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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雨雪天气的水产养殖管理
持续的冰冻雨雪天气使得养殖水面形成
乌冰，造成冰下水体缺氧，从而导致越冬鱼类
大量死亡；持续的阴雨低温天气，容易对苗种
生产造成影响，导致鱼卵的孵化率、受精卵低，
从而导致出苗率低下，还易使水质恶化快，病
害频发，导致养殖产量低。因此，应采取措施
降低冰冻雨雪灾害天气对水产养殖业的影响。

冻伤死鱼无害化处理技术
冰冻雨雪灾害容易造成鱼类大量冻伤冻
死，为防止病原传播及污染养殖水体、预防处
理不当对公共环境卫生造成的危害，必须对大
量冻伤死鱼进行无害化处理。
清捞：及时捞出水体和底泥中的死鱼，以
防病原滋生，造成养殖水体污染。
深埋：冻伤死鱼可集中后做深埋处理。掩
埋应选择远离水源、河流、养殖区和居住区的
地点。首先挖一深坑，掩埋时先在坑底铺垫 3
厘米厚生石灰，然后将冻伤死鱼置于坑中，最
后撒一层生石灰，再用土覆盖，与周围持平，覆
盖土层厚度应不少于 0.6 米；如果出现疑似疫
病或其他不正常的情况，需将死鱼焚烧，再覆
盖厚度大于 2 米的土层；填土不要太实，以免
尸腐产气造成气泡冒出和液体渗漏。掩埋后
应设置清楚标识。
发酵：冻伤死鱼可以选择远离水源地、河
流、养殖区域等地点进行发酵处理。首先挖一
发酵坑，用塑料薄膜覆盖在土上，将冻伤死鱼
置于坑内，上用塑料薄膜密封，用土覆盖，发酵
后可做农业用肥。
水体消毒：发生冻伤死鱼的养殖水体排放
时必须进行消毒处理，达到国家废水排放标准
后，方可向自然水域排放。
消 毒 方 法 ：清 塘 时 用 漂 白 粉（含 有 效 氯
25%）全池泼洒。
工具：用漂白粉消毒杀菌打捞、运输、装卸
工具。
消毒方法：用漂白粉（含有效氯 25%）溶液
喷洒或浸泡。

南方地区鱼类越冬抗雪减灾技术
冬季严寒、大雪季节正是渔业生产捕捞上
市的旺季，也是温室越冬品种安全越冬的关键
时期，采取综合技术措施确保水产品安全越冬
是渔业生产抗雪减灾的重要环节。
根据天气情况加强值班，及时了解雪灾预
警信息，做好防冻防压塌工作。
做好养殖保温设施的维护工作，防暴风雪
和降温带来的不利影响。及时扫除积雪防止
温室、大棚倒塌，确保人员、养殖鱼类和养殖设
施安全，确保养殖品种安全越冬。
加固修复设施，对压塌的生产设施及时修
复；对压弯的钢架大棚等要增加支撑，确保不

再变形；损坏棚膜要尽快补换。
对设施养殖鱼类加强供热保温。保温措施：
可增加内保温层，
方法是用双层塑料薄膜加强温
室保温效果；
加强供热能源的储备，
增强供热能
力，
保障正常供热；
增加加热板等辅助电加热设
施以提高水温；
锅炉备用加热应对恶劣天气。
增强增氧效果，避免缺氧和水质恶化造成
鱼类窒息死亡。(1)预防池塘结冰技术：在还没
有结冰的池塘，每亩水面配置 1.0 千瓦以上的
叶轮式增氧机，24 小时不间断开启增氧机，可
有效预防结冰。(2)结冰池塘防缺氧技术：如果
池塘已经结冰，而且因上面覆盖雪层导致不透
明，可将池塘四周 3 米范围内的冰砸破，让光
线透入水中，可防止鱼虾缺氧。
抓紧捕捞上市，充分利用捕捞、交通运输
工具，抓紧起捕上市，避免因雪灾造成水产品
压塘损失。

北方地区鱼类越冬抗雪减灾技术
入冬以后罕见的冰雪恶劣气候，容易导致
北方池塘鱼类越冬水面出现不同程度的乌冰
现象，所谓“乌冰”，是指在初冬水体尚未结冰
时，遇到降雪天气，水面上漂浮着没有溶化的
雪花，这时如果天气突然变冷，水温迅速下降，
水和雪混合在一起，将越冬水面结成一层不透
明的冰。
“ 乌冰”容易导致养殖水体缺氧，因缺
氧导致的死鱼事故时有发生，对渔业安全越冬
造成巨大威胁。
对于乌冰池塘，只能采取机械增氧和药
物应急。机械增氧可采取叶轮式增氧机增
氧、池塘内部循环倒水增氧、引取河水和大水
面水补水增氧、取含氧高的临近池塘水补水
增氧等。采用机械增氧要注意时间不可过
长，导水量不可过大，尽量防止鱼类的应激反
应。使用化学增氧剂向池中快速、高效地增
氧，以应急需要，效果较好，但因成本较高，只
能用于抢救时使用。紧急情况下，可利用增
氧灵等化学药物进行增氧。强氧净水剂是目
前常用的很好的化学增氧剂，其他常用化学
增氧化剂有过氧化钙、过硼酸钠、过碳酸钠，
过氧化氢等，以备应急时使用。采用化学药
剂增氧时必须注意用量适度，不可过多，以免
引起对鱼体的危害。
为减少乌冰对池塘养鱼造成的危害，平时
应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定期对越冬池水的溶氧量进行检测：要保
证每周检测一次，临近春节期间要每三天检测
一次，春节过后要每天检测一次。对溶氧低于
5 毫克/升的水体要每天检测一次。

溶氧降至 3 毫克/升时应及时采
取增氧措施
（1）生物增氧：有条件的地方破除乌冰，

冷空气来袭，全国大范围降温，天气十分
寒冷。为了确保水产养殖品种安全过冬，经济
效益不损失，渔乐丰大水面养殖专家总结以下
防范应急措施：
启动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加强与气象及有
关部门的信息沟通交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及时采取预防保护措施；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
汇报灾情，将渔业受灾纳入统一救助范畴；加
强防范技术指导和现场处置工作；积极组织生
产的恢复和重建。要充分应用近年来应对雨
雪冰冻灾害天气的成功经验，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抓紧细化和完善本地的应对措施，科学研
判，落实责任，切实把防范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防范技术要点
灾前防范：
加强设施管理，
如网衣网片等应
注意清除附着物，
保持水体交换良好，
防止鱼类
缺氧；
晴好天气要合理增加投饵，
增加能量，
增强
鱼体抗寒能力；
加强鱼病防治，
尤其是水霉病和
寄生虫；
尽量减少操作，
暂停捕捞作业，
避免鱼体
受伤；
水面较小的可采用增氧设备。
池塘：提高池塘水位，水深保持在 2 米以
上，保持水位稳定；有条件时可打井抽取地下
水、引用温泉水，同时采取措施防止冻雨低温
水直接流入池塘；有条件的要搭建温棚、挡风
棚；适当投食；减少操作，避免鱼体受伤；加强
鱼病防治。
苗种：重点指导和做好不耐寒水产养殖品
种亲本和越冬苗种的保温工作，保证养殖品种
亲本和越冬苗种安全越冬，以便做好苗种生产
供给，保证养殖生产的恢复重建需要。

物质贮备：做好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物质
的贮备，特别是各类消毒药物等防疫物质的贮
备，避免因灾引发和流行养殖病害。
抢收：组织力量发动养殖单位对暖水性鱼
类，如罗非鱼等品种进行抢收工作，及时将能
上市的鱼类尽量起捕出售，减少损失，空塘晒
池，清塘消毒，为春季放养做好准备。

灾后恢复生产
制订恢复生产实施方案，要求早谋划、早
部署、早启动；重点是保苗种、保生产、保供给、
保安全。
补齐养殖品种和数量，做好套养夏花鱼种
计划。增补鱼种必须做好免疫工作，补放的鱼
种需消毒后才能下塘。夏季套养夏花的鱼种
需做好采购计划。
强化苗种和亲本培育，做好紧缺苗种的调
动工作。
做好恢复生产的技术服务工作。技术人
员要进村入户，帮助养殖户分析灾情，开展技
术服务。
加强水质、病害监测和防控工作。一是要
加强养殖区域水质监测工作，密切注意水质变
化；二是做好池塘清洁卫生工作，严禁乱丢死
鱼；三是外来鱼种务必消毒；四是加大疫病的
监测力度，加强病害测报预报，发现病害及时
报告。
抓紧做好养殖设施的修复工作。特别是
供电、抽水、增氧设施的修复。
加强管理。做好巡塘管理、加强疫病预测
报、强化消毒管理、做好防御物质贮备和强化
投食管理等五方面的工作。
惠新

加强疫病监测，做好疾病防治工作
（1）加强灾后疫病监测，提高防病意识；加
大非抗寒品种的突发性、暴发性疫病的监测，
提高应急处理的能力。
（2）将防治疾病落到实处。一是要及时捞
出低氧造成的死鱼进行无害化处理；二是尽量
避免养殖鱼类的应激反应，减轻死亡情况；三
是适当使用水质改良、调控、消毒物质和治疗
疾病药物，降低养殖鱼类的死亡情况；四是购
置食盐、生石灰、高锰酸钾等消毒药品，冰雪融
化后对养殖鱼类进行消毒处理，提高应对能
力；五是加强养殖管理，提高养殖鱼类机体的
抗性及防御能力。
（3）防止水霉病发生。水霉病是我国淡水
鱼类养殖上的常见疾病，容易造成大量鱼体死
亡，危害特别严重。
水霉对水温的适应范围很广，5℃~26℃均
可生长繁殖，最适生长温度一般为 13℃~18℃，

我国北部大部分地区有漫长的
冬季，水在零度开始结冰，冰先在水
表面形成，气温不断下降，冰层逐渐
加厚，冰层对水中越冬鱼类起到一定
的保护作用。在严寒的冬季，鱼池冰
下水温多保持在 6℃~8℃，鱼类集群
潜入水的中下层。鱼池的水质状态
复杂，在寒冷的冬季，不同的水质结
冰后状态各异。仔细分析识别池塘
的结冰状态，可以掌握冰下水质的好
坏及鱼的越冬处境等，为人工科学管
理、杜绝病害发生等提供科学依据，
达到提高鱼类越冬成活率的目的。

暗褐色均匀性冰层
冰为暗褐色，
远看有些发黑，
冰层
厚度相对均匀，池水多为隐藻、小环
藻、
隐球藻、
小隐藻、
十字藻、
缘胞藻或
平裂藻等占优势。水中悬浮的腐殖质
较多，
水质污染较为严重，
这种水在光
照状态下吸热能力较强，较同期的绿
色或黄色等水面冰相对较薄。该冰下
的水易亚缺氧，鱼类越冬具有一定的
风险，
若管理失职，
鱼类有闷死或偷死
的可能。此水中应合理降低越冬投放
密度，保持 1.5 米左右的水深为宜，在
恶劣天气下，应注意多打冰眼和加强
冰下增氧等措施。

类白色透明性冰晶
冰晶雪白如糖，
透亮若镜，
隔冰看
物，
有穿透的感觉，
这种冰形成速度较
快，
冰层相对较厚，
但冰的韧性小，
受力
易裂缝。池水多以小环藻、
习藻、
栅藻、
赭球藻、
十字藻、
梭接藻、
小球藻、
四角
藻、
舟形藻、
顶刺藻、
小星藻、
鼓藻、
脆杆
藻或光甲藻为优势种。这种水透明度
大，
水质比较清瘦，
有机污染物较少，
水中毒素
含量较低。晴天冰层对光的反射较强，
吸热能
力较弱，
结冰厚度比绿、
黄、
黑色水厚。该水溶
氧适中，越冬比较安全，保持平均 2 米~3 米的
较深水位，
水位过浅鱼易被冻伤。

黄绿色浑浊状冰叠
冰为黄绿色，比较浑浊，不透亮，冰层均
匀而完整，冰的韧性和硬度较强。池水以小

但不同菌株略有不同，有的菌株甚至在水温
30℃时还可生长繁殖。此外，其孢子在自然水
体环境中也广泛存在，对不良环境耐受能力极
强，完全没有水霉菌的养殖水体环境是不存在
的，一旦有合适的寄生条件，就会在鱼体伤口
上寄生，引起水霉病。由此可见，冰雪强冷天
气虽然造成水温大幅度降低，可能导致水霉菌
难以生长繁殖，甚至死亡，但其游动孢子依然
在养殖水体中大量存在，因此暴发水霉病的病
原因素依然存在。
温度在短时间内剧烈变化是影响水霉
感染的重要条件，它强化了水霉对鱼体的感染
强度和速度。寒潮暴雪等强冷天气极有可能造
成大宗淡水鱼类呼吸不畅、
免疫力下降、
机体损
伤等，
从而增加了水霉菌侵染鱼体的机会，
提高
了水霉病暴发的风险。因此，冰冻雨雪天气来
临时，
需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防止水霉病的发
生：①加强鱼类的防寒保暖、防冻防伤工作，加
固越冬鱼塘上风处的防寒挡风棚等设施或在池
塘中撒稻草，
阻止池水上下对流，
防止水温急剧
下降；②加强鱼类秋季培育，投喂高质饲料，增
强越冬鱼类的体质，
增强鱼体的抗病力；
③密切
注意观察越冬池有无渗漏，
若发现冰面塌陷，
应
及时补水；④经常测量溶氧，注意越冬池水体
的溶氧变化，可以 5 天~7 天测量 1 次，春节前后
1 天~2 天测 1 次，以便及时采取增氧措施，如可
在冰面上打冰眼，将增氧机固定在冰眼上进行
增氧；
⑤经常清扫冰面上的积雪和灰尘，
保持冰
的透明度，
提高透光率，
以促进水中浮游植物的
光合作用；
⑥塘内出现死鱼时应及时清理、
消毒
和掩埋，以免污染养殖水体与水霉菌在伤口上
滋生；⑦在寒潮来临前和融冰后待气温平稳回
升，尤其当水温达到 5℃时，要及时采用杀菌消
毒药物进行全池泼洒，
同时改善水质，
抑制水霉
菌的生长繁殖；
⑧对已经暴发水霉病的池塘，
要
做好隔离工作，
防止水霉病的蔓延，
同时用水霉
病防治药物等进行治疗。赵永锋 文/图

了解池水结冰状态 防止鱼病发生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防范应急措施

重结明冰，采取生物增氧方式。破除乌冰面
积要占池塘总面积的 1/3 以上，保证水下浮游
植物能进行光合作用产氧；重新结明冰后要
及时扫雪。
（2）机械增氧：在采取机械增氧时应定期
监测溶解氧和水温，当溶氧含量达到 3 毫克/升
以上时应停止增氧，当水温降到 2℃以下时，应
立即停止注水，
以免越冬鱼造成应激反应。
（3）注水增氧：有外来水源的池塘，可采取
定期加注溶解氧较高的新水增氧，如临近池塘
水、江河水等。如水源水溶氧较低可提高行程
和落差，提高含氧量后再注入池中。
（4）化学增氧：对于缺氧严重的水体，可采
用化学增氧的方法，局部泼洒过氧化物等速效
增氧剂。但因药物价格较高，同时对水质影响
较大，不宜长时间和大量使用，应作为短期急
救措施，再采取其他补氧方法。

环藻、冠盘藻、针杆藻、悬球藻、星杆
藻、侧结藻、
双菱藻或鳞孔藻等为优势
种。这种水抗冻能力较强，不易发生
冬季水变。此水浑浊，
为悬浊液，
透光
性较差，
若长期冰层较厚、
无光线或大
雪天易形成底层微缺氧，应注重及时
打冰眼和冰上清扫积雪等。若越冬密
度过大，
水中央可架设一台增氧机，
每
隔两小时开机两小时，这样就形成一
个无冰增氧区，
确保越冬鱼类的安全，
水深保持平均 1.5 米~2 米比较合理。

雪花蜂窝态气泡冰
冰块雪花状，细看冰层有许多气
泡状小点，冰面不平整，高低起伏，冰
层与水面间夹杂大面积气层，冰层游
动而易断裂。池水以小球藻、栅藻、
卡德藻、绿球藻、扁裸藻、素衣藻、杯
胞藻、眼虫藻或四鞭藻为优势种。水
的肥度较大，透明度较高，溶解氧含
量高，在大晴天水中溶氧易过饱和。
春节前后在此水中的鱼易患气泡
病。此类池塘在雪天不需清扫冰上
积雪，连续大晴天可在冰上干撒部分
黏土，以便吸热和遮光。此类水应合
理加注机井水，及时破冰放气，水位
保持到平均 3 米左右比较合理。

区域性开放状薄冰

冰灰白色，池塘背光区域冰层较
厚，
池中央及向阳的池角分布薄冰，
冰
层不稳定，常存在不同大小的天然冰
眼。池水以栅藻、小三毛金藻、小球
藻、绿球藻、衣藻、小环藻、绿梭藻、小
椿藻或叉星藻等为优势种，这种水质
多有毒素或鱼类有病，越冬期鱼类常
不安、
分散、
上浮、
打转或漫游等，
池水
因鱼搅动表层水形成不规则的波浪而难以结
冰。该冰层出现后要细心化验水质和检查鱼
病，可泼洒食盐水或加注大量河水等控制症
候，
水深保持在 1.5 米~2.5 米比较合理。
鱼池在越冬前应科学加水、培藻和肥水
等，应在结冰前 20 天~25 天放鱼并塘，并防止
鱼类拉伤或擦伤等。鱼池的冰层颜色以绿
褐色或黄褐色较佳，中央薄而周边厚，冰层
均匀而稳定，冰的韧性强而不易断裂为好。
张忙友

施中英 编辑

“桑吉号”沉船点周边海水
石油类物质浓度合格

国家海洋局发布：1 月 26 日下午至 27 日上
午，国家海洋局工作人员在沉船点周边海域现
场共采集了 17 个站位的水样。监测结果显示：
海水中石油类物质浓度均符合第一类标准。
1 月 30 日下午至 31 日上午，国家海洋局船
舶继续在现场开展监视监测。
船舶现场巡视多次发现油膜。30 日 14 时，
在沉船点东南 1.5 公里处发现长约 2 公里、宽约
100 米的彩虹色油膜，伴有刺激性气味，受风浪
影响呈零散分布，油污厚度较小，向东南方向
漂移。15 时，在沉船点东南方向 1 公里处发现
长约 3.2 公里、宽约 1.3 公里的银白色油膜，伴
有少量黑色颗粒状油污；31 日 9 时，在沉船点西
北方向 300 米处发现长约 3 公里、宽约 1.7 公里
的银白色油膜。
30 日下午至 31 日上午，在沉船点周边海域
共采集了 33 个站位的水样。监测结果显示：海
水中石油类物质含量均低于 50μg/L。
国家海洋局将持续在现场开展监视监测，
及时掌握溢油分布、漂移扩散状况，做好事发
海域生态环境状况影响评估工作，及时公布相
关信息。
综合

冬季泡塘做好了来年就轻松

一年的养殖成果好不好，第一关就是清
塘。养殖鱼塘经过一年的使用，沉积了大量
食物残渣、鱼类粪便以及其他垃圾，在鱼塘底
层形成一层塘泥，这些塘泥会影响鱼塘水体
的深度，同时，塘泥中含有的大量腐殖质，在
遇到高温天气时，极易分解而消耗大量溶氧，
从而导致水质恶化。因此，在冬季对鱼塘淤
泥进行全面清理，杀毒灭菌，对其后的养鱼极
为有利。
冬季用高浓度的药物进行泡塘，主要目的
就是杀灭寄生虫的中间宿主、休眠虫卵。
方法：干塘 10 天以上，全塘需灌水 20 厘
米~30 厘米。
水温在 16℃以上时，使用氯制剂全塘浸
泡，浸泡时间为 3 天；水温在 16℃以下时，使用
漂白粉全塘浸泡，浸泡时间为 3 天~7 天，3 天后
使用碘制剂再次浸泡。施用碘制剂，还能有效
预防草鱼、鲫鱼病毒性疾病。
需注意的是：漂白粉具有很强的腐蚀性，
极易发挥，在泼洒药物时，操作人员要站在上
风头，以防中毒，药物不能沾在身上，以免腐蚀
皮肤和衣服。选择晴天中午温度较高时进行
药物清塘，以提高清塘效果。必须待药性消失
后才可以放养鱼苗，可放“试水鱼”进行试验，
一天后若鱼苗不死，说明药物毒性已消失，即
可放养鱼苗。
好方法就有好效果。四川泸县一养殖
户 ，有 100 多 亩 鱼 塘 ，其 中 有 30 亩 地 于 2016
年在重庆通威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了清
塘。
“ 鱼塘灌 30 公分的水，用漂白粉来泡塘一
个 星 期 ，漂 白 粉 用 量 比 正 常 用 量 大 ，2017 年
我的鱼既没生病，也没杀过虫。”这位养殖户
表 示 ，除 了 使 用 漂 白 粉 清 塘 ，也 通 过 使 用 黄
金肽和培藻素进行调水，
“水调得好鱼也卖
得好，相信科学！”
另外，还可用生石灰、二氧化氯等来清塘，
具体方法视鱼塘具体情况而定，可咨询当地通
威服务技术老师。
通粉

防治小瓜虫网箱获得专利

刺激隐核虫（又称海水小瓜虫）被称为“金
鲳鱼养殖的梦魇”。在 2016 年、2017 年养殖季，
华南养殖区小瓜虫几次大规模暴发，导致整个
海面死鱼漂流、鱼排白茫茫一片。广东、广西、
海南养殖户直接损失数亿元。防治小瓜虫网
箱面世，可谓养殖户的救星。
近日，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
究所黄忠、黄小林、林黑着等完成的“一种用于
网箱养殖金鲳防治小瓜虫的辅助网衣装置”获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该实用新型公开一种用于网箱养殖金鲳
鱼防治小瓜虫的辅助网衣装置，包括上下开口
的围网以及与围网连接的上端开口的防水
袋。其中，防水袋位于围网下端，且防水袋上
端开口大小及形状与围网下端开口大小及形
状一致；防水袋底部设有一网状过水口，网状
过水口边缘设有束紧拉绳，用于打开或闭合网
状过水口。
通过在底部设网状过水口，可以使网衣装
置内的淡水与外面的海水隔离开，从而形成一
个淡水环境，感染刺激隐核虫的金鲳可在淡水
中浸泡，以洗掉附着在体表的刺激隐核虫，达
到防治效果；该装置可实现在海上网箱中将金
鲳鱼用淡水浸泡以防治刺激隐核虫病害，同时
全程不需直接抓捕金鲳，减少因捕捞引起的应
激反应。该装置具有设计合理、结构简单等诸
多优点。
南海水产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