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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的渔业大国，年产量已超过2，500万吨，为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渔业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水
产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随着当前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学科的分化、交叉和综合F加上我国经济体制
的改革不断深化，渔业的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渔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发 生了很大变动。这对水产类的
本科教育既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产生不少新的矛盾。 由于我国渔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地位上受到限制，渔业生产
还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无论从事海洋或内陆水域的渔业生产和科学研究，与其他行业或学科相比，相对地
比较艰苦。在新的形势条件下，水产类本科专业的招生、培养和就业等方面都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因此，水产类
本科专业教育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类别的教育改革应更为迫切，但 也更为艰巨。
上述有关问题，在发 达的渔业国家中同样也存在着。为此，我们尽可能收集一些渔业发 达国家在水产类本
科专业设置和调整的情况进行综述和比较，为研究面向21世纪我国水产类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提供素材和依
据。

水产类本科专业设置和发展的简况

1

水产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是与水产科学技术发展程度和渔业在有关国家的国民经济地位有关。各国的水
教
产 育差别十分悬殊，总的来说，沿海国比内陆国发 达，东亚国家尤为完善。诸如日本等有关国家，早在19世纪
初、中期，从渔业行业的技能和工艺的培训开始，建立起水产教育。到本世纪初，形成了水产初级职业教育，到
本世纪30年代才建立起专科性质的水产高等教育。大多数国家的水产本科教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
起来的。有关国家水产类本科教育和专业设置的简况分别综述。

1.1

日本
日本水产教育相对地历史最长，体制比较完善。早于1888年在东京设立了" 水产讲习所"，即现东京水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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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身。到目前为止，日本水产本科教育一直保持三种类型2即①综合性大学 农学部中设置水产学科，如东京
大学和京都大学都在农学部中设水产学科;②综合性大学中设水产学部，在水产学部中再设若干学科，如北海
道大学、长崎大学等;③独立的水产大学，如文部省所属的东京水产大学，农林水产省所属的下关水产大学校。

1.2 美国
美 国 在 水 产 教 育 方 面 也 有 相 当 长 的历史。早在 1919年，在 华盛顿大学内设 有 渔 业 学 院 ( School of
Fisheries)，但没有独立的水产大学。水产本科教育大致也有三种类型g即①大学内设立渔业学院，如华盛顿大
学于1981年将原渔业学院、海洋学院、 海洋研究所、应用物理实验室和华盛顿奖学金计划等五个部门组建成
"海洋和渔业科学学院"(The College of Ocean and Fishery Science) I②大学内设立渔业系 如罗德岛大学 $③
，

在有关的系中渔业作为一个方向，一般测重于渔业资源、渔业管理和水产养殖.据有关资料报告，美国有130所
大学中设有渔业系或开设有关渔业课程。

1.3

俄罗斯
俄罗斯的水产高等教育起始于1913年，在莫斯科的彼得夫斯卡亚农学院中设有鱼类资源与养殖系。现有

独立的渔业学院4所，即①加里宁格勒渔业工学院;②远东渔业和经济学院F③阿斯特拉罕渔业工学院;④摩尔
曼斯克航 海学院。

1.4

韩国
韩国的水产教育起步也较早，在本世纪初己设有初级职业学校。40年代以来建立了专科本科教育。目前，

国立的水产大学有2所，即釜山水产大学和丽水水产大学。专业设置相当广泛。其它还有3所水产专科学校。

1.5 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中，在英国和挪威的综合性大学中有独立设置渔业学院的。如英国汉勃散渔业学院，但该学院属
三年制。挪威于1972年将全国有关水产专业加以调整，在特莱姆瑟大学(University of Tromso)中设立挪威渔
业科学学院(Norwegían College of Fishery Scíence)。

1.6 其他国家
朝鲜和越南都有独立的水产大学。朝鲜在清津设有朝鲜水产大学，越南在芽庄设有芽庄水产大学。

2

水产类本科专业调整的趋势
为了适应各国渔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有关国家在水产类本科专业(有的称学科，系 〉都经历多次比较大的

调整。正如上面所论述的，大多数国家早期的水产类本科专业设置因受到当时学科水平的限制，基本上是脱胎
于 渔业行业技能和工艺的培训，是按行业特点来确定的。例如，日本等国最初设置的专业有"捕捞"和"制造"
(即水产品加工)，过了相当时间才增设养殖专业。美国华盛顿大学根据其国内蛙鲸渔业特点，早期设有水产品
加工和增养殖两个专业，没有捕捞专业。
进入50年代以后，各国水产类本科专业大致有三次比较大的调整，以下是其基本情况。

2.1 50-60年代期间的第一次调整
鉴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方面刚刚恢复，但粮食问题仍是有关国家的关键，不少国家都设法开发 海
洋渔业资源，包括日本和原苏联在内，发展养殖等。为此，专业调整总的趋势是g①捕捞专业在方向上向工程类
靠拢，向机械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 有的国家还新设了渔业工程专业(日本称渔业工学科);②养殖专业，在加
强生物学基础的同时，发展人工繁殖，并向生理、生态和生化等方向发展s③水产品加工专业在保留水产品加
工特色的前提下，向食品科学和技术的方向发展，如美国华盛顿大学较早在渔业学院中设立具有水产特色的
食品科学系等;④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普遍重视渔业生物学，有关国家新 设渔业资源(或渔业生物学)专业
(系)，或渔业管理专业(系)，或在有关专业中开设上述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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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0年代期间的第二次调整
在此期间，水产品加工专业虽有较多的国家改设为食品科学专业和食品工程专业，但都具有水产品加工

的特色。其他专业的名称无明显变动，但专业方向和内容有较大的调整，如捕捞专业的方向是向渔具力学、鱼
类行为学和渔具选择性等发展E养殖专业尤为重视育种、养殖高产技术和病害防治等;渔业资源专业则通过评
估向渔业管理方向发展.

2.3

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调整
由于当前水产学科和相关学科获得明显发展，渔业在"人口、环境、资源"中引起广怪的重视。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生效后和联合国对公海渔业作出一系列决策性的行动，结束了"公海捕鱼自 由"的时代，加上1990年世
界海洋渔业总产量下降，在 国际上引起极大的反应，普遍重视发展水产养殖，提高水产品食用价值，加强渔业
管理等。由此也推动了水产高等教育的改革。总的方向是把渔业与海洋密切结合起来，把渔业与水域环境密切
结合起来，把渔业与水域生物科学结合起来，专业名称和内容都有明显的调整2即①捕捞专业调整为"海洋科
学和技术专业飞但仍具有捕捞的特色，扩大到海洋生态环境p②水产养殖专业有两种不同趋势，一种是不仅保
留水产养殖专业，还增设鱼病学专业;另一种更改为"水域生物科学专业"，把水产养殖专业作为生物生产的方
向;③水产品加工专业，从食品科学和食品工程两个专业调整为食品科学和技术专业，也有改为海洋应用生物
化学或海洋生物资源化学学科;④渔业资源专业有的作为"海洋资源生产科学专业"的一个方向，也有同水产
养殖专业统→起来，作为"水产生物科学专业"的一个方向，也有改为" 资源管理专业"等;⑤渔业经济管理专业
有的定名为渔业企业管理专业，也有在水产大学中成立社会科学学院，设置渔业企业管理、国际贸易、资源经
济等三个系;⑥有的水产大学为了加强水产类的专业，增设了不少基础学科专业，诸如应用物理，应用化学，应
用数学，微生学，生物科学和技术等专业(系)。同时也增设了与水产类相配套的有关专业，如机械工程、环境科
学与工程、制冷工程、造船、轮机、 电子与通信等专业。这些专业都具有水产的特色。
根据上述三次专业调整情况，大致可归纳认为:①专业设置是逐步从行业分工原则，转向学科划分的原
则。这样设置的专业及其课程体系相对地都比较稳定。随着 学科的发展或行业的需要，可更新教学内容、改进
教学方法。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基本上按此确定有关专业(系)的设置;②根据各国的渔业特点
及其在国民经济的地位，有的国家的专业设置和调整既按学科划分的原则，同时了适当顾及到行业的需要，如
韩国的鱼病学系 从水产养殖系中分出来F③专业范围明显拓宽， 有的国家新生入学后l年半到2年期间不分专
业，统一排课，进入水产大学或大学的水产学院(学部)， 所有学生都要学习水产学科的概论课程，全面了解和
熟悉水产学科的基本内容和特点;④欧美有的学校，原则上不分系或专业，而是决定其学士学位的定名，并授
于渔业科学学士学位，或授予主修食品科学学士学位等来确定其专业范围，这样专业班围更为宽广。

典型院校的水产类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状况

3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有关国家水产类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问题，现选择了日本的东京水产大学，下关水产
大学校，北海道大学水产学部，长崎大学水产学部;韩国的国立釜山水产大学和丽水水产大学;美国的华盛顿
大学海洋和渔业科学学院;挪威的特莱姆瑟大学挪威渔业科学学院等的水产类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情况进
行分析L比较。

3.1

日本
(1)东京水产大学。该校隶属于文部省，1984年设有6个学科①，1996年改设4个学科②， 从名称和内涵都有

很大的差别，如下表1所示。

①上海水产学院赴日教育考察团，1984。日本水产教育考察报告(油印本)。
②A Prespectus of Tokyo University of Fisheries， 1995-19970

5卷

t 海 水 产 大 学 学报

280

表1
1996年

1984年

1、海洋生产学科(Dept.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学科内容包括海洋生物与环境关

1、渔业生产学科

系，渔业生产技术。

2、渔业生产工学科

2、资源育成学科(Dept. of Aquatic Bio-Science).包括海洋和泼水生物资源开发，保全、增殖和养

3、食品生产化学科

殖范围内的基础生物学和应用生物学等。

4、食品工学科

3、资源管理学科(Dept. of Resources Management).包括水产资源的管理和有效利用，从自然科

5、资源增殖学科
6、水产养殖学科

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解决有关资源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4、食品生产学科(Dept.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包括食品物质结构和机能，活性物质
的开发利用、品质评价、食品安全性和保存性的生物学，卫生化学、保全化学、食品加工和贮藏
的高技术应用，以及设备。

此外，对 学习海洋生产学科且有兴趣从事船上有关 职务船员工作的学 生，可在毕业后再读一年的航 海专
攻科，包括 海上锻炼，经考试合格可领取运输 省的船舶驾驶执照。
(2)下关水产大学校。该校隶属于农林水产省，拟于1997年秋季实施新的学科招生③，如表2所示。
表2
1997年起实施

到1996年止
1、渔业学科

1、海洋管理学科

2、轮机学科

2、海洋机械工程学科

3、制造学科(即水产品加工)

3、资源利用学科

4、增殖学科

4、生物生产学科

5、渔业师范

5、国际资讯经营学科

由于未见该新学科的专 门介绍，具体内容不详.但顾名思义新学科名称是把专业更加趋向以学科来划分，
专业范围更为拓宽。
(3)北海道大学水产学部.该校水产学部前身是函馆水产讲习所，也是较早设置水产学科的博士学位。该
学部在1984年和1995年的本科虽然都设有4个学科④，但其名称和内容都作了调整，如表3所示。
寝3
1984年

1995年

1、水产增殖学科

1、水产海洋科学学科

2、水产食品学科

2、海洋生产系统学科

3、水产化学学科

3、海洋生物生产科学学科，有两个方向2

4、渔业学科，有两个方向z
(1)渔场学方向;
(2)渔业工学方向。

(1)机能系方向g
(2)生态系方向。
4、海洋生物资源化学学科，有两个方向g
(1)海洋高技术(Marine High Technology)方向g
(2)食品科学方向

③日本下关水产大学校科学调整.1995年7月27日日刊《水产经济新闻》。
④Faculty of Fisheries. Hokhaido University. 1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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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崎大学水产学部、该学部于1984年设3个学科，到1995年虽也设3个学科，但有7个方向，学科名称和
内容都有很大变动⑤，如表4表示。
寝4
1995年

1984年
1、海洋生产学科

1、海洋资源生产科学学科，有两个方向g

2、渔业科学学科

(1)环境和资源方向s

3、食粮科学学科

(2)生产和管理方向。
2、海洋生物科学学科.有两个方向2
(1)生物生产主i向，
(2)生物环境方向。
3、海洋应用生物化学学科，有三个方向z
(1)食粮科学方向，
(2)生物化学方向;
(3)物质化学方向。

根据上述日本四所大学的水产类本科专业的调整情况，可以看出，基本上己摆脱了按行业划分的原则，而
是密切地与学科的基础及其发展结合起来。但是这四所大学在专业设置上并不强调统一，而是突出了其各校
的特色，总体上，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东京水产大学，起点相对比较高，调整幅度较大，也兼顾到水产业
生产特点和有关技术工艺。如海洋生产学科中的渔业生产技术，资源育成学科中的养殖技术，食品生产学科中
的食品工艺等要求，第二类是北海道大学和长崎大学的水产学部，其专业调整明显地侧重于加强基础学科，并
与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衔接起来;第三类是下关水产大学校的专业调整侧重于应用技术，但拓宽了专业范围。

3.2

韩国
韩国国立大学中，釜山水产大学⑥和丽水水产大学②都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但丽水水产大学是在1987年才

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的。现将该两所大学的院系设置列入表5所示。
由此可见，釜山水产大学共设有2 3个系，丽水水产大学设有20个系，其中15个系是相同的，有关水产类的
系绝大多数是一致的。但釜山水产大学尚有渔业教育系，丽水水产大学设有鱼类病理学系。总体上，这两所水
产大学虽都向综合性大学发展，但都把渔业、海洋学和有关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的系密切结合起来，有利
于提高水产学科的水平。据了解，有的系是接受社会需要而设置，如丽水水产大学的汽车工程系是因"现代集
团"在丽水市新设汽车分厂而要求设置的。

3.3

英国
美国华盛顿大学海洋和渔业科学学院只设渔业系和海洋系⑧。渔业系授予三种学位z即① 渔业科学学士

学位CBachelor of Science in Fisheries)，②主修渔业科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Science with a Major in Fish
eries)，@主修食品科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Science with a major in Food Science)，
上述①和②的学士学位的区别是在下列8组选修课组中，如选2组的，可获得渔业科学学士学位F而选l组
的，则获主修渔业科学学士学位。其8组课组是:1、鱼类养殖，

n

、无脊椎动物养殖; i 、娱乐性渔业;町、水域资

源管理川、水质川、鱼类工业(包括食品科学学士学位选读，内容有会计、经济、市场和商业)， vn 、环境研究F
vll、 数量渔业生物学。

⑤履修手引， 1995年，长崎大学水产学部.
⑥National Fisheries University of Pusan Bulletin 1987一1988. Pusan， Korea.
⑦1995. Yosu NatiOt回1 Fisheries University. Korea.
⑧Information Bulletin， 1983. The College of Ocean and Fisheries Scienc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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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丽水水产大学0995年)

釜山水产大学0988年)

1、渔业与海洋科学学院
( 1)海洋技术系，方向有g①渔法学; ②渔具工艺学，

1、 海洋 与 海洋 学院
(1)海洋科学与技术系(以渔具、渔法理论、航海为主)

③渔业海洋学p④渔船驾驶(海上实习4个月，如领取执照

(2)水产养殖系

则需上船8个月)。

(3)鱼类病理学系

(2)水产养殖系，方向有s①海水养殖， ②鱼类养殖，
③海藻栽培，④鱼病学。

2、工程学院
(1)食品科学与技术系

(3)轮机系. (即从事操作，也具有设计能力)。

(2)轮机系

(4)渔业教育系，分四个主修组z①捕鱼技术s②食品

(3)电子通讯工程系

科学和技术;③渔业生物学s④轮机。
(5)微生物学系。前两年主修生物学、化学、微生物导

(4)海洋土木工程系
(5)计算机工程系

论s后两年主修微生物生理学、遗传学、海洋微生物学、

(6)环境工程系

应用微生物学、细菌学、病毒学、基因工程、食品微生物

(7)制冷工程系

学、酶学、病原微生物学等。
(6)生物科学和技术系，以基础生命科学到应用生物
技术为主。
(7)海洋工程系，学习海洋能源和空间利用，沿岸和
外海建筑物的建造、 海洋环境工程等。
(8)海洋学系。
(9)应用地质系，主要是陆地和海洋的能源的调查和
勘探。

2、自然科学与工程学院
(1)海洋生物系，主要是生理生化、发生生物学、比较
解剖学、鱼类数量变动、海洋生态学、生物资源增殖等。
(2)应用数学系，包括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
(3)应用物理系，包括固体物理、光物理、原子物理、
核动力、超声等。
(4)营养与食品科学系，以人类营养为基础，研究食
品开发，尤其是水产品的开发。
(5)应用化学系，包括水产化学、酶化学等。
(6)食品科学与技术系，包括食品化学、营养、保藏、
卫生、工程和加工，重点是水产品利用的新理论、方法和
工艺等。
(7)环境科学和工程系
(8)制冷工程系，以和j冷加工和设备为主。
(9)机械工程系，包括航海机械、内燃机、工业机械的
工程设计等。
(10)电子与通讯工程系

3、社会科学学院
(1)渔业企业管理系
(2)资源经济系，包括渔业资源经济。
(3)国际贸易系，包括水产品国际贸易。

(8)机械工程系
(9)化学工程系
(10)生物工程系
(11)电力工程系
(12)汽车工程系

3、理学院
(1)海洋学系
(2)食品与营养系
(3)应用数学系

4、人文和社会学学院
(1)渔业企业管理系
(2)国际贸易系

交

4期

3.4

流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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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据挪威特莱姆瑟大学挪威渔业科学学院1996年的资料，该院学习五年可获得硕士学位，而本科生一般3年

至3年半时间，原则上不分系(专业)，按学位名称来定方向:
(1)渔业科学。前3年所有学生都统一学习经济学、社会学、生物科学、 渔业技术、生化和微生物学等课程，
后2年要自由选择专业方向，如销售、渔业生物学或加工技术等。
(2)水产养殖学。前18个月都按规定的课程表学习，如生物科学、化学和数学等， 以后可选择水域生物科
学、生理学、微生物学和生化等范围内的课程， 一般3年半本科可毕业。如再读18个月可获硕士学位，学习内容
包括营养学、生理学、发生生物学、海洋生物技术、环境生理学等。
(3)鱼类健康。大部分内容与水产养殖学一致的，但最后两年以鱼类健康和鱼病为主， 其学位课程表是固
定的，如营养生化、生理学、组织学和病理学、寄生虫学和鱼病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学生完成学业后，可选高
一层次课程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业.
(4)水域生物科学。在最初几年应完成生物科学的基本课程，最后18个月可选修海洋或淡水生物科学。
3.5

俄罗斯
俄罗斯远东渔业和经济学院设有5个系11个专业，如表6所示，除船舶驾驶专业为5年半外，其他均为5年

制。
表6
系
1、航海系

2、工业捕鱼与水运开发系
3、机械系
4、工艺系
5、技术经济系

4

专业
1、船舶驾驶专业

年制(年)
5.5

2、轮机专业

5

3、船舶电气装备与自动化专业

5

1、海运组织与管理专业

5

2、工业捕鱼专业

5

1、机械与食品生产设备专业

5

2、低温技术与低温物理专业

5

l 、水产品加工工艺专业

5

2、水产资源与养殖专业

5

1、工业和食品经济与组织专业

5

2、工业财会统计与分析专业

5

几点看法和建议
综合上述资料和分析，现提出几点看法2①90年代以来，各国为了适应渔业形势的变化，结合本国情况，对

水产类本科专业(系)的设置和内容，都作了调整。有的变动很大，主要是把渔业同海洋结合起来，把水产养殖
与水域生物科学结合起来，基本上摆脱了以行业划分专业的原则。把水产学科与有关基础学科有机地结合，在
专业(系)的名称和内涵上都有着实质性的调整，拓宽了专业班围。但 是，因各国的渔业地位及其学科水平的不
同，不仅各国之间的专业设置和内容上不同，即使在一个国家内，各院校的专业 设置和内容也有很大差别;②
美国和挪威为代表的水产类本科教育上，专业(系)的划分并不严格，而是按选课确定其学位。日本和韩国的水
产教育大致相同，但 韩国的水产大学结合其水产的特色，并向综合性大学发展。日本水产类本科专业(系)有三
种类型，即水产大学、综合性大学的水产学部、综合性大学农学部的水产学科，其专业(系)的设置和内容都有
明显的区别z③各校在水产类本科专业(系〉设置上，还取决于各校及其水产类本科专业的定位和办学要求。相
对地说，日本的北海道大学水产学部似乎在科研定位上高于东京水产大学，而东京水产大学似乎仅高于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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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大学校;④目前在水产类本科专业设置上，我国比较接近于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
根据上述分析和看法，对我国水产类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提出几点建议:①在专业(系)目录调整，原则
上应以学科划分为主，由于目前用人单位习惯于以行业要求吸收毕业生的特点，因此，尚应适当照顾到行业的
特点;②根据上述有关资料，我国的水产类本科专业设置同日本和韩国比较接近，可以依此作为参考。而美国
和挪威在选定专业的有关方向上，建立选修课组方面也有较好的参考价值，③由于我国在水产类本科专业目
录上是统一的，并作为各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因此在讨论面向21世纪水产类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时，要研究
面向21世纪水产学科和我国水产业发展趋势，明确人才培养的素质和规格，同时也要结合各院校的实际情况，
正确地确定水产类本科教育的位置。这样，既有统一的要求，又能办出各校的特色，同时又能防止本科生与硕
士生的要求相混，或者是把教学要求降低到按产品要求，进行单纯的技能性培训11，④为了拓宽专业范围，提高
学科水平，又为毕业生适应就业的需要，必须确保基础学科的教学，又应拓宽水产学科的面，也就是进入水产
院校的学生1-2年级不应分专业， 统一抓好基础学科的教学，同时对 所有学生都应开设水产学科的概论课
程F⑤有关水产类 专业目录调整的建议z一是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F 二是水产养殖z三是水产品贮藏和加工F
四是渔业资源和环境管理z五是渔业经济管理。此外，水产院校仍应设置机械工程、制冷工程、船舶驾驶、轮机、
电子与通讯工程等专业，与水产类本科专业配套p⑥拟将"专业"改为"学科" 。因长期来"专业"顾名思义是"专
门行业"，不易突破原有范围。"系"在我国已作为一个层次组织，是否可考虑采用"学科"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