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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地方标准 

钝吻黄盖鲽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1、任务来源及背景 

本标准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大连市地方标准立项计划的通知》

（大市监〔2022〕55 号）中的计划项目钝吻黄盖鲽增殖放流技术规范（2022034），由大

连海洋大学连同大连市海洋发展局、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编制。 

增殖放流是指通过人工进行干预的方式，将人工培育的各类渔业生物的卵或幼体投放

到天然水域，使其生长、繁殖，从而增加种群数量，实现渔业资源修护和可持续利用，并

有助于水域生态环境改善。辽宁省是我国渔业大省，毗邻渤海、黄海，大陆海岸线长度约

2110 公里，位居全国第五。海洋功能区划面积超过 4 万平方公里，有海岛六百余个。滨海

湿地资源也非常丰富，8 万公顷的翅碱蓬形成独具特色的红色海岸。辽宁省历史上海洋渔

业资源丰富，但由于海岸工程建设、环境污染、栖息地破坏以及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近

海渔业资源量下降，渔业种群结构和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自《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

动纲要》（国发〔2006〕9 号）颁布实施以来，辽宁省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已经成为近海渔

业资源修复的重要举措之一，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开展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最早的地区之一，目前大连市渔业资源增

殖的投入及规模日趋扩大， 2009-2022 年，大连市已经连续 14 年开展了海洋渔业资源增殖

放流工作。2022 年，全市增殖放流中国对虾 30 亿尾，三疣梭子蟹 7000 万尾，褐牙鲆 1240

万尾，许氏平鲉 400 万尾，总计 30.864 亿尾，目前放流数量为全国最大的单列市。渔业资

源增殖放流已成为大连市近海渔业资源修复的重要举措之一。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十三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16〕

11 号）”文件要求、《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农业农村部令第 20 号)、《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通知》（农办渔〔2017〕49 号)、《辽宁

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办法》（辽海渔业字〔2016〕347 号）等文件要求，增殖放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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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需要强化组织实施，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加强种质监管，确保增殖放流生态安全，强化

质量监管，保障增殖苗种安全健康，严格验收，保证增殖放流苗种数量和质量。通过开展

增殖放流，促进渔业种群资源恢复，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增加渔业效益和渔民收入。同时

增强社会各界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形成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和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在放流物种和区域布局上，要更加注重发挥增殖放流的生态效益，突出其在水质净化、水

域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作用，逐步加大生态性放流的比重；因地制宜，突

出区域特色，根据境内水域和水生生物资源分布状况、特点以及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习性，

结合当地渔业发展现状和增殖放流实践，科学规划适宜增殖放流的重点水域和物种。 

钝吻黄盖鲽（Pleuronectes yokohama）隶属于鲽形目 (Pleuronectiformes) 鲽科

(Pleruonectida)，是北太平洋西海岸近海特有物种，从俄罗斯鞑靼海峡到我国黄渤海和东海

北部均有分布。其适应能力强，地方种群多，洄游范围小，可耐低温，但在 6-24℃时生长

良好。钝吻黄盖鲽对盐度变化有一定适应力，活动少而缓慢，具有潜沙习性，在自然海区

中多数时间潜入泥沙，只露两只眼睛，喜欢在光线微弱而水质清新的海藻丛生处活动，是

适宜近岸增殖的海洋经济鱼类。 

在大连，钝吻黄盖鲽在长海县曾产量较多，渔汛期多集中在 5 月和 8 月。钝吻黄盖鲽

为近海垂钓、底拖网及定置网渔获物中的常见种。钝吻黄盖鲽 2龄鱼体长达到 200mm以上，

体质量达到 180g 以上，市售价可以达到 40-60 元/kg，其肉质细嫩、味美可口，经济价值较

高，在我国北方开展增养殖市场前景广阔。如今，在我国市场上的钝吻黄盖鲽大部分为野

生捕捞，随着消费量的加大，野生资源显著减少。为满足消费市场的需求和恢复野生资源，

规模化地人工苗种繁育已经攻克。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在 2021 年已将钝吻黄盖鲽列为“大连

市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十四五”规划的新增品种”，近期将开展增殖放流，故现在制定出

“钝吻黄盖鲽增殖放流技术规范”，将为保障钝吻黄盖鲽的人工增殖奠定重要基础。 

本标准通过规定钝吻黄盖鲽增殖放流的海域条件来规定增殖放流环境；对增殖亲鱼来

源及苗种质量做出要求；通过苗种检验检疫确保增殖放流苗种无携带疫病和病毒，确保苗

种健康，保障放流水域生态安全；通过规范包装与运输方法确保增殖放流苗种运输的成活

率；通过规范放流验收方法确保增殖放流苗种数量和质量；通过规范苗种放流方法，提高

增殖放流效果。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促进大连市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事业的发展，使渔业资

源增殖放流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2、编制单位 

本标准的起草编制单位之一：大连海洋大学，学校学科体系完善，优势特色学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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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一级学科为辽宁省“双一流”建设学科，以水产学科为依托的农学领域“植物与动物

科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该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并列第四。拥有国

家级多学科协同创新平台——大连海洋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此外，学校有较为完备的

教学科研平台，有国家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个，农业农村部重

点开放实验室 1 个，农业农村部刺参遗传育种中心 1 个，国家海藻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 1

个，教育部海洋法律与政策东北亚研究中心 1 个，农业农村部中国渔政执法研究咨询中心

1 个，辽宁省协同创新中心 1 个，省高校重大科技平台 2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12 个，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 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2 个，省级科技服务中心 1 个，省高校重点实

验室 4 个，省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重点基地 1 个, 辽宁省高等学校新型智库 1 个。渔业资源

学科隶属于水产科学二级学科，科研实力雄厚，项目组成员主持多项资源增殖课题，长期

从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规划和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项目组成员也主持或参

与多项地方标准的编制，为本标准的制定奠定了良好工作基础和技术保障。 

本标准的起草编制单位之一：大连市海洋发展局，主要负责统筹推进全市海洋发展工

作，研究拟定海洋发展战略规划和海洋经济发展政策，并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开展海洋

经济运行监测评估，负责海域、海岛保护开发利用和渔业渔政管理等工作。 

本标准的起草编制单位之一：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3 年，是一家集育苗

业、水产养殖、水产加工、国际贸易、活鱼物流、科技研发、餐饮连锁、休闲娱乐等产业

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辽宁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公司总部位于大连，在北京、辽宁、河北、山东等四个省市设立了八家分

公司，并在日韩设有办事机构。天正集团开创了海水鱼健康养殖标准化体系，先后起草了

2 项国家标准，20 项地方及行业标准和 10 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是国家标准化的创立者、

起草者和最早的执行者。 

本标准编制组前期承担多项增殖放流及效果评估项目，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

验。比如，本标准第一完成人，刘奇，承担渔业资源研究项目如下： 

(1) 辽宁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辽东湾北部海域三疣梭子蟹增殖放流关键技术集成与

示范, 2019/09-2022/09, 30 万元，刘奇主持; 

(2) 辽宁省教育厅项目，人工放流许氏平鲉群体的适应性及对其对野生群体影响研究，

2021/08-2024/06, 3 万元，刘奇主持; 

(3) 大连市科技创新基金项目，许氏平鮋增殖放流策略优化及放流绩效评估研究，

2018/09-2021/09, 50 万元，刘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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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辽宁省高等学校海洋产业技术研究院重大项目，北方典型增殖种类放流效果评价与

应用，2018/08-2019/08, 12 万元，刘奇主持; 

(5) 横向项目，大连周边海域重要增殖种类的资源调查、效果评价与应用，

2018/07-2020/07, 10 万元，刘奇主持; 

(6)农业部北方海水增养殖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三疣梭子蟹增殖放流对当地固有种群

的遗传影响研究, 2018/07-2020/07, 3 万元，刘奇主持; 

(7) 辽宁省博时启动项目基金，中国对虾亲本和放流子代的遗传结构评估以及亲本对放

流子代贡献率研究，2016/09-2018/09，5 万元，刘奇主持; 

(8)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明对虾增殖放流亲本的遗传结构评估及完善增殖

放流标准研究，2016/06-2019/06，2 万元，刘奇主持; 

(9) 农业部北方海水增养殖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利用分子标记技术评估放流三疣梭子

蟹群体的遗传结构及追踪放流群体, 2014/10-2016/12，10 万元，刘奇主持； 

(10) 校博时启动，通过遗传标记评估放流三疣梭子蟹群体的遗传结构，2014/10-2016/12，

2 万元，刘奇主持。 

此外，项目组成员前期已经参与编制了多项地方标准，比如辽宁省地方标准《三疣梭

子蟹增殖放流及验收技术规范》（DB21/T 3167-2019）、《中国对虾增殖放流及验收技术

规范》（DB 21/T 3168—2019）、《许氏平鲉人工繁育技术规程》（DB2102/T 0220-2018）

等多项省地方标准，熟悉和掌握制定标准的方式、方法、生产技术要素等。同时包括本标

准的编制单位之一，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以及其它水产养殖企业，如颢霖水产有限公

司，均攻克了钝吻黄盖鲽的规模化亲鱼培育、育苗及养成技术，且保有钝吻黄盖鲽成鱼群

体。 

 

 

图一，大连市市长陈绍旺出席 2022 年 6 月大连市在三山岛海域增殖放流活动。 

3、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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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本标准编制任务后，我们组织了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写小组，编写组

人员目前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研究的相关资料，参考农业农村部现已发

布的水产行业标准《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SC/T 9401-2010），《水生生物增殖放

流技术规范 鲆鲽类》（SC/T 9422 -2015），以及辽宁省地方标准《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技术

规范》（DB21/T 3136-2019），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结构的和起草规则》要求，开展标准的编写工作，同时制定了计划任务书和具体工作计

划，明确分工。 

在标准编写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后，标准编制组及时征求了相关高校、科研部门、相关

企业、管理部门等多个单位有关专家的意见，对于反馈的修改意见进行认真分析，凡是合

理的意见和建议均予以采纳，并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完成了送审稿。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要成员如下： 

刘奇、闫红伟、王连顺、田涛、高东奎、张磊、洪滨、陈秋实、胡骁琨、王晓宇、刘圣

聪、张涛、孙群汶、李成久 

姓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刘奇 男 副教授 大连海洋大学 主持标准草案起草和修改 

闫红伟 女 副教授 大连海洋大学 总体策划与标准内容设计 

王连顺 男 实验师 大连海洋大学 负责结果补充验证 

田涛 男 教授 大连海洋大学 负责标准修订 

高东奎 女 讲师 大连海洋大学 资料收集，标准修改 

张磊 男 中级工程师 大连海洋大学 钝吻黄盖鲽参数测量 

洪滨 男 中级工程师 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负责样品采集和购置 

陈秋实 女 高级工程师 大连市海洋发展局 资料收集，标准修改 

胡骁琨 男 工程师 大连市海洋发展局 资料收集，标准修改 

王晓宇 女 工程师 大连市海洋发展局 资料收集，标准修改 

刘圣聪 男 教授级高工 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 放流试验，结果验证 

张涛 男 高级工程师 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 放流数据分析，结果验证 

孙群汶 男 工程师 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 放流数据分析，结果验证 

李成久 男 高级工程师 辽宁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 负责标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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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1）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等。 

（2）格式上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结构

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3）进行广泛调查研究，根据辽宁省钝吻黄盖鲽增殖的实际情况，规范钝吻黄盖鲽增

殖放流的程序、确立增殖放流技术的主要指标。 

    （4）密切结合大连市实际，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充分考虑与其它相关标准及法

律法规的协调性。 

2、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十三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16〕

11 号）： “十三五”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以下简称《行动

纲要》），以及《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

号），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的关键时期。为做好“十三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工作，更好地发挥其在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中的作用，坚持增殖放流数量和质量、规模

和效果并重的原则，通过采取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科学评估、加强监管、强化宣传等措

施，实现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事业科学、规范、有序发展，推动现代渔业可持续发展。到 2020

年，初步构建“区域特色鲜明、目标定位清晰、布局科学合理、评估体系完善、管理规范有

效、综合效益显著”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体系。在放流物种和区域布局上，要更加注重发挥

增殖放流的生态效益，突出其在水质净化、水域生态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作用，

逐步加大生态性放流的比重；要因地制宜，突出区域特色，根据水生生物资源分布状况、

特点以及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习性，结合当地渔业发展现状和增殖放流实践，科学规划适

宜增殖放流的重点水域和物种。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因尚没有钝吻黄盖鲽增殖放流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我们主

要参考农业农村部现已发布的水产行业标准《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SC/T 

9401-2010），《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鲆鲽类）（SC/T 9422-2015），大连市农业农

村局编制的《大连市褐牙鲆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验收操作规程》，按照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结构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开展标准的编写工作。 

本标准规定了大连市钝吻黄盖鲽（Pseudopleuronectes yokohamae）增殖放流的海域条



 

 7 

件、背景调查、亲鱼来源及苗种质量要求、检验方法与判定规则、包装与运输、放流验收

方法、放流资源保护的技术要求。 

3、主要内容的编制依据 

本标准根据大连市钝吻黄盖鲽增殖放流的实际经验和相关研究结果制定，本标准在钝

吻黄盖鲽的放流时间、放流包装运输方式、放流验收方法、苗种投放方法、放流苗种规格

和放流验收表格等多方面技术要求与农业农村部行业标准 SC/T 9422-2015 有所不同，本标

准部分规定便于辽宁省因地制宜，部分规定严于行业标准，部分规定对行业标准进行细化，

主要区别如下表 1。 

表 1  本标准与行业标准 SC/T 9422-2015 的主要区别 

条目 

农业农村部行业

标准 SC/T 

9422-2015 

本标准 区别 

环境条件 

未针对钝吻黄盖

鲽，该种类的生物

学特性进行明确

规定 

1) 海底底质为泥沙、沙泥、沙、沙砾或岩礁； 

2) 盐度 15～34，溶解氧 ≥ 4 mg/L； 

3) 小型低值鱼类、甲壳类等饵料生物丰富。 

4) 曾是钝吻黄盖鲽天然种群产卵、索饵的岩礁附近海

域，亦可为潮流通畅的人工鱼礁区或海藻分布区，小型

鱼、虾类等饵料生物资源丰富。 

5) 底质为岩礁、砂砾、沙或沙泥，无还原层污泥。 

6) 水质条件符合 GB 11607 的要求。 

更具钝吻黄

盖鲽人工放

流的针对性 

亲体来源 
未对亲鱼来源做

出规定 

亲鱼应捕自本地海域或是当地原种场保育的原种。亲鱼

质量应符合 GB/T 26620、SC/T 2076 的相关规定。放流

使用的亲鱼原则上应仅使用一次，不应多年重复利用。

填写附录表 1。 

有效减少增

殖放流出现

种质问题的

可能。     

放流时间 

未规定钝吻黄盖

鲽放流具体水温

和盐度条件 

投苗时底层水温范围 6 ℃～24 ℃，海水盐度≥15。 

辽宁省育苗

和放流的实

际经验，因

地制宜。 

放流规格 全长 50 mm 以上 全长 50 mm 以上苗种 辽宁省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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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格苗种和

80 mm 以上大规

格苗种 

和放流的实

际经验，放

流该规格苗

种可以兼顾

成活率和放

流成本。 

放流方法 未强调分散投放 采用分散放流模式，避免在某一放流点集中放流。 

辽宁省因地

制宜，有利

于提高放流

后成活率的

方法。 

放流验收

表格 
无表格 设置详细的 4 个放流验收表格 

对行业标准

SC/T 

9422-2015

进行了细

化，大连市

因地制宜。 

（1）钝吻黄盖鲽的放流环境条件和放流时间： 

根据对钝吻黄盖鲽生物学习性的研究，钝吻黄盖鲽在水温 6-24℃时生长良好，升温过

程的生长优于降温过程，水温高于 26℃，死亡率开始明显上升，低于 6℃时生长缓慢，3℃

时基本停止摄食，0.5-2.0℃时 3-5 天死亡。钝吻黄盖鲽根据水温，一般 2 月下旬开始繁殖，

4 月下旬结束。3 月下旬～4 月中旬为旺期，水温在 4℃以上可进行人工催产。在水温 6~9℃

条件下，第二次注射激素后，24 小时观察，当发现雌鱼腹部膨大明显，雄鱼自行排精时，

及时人工采卵、采精，进行人工受精。 

根据大连市的海域环境状况，标准编制组前期的育苗和放流基础，在钝吻黄盖鲽增殖

放流过程中，应至少每年 2 月份开始雌性亲本产仔孵化，考虑到大连海域放流的钝吻黄盖

鲽苗种为全长 50 mm 以上，选择适合大连海域的放流时间为底层水温范围 6 ℃～24 ℃，

海水盐度≥15，一般可以在 4-7 月间开展放流。 

（2）钝吻黄盖鲽的亲体来源：根据团队多年增殖放流研究与实践，规定亲体来源有助

于提升放流苗种的种质质量，故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有效减少增殖放流出现种质问题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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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3）钝吻黄盖鲽的放流苗种规格：根据项目组前期对辽宁省增殖放流实际情况的掌握，

并按照行业标准《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鲆鲽类》（SC/T 9422-2015）的规定：有全

长 50 mm 以上小规格苗种和 80 mm 以上大规格苗种之分。本标准根据本地区钝吻黄盖鲽育

苗和放流的实际情况，规定了大连市钝吻黄盖鲽增殖放流的规格为全长 50 mm 以上的苗种，

放流该规格苗种可以兼顾成活率和放流成本。 

（4）钝吻黄盖鲽放流方法：农业农村部行业标准 SC/T 9422-2015 未对分散放流制定规

定，考虑到我市增殖放流现状，我市的放流规模位居全国单列市之首，故在钝吻黄盖鲽增

殖放流过程中，考虑该物种行动缓慢，切栖息于海底，分散放流有助于提升成活率。 

（5）本标准中苗种的验收方法是严格根据辽宁省地方标准《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技术规

范》（DB21/T 3136-2019）制定的，且符合农业农村部行业标准 SC/T 9422-2015 规定。我

们设置详细的 4 个放流验收表格，细化了农业农村部行业标准 SC/T 9422-2015，可以保质

保量的完成辽宁省钝吻黄盖鲽增殖放流工作。 

 

三、本标准主要的论证基础 

本标准的前期研究基础依托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辽宁重要海水鱼类高效绿色生产模

式研发与示范”（项目编号“2020JH1/10200002”）的项目支持。完成了钝吻黄盖鲽繁育

技术的研发。主要研发内容包括：针对钝吻黄盖鲽繁殖周期，开展了繁殖期亲本性腺发育

的监测，确定了人工最佳的授精方式，从而提高了钝吻黄盖鲽的受精率和孵化率。在苗种

培育过程中，开展了外源性营养需求解析，同时构建了钝吻黄盖鲽幼体生长、发育相关的

工厂化养殖技术与工艺，以确保幼体的孵化、开口摄食和变态生长等。此外，大连颢霖水

产有限公司和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也相继构建了钝吻黄盖鲽种质库，攻克了钝吻黄盖鲽

规模化繁育与生产问题，具备了大规模增殖放流稳定的苗种供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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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钝吻黄盖鲽人工育苗雌性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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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连颢霖水产有限公司通过人工获得钝吻黄盖鲽的精子、 

卵子开展人工催产授精过程 

 

表 1、钝吻黄盖鲽全长和体重关系 

 

全长（cm） 体重（g） 

10 28 

12 30 

13 40 

16 60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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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发布的渔业增殖放流相关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农业农村部水产行业标准《水

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SC/T 9401-2010）、《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鲆鲽类》

（SC/T 9422-2015），辽宁省地方标准《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技术规范》（DB21/T 3136-2019），

目前全国尚无专门针对钝吻黄盖鲽的增殖放流标准。 

同一增殖放流物种，在不同海域，由于地理位置和海洋环境条件的不同，导致其生物

学习性有所差异。地方标准的制定，需针对本地方增殖放流的特点，制定最适合的放流技

术与措施。大连市增殖放流工作中所采用方法需结合大连市本地海区特点进行，与其它地

区有所不同，故根据本地区钝吻黄盖鲽的分布特征，产卵习性，制定适宜本地区使用的增

殖放流标准是非常必要的。对于钝吻黄盖鲽放流时间、放流苗种规格、包装运输方式、放

流验收和投放方式等方面，本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标准的制定对于指导和规范大连市

钝吻黄盖鲽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提高增殖放流的成效，促进增殖渔业增产增效具有重

要促进意义。 

在制定本标准过程中，参考了目前已有的渔业资源及水生生物增殖相关的国家、行业、

地方标准。本标准的制定，以现行的国家标准、国家行业标准等为依据，技术内容、指标、

要求等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与相关的产品标准相协调，不矛盾。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生产单位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并根据本标准制定的原则，

采纳了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完善本标准的内容和结构。不同意见和分歧，根据标准制定的

原则和目的协商解决。 

 

六、标准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我们制定的大连市地方标准《钝吻黄盖鲽增殖放流技术规范》，主要解决大连市海洋

渔业资源钝吻黄盖鲽增殖放流缺乏规范的问题，建立一套适合辽宁省水域状况的钝吻黄盖

鲽增殖放流方法和技术标准，对放流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提高放流成活率，保障增殖放流

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以满足大连市渔业资源修复和增殖的需要，建议该标准为推荐

性地方标准。 

 

七、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及时在大连市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实施单位和有关研究机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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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贯彻，增强增殖工作管理部门及有关研究机构的标准化意识，渔业资源增殖主管机构

以本标准为依据，加大管理力度，促进我省渔业资源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具体实践中，

在遵循本标准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应根据放流品种的具体生态习性并根据实际水域状况来

制定完善适合的技术与措施。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规范性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NY 5052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GB/T 26620 钝吻黄盖鲽 

SC/T 2076 钝吻黄盖鲽 亲鱼和苗种 

SC/T 9401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 

SC/T 9422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鲆鲽类 

DB21/T 3136 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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