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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渔业局曾于1996年3月组团考察了挪威渔业。我校食品学院副院长王锡昌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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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考察和访问了挪威有关的佳鱼养殖场、饲料加工厂、水产教育和科研单位、渔业贸易机构等，
收集了一些资料，并撰写了本报告。本文简述了挪威的渔业自然环境、捕捞业、养殖业、加工业和国
际贸易，还综述了水产教育和科研的状况，并对我国渔业发展和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可供有
关方面参考。

居欧洲最北端的挪威，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21.340公里，大陆架宽阔，最宽处达250公里.200海里专属经
济区达90万平方公里。 挪 威虽地处北纬580�70。之间， 有相当部分处于北极圈内，因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其
气候远比同纬度的其他国家温和，沿大西洋一侧海域冬季不结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挪威海区，特别
是罗弗敦群岛CLofoten islands)以及北部海域成为世界著名的渔场。渔业为挪威经济发展的一项主要基础产
业[水科院科技情报研究所.1991，艾·彼耶克、麦·汤姆金森.1995年汉译本1。目前，挪威人口有450万人， 渔业
总产量已超过250万吨，年人均占有水产品约570千克，可见挪威渔业资源丰富，系世界渔业发达国家之一。

1

海洋捕捞业
挪威是一个以海洋捕捞为主的国家，海洋渔获量占渔业总产量的83% .1994年有渔船15.212艘，从业人员

25.388人，产值70亿挪威克朗。现海洋捕捞的主要经济种类是:①中上层鱼类约150万吨，其中鲸鱼58. 5万吨，
蓝鲤28万吨，玉筋鱼24万吨，鳞鱼20.2万吨;②底层自鱼类约78万吨，其中鲤鱼37万吨，绿青鳝24万吨，黑线鳝6
万吨，@深水虾俗称北极甜虾约4万吨。挪威渔船装备设施先进，导航、助渔仪器齐备， 捕捞机械化程度高，因
此大大提高了捕捞效率，并具有一定数量的海上加工船[胡鹤永.1995J。挪威海洋渔获量因滥捕在80年代初期
曾一度处于低谷，此后政府通过严格、科学的海洋资源保护管理，诸如规范渔具渔法、划定禁渔区、禁渔期等有
关法治措施，传统渔业资源才得以逐步恢复，由此更增强了政府宏观管理渔业资源的信心和决心。

2

水产养殖业
挪威的水产养殖历经数十年的不断投资、研究、开发，已成为一个新兴的蓬勃发展的产业。1994年有鱼类

养殖场1，311个，从业人员2，409人，产值59亿挪威克朗。挪威水产养殖的突破品种主要是大西洋娃鱼又称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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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大麻晗鱼.1995年产量已达24. 7万吨，产值62亿挪威克朗。大西洋娃鱼的养殖，从孵化到稚鱼直至成鱼约需
三年半的饲养期，尾重6�7千克便可上市。挪威的人工养殖蛙鱼技术成熟且处世界领先水平， 其定点的孵化
场完全实现科学化管理，诸如水质、水温、配合饵料组成的控制等都有专门的仪器设备进行监测、控制F在鱼病
防治上也见成效，为防患于未然给稚鱼注射有关疫苗;其育成时采用网箱养殖方式，鱼饵投放完全自动化，且
有专门的仪器检测蛙鱼活体中脂肪层分布情况，以便及时调整饵料中的油脂组成。由此可见挪威凭借其成功
的簸鱼养殖技术以及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水域广阔、水体温度、盐度、pH值适宜).大力发展娃鱼海水养殖前
景乐观。此外，挪威还对鲸鱼、鲤鱼、大菱僻、花狼鱼、贻贝及石蟹等进行了养殖研究和生产〔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科技情况研究所.1991J。值得一提的是挪威政府对水产养殖业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并已养殖立法，通过颁
发养殖许可证及采取养殖饵料配额，严格控制全国的养娃规模、产量，以维护生态环境，平抑蛙鱼国际市场价
格，确保本国渔民的利益等。1996年挪威蛙鱼养殖产量可望达到30万吨，占世界养蛙总量的50%以上。

3

水产加工业
大量的中小型水产品加工厂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是其特点之一.1994年有加工企业466家，从业人员9.

957人，这既为就地加工鲜活鱼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同时也为加工厂提供了最优等的原料，又促进了沿海地
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根据原料的特点及消费习惯，其加工品种主要有z①鲜品;②冷冻品4③干制品F④踏制品F
⑤熏制品;⑥罐制品p⑦鱼粉、鱼泊、动物饲料z⑧少量鱼廉制品等(陈书生.1987)[斯颂声.1982J。工厂的加工
机械化程度较高，工艺过程控制严格，加工原料鲜度高，政府已专门制定《鱼和鱼产品质量管理法)).并任命专
职检查官进行现场质量督导，这一切最终确保了加工品质量，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市场信誉。其中蛙鱼80%以供
生食的鲜鱼出品.10%以冻鱼出口，另外有2000吨的熏制品出口，中上层鱼类有鲜品、盐渍、冻结、熏制或罐制
加工;底层自鱼类以传统的风子、盐干、盐渍等方法及鲜鱼、冻鱼片加工z北极甜虾则有两种产品即煮后单冻或
煮后脱壳单冻F此外，罐制产品中还有鱼籽、鱼肝加工的特色产品s鱼粉、鱼泊的生产主要利用低值的个体较小
的海水鱼及鱼品加工后的废弃物，但其原料鲜度有保证，故鱼粉、鱼汹的质量也较好，以往大量出口，随着国内
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鱼粉、鱼泊的出口量明显减少，现主要满足其国内市场。

4

水产品贸易
挪威的水产品出口贸易十分活跃.1994年有出口商511个，出口到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2000个

品种，出口额194亿挪威克朗。1995年出口产品量约160万吨，约占渔业总产量的90%.出口额超过210亿挪威克
朗，折合31亿美元，成为挪威的第二大出口业。如以出口额比例计，主要出口海产品品种分别是z簸鱼占34%、
盐干鱼占22%、 冻自鱼占11%、中上层鱼类占8.7%、甜虾占5.2%、鲜鱼占4%，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分别是g
欧盟占65%以上、日本占10%、巴西占4% 、美国占4% 、而中国仅0.1%. 为此挪威政府已看准并着力开拓亚洲
尤其是中国这一未来大市场。此外，挪威在水产品贸易上合法的销售组织如中上层鱼类渔民销售组织 、盐干鱼
出口工业联合会、渔民协会等功能性强，为稳定价格、保证渔民得到市场上能达到的最高价格、规范贸易行为
等非常有效，深受政府和渔民的支持和拥护(陈书生.1987)。

5

渔业科研、教育
挪威的渔业科研和教育也十分齐全并具较高水平，其专业性的机构设置有g挪威渔业技术研究所、海洋

研究所、营养研究所及挪威渔业大学等(陈书生.1987)。国家在科教经费投入上逐年增加，确保了科教事业的
较快发展，其渔业科研的主攻方向明确，且密切实际、起点较高、手段先进、协作性强，因此成果丰硕。表1是挪

(1)陈书生. 1987.挪威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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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渔业技术研究所各部门的研究工作范围一览。渔业教育的一大特点是注重高学历人才培养、继续教育和技
术培训，以此保证和促进整个渔业生产的健康发展。挪威渔业大学 (NFH)创建于1972年，该大学分布全国，由
4所大学(特隆姆瑟大学渔业学院、卑尔根大学、特隆赫姆大学、挪威经济管理学院)中的部分系、教研室组成，
其总部设在特隆姆瑟大学渔业学院。 特隆姆瑟大学的学科结构如表2所示，其渔业学院学制5年，可授予硕士
学位，同时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现在校生300多名，全院教职工120多人，其中教师80人，学院有一实习渔船及
一海水养殖场，在科研上与渔业技术研究所及其他国内外有关科研机构有紧密协作。表3、表4分别是挪威特隆
姆瑟渔业学院科研领域概况及渔业科学课程一览，供参考。通过考察，加深了对挪威渔业的全面了解。挪威渔
业作为传统产业，在其政府的科学、统筹管理下越发充满生机和活力，在渔业生产、贸易、科教诸方面具较强的
综合实力，并居世界前列，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表1

挪威渔业技术研究所各部门的研究工作范围

部e门
海洋资源中心

工

范

巴伦支海和斯匹次卑尔根地区虾资源的研究;
群的调查s

水产养殖中心

作

海洋哺乳动物e

生态系统数学模型，

鱼、无脊椎动物、浮游生物的实验试验，
饲料的开发和检测，

行为研究;

围
费和其它经济鱼类在峡湾和沿海海域种
资源资料数据库;

野生鱼的捕费和养殖s

水产养殖的环境影响;

自动化采样。
废弃物和副产物作为新

蛙鱼海上放养试验;

饲料和环境

对鱼类疾病和健康的影响。
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生物的生物化学;

生化和酶的提纯;

品原料、食品和饲料中的微生物和微生物处理;
渔业和水产养殖
技术中心

加工工业中的生物技术方法应用;

海产品原料的保藏、加工、精制工艺等的化学、生物学基础;
保证;

食品工业和水产养殖的技术;

在海产

鱼病和疫苗研制。
鱼品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和

食品的化学、生化、物理和感官等的分析方法z

技术在渔业上的应用。
经济和市场中心

挪威鱼产品市场研究和营销策略3

表2

生产上质量管理、控制和保证s

企业经济研究。

挪威特隆姆雷大学的学科结构

|

特隆姆瑟大学

|

大学各学科2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医学等

继续教育

旦旦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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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领

域

挪威特隆姆瑟大学渔业学院科研活动概况

研

社会科学和渔业经济

究

方

领

向

资源管理、区域研究和渔业组织、国

|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生物学、淡水生物学、水产养殖

究

方

向

微生物生理学、鱼类健康\营养

|

际贸易和市场
水域生物学

研

域

生化和饲料研制

|渔业技术

渔具、水产养殖、产品质量

注2近年来，国际上己将"鱼病学"改称"鱼类健康"。

表4
第→年

挪威特隆姆瑟大学渔业学院渔业科学课程一览

秋季

哲学(7)、数学(3)

秋季

生物化学(5)、经济学和企业管理(2)、社会学/法律(4)

春季

微生物学/水产化学(5)、鱼类生物学(2)、经济学和企业管理(3)、 社会学/法律(2)

秋季

水产养殖(3)、经济学(1)、经济学和企业管理(3)、渔具技术(3)

春季

渔业生物学(3)、经济学(3)、市场学(2)、鱼品加工(4)

第四年

秋季

自然科学选修课程(5)、社会科学选修课程(5)

第五年

秋季、春季

第二年

第三年

春季

统计学(3)、社会学/法律(3)、化学(3)、水域生态学(3)

春季

研究论文和选修课

研究论文

注: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门课程所占学分，通常一学期总学分不少于10学分。

我国渔业生产持续、高速增长，1995年水产品总产量2350万吨，总产量已连续六年跃居世界榜首，但按人
均占有量计算仅为20千克，达到了世界人均占有水平，但是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渔业生产任务依然艰巨。挪威渔
业的蓬勃发展给予我们如下启示:①必须强调政府宏观管理渔业的职能，在完善立法、严格执法、资源管理、生
态保护等全局性问题上更显其效。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日渐萎缩的严峻现实，只有在政府的统一协调管理下，加
强全民的宣传、教育，加大立法、执法力度，逐步恢复近海渔业资源、维持生态平衡才指日可待;②必须重视水
产养殖业，确保水产品产量稳中有升。我国水产养殖上仍需加大投入，其中包括技术、装备和资金等，尽快实现
集约化规模生产，同时需开展多品种养殖尤其是一些名贵特种水产品的人工养殖，以丰富水产养殖品种并获
取更大的养殖效益;③必须进一步重视和提高水产加工在渔业生产中的地位、养殖、捕捞、加工并举，相互协
调、促进，用丰富、优质的水产品原料加工成高质量的食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同时应重视产品
质量，并能保持持续稳定的优质产品，以赢得良好的国内外市场信誉;④必须健全水产行业管理，充分发挥其
应有的职能。目前，我国水产行业管理仍处在发展、完善阶段，需学习和借鉴挪威的有关行业管理经验，并形成
我国特色，逐步实施水产行业的规范管理s⑤必须增加科技、教育投入，确保科教经费逐年递增，明确目标，重
点突破，注重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增强渔业发展后劲。我国水产科研、教育需提倡大协作精神，充分利用好现
有的人、财、物，立足高起点，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尽快提高水产科研、教育的总体水平。
总之，中挪双方在渔业方面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挪方己在我国进行大西洋鲸市场开拓，并将加大力度，
我们也需审时度势，找出差距，尤其在渔业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人工养殖技术及装备、加工产品质量控
制、水产行业管理和科研教育等方面同挪方加强交流与协作，以尽快实现我国渔业在新世纪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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