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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蓝渔业是“养-捕-加”一体化、“海-岛-陆”相联动的全产业链渔业生产体系，是实现
“以养为主、三产融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国现代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和
有机载体。其生产体系覆盖我国黄渤海、东海、南海的近海和远海以及大洋极地等海洋空
间，将“种-养-捕-加-网”等不同关键环节结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是“蓝色粮仓”的拓展与延
伸，对于保障优质蛋白供给、拓展养殖新空间、支撑蓝色经济增长和坚守国家海洋权益等
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伴随着科技工作日益加强与产业化实践不断深入，深蓝渔业发展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逐步涌现。本文综合分析了发展深蓝渔业的战略意义，阐述了其蕴含的
主要生产功能，总结了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在针对发展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深蓝生
物遗传资源解析、打造工业化绿色生产模式、高品质捕捞大洋极地资源、研发海陆联动加
工技术与装备、构建渔业船联网系统等重点科技任务，凝练了实施科技能力提升工程、出
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打造多元人才聚集高地、建立产业创新示范园区等措施建议，旨在
为促进深蓝渔业科技进步和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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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渔业的内涵是面向深远海、大洋和极地

成部分包括深远海工业化养殖、大洋极地新资源

水域，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工业化绿色养殖

开发和海上物流信息枢纽建设。通过三部分的整

建设，构建“捕-养-加”一体化、“海-岛-陆”相联动

体设计和有机衔接，能够形成集养殖、捕捞、加

的全产业链渔业生产新体系，是实现渔业三产融

工、流通于一体的综合生产体系，构建替代内陆

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依赖广袤的海洋环境与

近海渔业的“深蓝粮仓”，对于保障水产优质蛋白

气候条件，推进深蓝渔业发展，能够构建现代海

供应、推动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维护国家海洋权

洋渔业和海洋生物产业的新模式 ，提供渔业转

益和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3-4]。本

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动力，引领世界渔业

文旨在分析发展深蓝渔业的战略意义、明晰深蓝

变革和海洋资源利用的新途径。深蓝渔业三大组

渔业生产功能、分析深蓝渔业存在问题、提出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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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渔业科技任务、探索深蓝渔业创新机制等，以

质受环境水质影响大，养殖排放物影响水域环境，

期为我国深蓝渔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从而导致水产养殖病害频发，品质安全与生态环

1

深蓝渔业战略意义
植根于深远海的深蓝渔业以规模化生产优质

水产品为特色，集成养殖、捕捞、物流等船舶构
建航母船队，在深远海海域开展渔业生产，是现
代渔业产业转方式调结构的优先选项。构建以规
模化高效生产为内涵的深蓝渔业生产体系，将极
大推动我国水产养殖空间拓展和生产方式转变，
提升我国深远海水域及渔业资源的利用能力，是
以工业方式发展现代渔业的有效途径。

1.1 供给水产优质蛋白，满足世界人口增长的
重要保障
2015 年，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指出，2050 年将达到 90 多亿人口，满足人类对
食用水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将是一项紧迫任务，
同时也是一项艰巨挑战 [5]。FAO 统计，全球 32 亿
人口摄入的 20% 动物源性蛋白来自于水产品，世
界人均鱼类食品消费量不断增加，由 1961 年的
9.0 kg 增至 2015 年的 20.2 kg，年均增长约 1.5%，
2016 年和 2017 年人均消费量进一步提高，分别
达到 20.3 kg 和 20.5 kg[6]。2020 年，我国水产品产
量 6 545 万 t，是猪肉产量的 1.6 倍 (4 113 万 t)，禽
蛋产量的 2.8 倍 (2 361 万 t)[7]。伴随着需求总量的
不断上升，水产品已经成为人类食物来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保障国民健康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
显。然而，目前内陆水域资源和近海养殖可利用
面积日益紧张，亟需向深远海扩展养殖新空间，
全力打造深蓝渔业新生产体系，满足水产优质蛋

境等问题不断，引发社会关注 [12-14]。因此，推进
水产养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发展
深蓝渔业，向深远海和大洋极地水域拓展新空间，
构建优质水产动物蛋白高效生产方式，将是现代
渔业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途径。深蓝渔业是以
发展绿色养殖为主体的综合生产体系，生产作业
海域定位于水质条件优良的深远海区域，能够减
少因过度捕捞造成海洋荒漠化，遏制海洋资源衰
退，对于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平衡，促进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
具有现实意义。

1.3 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建设蓝色增长经济带
的主要依托
深蓝渔业发展空间定位于深海大洋，利用广
袤的海洋水域与丰富的低等生物资源，生产高效
渔用饲料。以定置式深远海大型养殖设施、游弋
式养殖工船和浮式海上生产平台为基础，开展绿
色鱼类产品规模化养殖；形成以工业化水产养殖
技术和全产业链生产技术为核心，以全球化物流、
信息通道为保障的生产体系，构建“养-捕-加”一体
化、“海-岛-陆”相连接的陆海联通型优质水产品综
合生产新模式 [1]；既可以充分挖掘海洋在食物供
给方面的资源优势，又能够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提升价值链，延长产业链，有力推进海洋经济成
为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通过在我
国远海及全球海洋沿岸经济区的系统布局，将形
成优质水产动物蛋白蓝色增长的新兴产业带，推
动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铸就保障

白的增长需求和持续供给[8-9]。

世界粮食安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永续产业。

1.2 实施结构性改革，构建可持续生产方式的
现实需求

1.4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支撑海洋强国建设的
基础性产业

当前，世界渔业发展方式正在由传统型向新

推动海洋产业经济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根

型工业化转变，发展可持续的捕捞渔业和水产养

本所在，渔业是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殖业已经成为现代渔业发展的主旋律。自从 2014

年，我国海洋渔业 (增加值 4 712 亿元) 在海洋产

年世界水产养殖产量超越捕捞产量开始，工业化

业 (增加值 29 641 亿元) 中占比为 15.9%，仅次于

便是优质水产动物蛋白生产的基本途径。中国是

滨海旅游业 (增加值 13 924 亿元)，位列海洋十二

世界水产养殖大国，养殖产量占世界水产养殖总

大产业之首 [15]。近年来，我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

量的 60% 以上 [6]。我国 70% 的水产品生产，以内

端形势严峻，围绕资源争夺、岛礁主权、海域划

陆鱼、虾和蟹类池塘养殖，及近海的贝、藻类养

界和通道安全的争端态势进一步加剧，维护海洋

殖为主要来源

权益的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在宏观环境背景下，

。但是，国内水产养殖方式仍

[10-11]

然较为粗放，养殖过程占用自然资源多，产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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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和“游弋”式渔业生产相结合，形成驻守边

工船和深海养殖设施。养殖工船也称为海上大型

远海疆的深蓝渔业生产模式，可以强化渔权、体

浮 式 养 殖 加 工 船 (floating production aquaculture

现海权，实现“屯渔戍边”。基于遍布全球海洋的

and processing， FPAP)， 其 排 水 量 在 8~10 万 t 以

深蓝渔业生产平台，可以构建感知海洋、认知海

上，产能 3 000~5 000 t 以上，具有续航力和自持

洋的观察体系与信息网络。通过构建覆盖全产业

力，可游弋于适宜的养殖水域，以获取适宜养殖

链的深蓝渔业新型生产模式，可以充分挖掘海洋

水温、减少养殖排放对环境的影响、躲避超强风

保障优质蛋白供给的优势，提高海洋生物资源利

暴的正面侵袭，并通过捕捞渔船提供支持，构成

用能力，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延长产业链、

“航母船队”。船载舱养系统具有智能化投喂、机

提升价值链，促进蓝色经济增长，成为拉动中国

械化作业和环境控制功能，养殖密度保持在

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深蓝渔业未来的经济

25~30 kg/m3，以实现集约化、序批式高效养殖；

发展规模，将会催生海上工业化城市的诞生和海

分层取水装置可在不同的水层抽取适宜温度和盐

洋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开启人类进驻“

度的养殖用水，以调控养殖环境 [20]。近年来，世

蓝色新大陆”的新篇章。

界各国对养殖工船展开了系列设计与优化，如西

2

班牙金枪鱼离岸养殖工船[21]、荷兰的大西洋鲑 (Salmon

深蓝渔业生产功能

salar) 养殖工船 [22]、土耳其的虹鳟 (Oncorhynchus

深蓝渔业是以深远海工业化养殖为主体、大

mykiss) 养殖工船、挪威与中集来福士共同开发建

洋极地水域低值大宗生物资源开发为支持、海上

造的新一代 “Havfarm”系列工船。我国在养殖工

物流通道与信息网络为保障的新型渔业生产模式

船设计与研发方面开展了系列探索，完成了 10

(图 1)。

万 t、20 万 t 和 30 万 t 级移动式养殖平台整体设
计，3 000 t 级“鲁岚渔养 61699”号养殖工船正式启
航，全球首艘 10 万 t 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中
深远海工业化养殖
offshore industrialized
farming

深远海
offshore

陆基
land-based

大洋极地生物资源开发
大洋
exploita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ocean
oceanic and polar
regions

海上物流信息通道
offshore logistics and
information channel

间试验船— “国信 101”号交付运行，开始了海
上养鱼的科研应用试验。
深海养殖设施为定置于特定海域、岛礁的大
型深水养殖网箱和围栏设施，能抵御恶劣海况如
风暴潮的影响。大型深水网箱可设置于 30~50 m
水 深 的 开 放 性 水 域 ， 单 体 养 殖 容 量 5~30 万 m3，
最大养鱼量 1 000~6 000 t，开展集约化养殖；大型
围栏设置在岛礁间 10~20 m 水深的水域，单体面
积在 2~5 hm2 左右，最大养鱼量 2 000~5 000 t，开
展适养品种高品质生态化养殖 [23-25]。目前，深海

图1
Fig. 1

2.1

深蓝渔业产业模式

Industrial pattern of deep blue fishery

深远海工业化养殖
依据全球海洋养殖生物生产潜力评估结果，

有 1 140 万 km2 水域适合开展鱼类养殖，发展空间
广袤[16]。深蓝渔业以远离陆源性污染、水质优良、
环境容纳量巨大的深远海水域为拓展空间，以游

养殖设施研发呈现多元化，可升潜式网箱、箱梁
框式养殖平台、半潜式深海渔场、远海岛礁海域
座底式围栏、远海岛礁浮式网箱和单点旋转潜式
巨 笼 均 是 不 同 形 式 养 殖 设 施 的 探 索 与 应 用 [26-27]。
深海渔场、智能渔场 [28]、海洋渔场 1 号 [29] 等实体
形式均已建成并投入养殖生产实践，推动了我国
海水养殖由近岸浅海迈向离岸深远海。

2.2

大洋极地水域低值大宗生物资源开发

弋式和定制式养殖工程装备为生产平台，在陆海

规模化鱼类养殖产业需要营养物质生产体系

联动产业链的支持下，开展规模化、工业化养殖

的支持，深海生物资源开发和高效饲料生产是与

生产 。养殖工程装备是开展深远海养殖的重要

深远海工业化养殖协同发展的新产业。在深海生

依托和有效载体

物资源开发方面，分布于全球海洋的小型大宗生

[17]

，其主要形式包括大型养殖

[18-19]

https://www.china-fishery.cn

中国水产学会主办

sponsored by China Society of Fisheries

4期

刘永新，等：中国深蓝渔业发展现状与未来愿景

709

物资源是养殖业动物饲料蛋白的主要来源，所形

天、地等的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实现养殖系统、

成的鱼粉、鱼油产品也是水产养殖最具营养、最

渔业船舶和物流系统智能化控制与信息化管理，

易消化的饲料成分。通过把握全球性深海生物

以及优质水产品的可追溯体系，整体提升深蓝渔

资源规律，实施负责任捕捞机制，能够形成全球

业的生产效率与产品价值 [50-51]。海洋环境预报系

性捕捞渔业新产业。利用大洋性拖网加工渔船，

统，作为全球性海洋环境预报的组成部分，利用

捕捞的鳀鱼和沙丁鱼已经成为鱼粉工业的主要原

渔船联网等信息化系统，建立深蓝渔业海洋环境

料

；利用南极磷虾 (Euphausia superba) 捕捞加

预报中心，用于开展与养殖水域有关的洋流预报、

工渔船，探捕储量丰富的南极磷虾资源具有巨大

与深海生物资源分布及变化规律有关的海洋信息、

的开发潜力

与渔业船舶及设施生产安全有关的灾害性海况预

[30-33]

；利用远海中上层小型鱼类捕捞

[34-40]

船，获取的中上层小型鱼类和头足类资源是尚未
开发的动物蛋白饲料资源库[41-48]。
在高效水产动物饲料生产方面，基于养殖动

测、预报与预警[52-53]。

3

物不同生长阶段与生理要求，利用动植物蛋白和
谷物原料配制生产配合饲料，是利用低等级动植
物资源生产高等级养殖动物的工业化手段。发展
深蓝渔业的海上规模化养殖，需要针对适养品种
的生理生长要求，开发高转化、低排放的全价配
合饲料，以高效利用海洋低值大宗渔业资源。深

深蓝渔业存在的问题
围绕深蓝渔业核心装备研发和关键技术研究，

我国相关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开展了科技攻关与
产业化布局，不断推进深蓝渔业产业化进程，但
仍存在一系列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3.1

蓝渔业饲料生产体系包括与捕捞船队对应的鱼粉

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不高
我国虽然拥有 300 万 km2 的蓝色国土，但长

加工船和海上饲料加工平台。海上鱼粉加工船排

期关注不够。对于深蓝渔业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水量在 1~2 万 t，单船鱼粉生产能力 5 万 t 以上，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停滞状态。近 20 年来，

随捕捞作业船队游弋于渔场之间，可以形成产业

国家不断加大深蓝生物资源开发的科技投入和政

化的生产船队。例如，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发的海

策支持，推动了我国深蓝渔业生物相关技术迅速

上鱼粉综合加工母船“钓鱼岛 1 号”正式下水并投

发展。但总体而言，我国深蓝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入使用，年可加工低值小杂鱼 55 万 t，生产鱼粉

效率依然不高，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短板。突出表

5.5 万 t 。海上饲料加工依托远海岛礁平台和大

现为：①借用技术多，核心技术少。已有技术多

型浮式海上平台，单体配合饲料生产能力 5~10 万 t，

为模仿国外或借用陆地生物资源，来解决深蓝渔

布局于深蓝渔业主要养殖海区，利用海洋绿色能

业生物资源的特殊问题，针对深远海渔业特有生

源开展工业化生产，形成规模化渔用配合饲料产业。

物资源的核心技术几乎未有建立。②探索研究多，

[49]

2.3

海上物流通道与信息网络保障
物流通道与信息网络是面向全球海洋深蓝渔

业的动脉和神经，由物流船队、渔业船联网和海
洋环境预报系统等构成。物流船队对应深蓝渔业
深远海养殖、大洋极地捕捞及海上加工的产业布
局，物流船队串联各生产单元，将人员、物质和
产品安全送达，形成海陆联动的海上物流大通道
和陆上物资与产品配送体系。物流船队主要包括

系统研究少。在我国深远海养殖动物中，已经做
过探索性研究的不下十余种，可是没有一种生物
像挪威大西洋鲑进行过高水平的系统研究。③集
成创新多，原始创新少。鲜有核心技术是由我国
发明，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更
是少之又少，关键设备更是基本依靠进口。

3.2

总体装备技术水平落后
海上生产系统构建，设施安全性至关重要。

养殖鱼产品活鱼运输船、加工渔获物冷链运输船，

我国现有渔船总体装备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渔船

以及运输物资、装备和补给的散货运输船，船队

船龄老化现象极其普遍，80% 以上的渔船船龄超

规模一般达 100~200 艘，总质量 500 万 t 以上。

过 10 年，因渔船老旧造成安全事故频发，船毁人

渔业船联网以渔船与生产平台所涉及的环境、

亡事故时有发生 [54]。此外，我国现有捕捞渔船能

生产、生物、航行、设备和渔港等渔业信息为基

耗较高，年消耗柴油超过 800 万 t，占捕捞成本

础，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进行船与海、空、

的 70% 以上，严重影响了远海渔业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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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我国远海渔业生产规模与国外相比差距较

果不多，高新技术研究滞后，科技成果储备不足。

大 。目前，在拓展养殖海域采用的深水网箱结

同时，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弱，技术成果

构多为重力式，依靠配重维持有效养殖体积，多

产业化程度低，阻碍了深蓝渔业的发展水平。

[55]

数没有升降功能，难以适应深远海海域浪高流急、
台风频发的状况，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在装备

4

结构、抗风浪能力、网箱材料和配套设施等方面
存 在 较 大 差 距 ， 难 以 进 行 大 规 模 推 广 应 用 [56-58]。
发展深蓝渔业所需的设施海况适应性能、设施在
线实时监控、养殖水体交换性能、远海养殖配套
装备、灾害天气应对措施等系列硬件设施和养殖
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成为制约我国深蓝渔业发展
的突出瓶颈。

总体生产能力明显不足

3.3

由于对深远海渔场与资源状况掌握不足，加
之涉外风险大、生产成本高，效益波动大、渔业
生产组织化程度低、保护救援难等客观因素困扰，
深蓝渔业开发利用方式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生
产效益低下，总体渔业生产能力呈较低水平。深
蓝渔业养殖系统的设施化、装备化程度是所有养
殖方式中要求最高的，需要大量的建设投入，并
具有足够的规模。规模化生产必须应用工业化的
理念与管理方式，对生产系统的投入品、生产过
程以及销售环节进行科学、高效的管理，控制生

深蓝渔业发展目标
以建设“绿色、优质、高效、健康、安全”的

深蓝海洋渔业为攻关目标，着力打造一批新技术、
新装备、新模式和重大产品，形成渔业三产融合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深蓝渔业”科技创新发
展战略智库，培育和集聚“深蓝渔业”创新、创业
核心团队，打造现代海洋渔业科技研究与示范平
台，为蓝色国土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提供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

4.1

近期目标
2021—2025 年，聚焦研发深远海养殖、远洋

捕捞、渔业船联网等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构建
以大型养殖工船、深海网箱养殖设施、岛礁围栏
养殖工程等为核心的深远海养殖示范平台，形成
年产 5 万 t 以上以大西洋鲑、石斑鱼、大黄鱼
(Larimichthys crocea) 为主的优质海水鱼生产能力；
突破南极磷虾连续式捕捞加工、南海中上层鱼类
资源精准捕捞关键技术，形成 50 万 t 海洋低等级

产系统可能的危害点与产品品质，才能形成稳定、
可控的产出，最大程度地发挥系统产能，以提高
深蓝渔业的组织化程度，创造不同于传统生产方

动物资源可持续开发能力；构建以岛礁养殖基地、

式的规模经济效益。深蓝渔业产业链条不尽完善，
产业链后端的市场营销和加工环节还十分缺乏。

业船联网；基本形成可用于全球海洋的深蓝渔业

深蓝渔业产出的批量化水产品集中上市，没有后
端的营销产业链支撑，价格波动将显著影响养殖
从业者的收益，从而制约产业健康发展。

科研支撑保障能力较弱

3.4

远海养殖平台、远洋捕捞渔船、基地科考船队为
基点的“船-星”、“船-船”、“船-岸”全信息深蓝渔
产业技术模式，产业发展技术“领跑”于世界。

4.2

中期目标
2025—2035 年，打造以游弋式大型养殖工船、

定置式深海网箱设施和岛礁围栏养殖工程为核心，
陆上养殖基地为配套，构建工业化协同、陆海联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便开始跟踪国

动产业模式，布局远海海疆与海上丝绸之路沿海

外专业化养鱼工船的研究进展，提出功能建设的

地区，发展优质海水鱼工业化养殖，优质鱼产品

重点领域 ；“十二五”期间提出并完成了系统功能设

生产能力达 1 000 万 t 以上；以全球海洋中上层渔

计

业资源高效开发为重点，建立高效捕捞、船载加

[18]

。但是，深蓝渔业整体内容涉及渔业资源、

[59]

水产养殖、渔业捕捞、水产加工、渔业装备、渔

工、海上物流、饲料加工生产体系及海上生产平

业信息等诸多方面。其中，渔业装备研发能力是

台，产业规模 2 000 万 t 以上；形成 3 000 万 t 海上

建设高水平深蓝渔业的重要支撑和核心要素。由

物流运输能力，全面建成渔业船联网及智慧渔业

于持续、稳定的科技投入明显不足，特别是渔船

管理系统，成为感知海洋、促进深蓝渔业发展的

及装备研发方面长期缺乏科研项目和资金支持，

基本保障。深蓝渔业生产总值 2 万亿人民币以上，

导致研究机构相继解散、研究人员不断流失、科

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 5 万亿人民币以上，形成 10

技创新进程缓慢，科技研发能力不强，原创性成

万亿人民币以上海洋经济增加值，成为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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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方式和保障世界粮食安全的
蓝色增长产业。

4.3

远期目标

2035—2050 年，建立深远海工业化养殖、大
洋极地生物资源有效利用、海上物流信息保障的
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国际领先技术体系；实现海
洋渔业由“捕”向“养”的根本性转变，建立领先于
世界的新型蓝色农业生产方式，形成大洋极地渔
业资源的捕捞、保鲜和加工一体化的海上生产模
式，显著提高我国海洋水产品现代化精深加工能
力与水平，建立“捕捞渔船-物流渔船-陆上基地”的
一体化信息化管理与综合服务平台；实现我国由
深蓝渔业大国向深蓝渔业强国的转变，使我国在
深蓝渔业开发、研究、利用和管理方面处于国际
领先地位，满足发展深蓝渔业的产业现实需求。

5

深蓝渔业科技任务

依托世界船舶与渔船工程装备、物联网及信
息通讯等现代科技，突破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优
质水产动物养殖的学科问题与技术瓶颈，以深蓝
渔业工程技术体系构建为目标，通过基础性研究、
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形成支撑产业发展的技术
及产业示范模式。

5.1

深蓝生物遗传资源解析与综合利用

聚焦近海、深远海、大洋、极地等区域渔业
生物遗传资源，开展重要海洋生物遗传资源解析
与评价鉴定；研究主要养殖对象经济性状遗传基
础与形成机制，阐明主要养殖生物重要经济性状
形成的分子机理，揭示其适宜深远海养殖的遗传
机理；研究主要养殖生物在不同养殖模式下的生
理、生态及遗传适应性，创制重要海洋经济生物
新品种，进行重要海水养殖新对象开发与规模化
繁育；研究深蓝渔业大宗捕捞对象对特殊生境的
表型适应特征，规模化开发优异性状基因资源，
筛选出深蓝生物特殊环境调控基因，搭建深蓝渔
业生物遗传资源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研究大
宗捕捞对象的种质资源分布规律，分析其地理种
群演化动态格局，揭示深蓝渔业大宗捕捞对象对
深远海、极地等特殊环境的适应演化机制，阐明
物种多样性的起源和维持机制。

5.2

工业化绿色生产模式与养殖工厂构建

开展养殖水域生态功能与容纳量评估，研发
深远海适养新对象的大规格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
中国水产学会主办 sponsored by China Society of Fish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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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水产养殖动物新型营养源开发与饲料，构建
高海况条件下养殖动物饲养标准与动态营养需求，
建立精准营养需求数据库，开发新型饲料产品；
开展重要水产养殖动物病害高效免疫研究，研发
工业化养殖绿色防控技术，建立病害精准防控体
系；研发陆基养殖环境工程化构建、自动控制、
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建立陆基绿色生
产模式与养殖工厂；研发滩涂生境改良、贝-藻综
合增殖等养殖技术，研制浅海浮筏工程化养殖设
施换人机械化作业装备，建立近海筏式养殖和多
营养层级养殖模式；创建深远海工业化养殖对象
生长、品质和生物学习性，海上集约化养殖与环
境适应的优化模式，研究深远海适养新对象大规
格苗种规模化繁育技术，突破主要养殖对象苗种
繁育、成鱼等工业化养殖系统技术，形成全程养
殖工艺与操作规程，研发全过程智能养殖装备与
管控系统，突破大型船式深远海养殖平台构建技
术，集成深远海养殖工船总体设计，打造深远海
工业化养殖模式与生产体系。

5.3

大洋极地资源精准探测与高品质捕捞

研究重要渔场生态环境变化和时空格局特征
以及资源量变动趋势，解析全球重要渔场海域生
态格局与资源变化机制，提出全球大洋生物资源
区系划分方法，查明全球重要渔场生物多样性变
动特征；研究重要渔场海域生态对捕捞活动的响
应机制，构建近海资源环境一体化养护与新型海
洋牧场；研制数字化深海资源侦测装备，开发目
标识别与自动化处理技术，研制低能耗深海高效
鱼群聚捕装备，进行深海渔场资源评估与定向聚
捕；开展大洋生物资源精准探查技术研究，研制
高效取鱼、自动力渔具、生态拖网、连续吸捕等
捕捞装备，实现大洋生物资源精准探查与高品质
捕捞；研发适合极地海域的渔用浮标、水下机器
人等实时监测装备，实现极地海域渔业资源立体
探测与可持续捕捞；开发全船集成智能一体化控制
技术。

5.4

海陆联动加工技术与智能装备研发

研究海陆联动加工或流通类型对食品营养组
分结构和功能特性的影响机制，研制海上快速分
选、高效预处理、高性能冷却、保鲜冷藏贮运、
渔船尾气回收利用等关键技术，开发船上保鲜保
活运输装置、适合船载应用的冷杀菌与冰温保鲜
集成的节能型海上装备，研制船用鱼体切割、鱼
虾粉加工等海上实时智能加工设备，提高船载保
https://www.china-fishe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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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与加工机械化水平，提升产品品质和渔获物价
值；研究水产品全链条加工与品质把控技术，开
展水产品绿色加工新技术和核心加工设备研制，
研发陆基全链加工与全鱼新制品，利用丰富的深
蓝渔业生物资源开发新型水产方便食品和营养功
能食品，形成以南极磷虾提取磷虾油为代表的保
健用产品、低值中层鱼类制作鱼糜及罐头为代表
的可食用产品；开展冷链流通过程品质保持技术
研究，构建水产品全程冷链物流技术体系，研究
冷链物流实时动态监测与质量溯源技术，构建基
于物联网技术的质量溯源平台，建立船上或陆基
水产品保鲜、质量控制与安全保障技术体系。

术、设施装备、生产系统、保障补给等环节，开

渔业船联网系统构建和渔业大数据应用

产、关键装备制造、安全检验检疫等相关扶持政

5.5

研究渔业船联网系统关键技术，搭建渔业船
联网构架体系和试验网，完成渔业船联网系统构
建与立体探测；研究渔业全息感知、船载通信、
船载智能处理和智能决策等关键技术，研发智能
渔船信息采集、智能网关、渔船用自组网数字电
台等核心设备；研制水下声学探测与水面光学-红

展全产业链科技攻关，突破深蓝渔业及其配套装
备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研制先进实用、
安全可靠、节能减排、生产急需的重大装备，构
建典型应用示范模式，形成规模化生产，推动深
蓝渔业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
管理创新转变。

6.2

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打造发展新格局
加强顶层设计，编制深蓝渔业发展规划；协

调相关部门，制订养殖海域使用管理制度，保障
生产企业合法权益；出台极地渔业和深远海养殖生
策；设立专项补贴资金，示范推广生产急需的重大
装备；引导银行创新金融产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完善保险机制，降低生
产者经营风险；制订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
综合性政策，启动实施产业化经营跨越发展行动。

6.3

打造多元人才聚集高地，构建发展新智库

外-无线多手段探测融合利用关键设备，构建养殖

加大高端领军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加强

对象特征行为数字化表达模式，阐明鱼类摄食反

工程人才和管理人才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和

馈控制特征；研发水产养殖在线观测、设备状态

创新创业人才发展，形成高素质、多层次、结构

以及生产过程预警等精准生产管控系统，研发水

合理的科研条件创新团队。完善工程技术人才培

产养殖智能管控设备，实现水产养殖全过程信息

养和人才评价体系，鼓励培养实用型工程技术人

感知与智能管控；开展一体化渔业资源信息综合

才，加强继续教育。强化深海大洋资源开发与工

分析等典型渔业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进行渔业

程人才培育，支持青年科技人员和创新创业工作

大数据分析与深度挖掘，完成世界渔图精细化绘

者发展；搭建高素质、多层次、结构合理的科技

制与系统构建。

创新团队，建立科学、公正、合理的激励机制。

6

深蓝渔业发展建议

深蓝渔业是海水养殖产业的又一次革命性浪
潮，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兼具的一个新兴
产业，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和中长期规划，加强政
策创新和引导，引入多元化市场主体和资金，促
进养殖、捕捞、装备、加工、物流、信息等多学
科、多产业协同发展，全面推进深蓝渔业科技和
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6.1

实施科技能力提升工程，提供发展新动能

6.4

建立产业创新示范园区，开启发展新模式
坚持先易后难、典型示范、分步推进的原则，

充分发挥示范区带头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具有区
域特色的建设模式；按照“创新引领、成果孵化、
产业集聚、服务保障”建设思路，形成创新研究院
做引领，极地与大洋渔业科考船为支撑，成果转
化与中试平台做依托，深远海养殖、极地大洋渔
业、智慧海洋渔业、水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群为
示范的深蓝渔业产业创新链。借鉴示范区的好做
法和好经验，推动创建不同层次、特色鲜明的深

加快渔业装备科技自主创新，建立健全渔业

蓝渔业示范区，扩大示范带动范围，形成各级各

装备研究创新体系。针对深蓝渔业发展涉及的资

类示范区互为借鉴、互相补充、竞相发展的良好

源开发与精深加工、大型养殖平台开发与养殖技

格局。

术、渔业船联网构建等关键科技瓶颈问题，设立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集中优势力量，围绕开发技
https://www.china-fishe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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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status and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China’s deep blue fis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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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become the powerhouse of aquaculture in the world in the past 40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the different kinds of troubles also keep emerging in China. In particular, the performance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aquaculture industry mainly exhibited the adequate supply, low quality and safety of
aquatic products. Along with the farming areas of inland waters, land-based and coastal waters constantly being
squeezed, the deep blue fishery is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mode for turning the blue ocean
into blue granary. Deep blue fishery is the aquaculture production system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whole industry
chain including the aquaculture, fishing and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The deep blue fishery covers marine
space which includes the near shore and off shore of Bohai Sea, Yellow Sea,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as well as open ocean and polar region. With the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of blue granary, it combines the different key points including breed, aquaculture, fishing, processing and web with an organic whol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supply of high-quality protein, broadening the new space of culture and supporting
the blue economic growth and safeguarding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growing science endeavors
and further industrialization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the deep blue fishery has made rapid development, but it still
faces the gradually emerging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This paper synthetically analyze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main production function of developing deep blue fishery and summarizes the prominent problems
restricting its development. The major production function of deep blue fishery contained offshore industrialized
farming, exploita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oceanic and polar regions as well as offshore logistics and information channel. We summarized the existing main problems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whose focus was mainly on four
aspects. Firstly,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were not very efficient. Secondly, the overall
level of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was still relatively backward. There are, in addition, obviously insufficient total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weaker support ability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goals, the
intensiv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asks were proposed that involve analyzing the genetic resources of deep blue
biology, building the industrialized green production patterns and high-quality fishing the resources originating
from open ocean and polar region, researching th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f processing links across land and
oversea as well as constructing fishery boats networking system and so on. Relevant measure suggestions were
also made, such as implementing the technology capability promotion project, introduc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upporting policies, building diversified talents congregate highland and establish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garden
for demonstration, which aims to provide the lesson and refere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of deep blue fishery and promoting the iterative upgrade of industry. In summary, the deep blue fishery is a new
rising industry of China. As an efficient way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ransferr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aquaculture, it needs strong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deep blue fishery; developmental status; production system; emerg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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