机械：金属罐封口机、玻璃瓶罐封口机、软罐头封口机。

６．热处理设备：夹层锅和快速换热器、油炸和烟熏设备、真空浓缩设备、罐头

高温杀菌设备。

７．干燥设备：热风干燥设备、喷雾干燥设备、真空干燥设备和真空冷冻干燥

设备。

８．鱼片、鱼糜和烘烤鱼片加工机械：远洋拖网加工渔船鱼片加工机械、鱼糜

加工机械、烘烤鱼片加工机械。

９．贝藻类加工机械：贝类加工机械、藻类加工机械。

１０．鱼油鱼粉加工机械：鱼粉加工专用设备、湿法鱼粉鱼油加工成套设备。

为食品工程专业（现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编写的包括水产加工机械在内的

《食品加工机械》讲义，主要内容有：

１．清洗、分级机械：食品原料容器和设备的清洗机械，分级机械。

２．切割、研磨和均质机械：鱼类切割机械，肉类切割机械，果蔬切割机械，研

磨与均质机械。

３．分离机械：鱼类、肉类骨肉分离机械，果蔬分离机械，离心分离机械，超滤

与反渗透设备。

４．搅拌与混合机械：液体搅拌混合机械，高黏度和半固态物料搅拌混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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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料混合机械。

５．灌装充填机械：液体物料灌装机械，酱体物料装料机械，鱼肉糜灌装机械。

６．金属罐、玻璃瓶封口机械：金属罐封口机械，玻璃瓶、罐封口机械。

７．空罐制造机械：切板机械，罐盖制造机械，罐身制造机械，二片罐制造

机械。

８．热处理加工设备：热交换设备，预煮机械与设备，罐头杀菌设备，烟熏和油

炸设备。

９．蒸发设备：蒸发设备类型及结构，附属设备，蒸发设备设计计算。

１０．干燥设备：喷雾干燥设备，隧道式干燥设备，真空干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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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学校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首先开设水产品加工机械

课程后，全国水产高等院校的水产加工专业也相继开始设立该课程，对各校完善

水产加工专业的课程体系起了推动作用。全国水产院校的水产品加工机械课程

的师资，如大连水产学院（现大连海洋大学）、舟山水产学院（现浙江海洋学院）、新

疆石河子农学院（现石河子大学）等，都有学校毕业生或培训过的教师。此外，学

校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９６年主编的《水产品加工机械与设备》，至今仍是我国水产加工机

械方面的教学用书，也为全国从事水产加工生产与科研的技术人员，提供了实用

的专业参考书。学校水产加工机械的专业教师，多年来除教学工作外，还承担多

项水产加工机械的科研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果。如２０世纪５０—９０年代研究开发

的乌贼破腹去内脏处理机、水产品大型热风人工干燥设备、轴流风机式气力输送

卸鱼机、马面鱼剥皮去内脏处理机、ＳＡＴ水产食品塑料盒封口机和ＧＭ型气体比

例混合器等。这些科研成果不仅丰富了水产品加工机械课程的教学内容，还为我

国水产品加工与保鲜做出贡献。因此，本课程的设置对全国水产品加工的生产、

教育和科研有着较大社会影响。

第七节　捕 鱼 机 械

捕鱼机械课程是在学习苏联教学计划的基础上，于１９５６年开始设立并列入

五年制工业捕鱼专业的教学计划。该课程是培养“捕鱼工程师”必修课，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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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开始设立的渔业机械专业的专业课之一。

１９５７年开始编译有关资料和撰写《捕鱼机械》讲义，为海洋捕捞专业１９５８届

首次开课，１９５９年２—９月，编写《捕鱼机械》讲义（第二稿），并配有锌板插图。

１９６１年７月经水产部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捕鱼机械与设备》为高等

水产院校教学用书，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１９６３年又编译《水力捕鱼机械化》

作为渔业机械专业捕鱼机械课程的补充教材。

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在厦门期间，根据捕鱼机械的发展，分别编写了适用于渔业机

械专业和海洋捕捞专业的《捕鱼机械》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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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准备时期

１９５６年９月学校开设起重运输机械课程，聘请上海交通大学陈健元来校讲

授。１９５７年由黄永萌负责《捕鱼机械》教材的编译工作，译稿原文有日文版《水产

机械》、俄文版《捕鱼机械》、《岸上与船上的捕鱼机械与装置》和《河川地曳网捕鱼

机械化》等，于１９５８年上半年由学校教材科印发。

（二）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初步教学实践时期

１９５８年２—７月，在海洋捕捞专业１９５８届首次开设此课，由陆成爻推荐罗宇

担任主讲，黄永萌辅导，并负责讲义的校对。由于讲义的机械插图较多，线条较复

杂，刻印和校对困难，只能发给学生活页讲义。１９５８年下半年才装订成册，并由

黄永萌主讲。

１．１９５８年上半年编印的《捕鱼机械》讲义主要内容

（１）拖网捕鱼机械：小型蒸汽拖网绞机、中型蒸汽拖网绞机、大型蒸汽拖网绞

机、带有齿条式排绳器的拖网绞机、带有销钉式排绳器的拖网绞机、带有链式排绳

器的拖网绞机、电力驱动拖网绞机（含发电机电动机控制及调速系统线路两

种）等。

（２）围网捕鱼机械：小型围网绞机、摩擦传动的围网绞机、鼓轮式围网起网

机、滚柱式围网起网机、滑轮式起网机。

（３）地曳网捕鱼机械：地曳网绞机、拖拉机式地曳网绞机、地曳网起网机。

（４）延绳钓捕鱼机械：垂直式延绳钓起线机、水平式延绳钓起线机、延绳钓起

线—刺网起网联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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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５９年编印《捕鱼机械》讲义（第二稿）

１９５９年２—９月响应学校“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号召，再次编印《捕鱼机械》讲

义（第二稿）。该讲义编写时，曾得到余邦涵、顾嗣明的帮助。其插图制成锌板

加印。

该讲义新增加内容有：

（１）刺网捕鱼机械：刺网起网机、刺网整网机、刺网盘网机、刺网起网动力

滚柱。

（２）液压传动的基本知识：液压传动的基本原理、组成、元件（齿轮泵、叶片

泵、往返活机泵、轴向活塞泵）、油泵油马达组合系统。

３．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课程建设

除重编讲义第二稿外，还绘制数十幅捕鱼机械教学挂图。

１９５９年冬，来校讲学的苏联专家萨布林柯夫曾翻阅学校编写的《捕鱼机械》

讲义第二稿和有关教学挂图后，邀请黄永萌在其工业捕鱼进修班讲授刺网捕捞机

械化。１９６０年上半年，黄永萌又被邀请参与工业捕鱼毕业设计中有关捕鱼机械

设计指导工作。

４．１９６１年参与水产部全国统编教材编写

《捕鱼机械与设备》被列入全国水产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编写计划。该书由黄

永萌、胡鹤永和山东海洋学院侯恩淮共同编写，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其特点是：不

同于以往依捕捞作业形式对捕鱼机械进行分类，新教材采用以机械功能、原理与

结构进行分类，将捕鱼机械分为绳索绞机、渔具绞机、鱼泵和捕鱼辅助机械与设

备。删去过时的蒸汽拖网绞机，仅保留一种作为典型机械。为避免与电工学重

复，两种电动拖网绞机及其线路系统被删去。增加一些理论计算、挠性构件的承

装零件、绳索排匀装置等内容，以及起鲸绞机、鱼泵及一些辅助装置，及国产的液

压传动绞机和国外使用的液压围网动力滑车等。其主要内容：

（１）捕鱼机械与起重运输机械的零件与部件：挠性构件、挠性构件的承装零

件、制动装置、绳索排匀装置、取物装置、滑轮组、驱动装置。

（２）捕鱼机械与设备。

绳索绞机：内燃机、电力、蒸汽机、液压驱动的拖网绞机（含液压传动原理、组

成、液压泵、油泵与油马达组合系统等）、围网绞机、刺网绞盘与引纲自动调整装

置、地曳网绞机、起鲸绞机。

渔具绞机：围网起网机、流刺网起网机、延绳钓起线机、地曳网起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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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辅助机械与设备：流刺网绞机、流刺网盘网机、冰下穿索器、钻冰机、拖网

曳纲自动束锁、拖网网板自动脱卸装置、定置网打桩机。

鱼泵：鱼泵在渔业中的应用，离心式鱼泵、射流式鱼泵。

（三）１９６１—１９６６年教学期间

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黄永萌主讲工业捕鱼专业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届和渔业机械专业

１９６３届捕鱼机械课程，桂志成和胡文伟协助教学。工业捕鱼专业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届和渔业机械专业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届捕鱼机械课程分别由桂志成和胡文伟担任

主讲。

工业捕鱼专业的教材采用《捕鱼机械与设备》，增添数十片插图的幻灯片。渔

业机械专业教材亦采用《捕鱼机械与设备》，还补充两方面内容：一是由桂志成在

１９６３年翻译俄文版的《水力捕鱼机械化》；二是增加液压传动方面的知识，包括各

种油泵、油马达、压力控制阀、流量控制阀、方向控制阀及捕鱼设备如滤油器、管道

和液压油等。

另有课程设计１周。

（四）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工厂实践时期

黄永萌、胡文伟、胡明癱、徐志言到上海渔轮厂机械加工车间参加拖网绞机大

功率大扭矩叶片油泵油马达的制造、装配、调试和修理的生产实践。在学习总结

工人师傅技艺的基础上，胡文伟、黄永萌、徐志言编写《现代渔轮液压传动》讲义，

绘制了机械结构和安装等插图，在该厂液压小组上进行讲解，主要内容是：

液压传动的工作原理；双作用叶片油泵工作原理与结构及流量计算；三作用

叶片油马达及控制阀的工作原理与结构、流量与绞机速度计算；大力矩叶片油泵

油马达的制造与装配工艺（含同隙控制与防泄漏控制）；管路与滤油器安装；油泵、

油马达与管路等维修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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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办学期间，渔业机械专业１９７５届、１９７６届、１９８０届和海洋捕捞专业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届都分别开设捕鱼机械（又称捕捞机械）课程。主讲为黄永萌、胡文

伟，施能阚、郑玉芸协助，郑玉芸曾为渔业机械专业进行过鱼泵部分的讲课。后

期，桂志成也曾担任１个班级的讲课。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渔业机械专业又招收

１９８１届、１９８２届两届四年制的学生，１９８０年学校迁回上海，因此，只进行了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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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后期课程由厦门水产学院负责直至毕业。

当时，黄永萌、胡文伟分别编写适用渔业机械专业和海洋捕捞专业的《捕捞机

械》讲义，由厦门水产学院教材科印发。其中，海洋捕捞专业用《捕捞机械》讲义，

曾应大连水产学院需要，提供给该校作为教材。

（一）海洋捕捞专业《捕捞机械》讲义

海洋捕捞专业《捕捞机械》讲义，在原有《捕鱼机械与设备》一书基础上，新增

加的内容有：

１．液压传动系统组成、工作原理。液压元件：齿轮泵、叶片泵、径向柱塞泵、

轴向柱塞泵的结构、原理和流量计算。油泵油马达组合系统。操纵与控制元件：

压力控制阀、流量控制阀和流向控制阀。辅助元件有油箱、滤油器、蓄能器、冷却

器、油管和接头。液压油的种类、性能、使用场合。

２．大流量双作用叶片油泵和大力矩三作用叶片油马达和控制阀的结构、原

理及其传动的液压拖网绞机。大流量双作用叶片油泵（结构不同）和大力矩双作

用叶片油马达和控制阀的结构、原理及其传动的液压拖网绞机。

３．液压传动少齿差减速围网动力滑车（中国式）。甲板围网起网机与空中动

力滑车理网系统（挪威式）。

４．金枪鱼延绳钓起线及装饵、放干线、支线机械化作业系统（日本式）。

５．延绳钓起线机、集钩器和自动放线机械化作业系统（欧洲式）。

６．电动鱿鱼自动钓机。

７．起鲸绞机、起鲸绞机缓冲装置、拖（鲸）纲控制器。

（二）渔业机械专业《捕捞机械》讲义

渔业机械专业《捕捞机械》讲义，除上述内容外，增加的内容有：

１．绞机多层卷挠卷筒壁厚的强度计算；

２．少齿差减速机构的结构、原理与设计计算；

３．鱿鱼自动钓机的设计计算；

４．鱼泵的结构、原理与工作情况、离心鱼泵的设计计算；

５．美国大型围网渔船绞机、动力滑车等液压传动系统及控制；

６．美国Ｖｉｃｋｅｒ式叶片油泵、油马达机构与工作原理；

７．瑞典“黑古兰德”径向柱塞式内曲线多作用导轨油马达的结构、工作原

理等；

８．捕鲸炮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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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网动力滑车和鱿鱼钓机的研制

林鸿禨等曾设计１吨拉力的液压传动少齿差减速的围网动力滑车，由厦门水

产船厂制造，并装在厦门渔捞公社渔船上进行试验。在设计、制造与试验中，教师

增加了实践经验。

王肇基等与学校金工厂施静英、林益泰等合作研制电动机械式自动控制鱿鱼

钓机，并在厦门和汕头的渔船上进行了试验。机械式自动控制系统能实现反复放

钓和起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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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主要为海洋捕捞专业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届学生开设捕鱼机械课

程，包括课程设计，任课教师黄永萌、胡文伟、桂志成。对有的班级在毕业设计课

题中有捕鱼机械设计内容进行指导。

黄永萌等曾到上海救捞局从日本进口的多艘打桩船上进行液压绞机及其系

统的调查研究，了解日本荏原株式会社制造的液压元件和液压系统。到上海沪东

造船厂和中华造船厂调查径向柱塞式内曲线多作用轨道油马达的结构、性能、材

料、设计与制造工艺试验研究、使用情况、存在问题。到上海液压马达厂和上海液

压泵厂进行调查研究，并带领学生到这两个工厂以及从日本进口的打桩船上进行

参观和现场教学。

１９８４年以后，主要为渔业机械专业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届、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届学生开设

捕鱼机械课程、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由胡文伟、桂志成、张财富、朱永兴、马如飞、

董初生担任指导教师，他们还为海洋捕捞专业１９８５届及以后各届学生讲课。

１９８６年，学校邀请日本捕捞机械专家叶室亲正来校讲学１个多月。由此对

日本捕捞机械的现状、品种与发展有较深入的了解。

这一时期，胡文伟曾编写《捕鱼机械》讲义，其特点是：

（１）将绞机中共性的零部件合为一章（如挠性构件及其承装零件、卷筒装置、

制动装置、排绳装置等）。

（２）按拖、围、流、钓等作业方式所需的特殊机械或装置，分章进行介绍。

（３）加强设计计算：如钢丝绳卷筒壁厚的强度计算，制动器的种类、使用场合

和受力分析，双向螺杆—滑块式排绳器设计计算步骤和计算公式，补充了尾滑道

拖网渔船沿滑道起网时的牵引力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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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自挪威引进的、以外载荷（与液压系统的油压相应）自动调速的液压控

制阀，用自行设计的液压系统图做了介绍与分析。

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胡文伟参与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款项目引进国外先进仪器

和设备的工作。通过查资料、招标等途径，引进２０万美元的仪器仪表，建立液压

实验室。由胡文伟、伍可好、朱永兴筹建高压大功率拼块式液压实验室，曾为上海

渔轮厂液压绞机配套的高压油马达做性能测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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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渔业机械专业最后一届学生毕业，之后该专业名称被机械设计与制

造专业所覆盖。捕鱼机械课程也被逐步淡化，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同时，海洋

捕捞专业名称后来被改为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捕鱼机械课程有时列为必修

课，有时列为选修课，曾经一度停开，后又重新开设。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由胡文伟等任课，１９９１年后由张财富、朱永兴等任课。１９９５—

２００２年由朱永兴和朱镜任课。

第八节　渔船动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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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９１２—１９５５年

１９１２年建立渔捞科，在教学计划中设有轮机大意课程，其历届任课教师聘请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等教授兼职（有许玉赞、范恂如、冯刚等）。

（二）１９５６—１９７１年

工业捕鱼专业、渔业机械专业教学计划中均设有船舶动力装置课程。１９５６—

１９６２年期间任课教师有应光彩、詹庆成，并由应光彩、杨补林和技工吴国宏建立

动力实验室，进行柴油机拆装、测功等实验。柴油发电机组被学校定为战备应急

发电设备。

１９５９年，为补充师资力量，学校派出工业捕鱼专业１９５６级、１９５７级共１０名

学生到上海交通大学再学习３年，１９６２年学成后回校工作。其中与本课程相关

的教师有章可畏、车茂隆（船舶原理与构造）、蔡学廉、陈锡（船舶动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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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设立渔船动力机械教研室，应光彩、黄永萌任正、副主任。

１９６０年，根据水产行业需要，在学校夜大学设立渔船动力机械专业，生源来

自水产系统在职人员，学制五年。

１９６２年，根据工业捕鱼专业、渔业机械专业和渔船动力机械专业教学要求，

完成３本自编教材：应光彩主编的《渔船柴油机》、詹庆成主编的《渔船辅机》、蔡学

廉主编的《渔船动力装置》。

１９６２—１９７１年期间，《渔船动力装置》主要任课教师有应光彩、詹庆成、王云

章、杨补林、蔡学廉、汪妙强和陈锡等。

（三）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

厦门水产学院办学期间，渔船动力装置课程在以下培训班及专业开设：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为几内亚等国家发展海洋捕捞生产需要开办的二年制轮机援外人

员培训班；１９７５—１９７７年为满足海洋捕捞生产需要开办的渔船轮机专业“社来社

去”班；１９７６年恢复的三年制渔船动力机械专业；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后连续３

届四年制渔船动力机械专业；海洋捕捞专业。

主要任课教师有应光彩、詹庆成、王云章、蔡学廉、汪妙强、陈锡、林成景、叶

基恩、陈为法和张柳絮等。蔡学廉和陈锡重新编写《渔船动力装置》讲义。

（四）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

１９７９年学校迁回上海，于１９８０年计划建设动力实验馆，由胡文伟和蔡学廉

具体负责，设计、安装柴油机、辅机和甲板机械及液压传动等１０多个实验台。利

用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货款项目经费，向德国、丹麦和日本等国家购买较先进的船

舶实船测试仪器。动力馆的建立为渔船动力装置课程配备良好的实验实践设备，

也为学校海洋捕捞专业、渔业机械机专业和轮机管理专业创造了较好的教学和科

研条件。

任课教师先后有应光彩、詹庆成、王云章、蔡学廉、汪妙强、陈锡、王永鼎，沈

炯等。

１９８９年，由田林宝创意设计，顾大江、韩春伟、潘鸿昌共同协作完成的教学片

《内燃机活塞工艺》公开发行，１９９０年６月该片被上海市高教电化教育馆、上海市

高教电教研究会评为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电视教材二等奖。

１９９０年，由应光彩、蔡学廉、章可畏、伍稷芳编撰的《中国海洋机动渔船图集》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图集获首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一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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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由汪妙强参编的《渔轮轮机考试题解》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１年７月，由蔡学廉、林成景主编的《渔船柴油机２００问》由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６年，胡明癱任副主编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船舶原理与结构》

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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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教学和教材内容主要参考上海交通大学动力装置专业相关教材，并结

合我国渔船实际作补充。补充的主要内容：

（一）渔船对动力装置的要求

根据渔船航行和捕捞作业特点，分析渔船操纵性、机动性和变工况的要

求，对主机功率输出满足附带水泵、空压机、发电机、起网机以及起货起锚的

要求等。

（二）传动装置

拖网渔船等变工况需要的离合器与双速比齿轮箱等设备、轴系及调距桨。在

轴系教学上，安排学生做渔船轴系设计和画轴系布置总图。根据渔船航行和捕捞

作业特点和要求，增加了两种典型形式的调距桨装置等内容。

（三）推进装置工作特性、动力管路及机舱布置

对我国渔船实际动力管路及机舱布置实例内容作了典型分析。

/" jmP�ØÄÅHCA9*�Ù

（一）海洋捕捞专业

为海洋捕捞本科专业开设的渔船动力装置概论（或渔船轮机概论），主要内容

有柴油机（包括柴油机原理和柴油机结构）、辅机（甲板机械、泵、风机、压气机与制

冷机械）、动力装置（包括机舱设备与布置、传动装置、轴系及调距桨、渔船推进装

置及其特性等），４０—６０学时。另安排５周上渔轮实习。

（二）轮机援外人员培训班

为几内亚等国轮机援外人员培训班开设的渔船动力装置，主要内容有渔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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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装置的要求、传动装置、轴系及调距桨、推进装置工作特性、动力管路及机舱

布置等，６０—８０学时。另安排５周上渔轮实习。

（三）渔业机械专业、渔船动力机械专业

为渔业机械、渔船动力机械本科专业开设的渔船动力装置，主要内容有渔

船对动力装置的要求、传动装置、轴系及调距桨、推进装置工作特性、动力管路

及机舱布置等，６０学时。另安排２周专业实习（渔轮厂）和５周上渔轮生产

实习。

（四）夜大学渔船动力机械专业

为夜大学渔船动力机械专业开设的渔船动力装置，主要内容有渔船对动力装

置的要求、传动装置、轴系及调距桨、推进装置工作特性、动力管路及机舱布置等，

６０学时。另安排２周专业实习（渔轮厂），４周上渔轮生产实习。

（五）轮机管理专业

为轮机管理专业开设的渔船动力装置，主要内容有：渔船柴油机工作原理、基

本结构、管理和故障分析、柴油机特性、推进装置工作特性、传动装置、轴系及调距

桨、动力管路及机仓布置等，１２０学时。另安排２周柴油机拆装、柴油机运转操

作、柴油机性能实验和５周专业实习（渔轮厂）及５周上渔轮生产实习。

第九节　水产养殖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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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学校搬迁到厦门后，水产养殖系决定在淡水渔业和海水养殖两个专

业开设水产养殖机械课程，教学时数为３０学时。由殷肇君主讲和编写《水产养殖

机械》讲义。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水泵、柴油机、电动机、增氧机等，其中：

水泵主要内容有水泵的种类、型号及意义、名词解释、离心泵的结构和工作原

理、轴流泵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混流泵的结构和工作原理，３种泵的性能曲线、潜

水电泵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水泵的安装使用。

柴油机主要内容有柴油机的种类和型号、工作原理、四冲程柴油机的基本组

成、小型柴油机的操作使用。

电动机主要内容有三相电源、电动机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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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氧机主要内容有叶轮式增氧机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水车式增氧机的基

本结构和工作原理、增氧机的安装使用。

学校淡水养殖场有现成的水泵、柴油机、电动机、增氧机和饲料机等，可为学

生提供较多的现场实验教学。

从１９７５年起水产养殖机械课程列入教学计划，每年开课。相应地增加饲料

机械和清塘机械方面的内容。这是国内高等水产院校首先开设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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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学校迁回上海后，淡水渔业和海水养殖２个专业继续开设水产养殖

机械课程。渔业机械教研室下设养殖机械教学小组，教师有桂志成、殷肇君、高水

良。根据教学计划，渔业机械专业也要开设水产养殖机械课程。在科研和广泛调

研的基础上，１９８４年由殷肇君、高水良执笔编写《水产养殖机械》讲义，主要内容

有排灌机械、饲料机械、增氧机械等。

由于工作需要，桂志成、高水良２位教师调离教研室，由殷肇君承担养殖专业

和渔业机械专业的讲课，并在科研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原讲义进行了修改和

补充。经应光彩、丁永良、陈绍光、桂志成、蔡学廉等审阅，１９８９年６月在全国水

产节能办的资助下，《水产养殖机械》一书由科技管理咨询杂志社正式出版，共３６

万字。

《水产养殖机械》一书主要内容有：

１．绪论：国外工业化养鱼概况，我国池塘综合养鱼及机械化。

２．排灌机械：水泵的基本知识、离心泵、轴流泵、混流泵、水泵的管路及其附

件、水泵的运行和调节、水泵的选型配套与安装、水泵的使用和故障排除、潜水电

泵、水塔水位自动控制。

３．水质处理机械：养殖水体中的溶氧、气体的转移、水质处理机械的种类、叶

轮增氧机、射流增氧机、水质改良机、水质净化机。

４．饲料机械：饲料基本知识、饲料机械的种类、配合饲料的加工工艺、粉碎

机、混合机、环模式压粒机、平模式压粒机、膨化颗粒饲料机、颗粒饲料机的使用与

故障排除、饲料输送机。

５．捕捞和运输机械：绞纲拉网机、冰下捕鱼机械设备、船用挂桨机。

６．清塘机械：泥浆泵、水力挖塘机组、泥浆泵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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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温调设备：稀离子加热器、电热线加热器、水温自控。

８．能源概念与节能：能源概念、能源与国家现代化、节能的基本概念、水产养

殖的节能。

９．附录：各种水泵规格性能表、增氧机、颗粒饲料机、活鱼运输箱、水质净化

机、鱼虾配合饲料配方、溶氧测定仪。

本书出版后，除学校水产养殖专业和渔业机械专业使用外，校外有多所学校

和研究所来学校购买使用。对于不同的专业，讲授的内容有所不同。对水产养殖

专业重点介绍机器的种类、结构原理、选型配套、操作使用、故障排除等。对渔业

机械专业重点介绍机器的种类、结构原理、选型配套、设计计算等内容。

１９９８年挂靠捕捞学科开始招收机械专业硕士研究生（包括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和上海市水产研究所的在职研究生），导师殷肇君。研

究生教学仍采用１９８９年版教材，并适当补充新内容。

实验课是在水产养殖机械实验室进行，其内容有增氧机测试，颗粒饲料加工

实验。此外，带领学生到江苏无锡太湖渔机厂和凯灵电泵厂参观，以及到上海市

水产研究所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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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编写《水产养殖机械》统编

教材，由厦门水产学院吴宝逊任主编，学校殷肇君参编，共５章。其中分工是：

第一章绪论、第二章饲料加工机械、第三章投饲机械由吴宝逊编写；第四章水质

处理机械、第五章排灌和清淤机械由殷肇君编写。大连水产学院郑德和主审，

学校桂志成参审。该书于１９９６年５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２６．７万

字。适用于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１９８６年由渔业机械专业改名）和淡水渔业

专业。

１９９８年在全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中，淡水渔业专业和海水养殖专业合

并为水产养殖专业，机械设计及制造专业被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所覆盖。

因新专业内容较多，故水产养殖机械课程逐步淡化，但学校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

化专业学生毕业设计还是涉及较多水产养殖机械方面的课题，因此１９８９年版《水

产养殖机械》教材便成为毕业设计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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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水产养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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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工程是水产养殖专业的专业课之一。主要讲授普通测量学及水产

养殖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水产养殖场及其养殖设施等的设计与施工，现代工

厂化养殖与育苗工程的设计等。通过系统学习，培养学生具有承担水产养殖工程

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工程的运行及验收的基本能力。

从１９５０年起，学校就开始设置水产养殖工程课程，从１９５３届第一届养殖科

（三年制专科）起，由俞之江任教，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张媛溶任助教，主要学习普通测

量学和土木工程等内容，以解决水产养殖场的设计及建造技术。该课程的主要参

考资料是俞之江编的讲义。１９６１年，在自编讲义的基础上，由张丹如、俞之江、任

庚福编写全国高等水产院校统编教材《养殖土木工程》，于１９６１年由农业出版社

出版。１９５８年，随着我国“四大家鱼”人工繁殖的突破，授课时补充了有关家鱼催

产与孵化设备的设计和建造等内容。该课程的课时数约为４０学时。１９６１—１９６６

年由俞之江、陈丽月任教。

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在厦门水产学院期间，随着流水养鱼及工厂化养殖的发展，

淡水养殖专业改为淡水渔业专业，其养殖工程课时数为７０学时。课程内容除普

通测量学外，还增加养殖工程制图及水产养殖水利工程等。采用傅德顺自编教

材。厦门水产学院期间该课程由俞之江、任庚福、傅德顺和翁忠惠等任教。

１９８０年学校迁回上海。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为了解决“吃鱼难”问题，利

用贫瘠土地或盐碱地大量开挖池塘，随之特种水产养殖、控温工厂化育苗等水产

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水产养殖工程教学内容又增加一章特种水产养殖实施工

程。课时数约为６０学时。

水产养殖工程主要教学参考教材有河北农业大学主编的《测量学》教材，湛江

水产学院叶尚高主编的《水产养殖工程》（１９８４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俞之江主审，

翁忠惠参审）。１９８９—１９９６年，采用翁忠惠、刘其根编写的《水产养殖工程》自编

教材，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采用翁忠惠编写的《水产养殖工程》自编教材。

水产养殖工程在“文化大革命”前为淡水养殖专业考查课，１９７２—１９９１年本

科与专科均为考试课。自１９９２年起水产养殖工程作为淡水渔业及海水养殖专业

１６４

第三章　工程技术类



本科的选修课，淡水养殖专科为考试课程。１９９８年起，淡水渔业与海水养殖专业

合并成水产养殖专业。由于该课程常设置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此时大部分

同学的选修学分已满，因此该课程于２００３年起暂停开设。

２００５年，刘其根参编《水产养殖工程》全国统编教材（华中农业大学黄朝禧主

编，中国农业出版社）。按照２０１０级水产养殖专业教学计划，水产养殖工程作为

专业方向选修课开设，课时数为４８学时，其中讲授３８学时、实验１０学时。选用

上述统编教材为主要参考书。

%" ��Çj9�

俞之江、张丹如、张媛溶、陈丽月、李克敏、傅德顺、翁忠惠、刘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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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１９７０届淡水养殖专业本科与专科，１９７５—１９７９届淡水渔业专业本科

与专科（厦门水产学院）；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届淡水渔业专业本科与专科；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届

淡水渔业专业本科与专科；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届淡水渔业专业本科与专科及海水养殖

专业本科以及１９９８年后的水产养殖专业本科。另外，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１—

１９９４年每年担任江苏无锡养鱼技工培训班，以及江苏盱眙养鱼训练班（共２期）

的养殖工程课的讲授，还为农业部在南京举办的水产大专证书班，以及上海水产

学校养殖工程４个班级的水产养殖工程课程的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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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分普通测量与养殖工程２部分。

（一）普通测量的主要内容

１．测量学的基本知识；

２．距离丈量及直线定向；

３．水准仪使用及高程测量；

４．经纬仪使用及视距测量（水平角及竖直观察）；

５．小地区高程控制测量；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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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光学大平板仪使用及地形图测绘。

（二）养殖工程的主要内容

１．养殖场的场址选择及步骤和总体布局；

２．混凝土与砂浆：混凝土的组成，主要技术性质，配合比设计，施工；

３．灌排水工程：渠道的用途与分类，渠道断面及基本公式；

４．管路的水力计算：水力计算基本知识，压力管出流，长管路水力计算；

５．防潮堤与水闸的设计；

６．鱼池和池堤的设计及土方计算；

７．催产池、孵化设备的设计和建造；

８．特种水产养殖设施工程：养鳖场场址的选择和总体设计，亲鳖池、成鳖池、

孵化室的设计及建造，控温快速养鳖设施的设计，罗氏沼虾育苗设施工程，对虾、

扇贝及中华绒螯蟹育苗设施等；

９．水产养殖工程制图：工程制图基本知识及技术，水产养殖工程图的表达与

阅读。

（三）实验课

为了理论结合实际，使学生掌握讲授的有关内容，同时还开设与教学内容相

关的实验课，共８个实验，每次实验课为２学时，共１６学时。实验课与理论课合

并考试或考查，不单独计算成绩。实验课的内容如下：

１．直线定向与距离丈量。通过实验，可熟练掌握直线定向与距离丈量，当地

面两点距离较远时，可用直线定向（目测花杆及仪器定向）的方法，予以丈量水平

距离。

２．罗盘仪的使用及直线定向。通过实验，掌握罗盘仪的使用方法及确定直

线方向的工作（直线定向），掌握直线方向的测定方法即方位角及象限角的测定。

３．水准仪使用。通过实验，可掌握水准仪的使用和测量方法，以及水准测量

原理。

４．水准测量（闭合路线）。通过实验，可熟练掌握地面点的高程测量，以及高

差的测定。通过闭合路线的水准测量，可模拟测定建养殖场时主导线的各点

高程。

５．光学经纬仪水平角及竖直角观察。通过实验，可熟练掌握用光学经纬仪

测水平角及竖直角观察的方法。

６．光学经纬仪使用及视距测量。通过实验，可熟练掌握光学经纬仪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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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方法，并利用仪器学会视距间接测量水平距离和高差的方法。

７．光学大平板仪使用。通过实验，熟练掌握光学大平板仪的构造及测量方

法，同时测量点位置与平面高程。

８．光学大平板仪测绘平面图或地形图。通过实验，学会等高线的勾绘，熟练

掌握测绘平面图或地形图的方法，便于新的水产养殖场的规划、设计及开挖。

（四）选用教材

１．《水产养殖工程》，湛江水产学院叶尚高主编，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选用。

２．《水产养殖工程》，翁忠惠、刘其根编，自编讲义，未正式出版。１９８９—１９９６

年选用。

３．《水产养殖工程》，翁忠惠编，自编讲义，未正式出版。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选用。

附：

科学研究与科技服务

水产养殖工程是一门服务于水产养殖的应用课程，涉及知识面广，单独纵向

课题较少，而涉及养殖生产的设计却较多。在福建厦门时参加建造邵武养殖场的

地形测绘、设计；福建省建瓯、浦城、福州等地的流水养鱼池的设计及建造。上海

复校后，产学研结合方面也做了较多工作。

１．高密度流水养鱼研究，１９７８年获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及水产厅水产科

技三等奖，参与流水养鱼池设计（翁忠惠等为主要完成人）。

２．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在上海南汇参加学校淡水养殖试验场的测绘、设计、施工

及建造工作，并有４名淡水养殖１９７８级学生在该项工作中完成毕业论文。

３．１９８４年参加上海崇明“四大家鱼”催产池和孵化设施的设计及建造，该项

目为上海市郊区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大面积综合试验课题，１９８９年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１９８８年获上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翁忠惠为参加人员之一）。

４．１９８６年参加学校与空军联营淡水养殖试验场的测绘、设计、施工及建造

工作。

５．参与安徽太平湖大型多功能拦鱼网工程的设计与应用课题水上部分的测

量工作，为拦渔网设计提供依据。１９９０年，该课题获安徽省农牧渔业厅科技进步

４６４

上海海洋大学传统学科、专业与课程史



奖二等奖、农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６．１９９６年参加江苏海门东灶海水养殖场改造与养殖工作，并有２名淡水养

殖１９９６届学生参与毕业论文。

７．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多次走出校门深入生产第一线，参与江苏吴江青云控温快

速养鳖温室的部分设计，江苏七都河养殖温室的设计，江西余干养黄鳝温室的

设计及施工，浙江龙泉水产养殖场的设计工作，以及浙江嘉兴“四大家鱼”国家级

良种场催产孵化设备的设计等。

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与课程建设密切相关，且有学生参与。通过科学研究和

科技服务，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提升了课程水平，学生也从中受益：既学到实践

知识，又提高了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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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 济 管 理 类

第一节　渔 业 经 济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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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虽在一些专业刊物上曾刊载过有关渔业经济的文章，或者出

版过水产经济方面书籍，但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解放后，尤其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定了“大力保护资源，积极发展养殖，调整近海作业，开辟

外海渔场，加强科学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市场供应”的水产业发展方针，为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实现渔业现代化，加强渔业经济研究更加显得迫切，

渔业经济的研究机构应运而生。１９７８年成立了全国性的渔业经济研究会后，主

要渔业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渔业经济研究会，举办各种渔业经济学术讨论会，

出版渔业经济专业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部水产司、全国

渔业经济研究会于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９年先后出版了《１９４９—１９８３年中国渔业经

济》、《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中国渔业经济》、《当代中国的水产业》、《渔业生态经济学概

论》、《渔业经济学》、《渔业技术经济学》、《渔业经济与管理学》等专著，以及由王强

华、李艺民合译的日本清光照夫、岩峙寿男合著的《水产经济学》等，为我国渔业经

济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于１９８４年创办了渔业经济管理专业，并设置了渔

业经济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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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与目的

本课程是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教学必修课。渔业经济学

是研究渔业产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学科。本课程从中国国情和渔业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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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提高渔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线，围绕实现渔

业现代化，研究和探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渔业产业和企业经济问题。本课程

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教与学，使学生正确理解水产品市场需求的概念，变化历史

和趋势，掌握资源配置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于对实际

问题的分析，初步具有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

（二）学时

总学时４８，其中讲授学时４２，讨论学时６。

（三）主要教学内容

１．导论：渔业的涵义和属性，渔业的分类和渔业生产特点，渔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和作用，渔业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渔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２．渔业现代化：现代化的概念，渔业现代化与现代渔业，走一条中国式的渔

业现代化道路。

３．渔业生态经济：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生态平衡与生态经济平衡，中国的

生态渔业，防止水域污染，为发展生态渔业创造条件。

４．渔业经济效益：渔业经济效益的概念、内容和理论，评价渔业经济效益的

原则和指标，提高渔业经济效益的基本途径。

５．水产品流通与水产品市场：水产品流通的概念、特点和必要性，我国水产

品流通体制的演变，水产品供给与需求，水产品价格，水产品市场。

６．渔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的概念和特征，渔业资源管理的基础理

论，渔业管理系统，渔业资源的繁殖保护措施。

７．渔业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渔业劳动的性质和特点，渔业劳动力的概念、分

类及现状，渔业劳动力的使用，渔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渔业劳动者素质。

８．渔业科学技术进步：渔业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知识经济与

渔业科技创新，渔业技术改造，引进渔业技术，采取新技术的经济效果评价，渔业

技术推广工作。

９．渔业资金的合理利用：渔业资金的概念及其特点，渔业资金的来源和筹

集，渔业资金管理和使用评价，渔业投资项目资金管理案例分析。

１０．水产品加工与渔业经济发展：发展水产品加工的重要性和指导思想，水

产品加工现状和发展趋势，水产品加工业与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

取有效措施，进一步促进水产品加工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１１．水产品国际贸易：水产品国际贸易的意义和特点，世界水产品生产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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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我国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我国水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因素。

（四）教学方法

实行模块式教学，即将整个课程按照上述内容结构划分为９个单元，每个单

元再由理论授课、案例分析、研讨、自学、作业或者模拟、实习、参观、调查等方式

构成。

该课程采用的教学媒体主要有文字教材（包括主教材和学习指导书）、音像教

材（磁带、光盘）、课件（包括主讲教师对全书的系统讲授，还有重要内容的文字提

示与电子教学幻灯片）以及网上辅导（主要采用ｅｍａｉｌ、ＢＢＳ等形式）。

（五）考试

采用闭卷考试，范围涵盖所有讲授及自学的内容，考试内容应能客观反映出

学生对本门课程主要概念的记忆、掌握程度，对有关理论的理解、掌握及综合运用

能力。

（六）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渔业导论。

总评成绩：平时作业占３０％、课堂讨论和出勤占２０％、闭卷考试占５０％。

（七）主要任课教师

主要任课教师有胡笑波、骆乐、沈雪达、平瑛。

/" 9:ab

《渔业经济学》教材自１９９５年至今分别被列为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

规划教材，正式出版３次，每次再版内容和体系都有一定的调整和更新。

学校于１９８５年８月首次自编《渔业经济学》讲义，于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９８９年８

月、１９９２年７月对《渔业经济学》讲义进行修改与补充。１９９２年，全国高等农业院

校统编教材委员会审定，学校承担《渔业经济学》统编教材的编写任务，由胡笑波

任主编，骆乐、沈雪达参编，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连续重印发行。为适应渔业经济发展和满足教学需

求，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对原教材进行修订。修订中注意到从国情和中国渔业自然资

源的实际状况出发，以渔业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主线，以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紧密联系改革实践和围绕实现渔业现代化，研究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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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我国的渔业经济问题。对原版的体系结构作了调整，增加了水产品加工与渔业

经济发展、水产品国际贸易、渔业金融和渔业产业化经营等有关内容。同时，增加

了渔业投资项目资金管理案例分析、上海市罗氏沼虾消费现状分析、上海市金枪

鱼市场消费分析等有关案例。努力使该教材具有更强的理论性、科学性和实用

性。第二版《渔业经济学》主编有胡笑波和骆乐，参编者有沈雪达、谢明珠、楼

永等。

２００６年，由骆乐主编的《渔业经济学》教材建设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

材，在新教材的编写中，力求创新和突破，增加了渔业政策和法规、渔业合作经济

组织、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代都市型渔业等新内容，使《渔业经济学》教材建

设与时俱进。

教材主要内容有：

１．渔业的产业属性，渔业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２．水产品的市场和国际贸易。主要内容有水产品市场需求与供给、我国水

产品消费特征、我国水产品流通体制的演变以及我国水产品贸易的特点、在世界

贸易中的地位、我国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措施等。

３．渔业自然资源、渔业劳动力资源、渔业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

合理组织、利用和开发。

４．渔业资金的筹集、管理与投资评价以及渔业金融和保险。

５．渔业产业结构与渔业生产结构。内容包括渔业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渔

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渔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和评价，现代都市型渔业的内涵和

发展趋势。

６．我国渔业产业区域布局和渔业区域经济发展。内容包括我国渔业产业区

域竞争力分析、我国优势出口水产品养殖加工区域布局等。

７．现代渔业和渔业经济效益。主要内容包括现代渔业的特征、主要模式、发

展我国现代渔业的主要措施等以及评价渔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提

高渔业经济效益的基本途径等。

８．渔业政策与渔业法规。详细阐述我国渔业领域的各相关政策与法规。

９．我国渔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演变过程、发展历程、运行模式，目前存在的问

题，以及进一步完善的措施。

新教材主要特点：（１）及时客观反映当前渔业的新变化、新特点、新问题、新

政策以及其相关前沿理论研究和成果；（２）努力与时俱进，内容不断更新；（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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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系实际，注重案例教学；（４）框架结构更加清晰，便于学生学习、理解和

掌握。

本书既可以作为农业高等院校的教材，也可作为渔业经济管理和科技人员的

参考书籍。第三版《渔业经济学》主编骆乐，沈雪达，副主编平瑛，参编唐议、唐

建业。

2" 9:ZjmOPAST

《渔业经济学》教材和课程建设曾于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５年分别获学校优秀教材

奖和课程建设一等奖。

渔业经济学课程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年分别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和国家精

品课程，２００６年获上海市教委授予的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２００９年获上海市教

学成果二等奖，获奖者为骆乐、平瑛、沈雪达。

第二节　渔业资源经济学

渔业资源经济学课程是２１世纪初开设的新课程。２００２年由渔业资源教师

陈新军组织学校有关教师，于２００３年５月完成国内第一本《渔业资源经济学》自

编教材，授课对象为２０００级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生。２００４年，在教育

部本科教学综合改革项目资助下，《渔业资源经济学》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成

为国内该领域首部教材。２００５年开始，渔业资源经济学课程被列入渔业资源专

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选修课。

!" ¢PBCÊËDE*jmAÚÛ

渔业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它为从

事捕鱼活动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在食物安全、渔民就业、

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

上一些传统的渔业资源出现衰退，其资源及其经济问题引起全球的关注。

渔业资源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是资源经济学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围绕着人类经济活动需求与渔业资源供给这一矛盾，着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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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矛盾运动过程中发生的渔业资源与渔业资源经济问题和所体现的经济关系，

阐明渔业资源经济问题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的理论原则，从而揭示渔业资源在不

同区域和不同时间配置的客观规律，以协调渔业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

实现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资源经济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后，已经达到一个

较为完善阶段，其学科体系的建设得到前所未有重视，许多高等学校都相继开设

这方面课程。但对渔业资源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而言，则处在初级阶段，渔

业资源往往作为一般资源经济学中可再生资源或共享资源的一个典型案例进行

分析。为此，本课程在综合国内外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以经济学和一般自然资源

经济学为基础，结合渔业资源特性，构建渔业资源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框架。

%" ¢PBCÊËDE*jmAßA

学生通过渔业资源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能正确认识人类利用渔业资源、渔业

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掌握渔业资源经济问题及其变化的客观规律，认识

渔业资源优化配置的一般规律和实现途径，有利于学生在处理渔业资源利用与经

济发展、实现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掌握基本理论和方法。

/" BCÊËDE*jmA��cd

主要内容包括６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渔业资源的基本特性、渔业资源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及其研究

体系。

第二部分为渔业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由于本课程的对象为海洋渔

业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本科生（包括捕捞学、渔业资源学的硕士研究生），缺乏经济

学的基本知识，为此在该部分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静态成本效益分析，同时阐述

动态成本效益分析、自然资源配置的基本原理以及帕累托最优原则等内容，为渔

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

第三部分为渔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其模型。主要内容包括单一鱼种生物经

济模型、生态和技术影响下的生物经济模型等。

第四部分为渔业资源核算及其可持续利用评价。为了科学地、合理地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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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种渔业资源，不仅需要对渔业资源本身的数量、质量，以及价格做出核算，还

应对与渔业资源开发有关的各个方面，如渔业资源分布、开发条件、经济价值、环

境影响、可持续发展潜力等方面做出相应评价。该部分内容是当前渔业资源经济

学中研究的前沿课题。

第五部分为渔业资源环境经济评价。针对渔业资源利用产生的环境影响进

行经济评价。

第六部分为渔业资源利用制度与管理。通过制度的安排和利用管理的调整

来实现渔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主要研究内容，其中包括渔业资源的管理措施、投

资策略等。

任课教师陈新军，学时数为３２。

2" ¢PBCÊËDE*jmAÖ×ÓÔ

由于世界传统渔业资源的普遍衰退，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内各高

等院校对渔业资源经济学课程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渔业资源经济学作为可再

生资源案例，分别纳入到教育部统编教材《资源经济学》和《环境与资源经济学》

中。其重要影响还表现在，通过对渔业资源经济学研究，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渔业

资源的本质特性和渔业资源问题及其经济问题的产生原因，为渔业资源可持续利

用提供科学依据和基础理论。作为自然资源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完善资源经

济学的学科体系，为可再生资源合理配置和持续利用提供基础。也有助于推动开

展渔业资源经济学研究，有利于完善和发展渔业管理方法和措施，为渔业资源可

持续利用提供理论基础。

第三节　渔业企业经营管理

!" #$

渔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的前身是企业管理课程。学校早在１９５４年为使水产

专业学生具有一定管理知识，先后在水产加工专业、海洋捕捞专业开设企业管理

课程，由韩家学主讲。１９５５年新增主讲教师有胡笑波。１９６０年起，先后对全校各

专业都开设企业管理课程。主讲教师增加麻天雄、谢敏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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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内容有：企业管理的一般原理、方法、制度；企业的生产计划；企

业的劳动计划；成本计划、经济指标；财务管理；同时讲授一些国外企业管理

知识。

为了使企业管理课程能结合渔业生产实际，充实课程教学内容，提高教师教

学水平。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学校组织麻天雄、胡笑波、曹少璞、谢敏珠等先后赴舟山

渔区、湖南洞庭湖、舟山鲁家峙鱼品加工厂、常熟平望养殖场、舟山蚂蚁岛等地做

调查研究。同时对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鱼市场、鱼品厂、渔轮厂等进行调查研

究。相应地自编教材，主要有胡笑波的《国营海洋捕捞企业管理》、曹少璞的《水产

加工企业管理》、韩家学和麻天雄的《养殖企业管理》、谢敏珠的《渔业机械企业管

理》。这些教材既丰富了企业管理课程内容，又为开设渔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奠

定基础。

%" jmP�

１９８４年，学校从招收第一届渔业经济管理专业两年制的专科生起，即开设渔

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为渔业经济管理专业的主要专业课。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每年

招收的渔业经济管理职工专修科和渔业管理干部专修科也开设渔业企业经营管

理课程。学时数均为８０。

１９８５年，学校招收首届渔业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开设渔业企业经营管理课

程，学时数为１２０学时。主讲教师曹少璞、谢明珠。

学校从１９８４年起在渔业经济管理专业开设渔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的同时，

对其他专业仍开设企业管理课程，有的系还设置渔业经济讲座选修课，参与各专

业毕业论文（设计）中有关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指导工作。主讲企业管理课程的

教师有黄世凯、胡蕴茜、葛光华、成长生、宫正等。同时学校夜大学的工业企业管

理专业也设置企业管理课程，学时数为７０，主讲教师谢敏珠、曹少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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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渔业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基本内容与方法。

２．渔业企业的经营思想、经营策略、决策的方法。

３．渔业企业的生产管理：企业的计划、指标与定员，其中分别介绍捕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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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加工企业，养殖企业不同的生产管理。

４．渔业企业的技术管理：产品的开发，新技术的引进。

５．水产品质量管理：质量标准，质量控制与质量分析。

６．渔业企业的设备管理：必需物资的储存与供应，能源管理等。

７．渔业企业的劳动管理：劳动定额，工资福利及职工培训等。

８．渔业企业的成本管理：成本分析，财务管理，资金的运用，利润分析。

９．渔业企业的经济活动分析，经济信息等。

课程采用任课教师自编教材，并配有习题、课堂讨论、计算机上机习题。在生

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中相应地将该课程内容列入，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运

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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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部组织下，学校承担《渔业企业经营管理》统一教材编撰任务。由曹少

璞主编，谢敏珠、张相国参编，于１９９７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该教材是全国

第一本渔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的教材，适于水产和农业高等学校，也可供渔业企

业管理人员学习参考。

《渔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教材的主要内容有：

１．渔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研究对象，管理基本原理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２．渔业企业经营管理：经营思想，经营目标，市场策略，经营决策。

３．渔业企业的计划管理：经营计划，计划的基础工作，网络技术的应用。

４．海洋捕捞企业、水产养殖企业、水产加工企业的生产管理：生产计划，生产

组织，生产能力与生产调度。

５．渔业企业的技术管理：开发与引进新产品，新技术优选法技术管理中

应用。

６．水产品的质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质量的控制与分析。

７．渔需物资管理与设备管理：物资的储存、供应、能源管理，设备的更新

改造。

８．渔业企业的劳动管理：劳动组织与劳动定额，工资福利，职工的培训。

９．渔业企业的成本和财务管理：目标成本，量、本、利分析及价值工程，资金

管理及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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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经济活动分析及企业诊断：经济核算，经济信息，经济活动分析，计算机

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等。

第四节　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

!" #$

１９７９年，我国水产业生产发展方针调整为“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

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以来，水产养殖业获得迅速发展。１９７８年我国水产养

殖产量仅占水产品总产量的２６．０４％，１９８５年已占水产品总产量的４３．８％，

１９９０年达到水产品总产量的一半。相应地各地陆续新建和改建了一批水产养

殖企业。实践证明，要进一步巩固、发展、提高水产养殖生产，加强水产养殖企

业的经营管理十分重要。同时，学习渔业经济管理专业和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

有必要熟悉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知识，才能适应从事有关水产养殖管理和有

关工作。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期间，学校在水产养殖专业从未开设过企业管理课程。１９６０

年，曾由麻天雄首次对１９６５届学生开设过有关讲座。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学校

决定于１９８５年对水产养殖本、专科专业开设３０学时的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课

程。这也是国内高等水产学校首先开设的新课程。学校渔业经济与管理系有关

教师参照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课程内容结构，根据教学和水产养殖生产实际需要，

自编《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讲义。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适应水产养殖企

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需要，任课教师葛光华、成长生等深入渔区和水产养殖企业

进行调查研究，对原有讲义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由葛光华、曹少璞、成长生重新

编写《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教学参考书。在农业部水产司教育处的资助下，该

书于１９８９年７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实用性较强，既是水产院校水产养殖专业学生教学参考用书，也可作为

各级水产行政部门，水产养殖企业领导与实际工作者的培训教材。

１９９１年，经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指导委员会水产学科组的审定，由学校葛

光华主编、成长生和大连水产学院勾维民参编《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的统编教

材，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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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由葛光华、曹少璞、成长生编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水产养

殖企业经营管理》，是经过多年教学实践、在原有教学内容基础上重新编撰。主要

内容有：

１．水产养殖业在农业和水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水产养殖业的特点、现状及

发展趋势、在农业和水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２．水产养殖企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经营管理的基本原理和内容、管理体

制和管理方法。

３．水产养殖企业经营预测和经营决策：经营预测、经营决策、长期投资决策。

４．水产养殖企业经营计划和经济合同：经营计划的任务和管理要求，经营计

划种类和内容，几种主要经济合同。

５．水产养殖企业综合经营：综合经营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

合经营主要形式。

６．水产养殖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水产养殖生产特点，生产前期、生产过程、生

产后期的组织与管理，技术管理基本内容。

７．水产养殖企业劳动管理：劳动定额、劳动力合理安排与利用，劳动组织，劳

动报酬。

８．水产养殖企业销售管理：水产品销售管理特点，销售计划，销售合同，包装

运输，销售渠道，促销策略等。

９．水产养殖企业成本管理：成本计划与成本核算，量、本、利分析，加强成本

管理与降低成本途径。

１０．水产养殖企业的财务管理，资金的筹集和使用，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管

理，利润管理和收益分配，经济活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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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教材被列入农业部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

导委员会的全国审定教材计划。根据该委员会水产学科组审定由葛光华主编。

根据水产养殖本科专业教学计划规定，《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教材按４０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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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编撰。

《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教材内容与１９８９年出版的教学参考用书相比，增

加了养殖技术经济分析一章，而且各章节内容均有更新和补充。包括有全国对虾

科技攻关，上海市郊区池塘养鱼高产技术大面积综合试验、综合养鱼、计算机在养

殖企业中应用研究等科研成果和现代管理的部分内容编入教材。

该教材的主要内容是：

１．水产养殖业在农业和水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水产养殖业特点，我国水产

养殖现状及发展趋势，水产养殖业的地位和作用。

２．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内容和体制：水产养殖企业的概念及特征，水产养

殖企业地位和作用，水产养殖企业的经济运行，水产养殖企业的经营管理的职能

和内容，水产养殖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目标，水产养殖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

３．水产养殖企业的经营预测与经营决策：市场调查，经营预测的方法、经营

决策的基本程序和原则，经营决策的方法，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投资决策的经

济效益评价方法。

４．水产养殖企业的经营计划和经济合同：经营计划的特点，经营计划的任

务，经营计划的种类和内容，经营计划的编制，经营计划的贯彻执行，经济合同的

主要条款，水产养殖企业中经济合同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５．水产养殖企业综合经营：综合经营的概念，内容及特点，综合经营的历史

与现状，综合经营的综合效益，综合经营的主要模式，综合经营的必备条件。

６．水产养殖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水产养殖生产的特点，生产技术管理的基

本任务，生产前期、生产过程和生产后期的组织与管理，技术管理的基本内容。

７．水产养殖企业的劳动管理：劳动定额，劳动力的组织与调配，劳动组织形

式，生产责任制，劳动报酬。

８．水产养殖企业的销售管理：销售环境分析，销售业务组织，市场营销策略。

９．水产养殖企业的成本管理：水产品成本项目的构成与核算方法，量、本、利

分析，加强成本管理，降低水产品成本。

１０．水产养殖企业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的任务，资金管理包括固定资产、流动

资产、无形资产等，财务报告与财务评价。

１１．养殖技术经济分析：评价水产养殖技术经济效果的原则，评价养殖技术

经济效果的指标体系，水产养殖技术经济分析的一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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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出版的《水产养殖企业经营管理》统编教材是国内第一本有关水产养

殖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业用书，主要在高等水产院校中使用，也有少数农业院

校作为教学参考用书。１９８９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水产养殖企业经

营管理》教学参考书由于实用性较强，不少地区作为培训教材，对提高水产养殖企

业经营管理水平发挥一定作用。

第五节　水产品市场营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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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１９８５年国家全面开放水产品

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各类公营和民营企业，以及个体等参与水产品营销（商业）活

动，为繁荣水产品市场和渔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至１９９９年，全国水产品

总产量达到世界渔业总产量的１／３左右，全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超过了世界人均

占有水平，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渔业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水产品消费国。我

国从计划经济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水产品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由卖

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同时也存在着适应市场变化的过程。水产品生产季节性

强，产品易腐变质，贮运条件要求高，市场风险大。广大渔业生产者、经营者迫切

需要掌握水产品市场营销的知识和技能，才能适应市场变化。水产品价格的放

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又为现代营销知识的应用开辟了广阔天地。

学校渔业经济管理专业不少毕业生从事水产品营销工作，在校学习期间有必

要熟悉市场营销的基本知识，才能适应工作需要。为此，经学校批准，于１９８８年

对渔业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开设市场营销学课程，学时数为３６。先后由宫政、李怡

芳任教。

１９９３年，学校增设市场营销专业，１９９４年招收首届二年制专科生。对市场营

销专业学生来说更应熟悉水产品市场营销知识。为此，开设水产品市场营销学课

程，学时数为３６，由李怡芳任教。

学校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对水产品市场营销问题进行调查与研究。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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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上海市水产办公室立项，连续５年开展水产品流通和水产品市场调查研究。

葛光华带领青年教师先后完成《空运到沪水产品在上海水产品市场的动向分析》、

《上海市鲜活水产品流通问题研究》、《上海市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研究》、《上海市

罗氏沼虾市场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上海市河蟹市场初探》等研究报告。张相国

曾主持美国阿拉斯加水产协会的课题，完成《中国水产品市场消费情况调查》报

告。这些研究所累积的资料为编写教材提供大量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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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７月，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资助下，由葛光华主编，李怡芳、朱善国副

主编，陈蓝荪，沈雪达参编，首次编撰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水产品市场营

销学》。经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由中国农业

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本有关水产品市场营销方面的教材。

该教材是以现代市场营销的理论为基础，借鉴国内外水产品营销的新技术、

新方法，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结合水产品商品特点，立足于水产品市场实践，系

统、客观地介绍了水产品营销的基本理论知识、技巧和策略。

教材主要内容是：

１．水产品市场概述：我国水产品市场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水产品消费市场的

特点，水产品市场的分类，水产品市场的发展前景。

２．水产品营销环境分析：水产品市场营销环境的概述，水产品微观营销环境

分析，水产品宏观营销环境分析。

３．水产品供给与需求：水产品的需求分析，水产品的供给分析，水产品的供

给与需求分析。

４．水产品消费者行为分析：水产品消费市场，影响水产品消费者行为的因

素，水产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与购买决策过程。

５．水产品市场调研与预测：水产品市场调研方法，水产品市场预测方法。

６．水产品产品策略：水产品的概念及分类，水产品市场生命周期策略，新产

品策略，水产品组合策略，水产品品牌策略和包装策略，绿色水产品。

７．水产品质量策略：水产品质量的概念和意义，我国水产品质量标准，危害

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８．水产品价格策略：水产品价格的特点，定价准备，水产品定价方法，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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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策略，水产企业的价格调整。

９．水产品流通渠道策略：水产品流通的特点，水产品流通渠道，水产品流通

渠道的选择，水产品的运输与贮藏。

１０．水产品促销策略：水产品促销的途径和策略，水产品广告，营业推广，人

员推销。

１１．水产品市场营销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的概述，分析市场营销机会，确定目

标市场，制定营销战略及行动方案，进行营销预算，组织实施控制营销方案。

１２．世界水产品贸易与国际市场开发：世界渔业发展概况，世界渔业国际贸

易，我国水产品生产和进出口贸易，国际水产品市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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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教材直至２０１１年６月，仍是国内同类著作中仅此一本统编教材，填补了

学科空白，得到同行肯定。该书也可为水产营销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提

供参考。北京、江苏、河南、安徽、山东、新疆等地的农业院校相继作为教材和教

学参考书使用。日本、韩国等地的海洋（水产）大学与水产研究所有关学者也曾

向编者索要此书，作为研究中国水产品市场营销的参考资料，在社会上有一定

影响。

第六节　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

!" #$

（一）设置海洋法课程的背景

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课程的前身是海洋法、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课程。１９７３—

１９８２年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１９８２年正式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并公布全文。国际海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较多的沿海国，尤其是我国的周

边国家，如苏联、日本、韩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先后都确立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

区或专属渔区制度，对海洋生物资源行使主权权利，对我国近海渔业带来一定的

影响。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尽管我国渔业生产发展方针是“以养殖为主，养殖、

捕捞、加工并举，各有侧重”，但为维护我国周边海域的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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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合法权益，必须与周边国家就海域使用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随着远洋渔业的

发展，无论是大洋公海渔业和跨洋性远洋渔业，包括渔船航行和海上生产作业等，

都应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有关规定。海洋捕捞专业和渔业资源专业的

学生必须熟悉海洋法基本知识，才能胜任有关海洋渔业生产和管理等工作。

学校乐美龙于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多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及其预备会议，参与起草海洋法公约的中方提案和讨

论。中日恢复邦交后，又作为中方代表，直接参与中日、中朝政府间渔业协定的会

谈和签订，也曾参与中越政府间北部湾海域划界和渔业协定的准备等。就此，乐

美龙征得学校同意设置海洋法课程，积极准备，撰写讲义，于１９８２年在海洋渔业

本科专业开设海洋法课程。

（二）课程沿革

１９８２年在海洋捕捞本科专业开设的海洋法课程从１２学时的讲座开始，至

１９８４年正式列入教学计划设置海洋法课程，为３６学时。１９８６年我国正式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后，课程名称曾改为海洋法与渔业法规，教学内容除海

洋法外，增加了渔业法规。教材仍为自编讲义。该课程不仅为海洋渔业本科专业

和渔业资源本科专业开设，并为全国海洋渔业管理干部和远洋渔船职务船员举办

专门培训班。

１９８８年，黄硕琳从英国学习回国后，从事海洋法和渔业管理的教学和研究，

相继又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公海渔业磋商会议和公海渔船挂旗协定的谈

判、中日政府间第二次渔业协定的会谈和签订、中韩政府间渔业协定的会谈和签

订等活动，并于１９９３年编撰《海洋法与渔业法规》统编教材，１９９５年由中国农业

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４年，由乐美龙和黄硕琳编著的全国渔业船舶职务船员培训统

编教材《国际渔业法规》，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０年起，充实有关渔政

管理内容，课程名称改为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２０１０年由黄硕琳和唐议主编，并

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教材。任课教师先后有乐美龙、黄

硕琳、唐建业、唐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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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开设海洋法讲座的教学实践，１９８４年将海洋法正式列入

海洋渔业和渔业资源２个本科专业教学计划的课程，教学时数为３６学时。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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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龙任教并自编教材。

（一）设置海洋法课程的宗旨

让海洋渔业专业和渔业资源专业学生通过海洋法课程的学习，懂得不同性质

海域法律地位的基本知识，有关船舶在航行中和渔船捕捞作业中应遵守的法律与

规章制度，熟悉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管

理的规定，以及海洋环境防污措施和船舶排污应遵守的规则等，有利于其在从事

海洋捕捞生产和研究捕捞技术、开发和利用与管理渔业资源时，既应维护合法的

国家海洋权益，又应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原则。为使学生有利于从事有关海洋渔业

生产和管理工作。

（二）海洋法课程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包括：

１．国际法的特性；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关系；

２．海洋法的编纂；

３．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海洋四公约，即领海与毗邻区公约、大陆架公

约、公海公约、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公海捕鱼公约；

４．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５．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６．领海基线，内海的法律地位和港口制度；

７．领海的法律地位，通过、无害通过和无害通过权，毗邻区的法律地位；

８．群岛水域的法律地位，群岛水域的渔业管理；

９．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管理；

１０．大陆架的法律地位，大陆架的渔业管理；

１１．公海的法律地位，公海自由的有关规定；

１２．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家问题；

１３．海洋环境防污措施和船舶排污应遵守的规则。

（三）开设该课程的社会影响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期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布不久，国内对海洋法的宣传和

教育相对滞后，有关法律专业也仅在国际公法课程中列为一章。在水产高等院校

更是从未涉及海洋法内容。学校从１９８２年开设海洋法课程以来的３０年间，推动

国内水产高等院校相继设置该课程，同时也引起渔业主管部门重视。通过全国性

专题培训，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促进我国远洋渔业健康发展和处理相关事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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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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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设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课程的背景

鉴于１９８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颁布，除规定我国渔业生产是以养

殖为主、养殖、捕捞与加工并举的发展方针外，并就养殖、捕捞和渔业资源保护，以

及法律责任都做出了规定。我国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已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分别与日本和韩国签订渔业协定，而在三大洋的远洋渔业也已具有一定生产

规模。为此，为适应海洋渔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原开设的海洋法课程的基础上，

增加有关渔业法规的内容。课程名称随之更名为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课程。

（二）编撰《海洋法与渔业法规》统编教材的背景

农业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于１９９２年专门制定全国高等农业

院校本科教材编审计划。１９９３年将《海洋法与渔业法规》教材列入全国审定教材

计划。根据该指导委员会水产学科组审定，《海洋法与渔业法规》教材由学校黄硕

琳主编。根据海洋渔业、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两个本科专业教学计划的规定，《海

洋法与渔业法规》教材是按４０学时数编撰。１９９５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任

课教师先后有乐美龙、黄硕琳。

（三）设置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课程的目的

海洋渔业专业和渔业资源专业学生通过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课程的学习，不仅

应了解与掌握不同性质海域法律地位的基本知识，有关船舶在航行中和渔船捕捞

作业中应遵守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熟悉内海、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的

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管理的规定，以及海洋环境防污措施和船舶排污应遵守的规

则等，同时还应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法律规定，以及与周边国家之

间签订的渔业协定内容，有利于其在从事海洋捕捞生产和研究捕捞技术、开发和

利用与管理渔业资源时，有法可依，既应保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合法的

国家海洋权益，并应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原则。

（四）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课程的主要内容

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课程包括海洋法，以及我国和有关国家的渔业法规、管理

制度等。主要内容由海洋法和渔业法规两大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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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海洋法，其主要内容是：

（１）国际法的特性：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区别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学习海洋法

和渔业法规的意义。

（２）海洋法的基本概念：海洋法的定义、主要内容，海洋法的发展特点。

（３）海洋法发展历史和编纂：海洋法的起源，历史上海洋法发展状况，１９３０年海牙

国际法编纂会议，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海洋四公约，即领海与毗邻区公约、大陆

架公约、公海公约、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公海捕鱼公约，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联

合国海底委员会，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背景。

（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与渔业有关的规定：领海基线，领海与毗邻区，专

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的法律地位和有关规定，用于国际通航的海峡，群岛国和

群岛水域，内陆国，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保护，争端解决等。

第二部分是渔业法规，其主要内容是：

（１）渔业法规的基本概念：渔业法规的基本概念和种类，渔业法规的特点、一

般原则和作用，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后渔业法规的新特点。

（２）中国主要渔业法规和制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水产养殖制

度、禁渔制度、渔业资源繁殖和保护制度、渔业水域保护制度，渔政监督制度等。

（３）中外渔业关系和渔业协定，包括中日、中韩、中朝、中越等渔业关系，中日

渔业协定，中日渔业安全作业议定书，中国与澳大利亚渔业协定。

（４）有关国家的渔业法律制度：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渔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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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设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课程的背景

根据１９９８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原海洋

捕捞专业和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专业重建为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在海洋

渔业科学与技术的培养方案中，渔政管理为该专业培养方向之一。在课程设置上

在原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课程基础上，增加了有关渔政管理的内容。课程名称改为

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为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

（二）编撰和出版《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教材的背景

经过多年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实践，《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一书于２００６年被

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和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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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２０１０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１年获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优秀教材奖。

该教材由学校黄硕琳、唐议主编，组织集美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

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共同编写。参编的有唐建业、刘佳英、郑永华、向建国、韦从等。

任课教师有黄硕琳、唐议等。

（三）设置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课程的目的

原国家教委于１９９８年将海洋渔业专业、渔业资源与渔政管理两专业合并，重

新设置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大力加强渔政管理

工作。为此，让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通过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课程的学

习，不仅懂得不同性质海域法律地位的基本知识，有关船舶在航行中和渔船捕捞

作业中应遵守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熟悉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的海洋生物资

源养护与管理的规定，以及海洋环境防污措施和船舶排污应遵守的规则等，以及

与周边国家之间签订的渔业协定的内容和实施措施。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的有关法律规定，同时还应掌握水产养殖、捕捞、渔业资源养护等管理的基本

原则和管理规定，并具有一定的渔政管理能力。有利于其在从事海洋捕捞生产和

研究捕捞技术、开发和利用与管理渔业资源时，既应保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合法的国家海洋权益，并应符合国际海洋法的原则。

（四）《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教材主要内容

《渔业法规与渔政管理》教材由绪论和９章正文组成；包括两大部分：第一章

至第三章主要阐述渔业法规，后六章的内容围绕渔政管理的法律制度展开。主要

内容包括：

（１）渔业法规基本知识：国际渔业法规基本知识，国内渔业法规基本知识，渔

业法规的作用、特点和一般原则。

（２）国际渔业法规：不同性质海域的法律地位及其渔业制度，《执行１９８２年

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海洋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

群的规定的协定》，《负责任渔业守则》，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渔业协定：中日渔业协

定，中韩渔业协定，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３）我国的主要渔业法规：我国渔业法规的发展简史和现状，《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

（４）渔政管理的基本知识：渔政管理的涵义和基本特征，渔政管理的主体关

系，渔政管理的职能、任务和实施条件，渔政管理的基本原则，我国渔政管理机构。

（５）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基本知识，渔业资源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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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的主要技术措施，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制度。

（６）渔业捕捞许可和渔获量限制制度：渔业捕捞许可，渔获量限制制度。

（７）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水生野生动物的基本知识，水生野生动物保

护与管理的法律体系，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的主要制度。

（８）水产养殖管理：水产养殖许可制度，水产养殖管理，水产养殖质量安全

管理。

（９）渔业水域环境保护与管理：渔业水域环境的基本知识，渔业水域环境保

护与管理的法律体系，渔业水域环境保护与管理的主要内容，渔业水域环境污染

事故调查与处理。

（五）讲授课时与考试方式

讲授课时：３６—４０学时（２学分）。

考试方式：笔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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