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2. 在水下，经染色的饵料依然可被目标鱼种发现图1. 染成蓝色的鱿鱼饵料融入周围海水环境鸟瞰
图

作为一项措施，饵料染成蓝色尽管处于发展阶段，但
是已经表现出一些有前途的结果，而在减少海鸟误捕
的长期效果和推广实施的可行性方面还存在一些不
确定性。近期有证据表明鱿鱼饵料染成蓝色有效，但
其他饵料鱼类染色却无效。

为什么将饵料染成蓝色？
上世纪70年代，渔民试图通过将饵料染色的方式来提高目
标鱼种的渔获量。目前，更多的试验是通过将饵料染成蓝
色来减少漂流延绳钓渔业当中对海鸟的误捕。

理论上，把饵料染成蓝色可以减少饵料与周围海水环境的
对比度，由此来增加海鸟发觉饵料的难度。而另一种理论
认为相对未染色的饵料而言海鸟对染成蓝色的饵料兴趣
较小。

在减少海鸟误捕方面的效果
饵料染成蓝色在减少海鸟误捕方面的效果，不同的试验差
别很大。有些试验显示染成蓝色的饵料可以减少信天翁接
触饵料90%以上，要优于其它措施（Boggs, 2001; Kiyota 等, 
2007）；而其它一些试验显示饵料染成蓝色单独使用时效
果要小于其它诸如舷侧投绳和使用投饵机等措施(Gilman
等, 2003)。

Cocking 等 (2008)强调饵料类型的重要性，在减少海鸟攻
击饵钩方面，被染成蓝色的鱼的效果远远低于被染成蓝色
的鱿鱼的效果。染成蓝色的鱿鱼比染成蓝色的鱼更有望作
为一种有效的缓解措施。

经研究发现以下几个因素对饵料染成蓝色的效果可能会有
影响：

• 渔民对影响海鸟针对饵料所采取的行为的环境因素（天
气、光线和水色）和操作因素（饵料的投放方式）的认知;

 
• 觅食海鸟间的竞争和季节性的食物需求对染成蓝色的饵

料可能会有不同的响应；

• 从长远的角度而言，海鸟有可能适应染成蓝色的饵料。

通常认为，这种方法具有减少海鸟死亡率的潜力，但是为了
掌握海鸟行为、诱饵颜色、环境和操作因素之间的复杂关
系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试验。

最佳实践建议
在染色的工序中要求将饵料完全解冻才能便于饵料的充
分染色。通常所使用的食品染色剂是Virginia Dare FD C 
Blue No. 1或E133。巴西一家专门生产食品染色剂的公司
Mix Industria已经开发出一款专门用于对渔业中饵料进行
染色的产品。根据染料浓度和不同种类的颜色，饵料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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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从20分钟到4个小时不等。通过参照比色卡来确认饵
料的颜色是否达到要求。饵料通常在染色之后要再次冷冻
并以半解冻状态下投放，以保证饵料保留在钓钩上更长的
时间。

诱饵种类

所用饵料的种类（鱿鱼或其它鱼类）可能影响到染色效果
和鸟类的反应。鱿鱼在染色效果上要明显优于其它鱼类。
鱼类容易丢失染色的鳞片，同时背部和腹部表面的颜色会
有明显的反差。此外，一经解冻，鱼类更容易从钓钩上脱
落。

其它优点

目标鱼种的上钩率

起初，对饵料染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目标鱼种的上钩率。还
不清楚这是否因为染色饵料能够减少对海鸟的吸引力或在
水中更容易吸引鱼类。需进一步的试验来量化这些对渔获
量的微小变化。

潜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操作上的局限性

这种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会对渔民造成不便：

• 在充分染色前饵料要完全解冻。解冻之后的饵料，尤其
是其它鱼类，更容易从钓钩上脱落，与此同时解冻也需要
大量的准备时间；

• 在海上作业时染色的饵料会产生清洁方面的问题，如双
手、衣物和船体都会被染上蓝颜色；

• 在夏威夷，据估计每次延绳钓作业的染色成本是14美
元，相当于每投放1000枚钓钩要增加8美元的成本；

• 此外，很难强制在海上作业时要求使用染色的饵料。

如果能够在市场上买到经染色的饵料，以上这些问题就可
以解决。到目前为止，染成蓝色的饵料不可能被渔民广泛
接受。

组合措施的使用
目前，海上作业时饵料进行染色在操作上存在问题以及试
验结论的不一致都说明饵料染成蓝色还不能够作为一种
适当的主要的减缓误捕的措施。对于鱿鱼饵料，染成蓝色
的措施具有很大的潜力，还可以结合以下的措施来减缓误
捕：
• 彩色飘带 (使用方法7)；
• 舷侧投绳（使用方法9）；
• 夜间投绳（使用方法5）。

进一步的研究
需要更多的试验用来评估染成蓝色鱿鱼饵料对海鸟误捕
和目标鱼种渔获量的影响。如果渔民认为染成蓝色的鱿鱼
饵料可以提高渔获量，那么渔民就会自发使用染成蓝色的
鱿鱼。

巴西正在进行一项长期的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是乐观
的，得出染成蓝色的鱿鱼可减少海鸟的误捕，同时并未对
渔获量产生影响。类似的试验应该在其它海域以及其它海
鸟集群的情况下展开以确定染成蓝色的鱿鱼饵料在减少海
鸟误捕方面的效果。

遵守和执行
目前，在海上渔船进行染饵需要观察员在场或电子视频监
督实施进程。 在没有海上观察员或电子监督系统的情况
下，则需要在离港捕鱼前在陆上对饵料进行染色并对船只
携带的所有饵料进行检查，以评估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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