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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鱼（Pseudosciaena polyactis  Bleeker），又名小鲜
（浙江）、小黄瓜（福建）、黄花鱼（山东、河北和辽宁）等，隶

属于鲈形目（Perciformes），石首鱼科（Sciaenidae），黄鱼属

（Pseudosciaena Bleeker）［1］。小黄鱼广泛分布于中国东海、
黄海和渤海以及朝鲜半岛西岸海域，主要集中在27°00′N以

北、125°30′E以西，水深不超过100 m的海区，以及受长江

径流影响较大的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水深40~80 m的海区，

属暖温性近底层鱼类［2］。由于其在中国传统海洋渔业上的重

要地位，一度与大黄鱼（Pseudosciaena crocea Richardson）、
墨鱼（Sepiella maindronide）、带鱼（Trichiurus japonicus）并
称“四大海产”。小黄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脂肪、钙、

磷、铁、钾、钠、镁、硒和维生素A 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

成分，食用价值高，而且无论从中国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

研究中，都发现小黄鱼还具有相当高的药用价值，例如：鱼

鳔具有润肺、健脾、补气血的功效；胆能清热解毒、平肝、

降血脂；鱼磷可制药用胶；精巢用来提取鱼精蛋白、精氨酸；

卵巢则可用于提取卵磷脂［3］。国内外对小黄鱼的研究大部

分集中在对其资源分布、摄食行为、洄游习性等方面，但对

其分子生态和种群遗传学的研究还较少［4-6］。上世纪70年代

以后，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小黄鱼产量

逐年减少；虽自上世纪80年代实施伏季休渔制度以来，其

资源量明显回升，但其群体仍面临日益衰退之势［7-9］。因此

本文通过对小黄鱼种群划分、摄食习性、生殖与洄游等方面

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期望能为小黄鱼渔业资源的合理利

用与科学管理提供基础资料，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便利。

1   大小黄鱼的种间差异

大、小黄鱼虽同属鲈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但两者

分属于不同的种，它们在形态和遗传上均有较大差别，如，

大黄鱼尾柄较小黄鱼长，鳞片较小黄鱼小。具体区别如表1。

表 1   大黄鱼与小黄鱼之间的主要差别［10-11］

大黄鱼 小黄鱼
参考
文献

分布 南海，东海和黄海 东海，黄海和渤海［10］

体长 可达500 mm 可达400 mm ［10］

尾柄长/尾柄高 3 2 ［10］

侧线上鳞 8~9 5~6 ［10］

鳔的腹分支 前后两支相等
前后两支不等，前

长后短
［10］

臀鳍第二鳍棘/眼径 稍大于或等于1 小于1 ［10］

Cyt b基因
Cyt b基因存在明显差异，两序列间具
有126个差异位点

［11］

2   小黄鱼的种群划分

由于不同的学者采用的标准不同，迄今为止，小黄鱼的

种群划分结果不太一致，但大都将其分为3~4个种群。其依

据主要有：1）形态特征；2）地理分布；3）产卵场和越冬场

的分布；4）洄游路线；5）基因组DNA变异。划分结果见表2。

小黄鱼生物学研究进展

【提要】 小黄鱼是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海洋经济鱼类，主要分布于中国东海、黄海和渤海海域，属暖温性近底层鱼类，在中国

传统渔业历史上一度与大黄鱼、墨鱼、带鱼并称“四大海产”，但小黄鱼资源正面临着日益衰减的趋势。小黄鱼富含蛋白质、糖、

脂肪、钙、磷、铁、钾、钠、镁、硒和维生素A 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营养价值高。国内外对小黄鱼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资

源分布、摄食行为、洄游习性等方面。本文就小黄鱼的种群分布、摄食习性、生殖洄游、资源状况等方面作全面综述，以期为合理

和可持续的利用小黄鱼渔业资源提供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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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摄食习性

小黄鱼具有浮游底栖与游泳动物食性，对食物选择性

小，主要摄食浮游动物、鱼虾等，其中浮游动物以桡足类为

主，鱼类主要为鰕虎鱼，虾类则有毛虾、糠虾、脊尾白虾和

鼓虾等。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海域，小黄鱼主要摄食游泳

动物［15-17］，但在不同的生活时期（越冬期、产卵期和索饵期）

摄食强度不同，其中越冬期（1~3月）摄食强度最弱，产卵期

（4~5月）居中，索饵期（6~12月）最为旺盛［17］。薛莹等［9］认

为小黄鱼食物链的组成结构与体长有显著的关系，在体长

为109 mm时，小黄鱼将会出现明显食物转换现象。小黄鱼

在生长的不同阶段其摄食种类也有差异，幼稚鱼阶段主要

以太平洋磷虾、中华哲水蚤等为食，成鱼则主要摄食鳀鱼、

赤鼻棱鳀等小型鱼类和脊腹褐虾［9］。有学者认为小黄鱼种群

的摄食存在“昼夜垂直移动的习性，黄昏时上浮，黎明时下

沉”的现象，但有些专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15］。对于小黄鱼

的摄食习性，有学者提出“生殖季节群体绝大部分停止摄食”

的观点［18］，但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17］。因不同季节渤海海

域小黄鱼的饵料资料缺乏，故对该海域的小黄鱼不甚明了。

据对河北近海小黄鱼的研究，其饵料有浮游动物（桡足类为

主）、鱼类（主要为鰕虎鱼）、虾类（毛虾、糠虾、脊尾白虾、

鼓虾）等［16］。不同海域和季节的小黄鱼优势饵料种类见表3。

表 2   小黄鱼的种群划分

种群划分观点 地理位置 划分依据
参考
文献

黄渤海群、黄海群、南
黄海群、东海群

—
地理分布特征和脊椎骨、背鳍、臀鳍、
鳃耙、幽门盲囊及膘支管等形态特征

［12］

黄渤海群、南黄海群
和东海群

黄渤海群：越冬场在黄海南部，洄游于黄海南部与渤海之间。春季时，
一支产卵场在莱州湾、渤海湾及辽东湾等处；另一支在鸭绿江口附近
南黄海群：越冬场在黄海南部，产卵场主要在江苏吕泗渔场
东海群：越冬场位于浙江温州外海，产卵场在长江口外佘山东北海区

产卵场和越冬场的分布
及其洄游路线

［13］

北部群系（黄渤海群）
中部群系（南黄海群）
和南部群系（东海群）

 — RAPD变异 ［4］

南黄海群、黄渤海群、
东海群

南黄海群：江苏海州湾至浙江省嵊泗海域沿海产卵的群体
黄渤海群：山东南部（35°30′N）以北沿海产卵的群体；
东海群：浙闽沿海（大致30°N）以南沿海产卵的群体

产卵场 ［14］

表 3   不同海域和季节的小黄鱼优势饵料种类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参考文献
黄海中部（按重量百分比
降序排列）

磷虾类、虾类、鱼类 虾类、磷虾类、鱼类
磷虾类、虾类、
鱼类、端足类

磷虾类、鱼类、虾类、桡足
类

［19-20］

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按
重量百分比降序排列）

十足类（脊腹褐虾为主）、鱼
类（七星底灯鱼和蓝圆鲹为
主）、糠虾类

磷虾类（中华假磷虾为主）、
十足类（脊腹褐虾为主）、
糠虾类、头足类、鱼类

鱼类（蓝圆鲹为
主）、口族类、十
足类

鱼类（七星底座鱼和发光
鲷、细条天竺鲷为主）、糠
虾类、十足类（鹰爪虾为主）

［17］

长江口及近海（按重量百
分比降序排列）

甲壳类（糠虾、磷虾、脊腹褐
虾、鹰爪虾为优势种）、鱼类
（七星底座鱼为主）、头足类

底层虾类、磷虾类、鱼类、
毛虾类

毛虾类、鱼类、
底层虾类、磷虾
类

甲壳类、鱼类 ［21-22］

4   生长结构

大量的研究表明，自1982年以来，小黄鱼群体的生长

结构已发生一些变化，如出现个体低龄化、鱼体生长加快、

渐近体长和渐近质量减小、体质量生长拐点提前等现象［8］。

严利平等［17］研究证实东海北部与黄海南部小黄鱼的生长都

基本呈现上述情况，且小黄鱼的性成熟有提前的趋势。通过

表4可以清楚的看到，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海

域小黄鱼群体的体长、体重和鱼龄等特征方面都呈现严重

的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作者认为出现上述状况与我国捕捞

技术的发展、小黄鱼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有很大的关系。

表 4   1960s-2000s 中国沿海小黄鱼的体长、体重和年龄［7-8］

年代 海域 平均体长（mm） 优势组（mm） 体重（g） 平均体重（g） 优势组（g） 平均年龄（年） 优势年龄（年）

1960s
黄渤海（1963） 205.8 181~230 — — — 3.8 2~6

东海（1963） 224.23
210~240
270~290

26~605 207.36
180~220
360~390

5.66 3~6

1980s
黄渤海（1982） 143.3 111~150 — — — 2.1 1~3

东海（1983） 152.31
130~150
200~220

25~330 75.06
30~50
120~140

1.99 1~2

1990s
黄渤海（1993） 136.6

111~130
151~190

— — — 1.6 2

东海（1993） — — — — — — —

2000s
黄渤海（2003） 130.3 111~150 — — — 1.3 1

东海（2001） 120.97 100~130 13~146 30.63 20~30 0.5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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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伏季休渔”成效比较显著。应进一步加大实施“伏季

休渔”的力度，避免小黄鱼的资源持续恶化，最终导致无鱼

可捕的局面发生。

6   生殖洄游

随着春季水温的升高，小黄鱼性腺发育完好，开始生殖

洄游［18］。调查显示，小黄鱼产卵行为对水温要求比较严格，

而盐度条件则可小幅度波动［23］。Jin等［27］的研究表明小黄

鱼种群具有规律性的洄游行为。一些学者认为在我国沿海

地区小黄鱼有2个洄游群体即黄渤海群和东黄海群［23，28-29］。

其中黄渤海群体还可以分为北方种群和吕泗种群。

鱼类资源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群体结构和鱼类的繁殖习

性，引起鱼类生殖力的变化。诸多历史资料涉及黄渤海和东海

小黄鱼的怀卵量。水柏年［30］研究1993~1995年吕泗和舟山渔

场小黄鱼的产卵量在4 118~218 238粒的范围，平均为44 043

粒。2004年，曾玲等［31］调查小黄鱼生殖力在14 729±1 360粒；

2007年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小黄鱼产卵量在2 753~44 657粒，

平均为15 676粒［32］。由上述数据可知，小黄鱼生殖力在逐年

增强以适应海域内高强度的捕捞，维持种群的数量。

7   展望

小黄鱼是我国的一种重要的海洋鱼类，然而种种资料

研究表明，由于捕捞工具的日益先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

念淡薄，小黄鱼的生存环境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虽

然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保护小黄鱼的

资源，其资源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要复原到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还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保护的力度。为

此，我们有必要对小黄鱼的资源进行合理的保护利用，坚持

“伏季休渔”的政策不动摇，采取相关的措施。在捕捞小黄

鱼资源时应该努力地改变传统的渔业方式，使小黄鱼渔业

走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有关部门应该严格控制捕捞强度，

降低小黄鱼资源所承受的捕捞压力；严格控制秋冬汛产量，

加强产卵期的禁渔区亲鱼和伏休期的幼鱼的渔政管理，使

小黄鱼资源结构得以逐渐恢复。

为合理和可持续的开发利用小黄鱼资源，我们认为，应

加大对小黄鱼研究的重视程度。近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如：

1）加强对小黄鱼功能基因的研究，采用基因工程将小

黄鱼体中的一些功能基因克隆，并将其用于生产应用。2）采

用分子育种技术，对小黄鱼的优良性状加以改良，提高经济

价值。3）对小黄鱼的系统进化特征进行研究，弄清其在进化

树中所处的位置，为生命的进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4）从

分子生态和种群遗传学的角度，对小黄鱼的种群划分进行

探讨，为种群划分提供分子证据。5）对小黄鱼的资源分布进

行全面的科学调查，弄清其生活史，为相关部门制定科学的

管理策略及渔民更加科学的捕捞提供理论指导。

图 1   1960s~2000s 中国海域小黄鱼平均体长［7-8］

注：海域1为黄渤海；海域2为东海

由表4和图1可以看出，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

黄渤海和东海海区内小黄鱼都存在明显的体长减小状况，表

明小黄鱼的资源个体小型化的趋势比较明显，海区内的小黄

鱼在未成熟的时候就已经被捕捞上岸。这种趋势如果不加遏

制，小黄鱼的资源将会继续下降甚至会达到濒危状态。

5   资源分布

不同的季节和海域，小黄鱼群体分布呈不同的状况。在

河北境内（划归渤海海区），夏季小黄鱼的分布较广，从南到

北各海区均有分布，较密集集中在唐山海区，但在春季，分

布较少［16］；在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海域，夏秋季节，小黄鱼

主要出现在大沙、江外、吕泗和沙外渔场。有学者也指出小

黄鱼的资源分布与水温和盐度有关［23］。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黄海的海洋温度、盐度以及一些生

化指标（如溶氧量、N：P等）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可

能会导致小黄鱼种群结构的改变［24］。Chen［25］在1997年研究

渤海和黄海的渔业资源分布时发现小黄鱼资源已经从以前

接近20%的渔获量锐减到现在的2%，并且鱼体有低龄化的

趋势。东海区1950s~2000s小黄鱼渔获量见图2。

图 2   1950s~2000s 年东海区小黄鱼产量［26］

从图2不难看出在东海海域，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

我国东海区的小黄鱼资源一直处于衰减之中。50年代处于

比较高的水平，但之后持续下降，虽然从80年代我国实行

“伏季休渔”制度，东海区渔业资源有了较大程度的恢复，但

下降的趋势直到90年代才得以遏制，且渔获物以低龄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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