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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就钓业中集鱼灯应用的现状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GATHERING-FISH LIGHT IN SQUID FISHE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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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就钓业的发展
1989年夏，中国水产总公司委托我校派浦苓号实习船赴日本海进行就鱼渔场探索调查和探捕，揭开 了我

国远洋就钓渔业的序幕。短短几年来，我国的远洋就钓渔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甚快。据不完全统计，至
1995年，我国已有一定规模钢质渔船改装成就鱼钓船，赴日本海和北太平洋钓捕就鱼，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由于近海渔业资摞早已不堪承受已有的捕捞强度，1995年又推出了伏季休渔的新举措，估计今后几
年中我国的远洋就钓业还会有所发展。目前，宁波、大连和舟山等渔业公司已派船赴新西兰渔场探捕就鱼，尝
试把远洋就钓业发展成能全 年作业的一种渔业。有的为了摆脱有关国家的专属经济区管辖，开拓远洋就钓业，
设计和建造专业性的就钓渔船。这些都说明了就钓业的发展势头正旺。
产业的发展需要科研开路，科研的发展将指导产业去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就钓业取得快速发展的今
天，进一步加强相关的科研力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集鱼灯是就钓业中的重要环节，加强在这方面的科研力度，一定会对整个就钓业的进→步发展起到积极
的椎动作用。

2

就钓集鱼光源的演进
据卢

怡(1992)在《关于日本锐的渔业的主要科技文选》上的译文报道。就钓业最先是从日本发展起来

(1)原作者缺(卢

怡译)，1992。小型渲船航钓业，12-19.关于日本就钓渔业的主要科技文献，上海水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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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无论理论还是应用，日本都堪称当今世界上就钓业最先进的国家。纵观日本
的航的业史，诱集就鱼所使用的光摞，也亦步亦趋地循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轨迹而逐步演变着。
最早使用松明、树根等制成的火炬。尔后是乙:快灯、液化气灯和打气煤油灯。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干
电池为能糠的自炽灯开始充当就钓集鱼灯。最后才逐步演变成能摞来自发电机的集鱼灯系统〈三次倩辅，
.1982)。

电光榈酣便用矗.N囊稚'现代文萌的标志之一.电光摞大家族中大致可分为自奴灯利气体放电灯两大
类。
白炽灯问世较早，也是最早被用作集鱼灯的一种电光惊。与气体放电灯相比，自炽灯的电→光转换效率较
低(大约为15-25Lm/W)，寿命也比较短。所以，当高效、长寿的气体放电电灯亮相后 ，就不断有人尝.试用其来
作为就钓集鱼灯。
荧光灯是最早成熟的气体放电灯，也是最早引入就钓 业的一种气体放电灯。它的 发光效率约为3070Lm/W，寿命可达上千乃至几千小时，价格也不贵。但由于单灯功率有限(功率最大的商品灯大概是40W)、

应用上也比较麻烦(灯管两端电极易受海水和盐雾的侵蚀而引起故障，并需配置镇流器和起辉器而使电路较
复杂，布置也不方便)， 因而未被渔民所浩用 。
与荧光灯相比， 高压录灯的发光效率虽不算高(约35-50Lm/W)， 但单灯功率大为提高(几千瓦一个的
汀泡已成为商品)，寿命也可达上万小时。然而，一方面由于它的价格较高 ，另一方面，有研究报告表归，尽管相
同功率的高压柔灯所产生的照度比起白炽灯来要高出许多倍，高压求灯的光线在水中的穿透性也 好于白炽
灯的光线，但它们的诱集就鱼的效果却差不多(这可能与高压录灯的显15性 较差有关)，另外，炽热状态的高压
求灯一且熄灭，则要等到它冷却后才能被再次点燃，因此，高压家灯的应用 也受到了制约。
当时相信一定还会有对其官种类的气体放电灯应用的许多尝 试，但在金属卤化物灯(以下简称会卤灯)登
场之前，所有气体放电类灯在就钓业中均未形成规模性应用。
卤鸽灯是利用卤鹊循环原理而研制成功的新一代的白炽灯。利用卤素与鸽的物化作用，使从鸽丝上蒸发
出来并沉积在灯泡玻壳上的鸽原子，重新返回鸽丝，这不仅大大提高 了白炽灯的寿命(一般为2000小时) ，而且
还可使灯泡的玻壳不发黑而妖期保持高透光率，另外，卤鸪灯的体积可做得比普通白炽灯小，发光效率也略有
提高C蔡祖泉等，1988J.
与气体放电类灯相比，白炽灯具有价格低廉、电路简单、对电源要求不高、光谱连续而显色性好、光强可调
范围大、操作和维护均很方便等优点，尤其是卤鸽灯的出台，使自炽灯的质量大为提高。因此，在金卤灯应用于
就钓渔业之前，自炽灯仍是最广泛使用的就钓集鱼灯。例如我校的浦苓号实习船，原是日本熊本县水产学校的
实习船，建造于七十年代中期，它的集鱼灯系统 用的就是碗鸽灯。
金卤灯是在高压柔灯的基础上添加某些金属卤化物成份而研制发展起来的第三代气体放电灯[蔡祖泉
等，1988J。宫的高光效(约90-110Lm/W )、高强度(日本的渔用金卤灯单灯功率一般已做到2kW-5kW)、长
寿命00000小时〕以及优良的显色性(Ra坦65)使其在众多的电光源产品申脱颖而出。金卤灯最早是在60年代
开始应用于舞台照明，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真正普及应用并进入就钓业 ，约始于八十年代(三次信辅.1982)。
现在，新配置的镜的集鱼灯系统，除需要调节光强等少数场合仍使用白炽灯外，几乎全都采用金卤灯了。

3

我国就钓业集鱼灯应用方面的情况
1990年，上海水产大学的《日本海柔鱼钓渔场调查和的捕技术研究》课题被立上 了农业部重点科研项目并

开始实施，舟山海洋渔业公司派出了 两艘经过改装的8154型渔船一一舟渔651/652.与我校的浦苓号实习船组
成船队，赴日本海进行就钓科研兼生产，标志着我国远洋就钓渔业的实质性起步。

(2)三次信辅.1982。最近仍集鱼灯用光源亿。ωτ，27-32。全国冲合们如寸。渔业协会(日本)发刊( �l力渝""Jt')渔业用
集鱼灯，号η有效利用，;:""J \<'τ)。日本水产工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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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989年我们在集鱼灯方面所做的前期工作，在改装舟渔651/652时，选用了国产ZJD系列金卤灯作
为就钓集鱼叮并取得初步成功。国产ZJD系列金卤灯也因此被一直沿用至今。
几年来，我国的就钓渔业在集鱼灯的应用上，大 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动向。
3. 1

发掘渔船的电站潜力，增大集鱼灯系统的总功率
舟渔651/652系8154型渔船。每船配置64kWX 2的发电机组。原设计意图是一台工作，一台备用。初次改装

时，考虑两台发电机同时发电，但不并网(设计说明书要求不要长期并网).而是采取分路供电，一台应付常规
用电， 另一台则专供就钓作业时钓机和集鱼灯的用电。 根据惯例.5%作为电网损失，还要给发电机留一点余
量。 由于是初次改装， 保守地取余量为15%，因此，可用电力为:
64X 95%X 85% �52(kW)
其中12kW留给钓机使用，则集鱼灯的电力配置为40kW。
当年，舟渔651/652作业109天，总产量74. 33吨，单船日产量平均为341.1kg，只及日本相近钓船的1/5-1/
40引起如此悬殊差距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集鱼灯的功率还不够。因为日本99吨级的钓船，其集鱼灯总功率为
150-200kW。
1991年，决定扩大舟渔651/652的电站容量，将其中的一台64kW发电机组换成90kW.并部份利用了另一
台64kW发电机组的余量，使集鱼灯的总功率增大到80kW。该年，舟渔651/652的平均单船曰产量达到840kg.
比上年增加了146%。
另外.1991年舟渔1301号(8152型)渔船也投入了就钓生产。 由于它有75kWX 3的电站容量，集鱼灯的总
功率被配置到了120kW。下表是当时所作的平均单产的统计比较。比较 表明，灯光较强的舟渔1301船，取得了
较好的渔获效果。
平均单产
航

次

舟渔651/652

(kg)

比

舟渔1301

例

321

317

1'0.99

2

1376

1708

1'1.24

3

566

693

1'1.22

1992年，舟山海洋渔业公司有17条船投入了就钓生产，其中14条船是具有代 表性的8154型船。除了舟渔
651/652的电站容量已改为(64+90)kW外，其作12条船的电站容量均为64kWX2。在这个基础上，舟山海洋
渔业公司进一步发掘电站潜力，把集鱼灯的总功率分别增加到120kW和100kW。下表是根据该公司的统计数
字所制订的。
1992年6.15-8.22
1991年6.20-8.1

舟渔651/652
其它8154型船
对

比

集鱼灯

平均单产

120kW

735kg

100kW

647kg

120%

113.6%

舟 渔 651/652集鱼灯总功率
为80kw，平均单产为321kg.

同

比

C%)

集鱼灯

单产

150

229

125

202

以上情况表明，从1990年到1992年，集鱼灯的功率配置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渔获量也一年好于一年。
在灯光强度和捕捞效果的关系上，据卢

怡(992)的译文报道，Ogura曾有过研究结论， 当光强度超过

一定限度时，渔获量不会再随光强的增加 而增加。但上述情况似乎在告诉我们:钓船上配置的集鱼灯总功率，
(3)见本文第38页注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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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达到饱和l但度./IHI't bn1私ffl灯的克强.产债也口I句1再增加。
1993年以来.1m辄就钓'1::产的洲业公司不断增加，作业船只也逐年递增。{E!由于考虑改装成本没周期.集

鱼灯的功率配w.没有时增加。对P8154细及大小相仿的词船.集鱼灯的功率配琶基本七在96-120kW之间。

3.2

作业中变光强和变光色的试验
在生产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常现灯光下可以看到钓船周围有许多就鱼在游飞，但就鱼就是不

上钩。这时突然改变光强(关摊一些或全部灯穰)和l改变光色(改用涂以黄滚的白炽灯或者干脆用发出黄光的
小功率高压纳灯) .常常会一下子钓起很多就鱼。时间长了.上钩率又不行了.再改成常规灯光，上钩率又上去
了。用这样的方法来增产，有时很有用，有时刻1Jl;效。所以.有关这方面的技术，还没有找到其内在的规律，还未
成为成熟的经验.
1991年以来.为了在这方面摸索和试验的需要.在部分钓船上的配备了高压倒灯或涂以黄漆的白炽灯。有
创意的钓船，还在白炽灯上涂上黄红相间的颜色来进行试验.

3.3

日产集鱼灯进入中国市场
由于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日本江东电气、 USHIO等集鱼灯厂商从1994年起向我谊业单位兜售其产

品。最初在烟台，是用于灯光围网的.以后又在大连、上海等地拓展业务，并打入就钓业。据悉.1996年的业务有
迸一步扩大的趋势。
日产灯的价格虽远高f国产灯(约为2.5-3倍) .但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些单位还是愿意选用。
(1)日产灯是专为渔用设计的.而国产灯则是套用工矿企业的.
(2)国产灯的质量不及日产灯.虽有理赔稽施.但有些单位还是愿意多出钱，少麻烦。
(3) 日产灯的单灯功率大

般为2kW.常用的还有3kW、4kW和5kW。但国产灯目前最大的才2kW.而

2kW这档灯的质量又很成问题.1993年，上海海洋渔业发展公司第三海洋渔业公司试用过12套，备用4个灯
泡.结果一航次41个作业日中，先后损坏了7个，1995年，宁波海洋渔业总公司捕街分公司也曾买过一批2kW
的国产金卤灯，据反映，质量还是不行.所以.被普遍选作就钓集鱼灯的只是lkW的灯泡. 有些船希望配备较
强的集鱼灯系统.如果选lkW的灯就会使悬挂密度过高，于是选用日产灯便成了出路.
(4)日本的集鱼灯已形成了专门的产业.除了一般的水上灯外，还有水下灯、定向灯等，品种齐全.成套性
好。有些船就希望装备齐全，于是这种连锁效应有时也使他们选用日产灯.
(5)几年来，就钓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令人瞩目，这无疑增加 了有关单位的投资信心和勇气f要买就买
好的"已成为一些单位购置就钓设备的宗旨.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一一好设备就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经济回报.

4
4. 1

关于加强就钓集鱼灯方面科研力度的几点建议
增加科研投入，加强基础研究
我国的就鱼钓船是从改装原有渔船起步的，现已向建造专业性钓船方向发展.如果说改装船的集鱼灯系

统要受原有条件的限制.那么建造专业船时.集鱼灯系统的最佳配置方案是什么?
就鱼的种类很多，它们对灯光的反应有什么差异?
我们在日本海取得的经验还适用于北太平洋渔场和其它渔场吗?如不适用该作怎样调整?
这些问题是我们发展中的就钓业直接感兴趣的.而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当然，要研究就
要有投入.要加强基础研究就要增加科研投入。
围绕lt钓集鱼灯.有许多研究、探索和开发的文章可做。日本在这方面就曾投入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为了观察就鱼对不同光强的反应.还动用了潜水艇和水下电视.日本的许多成果已为我们所利用、所借鉴。
但是.我国的就钓业要有质量地发展和壮大.就要发展自己的软件和硬件.

4.2

组织专门试验船，成立专题研究组
由于科研经费短缺.自1990年以来.我们的就钓科研工作走的是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边生产、边科研.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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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指导，!:产、生产支持科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取得f很好的经济放益和社会放益。但是生产毕竟不l可能完
全包容科研，科饼也有另Ij}'生产。要严恪做 生些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实验，费:拿出有足够置信度的统if^结
果，就应该有专门的试验船。这种苟求对集鱼灯方面的研究，尤其显得迫切。现在，就钓业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
济效益，就有可能着子组织专门的试验船了。
当然，专门的试验船只是"点"，而生产船是"面"。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应该能取得更好的科研效果。
常言道，"事"在"人"为，成立专题研究组是系统、深入地选行专题研究的组织保证。

密切行业联系，提高应用水平

4.3

一方面要密切行业内部的联系。各渔业公司对集鱼灯的使用情况和经验，要互相交流。每年的总结材料
中，应将集鱼灯方面的应用情况(船型、安装集鱼灯的型号和数量、使用效果等)也总结进去，并邀请专题研究
人员一起参加，互通信息，共同研讨， 使科研和生产更好地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要密切与其它相关行业的联系，尽可能促进国内集鱼灯行业的形成和发展。提倡国货是民族自
尊的表现，也是民族自强的举措。国内集鱼灯硬件的提高，也将促进我们应用水平的提高。
同时要加强与国外同行业的联系，使我们能不断地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新鲜养料，以提高我们的应用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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