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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虾类保活运输的研究与应用进展
米红波，侯晓荣，茅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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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影响鱼虾类运输后存活率的主要因素，保活运输过程中环境胁迫对鱼虾造成的应激反应和目前

常见的保活运输方法与设备及其应用进展，并提出了水产品保活运输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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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市场一般分为“活、鲜、冻、老(‘老’指腌

制品)”，市场价格也由高到低变化。近几年随着人们对

食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鲜活水产品深受国内外消费

者的青睐，交易持续增长[1-2]。因此，研究水产品保活运

输的影响因素和运输过程中的生理变化，改善保活运输

的方法，延长水产品的保活运输时间，具有很高的应用

价值和经济效益。本文介绍了目前鱼虾类水产品保活运

输过程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应用状况。

1 鱼虾类保活运输的主要影响因素

鱼虾保活运输中存活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种类及自

身健康状况、呼吸导致的水质和溶解氧变化、周围环境

的温度和运输密度、外界条件变化导致的应激反应等。

1.1 种类及健康状况

世界上现存的鱼类有2万多种，几乎栖居于地球上的所

有水生环境，从淡水的河流、湖泊到咸水的大海、大洋。不

同的鱼虾种类对环境的耐受程度不同，即使同一品种又有苗

体、幼体、新体和成体之分[3]。鱼虾类的品种、健康程度、

运输前所处的环境及对环境的忍受能力都对保活运输过程

的存活率具有重要的影响[4]。如鲢鱼性情急躁，受惊即激烈

挣扎，因此在运输时容易受伤，而鲤鱼等性情温顺受惊不跳

跃，运输时就不易受伤[5]。罗氏沼虾在运输前经24h饥饿暂

养成活率比对照组要提高17%[6]。另外，在运输前都要挑选

健康的鱼虾，体弱或患病的鱼虾不仅在运输时容易死亡，而

且死体将会加速恶化运输环境，大大降低存活率。

1.2 水质

在保活运输过程中鱼虾类的生理需求和在正常的生

存环境下没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在设计有效的保活运输

系统时考虑到鱼虾类的气体交换是非常必要的。由于水

中的溶解氧是有限的，鱼类必须通过嘴和鳃盖运动吸收

和排出大量的水或通过撞击换气以获得足够的氧气[7]。吸

收的氧气进入到血液里与血红蛋白结合之后循环到各个

组织，缓慢地输送到鳃部，之后快速地扩散到周围的水

环境中，由细胞呼吸产生的CO2在血浆和水中都是高溶

解性，因此，尽管像鲑鱼这样每消耗1.0mg O2就要产生

1.4mg CO2，鱼类血液中CO2的浓度仍是很低[6]。然而，

在保活运输过程中水的用量有限，如不及时净化，水中

的CO2浓度就会积累到危险的水平。

除了CO2，鱼虾类呼吸还会产生氨氮类物质(NH3、

蛋白质代谢产物等)，这些物质也会从血液内扩散到周围

的水中。由于CO2和NH3都具有很高的溶解性，所以在自

然条件下和养殖环境中，水中的CO2和NH3浓度不会大量

地积累。然而，在运输过程中，如果水质不能及时地净

化，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就会快速地积累，影响血液的氧

携带能力，导致组织缺氧并最终死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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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温度

在变温动物的生理反应方面，温度是一个主要的控

制因素。温度越高，新陈代谢越旺盛，生长和繁殖能力

越强[8]。有研究表明温度对水产生物的生理机能、免疫

力和存活率都有减缓效应[9]。在保持温湿度的恒定并在

5～10℃的相对低温条件下，运输龙虾可以获得最大的存

活率[10]。装箱前预冷具有一定的麻醉作用，可以加大保

活运输过程中日本对虾的存活率[11]。

1.4 运输密度

在保活运输过程中应该关注的另一主要因素是运输

密度。在既定的水温和鱼体大小的情况下，O2消耗量和

CO2生成量与生物量是密切相关的[7]。低的运输密度可

明显加大大黄鱼的存活率，平均保活时间可达96.3h，

最长可达150.3h[12]。王向阳等[13]实验得1L水中可存养白

虾50～60尾，保证虾体与空气最大的接触面积，既方便

充氧气，也不会因为上下层虾体的积压造成白虾的机械

损伤。在塔斯马尼亚岛大西洋小鲑鱼的最佳运输密度

为70～80kg/m3[7]。在实际运输过程中，为了获得最大

的经济效益和高的存活率，根据运输的水质状况、保

活运输系统的设计和运输距离来确定适宜的运输密度

十分重要。

1.5 应激胁迫

当水生动物暴露在空气中，或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受

到机械振动和噪音等的影响下，都会产生应激反应，儿

茶酚胺快速地从亲铬细胞中释放，激发丘脑下部-垂体-肾

间组织轴，造成血浆中皮质醇含量急剧上升[14]。儿茶酚

胺的分泌将导致鱼类血管和呼吸系统的改变，心率和鳃

盖运动加速，造成供氧不足，产生大量乳酸破坏酸碱平

衡从而造成保活运输后的鱼虾复活后死亡[1]。

2 鱼虾类运输过程的应激响应

2.1 运输过程中的发病与死亡

保活运输过程时环境中异常的、不良的胁迫因子

和机械振动等将引起鱼虾类的应激反应，严重时会产

生应激性疾病甚至死亡[9]。水生动物受到应激胁迫后，

首先体内开始释放大量肾上腺激素，扰乱生理状态，

之后这些激素调节二级反应，通过离子平衡和代谢水

平的改变以达到生理适应，严重的将导致三级反应，

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增加感染几率，产生临床和病理

学疾病症状[15-16]。短期的急性应激将快速产生反应，而

长期的周期性的慢性应激将影响整个生命周期，抑制

生长、繁殖，甚至破坏组织产生疾病。部分水产生物

尽管在保活运输后开箱时是存活的，但由于运输过程

对其造成的伤害导致不适宜再饲养，必须及时销售。

罗氏沼虾在最适宜的操作程序下保活运输32h，开箱时

存活率为96%，而将活着的罗氏沼虾放入循环水产养

殖系统中观察16h后，存活率只剩68%[6]。

2.2 血液生化反应

通过对鱼虾类血液学的研究可以了解其在逆境胁

迫条件下血液学指标的变化，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各种

因素，从而探究鱼虾类适应逆境的机制。对于保活运输

过程中的捕捞干扰、机械振动、氧气缺乏、水体污染等

各种逆境条件都会影响鱼虾类血液成分的改变。一般来

说，鱼虾类血细胞数量在水温升高时上升，水温下降时

下降[8]，因为温度降低，新陈代谢减弱，血糖浓度下降，

影响造血功能，导致血细胞数量减少。然而，也有研究

报道当水温升幅过大，超过一定范围时血细胞数量反而

下降[17]。龙虾受到机械振动或暴露在空气中时血细胞数

会快速增加[18]，而Le Moullac等[19]的研究报道南美白对虾

在低氧条件下血细胞总数和半颗粒细胞及透明血细胞的

比例都明显降低。

血淋巴蛋白浓度的改变与各种各样的环境胁迫密切

相关。研究表明斑点鲈鱼的血浆蛋白浓度在高水温时升

高，在低水温时降低[20]，几种越冬鱼类的血清蛋白浓度也

是随着越冬期间水温的下降而减少。日本对虾血淋巴蛋白

浓度会随着其所处的环境中氨含量的增加而升高[21]。研究

发现总蛋白浓度可以作为虾壳病发病的一个主要征兆，

即蛋白浓度越低，虾壳病的发病几率越高[22]。同时血淋

巴蛋白浓度已经被看作是判定龙虾生理状况和活力的重

要手段[23]。

2.3 吞噬能力改变

吞噬作用是一种正常的细胞防御功能，将侵入的病

原体吞噬到体内并生成活性氧中间体的过程。温度对草

鱼吞噬活性具有明显影响，20～30℃时细胞的吞噬活力

几乎比4～10℃时高1倍，但温度过高不利于细胞吞噬反

应[24]。在偏酸性水体中，草鱼血液吞噬活性受到抑制，

而在偏碱性中其吞噬细胞活性明显增强[25]。因此，在保

活运输草鱼时，对水体中由草鱼呼吸产生的CO2的清除

至关重要。运输应激导致黄颡鱼成鱼外周血淋巴细胞和

嗜中粒细胞百分比的显著改变和外周血白细胞吞噬功能

的抑制[26]。在热力应激和饥饿条件下，鱼虾类的吞噬能

力会明显下降[17,27]。Cheng等[28]证明温度、pH值、盐度

和氨含量都会影响罗氏沼虾对链球菌的吞噬能力和清除

效应。

2.4 酚氧化酶(PO)活性变化

PO是动物体内参与免疫防御的一种重要氧化酶。PO

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机体免疫机能的状态，健康和外

界环境的恶化，导致机体免疫机能下降，体内PO活性也

会随之受到影响。高浓度氨氮会抑制南方大口鲶鱼血清中

的PO活性，时间越长这种抑制作用越明显[29]。在龙虾保

活运输过程中，PO活性随着运输温度的降低而下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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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海鳌虾体内PO活性随着其暴露在空气中时间的延长

而下降[30]，在饥饿状态下，南美白对虾体内的PO活性急

剧下降[26]。因此，在低温保活运输中，鱼虾类的免疫机

能处于最低状态，极易因环境的恶化而受到伤害，在操

作程序时，必须要快速，并保证运输条件的稳定，减少

机械振动。

3 鱼虾保活运输方法

高密度的、有效的鱼虾保活运输，一直是水产工作

者所重视的问题，至今已经发展多种鱼虾保活运输方法。

3.1 水养保活运输

3.1.1 净水法

水质是鲜活水产品保活运输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

素，鱼虾类的呼吸、代谢会造成水质的快速下降，导致

其中毒而死，因此，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运输过程

中水体的干净。在水箱底部铺上一层膨胀珍珠岩或活性

炭可以吸附鱼虾类代谢产生的废弃物，达到净化水质的

目的。在运输过程中添加石灰水以吸收罗氏沼虾呼吸产

生的CO2可明显提高运输成活率[6]。

3.1.2 增氧法

增氧法是目前在水产品市场上最常用也是最简单

的保活运输方法。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在塑料袋内注

入三分之一的水，放入鱼虾后先将袋内的空气排出，然

后用氧气钢瓶充满氧气，封口 [5,31]。短距离销售时直接

运输，长距离销售时为避免塑料袋破裂，要放在泡沫箱

内运输。二是在运输车内整齐摆放装有合适比例鱼和水

的塑料桶，将连接氧气钢瓶或空气泵的管子插入塑料桶

内，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可以随时增加桶内的氧气含量，

以提高保活运输率。

3.1.3 降温法

增氧法主要是用于鱼类的保活运输，而对于虾蟹类

的运输多采用降温法。温度对罗氏沼虾保活运输的存活

率具有明显的影响，21℃条件下保活运输24h后存活率为

97%，而26℃条件下只有24%[32]。首先将虾蟹类在水中通

过降温处理，使其适应低温环境，再放入预先放有少量

冰块泡沫箱内，箱内每层水产品之间的填料可以采用消

毒过并预冷的木屑，以提高运输存活率。

3.2 无水保活运输

3.2.1 低温休眠法

鱼虾类冷血动物都有一个固定的生态冰温，在生态

冰温区内，采用适当的梯度降温，以使鱼虾类处于假死

的休眠状态，降低呼吸和新陈代谢以提高保活率[1,33-34]。

黑鲷鱼经48h暂养后缓慢降温，在(2.0±0.5)℃无水条件

下可保活6h[35]。健康的罗汉鱼暂养48h后，缓慢降温至

0.6℃，并在低温(0.0±0.1)℃条件下无水保活可以达到

12h[34]。大菱鲆在(3.0±0.1)℃条件下有水保活72h，存活率

达到100%，无水保活60h，存活率达95%[33]。0℃条件下

的低温保活运输24h对鲟鱼肌肉的主要营养成分影响极

小[36]。Skudlarek等[6]的研究报道罗氏沼虾经过适当的处

理，在15℃低温下保活运输32h存活率可达96%。

3.2.2 化学麻醉法

根据水产品的生理特性，采用无毒或低毒的镇静

药物抑制其中枢神经，使其暂时性的失去痛觉和反射功

能，从而降低代谢强度，减少氧气的消耗和代谢物的排

出，提高存活率。最常见的水产品麻醉剂有间氨基苯甲

酸乙酯甲磺酸盐(MS-222)、丁香酚、盐酸苯唑卡因、乙

醚、三氯乙醛等[2]。MS-222被美国国家食品与药物管理

局(FDA)批准为食用鱼类的麻醉剂，但是由于其有轻度毒

性，使用MS-222麻醉的鱼类必须经过21d的停药期才能

在市场上销售[37]。MS-222处理可将鲫鱼无水保活时间延

长到30h[38]。刘伟[39]将MS-222应用于金鱼运输实践中，

不仅可以加大金鱼打包量，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大大提

高了鱼体的成活率，降低运输成本。丁香酚价格低廉、

安全高效，近几年正在被广泛研究作为水生动物的麻醉

剂。经丁香酚麻醉的美洲鲥幼鱼运输后血清的皮质醇含

量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其在缓解鱼体运输应激反应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40]。丁香酚作为斜纹朴丽鱼长距离运输

麻醉剂的研究表明丁香酚与氨离子清除剂的结合使用可

明显降低运输水体中氨的含量[41]。Akbari等[42]的研究表

明丁香酚可以作为印度白对虾保活运输过程中的高效镇

静剂。在最适乙醚浓度麻醉下，鲫鱼无水保活存活率为

90%时，存活时间为对照组的2倍多[43]。程君辉等[44]的研

究表明碳酸、酒精、盐酸普鲁卡因作为活鱼的麻醉休眠

剂，都具有一定的效果，20℃左右的室温下，淡水活鱼

休眠7h，碳酸休眠法存活率达90%，酒精休眠法存活率

达80%。碳酸质量浓度为700mg/L时，鲫鱼无水保活时间

可达15h，比空白对照组多7h[45]。二氧化碳麻醉后低温充

氧条件下运输一定时间内，鳜鱼体内ATP可以保持较高

的水平，不致引起死亡[31]。苯唑卡因与低温结合麻醉银

鱼后运输8.5h，可明显提高存活率[46]。

4 鱼虾保活运输装备

目前已有不少鱼虾专用保活运输装置的研究和设

计。主要有简单的袋式保活运输装置、大容量的箱式保

活运输装置和机械化的保活运输车装置。

4.1 袋式保活运输装备

杨晨[47]设计的活鱼包装袋由两片外膜片相互连接后

形成密封腔，连接处设有充气口，充气方便、成本低、

不易漏气、加工简单。在包装袋的外袋一侧设置拉链，

正反两面设置对称的承重带，可方便携带，内袋设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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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结构，装水并充氧气，可保证鱼在袋内存活20～25h

不会死亡[48]。采用高阻隔尼龙复合薄膜材料制作的活鲜

水产包装袋可使水产品的保活鲜时间达4～10d[49]。

4.2 箱式保活运输装备

箱式保活运输装置可大大增加运输量，并可配备

水泵、气泵等配件，延长鱼虾存活时间，适用于长途

运输。水柏年等[12]设计的5款水族箱，在适宜的温度和

存养密度下平均保活时间最长可达150.3h。陈加生设

计了一种水产品保活运输箱 [50]，将圆片形箱盖螺纹安

装在箱体的上部，在箱盖上设有一个用于向箱内通入

新鲜空气的进气管和一个出水管，可保证水产品在具

有充足氧气的水中长时间存活和长距离运输。王洪春

等 [51]设计的鲜活水产品运输保活装置有一台发动机、

一台气泵、两台水泵、一台压缩机等组成，运用制冷

技术通过水循环而给水降温，并结合给水充氧、净化

等措施，保证水产品对水质、水温和氧气等方面的要

求，从而延长其存活期。在保活箱箱盖上设置一个或

多个可以贮存气体的弹性充气包，连接到通气口或进

水口，箱体侧下部设有排水口，实现通气排水的整个

过程，极大地提高了活体水产品的存活质量 [52]。将保

活运输箱设计成一个或多个储存区和蓄冷区，在蓄冷

区内设有蓄冷器，侧壁设有通气口，储存区底部铺设

海面层，内设氧气和水分，以保证无水运输过程中鱼

类的低温保活[53]。

4.3 保活运输车

保活运输车的设计使鲜活水产品的运输装备更加机

械化、系统化，可实时监测水质变化和鱼虾状态，适用

于远距离长时间运输。浙江海洋学院设计的活水产品运

输车包括水体检测装置、过滤装置和温度控制装置，保

证水体的循环利用，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大大延长了

活水产品的保活运输时间[54]。充分利用汽车的发动机、

压缩机、柴油机等配件，使其与车内单体保活箱连接达

到降温效果，既保证了鲜活水产品的存活率，又降低了

能源的消耗[55]。

5 结 语

我国水产品资源丰富，运输技术也发展迅速，但缺

少正规化和规模化，在目前的运输方法中水产生物的死

亡率仍然很高，而且多数是采用有水运输或加冰运输，

加大了鲜活水产品的运输成本，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无水保活运输技术将会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同时，如何将各种运输方法相结合以保证水

生生物在运输过程中对环境的需求，减少环境胁迫造成

的应激反应，提高水产品保活运输的成活率也将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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