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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鱼CBranchiostoma belcheri Gray) 隶属于脊索 动物门 CChordata) ， 头索动物亚门CCephalochordata) 、
文昌鱼纲CAmphioxi) 、 文昌鱼目CAmphiocxiformes) 、文昌鱼科CAmphioxidae) 、文昌鱼属CBranchiostoms) 的
鱼形动物，俗称插揄鱼、 双尖鱼、海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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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鱼研究的历史
十九世纪俄国胚胎学家 B. O. 柯瓦列夫斯基研究了文昌鱼的胚胎发育，著有《文昌鱼发育史))， 这一发现

填补了元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进化之间的空白，并揭穿了神创论者法国的居维叶CG. Curier， 1769-1832) 关
于动物界各门孤立无关的学说， 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物种进化的有力依据。达氏对柯氏这项工作评价极
高并认为，这是最伟大的发现，提供了揭示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杨安峰等， 1983J030年代， 我国学者金德祥首
篇文昌鱼的论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并正式定名 为 Branchiostoma belcheri Gray[金德祥等，1953J。以后厦门
文昌鱼的盛名传遍于东南亚及全世界。从此各国学者不断深入研究，成绩斐然。文昌鱼科的分布范围扩大了，
从南纬40。至北纬48。之间广大海域，包括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热带和亚热带以至温带地区及一些岛
屿周围海域，目前报导的有30余种，其中体长最低者为产于北美圣地亚哥海湾的加州文昌鱼CBranchiostoma
Californierse) ，体长达100mm。
至于文昌鱼的"文昌" 两字的由来，据高剑峰同志追溯，源文"文昌帝君"。据厦门《同安县志》记载
鱼，似绩而细如丝，产西溪近海处飞俗谓文昌诞辰时方有，故名〔方永强，1987J。

1995-09-22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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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沿海产的文昌鱼种类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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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近年来的资料[黄宗国等.1994J.我国沿海产的文昌鱼隶属于二属三种。
文昌鱼属(Branchiostoma)
(1)厦门文昌鱼[Branchiosto唰a belcheri (Gray)J(又称自氏文昌鱼).主要分布于福建厦门同安刘五店、甫
田县平海至广东的南沃县的潮间带海区，台湾海峡南部潮下带60m区;香港、广东的遂溪、广西的合浦、海南
的亲盈、新营等海区。
(2)青岛文昌鱼(B. belcheri tsingtauense Tchang et Koo).主要分布于河北的秦皇岛 ，山东的烟台、青岛 以
及胶州湾、大公岛等浅海区。
偏文昌鱼属(Asymmefron )
(3)短刀文 昌鱼[Asymmefron cul/ellum (Pefers刀，主要分布于北部湾西北部和广东汕头附近的浅海区及
台湾海峡南口，是一种狭温性的热带种，水深在30-60m。
两属文昌鱼的主要区别(见下表)。
体型
(体高:体长)

肌节数

文昌 鱼

0.07

63-66

偏文昌鱼

0.12

48一55

口笠触手数

背鳝条数

腹鳝条数

体长

(平均)

(平均)

(平均cm)

36-50

313

72

16

22-28

220

20

42

文昌鱼属两种的主要区别(见下表)。
腹鳝条数

肌节数

厦门文昌鱼

76-94

64-65

青岛文昌鱼

51-71

67-68

文昌鱼的形态特征

3

现以厦门文昌鱼为例作简要描述;体长一般在35-47mm.最大个体为57mm.最小个体性腺已成熟者体
长在29mm左右。体侧有明显的"<"形肌节，平均65节，出水孔前38节，出水孔后至旺门为17节，旺门后10节。
口笠触手左右一致，共42条。缘膜触手的数目与年令大小有关，与雌雄性别无关。年龄越大， 缘膜触手越多，平
均16条。具有背鳝、臀鳝和尾鳝，均由皮裙组成，基部具有角质鳝条。背鳝条单行.313条[金德祥等.1953J。腹部
有一对腹裙，虹门左侧位，较近尾鳝下叶。媳位于围鲸腔内，它具有一出水孔与外界相通。体前端具有眼点。
成熟个体生殖腺发达，雄性生殖腺乳白色，雌性生殖腺呈橙黄色。生殖腺数目左右不等， 一般右侧25个， 左
侧27个。

4

文昌鱼生长特点
文吕鱼在每年春末夏初性腺开始成熟.5月份开始产卵，雌雄性细胞经出水孔流出，受精在傍晚 进行。卵

孵化

粒甚小，直径为0.1-0.2mm。 它的发育 从受精卵→桑榷期→囊胚期→原肠胚期→神经胚期 一一→ 幼体

非木

二+成体。文昌鱼的胚胎发育 进展很快，在傍晚受精的卵.1小时后即开始分裂.6小时后在卵膜内的胚胎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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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动，12小时后出现7-8个肌节，不久离开卵膜在水中游动，24小时后第一直思裂和口孔出现，转入浮游期[伍
汉霖，1994J。幼体全身披有纤毛，在海水表层自由游泳，然后逐渐变态沉落到底层。在变态过程中，体形增大并
延长，鲍、裂数增多，由不对称到对称，口由偏左移至腹面，鲍、裂由直接开口体外到通入新形成的围鲸腔中。幼体
的变态需二个星期。
第1年的文昌鱼，包括6个月以内的文昌鱼，体长为18mm 左右。第2年的文昌鱼，体长17-39mm，体长达
29mm 时生殖腺出现，31mm 时，生殖腺成熟。每年5月上、中旬开始产卵， 以后每月产卵一次，10月份后水温降
低，停止产卵。第3年的文昌鱼，体长39-49mm，年末生殖腺逐渐消失。第4年的文昌鱼，体长49-53mm，此时
由于它的生殖腺己消失，因此文昌鱼的个体最伏，却无生殖腺，最大者可达57mm，以后个体消亡。文昌鱼的生
命周期为4龄，2龄时性腺开始成熟，3龄鱼全部性成熟，4龄鱼性腺萎缩并开始死亡[金德祥等，1953J。
总之，成长的文昌鱼，在一年中随时都可以见到生殖腺，仅大小不同而已。文昌鱼幼体生长快，成体生长
慢。成体的生长速度与生殖有关，生殖腺长得快而体仅就增长慢，生殖过后就继续增长。
据方永强口987J，对文昌鱼性腺发育是否受光线因子的影响的实验，认 为光线能加速文昌鱼的性腺发育
(见下表)。
组 组
U M一 线 暗
H
主 】光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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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前性腺直径

实验后性腺直径

(mm)

(mm)

30

。

0.153士0.02

30

。

O. 10士0.06

动物尾数

P值
<0.001

文昌鱼的渔场环境条件
文昌鱼平时很少游动，游时可保持每秒60mm 的速度。可连续游动50秒左右就突然停下，沉降到底层。大

部分时间将体埋于浅海泥沙中，将前端露出沙外进行滤食。夜间从 沙中游出，较活跃呈直立状作波动形运动，
有时将体一侧横卧在水底沙上，稍遇剌激即钻入沙中。这种生活方式与它原始的形态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昌鱼对环境有下列要求:
(1)水深。渔场的水深需在8-16m 之间。
(2)水流。不适于流速大的海区，尤其在幼体阶段，强而急的水流不利于生存和栖息。
(3)水温。12-30'C之间。一年中水温之差在18'C左右。
(4)溶解氧。溶解氧的变化与温度变化成反比，温度愈低，溶解氧愈高，反之较低。 一般溶解量在3. 926. 92ml/L。由于渔场水较浅，海水流量显著，垂直差别很小， 含氧量近于饱和状况。
(5)水色。深兰色。
(6)盐度。在20-31%01词。低于15%。时则会引起死亡。
(7)pH值。8. 09-8. 18。
(8) 饵料。主要以硅藻和原生动物为食。常见的种类有园筛藻、舟形藻、角毛藻、 小环藻、菱形藻等〔金德
祥，198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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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鱼的渔业生产
文昌鱼是沿海浅水区的特殊种类，它分布区域有限，资源量较少。目前全世界进行此项渔业生产的仅我国

福建厦门同安的刘五店渔场。那里的自然环境如水深、水色、 水温(平均17. 5'C)、含氧量(近于饱和)、盐度
(24一29%0) 、氢离子浓度(8. 09-8.18)、饵料(硅藻、甲藻及原生动物很丰富)等为文昌鱼提供了最适的生存环
境。渔场的底质要求为粗细沙掺杂，幼鱼喜在较细沙中生活，成鱼以粗、中tt 、为主，并带有少量泥，这种底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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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好，利于上下水交换，也便于文昌鱼的半"穴居生活飞少量泥质含有一定量的有机质，官又提供给底栖硅藻
的生长、繁殖的良好环境，转而丰富了文吕鱼的饵料生物。
据历史记载，本世纪30年代的最高产量曾到过250吨水平，主要销往本区鲜食和制成干制品并远销南洋一
带，是同安 文昌鱼生产的盛期，在40-50年代产量有一定的波动， 产量下降，进入70年代产量更是明显下降。
这与厦门海 堤的建筑，水流发生了变化，改变渔场的底质结构，破坏了文昌鱼的栖息环境，从 而破坏渔业生产。
目前仅有零星个别渔民从事生产，作者于1989年在厦门食品公司还见到有少量文昌鱼干制品出售。
文昌鱼为低脂肪、高蛋白含殃及磷较高的一类水产品，有一定的蕾养价值。目前仍有少量的产量。厦门食
品公司供应的干制品，深受群众欢迎。
1988-1989年间，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曾对厦门的前埔浅海区的文昌鱼资源进行调查， 发现这块3平方公
里的渔场，文昌鱼全年平均栖息密度为150.7尾1m2，最高达718尾/时，全年平均生物量为8. 49g1时，最高达

80. 01g/m2•依据文昌鱼的体长、体重组成眼化进行资源评估，采用资源量评阳是F=

沾

式中，F为文昌鱼现存资源，8为文昌鱼渔场面积，d 为渔获率，E为逃逸率。
从 公式可计算出厦门前埔渔场文昌鱼的资源量约4. 5亿尾，计25. 4吨[汪伟洋等，1989日。
同年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对闽江口至南沃海岸进行了文昌鱼的分布调查，结果发现背田的平海 ，惠安的前
坡、泉州湾的中砂州、晋江的围头、漳浦的南境、汕尾和南沃的烟墩山等七处均发现有文昌鱼，只不过密度稀，
数量较少，缺乏渔业开发的价值〔汪伟洋等，1989aJ.
1989年厦门大学生物学和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协作，成功地培育了第一批文昌鱼的幼鱼。这反
映了文昌鱼可以进行人工繁殖工作。近几年来，国内外一些科学家对文昌鱼进行放射免疫、酶标技术及性腺发
育的激素调控和生态因子对其发育的影响以及对文昌鱼磷酸酶、肌肉氨基酸组成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可以预测，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养殖业的发展，文昌鱼这一特殊的水产资源会得到保
护和合理利用，它将对我们的教学、科研、改善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其学术价值更是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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