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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声学标志和无线跟踪方法的鱼类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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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增殖放流鱼类的行为规律，于 2016 年 7 月 16 日—7 月 31 日在深圳七星湾湾口海域对紫红笛鲷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与黑鲷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2种增殖放流品种取样进行体外悬挂式超声波标志跟

踪研究，采用浮标式无线数据传输接收机进行标志信号接收，并对鱼类行为进行初步分析，4 尾样品鱼中的

2 尾 (1 尾黑鲷和 1 尾紫红笛鲷) 获取数据较为完整，另 2 尾 (紫红笛鲷) 在跟踪 4 d 后游离跟踪范围。结果表明，

该研究选取的紫红笛鲷与黑鲷都存在较为明显的昼夜活动规律及藏匿等行为，主要集中在放流点附近 100 m 较

小范围内活动，日间 (7 :00—20:00) 获取的数据量明显少于夜间 (20 :00—7:00)，黑鲷日间于 9~10 m

水层活动，夜间于 8~9 m 水层活动；紫红笛鲷日间于 2~3.5 m 水层活动，夜间于 1~2 m 水层活动。通过对增

殖放流鱼类的标志跟踪，旨在促进该方法在鱼类行为研究及在增殖放流和海洋牧场建设效果评价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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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fish behavior using acoustic fish tags and wireless 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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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s of restocking and releasing fish, two kinds of restocking and releasing fishes [grey snapper
(Lutjanus argentimaculatus) and black snapper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were tracked by using ultrasonic tags at Seven-star Bay

in Shenzhen from July 16 to July 31, 2016. The signal of the tags was received by buoy wireless data transmission receivers, and the

fish behavior was analyzed preliminarily. A grey snapper and a black snapper had complete data but the other two grey snappers

were lost after being tracked for 4 d. Both the grey snapper and the black snapper had obvious circadian rhythm and hiding behavior,

active in a small area (about 100 m) near the released place. The data obtained during daytime (7:00–20:00)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at night (20:00–7:00). The black snapper was active at 9–10 m layer in daytime and at 8–9 m layer at night; the grey snapper

was active at 2–3.5 m layer in daytime and at 1–2 m layer at night. The study promotes application of tracking by tags in fish behavi-

or research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restocking and releasing and sea ranch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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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标志跟踪是研究鱼类行为的有效方式，

研究主要面向海洋生物的生态行为、生理行为以及

人类活动对海洋生物的影响[1]。国外利用超声波标

志跟踪方法对鱼类行为的研究开展较早，对鳕鱼、鲑

鱼、金枪鱼等经济鱼类的洄游迁徙做了大量研究[2-4]，

对鱼类摄食、昼夜活动以及季节活动等行为的研究

也获得了大量成果[5-7]。近年来，在人工鱼礁区开

展的研究已经可以通过分析鱼类的活动规律达到初

步评价鱼礁投放效果的目的[8-9]。我国的相关研究

开展较少，危起伟等[10] 对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
sis) 的洄游进行了研究，使超声波标志跟踪方法在

珍稀鱼类的资源保护研究中得到应用；郭禹等
[11] 对花尾胡椒鲷 (Plectorhinchus cinctus) 的超声波

标志跟踪研究，在放流鱼类行为研究方面进行了初

步探索，但尚未见有在天然水域内进行研究的报

道。

本研究尝试改进数据的获取方法，采用浮标式

接收机，利用无线通信网络动态传输信标的数据，

并改进测位计算方法，对大亚湾沿海常见的养殖及

垂钓并作为典型增殖放流品种的紫红笛鲷 (Lut-
janus argentimaculatus) 和黑鲷 (Acanthopagrus
schlegelii) 进行现场跟踪，在获得跟踪鱼类行为的

同时考察系统的性能，为今后有效开展鱼类声学标

志跟踪研究提供参考，并促进标志跟踪方法在增殖

放流和海洋牧场建设效果评价方面的应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信号发射-接收系统

本研究使用 FPX-1030-60P50 型编码标志，发

射频率 62.5 kHz，声源级 155 dB relμPa。外观直

径 10 mm，长 35 mm，空气中质量 4.5 g，水中质

量 1.8 g。标志发射周期性脉冲信号，不同周期对

应的标志使用寿命见表 1。标志自身带有压力传感

器，随深度的增大标志发射脉冲的内部间隔 (1 次

发射 2 个脉冲) 增大，通过测量脉冲信号的内部间

隔换算推定深度。

本研究使用 FMR1000 型接收装置接收信号，

信号带宽为 55~70 kHz；接收放大器总增益为 70 dB，
携带专用 IC 进行编码相关处理，相位调制；接收

频率 9 600 bit·s–1，耐压 0.5 MPa (50 m 水深)。接收

装置加入中国移动 GPRS 网络通讯模块，数据不仅

可以保存在 SD 卡，也可以通过移动网络发回实时

数据，由自主搭建的服务器端接收保存，用户可以

使用客户端下载服务器端数据进行跟踪等处理，发

射-接收系统原理见图 1。
1.2    研究区域

本研究于 2016 年 7 月 16 日—7 月 31 日在深

圳七星湾湾口海域进行，为大亚湾海域生态基础最

优时节 (夏季)[12]，平均水深小于 10 m，研究区域

的食物网结构较为简单[13]。接收机列阵包括 3个接

收单元。接收机布置为三角形阵列，参考标志布置

于 3 个接收单元中心区域 (图 2)。接收机布置距离

根据可接收信号的最大距离而定，主要考虑水深对

接收距离的影响，将接收机布置距离设计在 200 m，

参考标志布置在接收范围中心区域，使用差分

GPS记录接收机及参考标志布置位置。

1.3    标记与放流

server

receiver

GPRS

memory module

transducer

ultrasonic pinger

user

 
图1    发射-接收系统

Figure 1    Sending-receiving system

表1    标志不同发射周期对应的使用寿命
Table 1    Corresponding life of different emission cycles

发射周期/s
emission cycle

电池寿命/d
life of battery

1 2

5 10

15 30

18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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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标记 3 尾紫红笛鲷和 1 尾黑鲷，标记鱼为

体长 20~30 cm 的养殖成鱼。超声波标志有体内植

入和体外悬挂 2 种方式，虽然采用体内植入标志不

易刮掉，但是手术过程较为复杂且对鱼伤害较大[14]，

采用体外悬挂可以减小鱼的负担且恢复更快，故本

研究采用体外悬挂方式。选取较为活跃的个体悬挂

标志，使用适量鱼安定麻醉后将超声波标志悬挂于

鱼背脊上，悬挂前后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防止感

染，标记悬挂过程尽量减小对鱼的创伤，保证鱼的

正常活动。标记完成后将鱼置于清水中，待麻醉恢

复将鱼在接收器列阵中心区域释放。 7 月 1 6
日投放了 1 #标记鱼，7 月 17 日投放了 2 #、3 #、

4#标记鱼。放流前标记鱼活动情况良好。根据研究

需要设置 3 个不同时间间隔，1#和 2#标志设置为

15 s，3#设置为 5 s，4#设置为 10 s。将 3 个接收机

同时获取且存在周期性时间规律的数据视为有效数

据。研究期间 2#和 4#标志表现良好，获取了全部

15 d 的有效数据，1#和 3#标志都只获取到 4 d 的有

效数据，且在之后的跟踪过程中没有再次发现有效

数据 (表 2)。
1.4    位置计算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发射-接收系统匹配独立算法，

由于接收到的信号会存在同一个信号的多重反射

波，需要进行滤波处理提取相应的信号，获得准确

的测位结果。水平测位方法基于长基线原理 (接收

器之间的距离远大于声波波长)，根据标志发射信

号到达各个接收器的时间差来计算。设 S1~S3 分别

为 3个接收机，B (xB, yB)为参考标志，P (xP, yP)为
待计算位置标志，r1、r2、r3 及 R1、R2、R3 的距离

以三角函数形式表示 (图 3)。
d1~d3 表示各接收器接收的参考信标信号与跟

踪信标间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与声速 c，参考信

标与跟踪信标到各接收器的传播距离 r、R，及参

考信标与跟踪信标在接收器接收时的同步时间差

D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d1 =
R1− r1

c
+D (1)

d2 =
R2− r2

c
+D (2)

d3 =
R3− r3

c
+D (3)

其中 x P、y P、D 及 R 1~R 3 为未知所求项，

r1~r3 是已知项，消去 R1~R3 后得出深度方向的三

维曲面坐标为：

z = −1
c

√
x2+ y2+

r1

c
+d1 (4)

z = −1
c

√
(x− x2)2+ y2+

r2

c
+d2 (5)

z = −1
c

√
(x− x3)2+ (y− y3)2+

r3

c
+d3 (6)

将式 (5)–(4)，(6)–(4) 后得出结果用二维函数

形式表示得：

114°31′45″114°31′40″

22°34′20″

22°34′15″

0 40 m

N

E

 receiver

 reference Pinger

 
图2    接收机布置区域

Figure 2    Designed areas of receivers

表2    放流鱼规格、投放时间、携带标志信息及数据获取情况
Table 2    Size, released date, information of tags and data acquired status of releasing fish

鱼种

species
投放时间

released date
体长/cm
length

体质量/g
body mass

标志编码

code
发射间隔/s
interval

有效数据天数

acquisition days
是否再次获取

acquisition again

紫红笛鲷
L.argentimaculatus 7月16日 25.5 650 1 15 4 ×

紫红笛鲷
L.argentimaculatus

7月17日 27.8 900 2 15 15

紫红笛鲷
L.argentimaculatus

7月17日 29.5 1 250 3 5 4 ×

黑鲷
A.schlegelii

7月17日 23 400 4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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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x,y) =− 1
c

{√
(x− x2)2+ y2−

√
x2+ y2

}
+

1
c

(r2− r1)+ (d2−d1)
(7)

f2 (x,y) =− 1
c

{√
(x− x3)2+ (y− y3)2−

√
x2+ y2

}
+

1
c

(r3− r1)+ (d3−d1)
(8)

假设初始值为 x (0)，y (0)，跟踪过程中，x (0)，

y(0) 以微小幅度∆x，∆y 在水平位置变化，则其在这

种变化情况下的表达式变为：

fi

(
x(0)+∆x,y(0)+∆y

)
= fi

(
x(0),y(0)

)
+
∂ fi

∂x
∆x+

∂ fi

∂y
∆y+O

(
∆x2,∆y2

) (9)

fi
(
x(0)+∆x,y(0)+∆y

)
= 0

O
(
∆x2,∆y2)其中 i=1，2。而当 时，

为 x，y 的二阶无穷小，近似为零，将

i=1，2时条件下两式连立得二元一次方程组为：
∂ f1

∂x
∂ f1

∂y
∂ f2

∂x
∂ f2

∂y


(
∆x
∆y

)
=

(
− f1

(
x(0),y(0))

− f2
(
x(0),y(0)) )

(10)

由于每个跟踪标志点 x(0)，y(0) 以微小幅度∆x，
∆y 变化，其变化后得出的新坐标为：

x(1) = x(0)+∆x (11)
y(1) = y(0)+∆y (12)

∣∣∣xp− x(N)
∣∣∣ < ε ∣∣∣yp− y(N)

∣∣∣ < ε
这样将 (4)~(6) 式带回 (10) 式返回计算。同样

也需要给出微小差值 ε，每一时间差内的微小位置

变化需同时满足 与 两个条

件，然后用反复计算得出 x(N)，y(N)，而此时的位置

坐标 x(N)，y(N) 为跟踪标记鱼体的位置坐标。在计

算过程中 N值需要多次反复计算才能得出。

在实际计算中，为获取跟踪标记鱼的地理位置

信息，需将接收机的经纬度坐标转化为平面投影坐

标作为计算时使用的坐标，再通过高斯反算方法得

到跟踪标记鱼的经纬度坐标。本研究的平面投影坐

标转换见表 3。
深度 (D，m)计算公式为：

D = a(T −b) (13)

其中 a 和 b 为深度模型拟合系数，通过出厂前

进行耐压测试后获得，T 为发射脉冲的内部时间间

隔，随深度增大而增大。

2    结果

2.1    水平位置计算结果

本文对研究获得结果所表明的鱼类行为进行初

步分析，4 尾鱼的水平位置计算结果见图 4，计算

结果显示为标记鱼的实际地理位置。紫红笛鲷

2#和黑鲷 4#在实验过程中获取数据较为完整，黑

鲷 4#的活动范围较小 (活动半径 80 m)，紫红笛鲷

2#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大，在实验后期也稳定在较小

的范围内活动 (活动半径 100 m)。紫红笛鲷 1#和紫

红笛鲷 3#在跟踪 4 d 后游离跟踪范围，其中紫红笛

鲷 1#向离岸方向活动后信号消失，紫红笛鲷 3#活
动至岸边后信号消失。

2.2    垂直位置计算结果

取实验数据效果良好的紫红笛鲷 2 #和黑鲷

4#进行分析。紫红笛鲷在实验期间内活动的深度主

要集中在 1~3 m 水层，这一深度所占频率接近

80%，其中 1~2 m 水层的活动占比接近 60%，有部

y

x

S3 (x3, y3)

S1 (0, 0) S2 (x2, 0)

B (xB, yB)
P (xP, yP)

r3

r1

r2

R3

R2

R1

 
图3    接收机、参考标志与跟踪标志间的位置关系

Figure 3    Position of receiver, reference pinger and tracking pinger

表3    接收机及参考标志坐标转换
Table 3    Transformation of coordinates of receivers and reference pinger

接收机

receiver
转换前WGS_1984坐标系WGS_1984
coordinate system before transform

转换后CGCS2000平面坐标系CGS2000
coordinate system after transform

S1 114°31′47.561″E　22°34′15.065″N 554 495.216 m　2 497 109.951 m

S2 114°31′48.276″E　22°34′21.232″N 554 514.95 m　2 497 299.722 m

S3 114°31′40.858″E　22°34′17.781″N 554 303.417m　 2 497 192.824m

参考标志
reference Pinger 114°31′43.705″E　22°34′17.781″N 554 386.448 m　2 497 192.82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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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间在 5   m 以上较深水层活动 (图 5 - a )，
20:00—7:00 时段紫红笛鲷的活动深度虽然有一定

波动，但相较于日间时段的深度较浅，总体相差接

近 0.6 m，活动深度的最大值出现在 8:00—11：00，
23:00 前后及黎明时段 (5:00—7:00) 活动深度最浅

(图 5-b)，结果表明，紫红笛鲷在实验期间表现出

一定的昼夜活动变化。黑鲷入水后经过一段适应

期，这段时间内在 2~3 m 的水层做无规律活动，

适应环境后在底层活动，深度波动较小，范围在

8~10 m (图 6-a)，黑鲷活动的深度变化并不明显，

但也呈现出一定的波动规律，在 9:00—14:00 以及

23:00—3:00 时段达到深度最大值，5:00—7:00 和

19:00—22:00时段达到深度最小值 (图 6-b)。
2.3    数据量变化

研究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有效数据在夜间

(20:00—7:00) 时段获得，日间 (7:00—20:00) 时段

只获得少量有效数据 (图 7-a、b)，除环境因素的影

响外，主要原因是紫红笛鲷 2#以及黑鲷 4#在夜间

和日间的活动频率以及活动区域不同导致日间时段

数据大量遮蔽。紫红笛鲷 2#有效数据量的最大值

出现在 2:00—6:00 和 0:00—1:00 时段，9:00 以后

获得的有效数据量大量减少，13:00—15:00 时段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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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4尾鱼的水平位置

Figure 4    Horizontal position of four f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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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没有获得有效数据。黑鲷 4#夜间时段获得的有 效数据量较多，在 23:00—0:00、1:00—3:0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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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紫红笛鲷的深度变化

a. 实验期间紫红笛鲷活动深度的出现频率；b. 紫红笛鲷在不同时间的深度变化，13:00—15:00时段未获取数据

Figure 5    Depth change of L.argentimaculatus
a.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activity depth of L.argentimaculatus; b. depth change at different time; no data are acquired between 13:00 to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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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黑鲷的深度变化

a. 实验期间黑鲷活动深度的出现频率，稳定期后黑鲷在 8~10 m的水层活动；b. 黑鲷在不同时间的深度变化

Figure 6    Depth change of A.schlegelii
a.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activity depth of A.schlegelii, and activities at 8–10 m in stability period; b. depth change at differen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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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紫红笛鲷与黑鲷有效数据量变化

a. 紫红笛鲷；b. 黑鲷

Figure 7    Account of effective data volume
a. L.argentimaculatus; b. A.schlegelii

56 南  方  水  产  科  学 第 14 卷



5:00—6:00 等 3 个时段有效数据量最多，12:00—
20：00 时段获得的有效数据量最少，这个时段数

据量的比例不足 8%。紫红笛鲷 2#与黑鲷 4#在有效

数据量的分布上基本一致。

3    讨论

3.1    昼夜活动规律及行为特征

黑鲷 4#在适应环境后稳定在 8~10 m的底层活

动，紫红笛鲷 2#活动的水深相对较浅，但其同样

属于岩礁性鱼类，应具有与黑鲷类似的底栖行为。

数据结果表明紫红笛鲷 2#的活动是存在明显变化

规律的，可以排除标记鱼死亡或标志脱落等因素。

主要存在以下 2 种原因: 1) 紫红笛鲷的活动与季节

因素有关，Williams-Grove 和 Szedlmayer[15] 研
究发现红鳍笛鲷 (L.erythopterus)的活动深度存在季

节性变化，在夏季 8 月并不完全贴近底层活动而主

要集中于中上层，这与以往认为的底栖鱼类活动规

律不同，同为笛鲷科鱼类，紫红笛鲷可能与红鳍笛

鲷的活动规律存在相似之处；2) 实验环境造成紫

红笛鲷的活动深度发生变化，在不同环境下 (如珊

瑚礁区或红树林地带)，紫红笛鲷的活动也不同，

但是数据量的改变情况基本一致[16]，紫红笛鲷 2#

日间的数据被大量遮蔽，表明其在实验区域找到适

合藏匿的地点并遮蔽了部分信号。本研究发现紫红

笛鲷 2#与黑鲷 4#活动深度昼夜变化的波动规律较

为类似，由于活动水层不同，紫红笛鲷的深度变化

相对明显，大部分岩礁性鱼类主要集中在夜间活

动，日间活动相对较少[17]，结果表明，紫红笛鲷和

黑鲷在夜间的活动较为频繁，Zagars 等[18] 研究表

明，紫红笛鲷在夜间的活动与潮位变化引起的食物

量改变有关，环境的快速变化会影响鱼的昼夜活

动，光线以及水温等条件的昼夜变化是形成鱼昼夜

活动规律的原因之一[19]。紫红笛鲷和黑鲷的小范围

活动及数据量变化表明 2 种鱼有藏匿行为，日间几

乎很少活动，最活跃的时段为黎明前后的 2~3 h 以

及日落后的 2~3 h，在此期间深度的波动较为频繁。

野生鱼和养殖鱼在行为特征上会有一定差别[20]，

本实验选取的样品鱼在野外捕获后于网箱中养殖，

在行为上较为接近野生鱼，2 种鱼都表现出定居性

特征，鱼的定居行为受很多因素影响，一些岩礁性

鱼类会根据季节及食物条件变化而迁徙[21]，Mitamu-
ra 等[22] 研究表明在新栖息地放流的野生鱼会在一

段时间后返回原栖息地，一些种类的野生个体相较

于养殖个体在天然水域放流后会在放流地点停留更

长时间[23]，人类活动也会影响鱼对栖息地的选择[24]，

由于实验时间较短，无法判断这种定居行为的持续

时间。

3.2    跟踪测位方法的计算精度及系统的稳定性

本研究采用的跟踪测位方法以时间和水中声速

作为基础数据，接收机记录的数据即为接收机接收

到标志发射信号的时间序列，本研究使用的接收机

记录数据精确到微秒 (μs)。由于超声波标志自带压

力传感器的灵敏度极高，目前无线跟踪测位系统的

深度计算精度与实际深度基本可以达到一致，可以

有效分析鱼的昼夜活动规律，同时需充分考虑到潮

差对获取结果的影响。接收机采用数字解码技术，

可有效屏蔽来自非标志发射信号的干扰，在数据获

取过程中进行 1 次滤波。测位计算方法依据长基线

原理设计，在计算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 2次滤波，初

步获取测位结果后进行迭代计算，提高定位精度，

现有的滤波手段无法完全滤除杂波干扰，目前定位

精度仅可以达到米级，这样的精度可以对鱼的活动

范围进行判断，但无法得到鱼的精确位置，目前用

于定位跟踪的同类产品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且在对

移动目标进行定位时精度会更差一些，通过滤波处

理和改进算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定位精度[25-26]。

本研究发现，环境变化对标志跟踪效果存在影

响。本文提到的有效数据量变化主要受鱼类活动节

律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环境背景噪声的

干扰，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发现日间的环境背景噪声

略高于夜间。Gjelland 和 Hedger[27] 的研究表明，

风等环境因素会使接收机对超声波标志发射出信号

的检测效率产生一定影响，自然环境中与接收机接

收频率相近的声音会干扰接收机对信号的解析，会

对研究对象的活动规律判断产生影响，本研究发

现，在出现较大风浪时信号接收效果明显变差，在

降雨时甚至没有有效的数据信号返回。

本研究发现，接收机的接收范围较为有限，通

过对 2 尾失踪鱼的位置分析，认为在实验海域每个

接收机最大的接收范围在 600 m左右。接收机接收

距离的大小是标志跟踪研究在实验设计阶段首先要

考虑的因素，接收距离主要受水深和现场环境的影

响，深度越小，环境越嘈杂，接收机的接收范围越

小，Steel 等[28] 研究表明，当接收机距离达到某个

临界范围时，数据的解析效率会出现断崖式滑坡。

同时，要根据研究需要选取适当的标志固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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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 等[29] 研究表明，超声波标志置于鱼体内时

信号接收效果差于将标志置于鱼体外，虽然本研究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选择体外悬挂，但在暂养过程

中发现将标志悬挂于鱼脊背会对鱼活动平衡性产生

微小影响。

3.3    数据无线传输方法及声学标志跟踪的适宜性

增殖放流和海洋牧场人工鱼礁投放效果评价可

以作为超声波标志跟踪研究的发展方向。目前的放

流效果评估主要采用标记回捕的方法，有研究表

明，一些鱼类有在繁殖季节返回固定地点的忠地

性，环境的改变会影响这种习性[30-31]，这也是大部

分鱼类的共同特征，是标记回捕评估的主要依据，

但这样的方法缺少对放流后鱼类生长过程的评价。

所以，超声波标志跟踪的优势在于评估手段的科学

性，可以通过对放流鱼类的活动状态进行评估，研

究放流鱼类在自然状态下包括生长周期、洄游路

线、死亡参数等相关数据，从而获得放流鱼类的生

长史，对增殖放流的科学开展有重要意义。由于技

术条件限制，本研究使用的超声波标志的质量 (水
中质量 1.8 g) 和体积 (直径 10 mm，长度 35 mm)
相对于放流幼鱼较大，需在鱼的体长、体质量达到

适宜程度时进行标记，无法有效对幼鱼进行研究，

这会使该方法目前无法在放流鱼类生长的幼鱼阶段

提供评价依据。目前声学标志跟踪的相关研究尚无

法有效获取鱼类活动的实时信息，有线式接收机在

天然水域开展鱼类行为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水下

设置式接收机只能在研究过程中或研究结束后打捞

读取数据，本研究采用的声学标志跟踪方法加入数

据无线采集模块，优势在于可以实时获取数据进行

处理，同步掌握研究动态，有利于研究的顺利进

行。数据无线传输方法在增殖放流中的应用在于可

以在放流鱼类的生长关键阶段 (如繁殖阶段) 进行

实时跟踪，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提高增殖放流的效

率。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数据无线传输需在 GPRS 网

络覆盖范围内实现，尚无法在离岸较远的开阔海域

发挥该方法的优势。由于超声波标志跟踪设备的成

本较高，由小范围科学研究转向大规模应用尚存在

较大困难，如果能改进技术，节约成本，超声波标

志跟踪的应用前景将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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