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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保苗，重点是环境稳定营养充足
4 月，南方地区和华中区域冬棚养殖的大
多数养殖者都已将早造虾苗放下去了。笔者
3 月底走访了几片华南区域，发现很多养殖者
在放苗之后就闲暇放松下来，放任虾苗自生自
灭，美其名曰自然淘汰，剩下的都是精华！难
怪这几年苗期问题频频发生，很多池塘放苗之
后没多久就出现严重的虾苗死亡情况，甚至自
始至终就像没放过苗一样，虾苗去哪里了自己
都不知道。这些苗期的问题笔者看来，因为他
们都忽略了苗期最为重要的工作——保苗。
不仅南美白对虾养殖，实际上每种水产养
殖品种的苗期都是至关重要的。笔者常和养
殖户说，拿虾当自己孩子来养，就容易成功得
多。总结起来就是要千万细心，各种注意，时
刻关注，小心呵护，如此这番，苗期才能顺利。
而只有渡过好的苗期，后面的养殖问题才会略
少一些，养殖成功率才能高起来。
保苗要做的工作并不复杂，说起来就两
点：环境稳定，营养充足。这两点，看似简单，
实则要做的工作内容相当繁复。

环境稳定
苗种弱小，而对虾又是非特异免疫的动
物，环境稍微有点变化都会导致其受到巨大的
影响，而这环境变化，不仅有来自于池塘外环
境的，也有来自于机体内环境的。
外环境：即池塘水土、天气物候。这些因
子的变化大多容易察觉，不易察觉的因子也能
通过一些科学手段得以检测获知。只要经常
性地关注、检测自然能得到其变化的情况，从
而及时有针对性的处理，以免环境变化过大导
致虾苗应激、不适，甚至是中毒死亡。其中，必
须要关注的因子有：水温、盐度、重金属、氨氮、
余氯、总硬度、亚硝酸盐、pH、总碱度、硫化氢、
藻相等。
水温：苗期要求不低于 20℃，低于 20℃可
以搭建冬棚、铺白沙、加深水位、铺设加温管道
（锅炉水蒸气加温、热空气加温）来达到升温效
果（不能超过 33℃）或等气候合适水温自然升
上来了再放苗。
盐度：放苗时要求池塘与苗厂盐度基本一
致（相差不大于 3‰~5‰）。而苗期为了很好
地预防弧菌和红体病毒，一些高盐度放苗的池
塘最好在放苗之后逐步加入淡水或咸淡水将
盐度缓慢降到 8‰以下，降盐的同时要注意补
充水体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以防虾苗因水体
缺矿出现蜕壳或硬壳障碍。
重金属：
“用纳氏试剂（市面上常见的水剂
氨氮试剂盒）检测氨氮，静置不动时若试管液
面有絮状物即表明有重金属离子，其絮状物的
厚度说明重金属离子含量多少。重金属高时，
虾苗蜕壳、肝胃、鳃丝发育都会出现异常病变，
时间一长就会出现肝坏死，肠胃疾病，苗量减
少等严重问题。重金属可用有机酸、EDTA 络
合处理。另外，要注意硬度超过 100DH 的咸
水或海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含量较高，也会出现
类似的白色悬浮絮状物。
氨氮：虾苗对氨氮非常敏感，尤其是 pH 或
亚硝酸氮较高时氨氮毒性都会偏大，会直接导
致虾苗死亡，哪怕是低浓度的氨氮也会缓慢腐
蚀虾苗鳃部和肠道的表皮细胞，容易引起前中
期肠胃疾病或消化不良以及中后期鳃部病变
的频发，在很多地下水养殖区域，一些早期长
时间有氨氮的池塘出现慢大、白便、鳃病的几
率都要比没有氨氮的要高很多。
一般氨氮大于 0.6 毫克/升的可以在进水
到位后开足增氧机充分曝气（打到泡沫明显减
少为止）；随后可用二氧化氯或过硫酸氢钾氧
化处理，同时这也能起到水体消毒的作用；之
后开增氧机曝气 1 天~2 天；如果氨氮仍较高可
以先用大苏打或 EDTA 吸附络合部分氨氮，之
后用沸石粉+光合菌+芽孢菌（说明书剂量），
几天后肥水培藻就能持续降低了。
余氯：对于使用含氯消毒剂清塘消毒的池
塘，余氯是必须要检测和处理的一个指标。因
为只要有哪怕 0.1ppm 的量虾苗就会中毒出现
死亡。关键是大多数余氯都是水体偏低甚至
没有，而底部（尤其是底泥里）很高，所以刚放
苗时没有，当虾苗适应了池塘水质，一旦下沉
扒底之后余氯就会被扒出来，引起虾苗中毒。
而这个中毒出现的死亡也是在池底，经验稍差
点的养殖者很难及时发现，所以常常造成全塘
莫名其妙的底部偷死。
另外，一些有蓄水池的大型养殖场也常会
因为抽到蓄水池底部残留余氯的水而导致对
虾中毒，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将蓄水池的沉水
泵改为浮水泵，即可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处理
余氯并不难，用大苏打或有机酸或 EDTA 即可
搞定。
总硬度：一代苗对硬度要求较高，最适对
虾 生 长 的 硬 度 范 围 是 40DH~200DH（德 国
度），一代苗放苗要求不低于 40DH；二代苗杂
交苗要求要低一些，不低于 30DH 就可以了。
尽量安全持续地维持相对较高的硬度有利于
苗期获得较高的苗种存活率和快速的生长速
度。总硬度偏低的可用熟石灰（最好用风化石
灰）或石粉类（越细越好）慢慢提高。
要注意，多数人认为海水的硬度一定足
够，其实近几年笔者已经发现多处纯海水养殖
出现硬度偏低的现象，原因可能和近海贝类、
海藻种植有一定关系。另外，硬度过高（超过
200DH）也不好，这种情况现在已经较少遇到
了，但依然有一些石灰质土质或盐碱地区域会
出现，可用有机酸和乳酸菌慢慢软化。
亚硝酸盐：虾苗对亚硝酸的抗性还是较好

的，只要在放苗时不超过 0.6ppm 就不用刻意
去处理，毕竟藻相菌相正常，亚硝酸氮也会慢
慢自然被分解利用掉。若是 0.6ppm 的可泼洒
氧化剂（如过硫酸氢钾、高铁酸钾、过碳酸钠
等）先氧化部分，之后用活菌产品（如芽孢菌、
光合菌等）配合培藻产品来持续分解吸收。
pH：是养虾人最常检测的一个指标，但也
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指标。虾苗对于 pH 的
适应性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pH 长期超
过 8.7 就会出现鳃丝和肠壁上皮细胞损伤坏
死，时间一长就会出现鳃部病变和肠胃消化不
良，生长自然就会受到影响。而 pH 长期低于
7.8 的也会由于底部一些重金属、藻毒素、亚硝
酸氮等物质的毒性增加，而影响蜕壳硬壳，一
样会影响生长，同时还会增加细菌病毒病的发
病几率。
另外，苗期的 pH 还要求日波动不小于 0.3
也不大于 0.8（6 点~8 点和 15 点~17 点各测一
次），若是日波动偏大，用专业的话来说就是应
激水体，虾苗会产生不断的应激反应，很难长
大；若是藻类老化、总碱度不足、总硬度不足、
藻相单一等也会出现 pH 日波动小于 0.3 的情
况，这些都得马上调理。pH 小于 7.8 时可施用
风化石灰来调高；pH 大于 8.7 时可白天泼洒有
机酸+芽孢菌，
晚上用乳酸菌来降低。
总碱度：是水质稳定性的一个标度，水体
总碱度在 50ppm~120ppm 时水质相对稳定，这
对于苗期养殖来讲非常重要。调节总碱度时
首先要检查藻相情况，水清藻老的要先用氨基
酸+EM 菌把塘水培好，之后若总碱度还低于
50ppm，用小苏打或熟石灰来调节，直到总碱
度大于 50ppm 为止。另外，也有一些常年农业
种养区域（如华中、华北平原及两湖区域）、工
业污染（如造纸、纺织、印染、橡胶、塑料等）或
碱性土质区域（如新疆、山东和东营等）的总碱
度会严重超标。
过高的总碱度会导致虾苗和水体营养代
谢（主要是矿物质代谢）出现问题（一蜕壳就出
现大量死亡损耗），严重的还会直接中毒死亡，
所以只要总碱度≥360ppm 就须要用沸石粉+
光合菌+芽孢菌去多次分解转化。而且这些
区域在整个养殖过程中也要随时注意总碱度
的变化，及时调整。
硫化氢：4 月保苗，重点是环境稳定、营养
充足会导致对虾麻痹性中毒，当出现水表弹跳
时池底已经有大量死亡了，所以一旦出现就非
常危险。这个指标在稍有清塘消毒处理的池
塘一般都不会存在。但总有一些人的池塘是
老水放苗，池底难免会出现处理不完全的污染
残留，硫化氢自然就会出现在苗期了。一般苗
期只有老水放苗的池塘、倒藻后出现升温、冬
棚高密度标苗才会有一定几率出现硫化氢中
毒。处理硫化氢并不复杂：pH＜7.0 用生石
灰+过氧化钙或单用高铁酸钾直接氧化即可；
pH＞7.0 则用氧化性底改（过硫、臭氧片、过碳
酸钠、过氧化钙等）。
藻相：对虾苗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大的，最
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一家国内外的知名品牌
在中国国内销售情况始终不佳，虽然众所周知
的名气和苗种家系确实顶尖，但是放苗之后养
殖情况却不一定好，很多专家分析出现这种情
况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家苗企在育种阶段
一直用大量的藻类作为生物饵料，而他们用的
那些藻类又是春造池塘养殖里非常少见、很难
形成优势的种类，已经形成藻类依赖的苗到了
几乎没有这些藻类的水体里，很难短时间适应
过来，自然就不易存活了。这个推测虽还没有
被研究完全证实，但很多养殖者却按这个原理
得到了一定成功的经验。
由此说明藻类对于虾苗而言并非我们认
为好的就一定是好。所以我们才需要尽可能
多了解每种藻类的益处和害处，也必须掌握其
维护与处理的方法。
绿藻：绿藻水多为深绿、浅绿、褐绿、暗绿、
黑绿色等。很多绿藻能在不同的养殖阶段形成
种群优势，且基本无毒；繁殖速度快，营养需求
适中，
生长条件要求不高；
多数能被养殖动物直
接食用；
调水净化效果好，
维持稳定水质能力优
良；
一些种类可作特殊水质的指示生物。
绿藻也并非没有缺点。一些种类能形成
绿潮（如小球藻、卵囊藻、青苔等）；很多种类
（如小球藻、青苔、红球藻等）在旺盛繁殖时 pH
会稳定偏高，易导致养殖动物碱中毒；大量死
亡时容易使整个水体被污染败坏，导致养殖动
物缺氧或中毒死亡；一些种类的出现表明水体
已有一定污染程度。一般可用肥水产品（碳肥
为主矿肥为辅）+兼性芽孢菌来维持绿藻水
质；若是虾苗不适则可少量多次的换水或外用
氧化剂（尽量用温和点的）+氧化改底，之后大
剂量活菌分解死藻污染。
隐藻：隐藻水多呈褐绿色（隐藻）、棕褐色
（深隐藻）红褐色（拖鞋隐藻、红胞藻、隐藻）、蓝
绿色（蓝隐藻、隐鞭藻），甚至无色（缘胞藻），而
且不同种类或不同生长时期水色变化还较
大。隐藻是优质的开口饵料，但隐藻在缺肥水
体很难形成优势，若要刻意培养需要大量的有
机肥、氨基酸和氮肥，容易造成水体污染，水色
难看多变（偏黑、偏青、偏红），环境不适时会呈
现深褐或青褐色，夜间耗氧较大，极少数隐藻
还是赤潮生物。由于隐藻的水色实在不好看，
所以很少人喜欢维持这种藻类，一般都会等它
自然消亡，若隐藻突然形成优势，则说明池底
偏肥或水体严重污染，就必须马上频繁改底补
菌，通过减少有机污染，来抑制隐藻的暴发；若
运气太差遇到隐藻中的赤潮种类则只能靠大
换水或药物杀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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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藻：黄藻水多呈黄绿色（膝口藻、异胶
生物。水质稳定，甲藻能快速吸收水体营养
藻），一些种类（黄管藻、黄丝藻）能在杂质、其 （包括一些溶解有机物），能长时间的维持水质
清爽。但甲藻却是有毒种类最多的一门藻类，
他藻类甚至是动物体表形成黄绿色附着物，少
数（黄丝藻）能漂浮水中形成黄绿色棉絮状水
不仅所含大量藻毒素，繁殖速度很快，条件合
华。黄藻富含能量物质，是鱼类养殖育苗阶段
适（高温、强光）时能很快形成优势，并更为快
的饵料生物。但除少数种类（膝口藻、黄丝藻、 速地吸收水体营养，导致其他藻类因缺乏营养
异弯藻）外，很难形成优势，黄丝藻会附着动物
而消亡，
且具趋光性，
白天产氧少，
夜间耗氧多，
的鳃部，致其窒息死亡（死亡量不大），异弯藻
形成优势后，
会很快耗尽水体溶氧，
导致养殖品
会形成赤潮。4 月的池塘里黄藻很少能形成
种缺氧死亡。甲藻大量死亡后带来的污染和毒
害的代谢周期相当长，将是该区域毁灭性的灾
种群优势，所以一般不用处理，若是遇到了黄
藻水，若水源好可以少量多次换水，若水源不
难，
所以甲藻是苗期最危险的一种藻类，
没有之
好则用氧化剂配合净水药物抑杀，隔天用兼性
一。必须频繁镜检监控，
一旦见到就要处理，
水
芽孢菌+乳酸菌或 EM 菌来分解死藻。
源好的可少量多次逐步加大换水，用石灰慢慢
硅藻：硅藻水多数呈棕黄色或棕褐色或红
提高 pH 以防甲藻大量繁殖，
用腐植酸钠遮光抑
褐色，初生期呈黄绿色，表层清淡，中下层较浓
藻，
氧化分解水体过多的有机质。
稠，风浪大水体搅动大增氧足够时会渐渐变
内环境：相比外环境那些可监测可控性较
浓。硅藻营养丰富，便于摄食，光合作用能力
强的因子，虾苗机体内环境的调控更为重要，
强大，产氧量大，吸收毒素有机物、氮源污染快
却又最难做好，因为很难确定虾苗体内在某个
速，是大多数水产动物的开口饵料。但硅藻偏
时期内需要些什么，不过经过这些年的一线尝
重，易沉底死亡，死亡多时，细胞内吸收的有机
试，养殖者们还是积累很多实用经验可以拿来
质短时间释放出来，对池底水体都是巨大污
借鉴一下。说起来无非就是菌酶的拌喂调理，
染，所以一旦倒藻，就是整个池塘的毁灭。另
只是大多数人是单一或两三种活菌长期拌喂，
外，硅藻里有不少种类可形成赤潮。
而笔者认为最简单最合适的应该是交替使用，
若想维持硅藻水得先镜检确认是否有硅
两到三天换一种或换一组。
藻藻种，之后用硅酸钠+石粉+EM 菌/乳酸菌，
常见可以在苗期拌喂的活菌有芽孢菌（越
第二天或第三天有机肥+矿肥。若是虾苗状
耗氧越好）、
乳酸菌、
光合菌、
酵母菌、
蛭弧菌等，
态不行时就得马上处理，注意改底和培菌，及
最好是两种以上搭配使用，
如芽孢菌就经常和光
时分解死亡的硅藻和保证池底溶氧充足，不至
合菌、
乳酸菌一起使用，
芽孢菌的剂量可以很大，
于短时间全军覆没。
搭配的光合菌和乳酸菌只需要很少一点即可。
金藻：金藻水多呈棕褐色或黑褐色，初生
芽孢菌可以长期使用，基本没有什么太大
期会稍带些淡绿色，它是水生动物苗种很好的
的副作用，只要注意高菌数（超过 500 亿/克）
天然饵料，多数金藻能适应较低水温，是冬、春
的芽孢菌不要添加太多太久即可，若是时不时
育苗选择的优良藻类。但金藻多生活于水体
换用其他活菌就没有这个用量限制。乳酸菌
中下层，夜间底层耗氧厉害，会令养殖动物慢
在添加拌喂时要注意肠道的粗细情况，一旦肠
性缺氧。金藻易大量死亡，且死后会污染水
道明显增粗就要换了（若明显细肠的虾苗连续
体，引发缺氧、中毒。少数金藻（三毛金藻）会
拌喂 3 天、9 餐肠道仍没变粗，要么是耐药性早
直接令鱼虾中毒。
已产生，要么是产品不行，要么就是这乳酸菌
金藻的处理必须先镜检，辨别清楚金藻种
进入机体之后根本就没活下来，只能换另一种
类再有针对性处理。单鞭金藻、鞭金藻、锥囊
再试试），笔者建议，乳酸菌只拌喂 3 天即可；
藻无需调理，注意水质变化，备用氨基酸和
光合菌、酵母菌一般没什么拌喂禁忌，只是营
EM 菌或兼性芽孢菌，防止水质过清即可；黄
养方面的优点而已，内环境调理方面作用不
群藻、鱼鳞藻可外用对虾苗温和的氧化剂后用
大；而蛭弧菌则是在虾苗有病菌感染，体表出
兼性芽孢菌+EM 菌处理多余的污染物；三毛
现异常色素变化（如发红、发黑、发光、发蓝等）
金藻则是用尿素一半干撒、一半化水泼洒，严
时才用一下，可和芽孢菌、乳酸菌等一起使用，
重的隔天再用一次，待三毛金藻死亡后再大量
也可以单独使用，注意连续使用不超过 4 餐
换水或用生物型底改+EM 菌或乳酸菌分解死 （即最多两天）。
藻产生的毒素和污染；棕囊藻得先检查水源情
内环境的调理要密切观察拌喂期间虾苗
况，水源好就大量换水，一直换到棕囊藻没有
肝肠胃的变化，稍有变化就要注意调整添加的
为止，水源不好，就只能反复用氧化型底改或
药物搭配和用量频率。
氧化剂氧化抑杀，藻类死亡后再用生物底改配
芽孢菌、乳酸菌等来分解死藻污染。
营养充足
裸藻：裸藻水多呈绿色，大量繁殖时形成
深绿（油绿）色膜状、红褐色膜状或棕褐、黑褐
保苗期间秉承充足营养饲喂的原则，而保
苗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促进虾苗肌体发育的尽
色云彩状水华。裸藻蛋白质、氨基酸含量丰
富，是滤食性鱼类优质的天然饵料，如血红裸
快完成。按前面说的，既然要把虾苗当自己亲
藻、双鞭藻等都是好水肥水的标志；因有游动
生孩子来养，自然就得尽量满足它早期的营养
需求，单单靠喂饲料、虾片、藻类是不够的，这
能力，裸藻对水温的适应性极强，在池塘中常
些仅仅能让它稍微正常地活着而已。而我们
能全年存在；一些种类可用于污水处理。但裸
追求的不仅仅是虾苗活着，还想要它发育好、
藻又是有机污染严重的指标生物，发现就已说
长得快、吃得多、疾病少，这些要求加起来，单
明水体污染偏重，是发病前兆；条件（有机质富
单靠前面说的常规饵料就不够了。但要注意，
集、水温合适、水体波动较小）合适时，会大量
并非所有的营养或你认为所谓的“好东西”都
繁殖形成水华（尤其是膜状水华）遮光，在白天
能喂给虾苗，因为虾苗的消化系统还并未发育
会影响池塘光合作用；长时间的裸藻水会出现
完善，一些营养是无法直接吸收的。
鱼虾慢性缺氧；裸藻死亡后其细胞内大量的有
经过众多养殖者多年的实操运用发现，最
机物就会很快被释放出来，引发缺氧中毒。苗
期养殖只要注意搅动水体，增加水体溶氧量， 适合保苗期间添加的是一些天然的药物，如矿
物质（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多维、虾青素、多
处理有机质就能很好地预防裸藻形成优势，遇
到裸藻严重的可通过消除有机质（频繁改底、 糖、氨基酸、核苷酸、酶制剂、发酵产物、活菌代
谢产物等。这些药物种类繁多，到底自己池塘
氧化水体、活菌分解污染物）来处理。
的虾苗适合喂哪种呢？
蓝藻：
蓝藻多数呈蓝色或蓝绿色，
少数会出
这些问题笔者每年都会被很多养殖户问
现红色或红褐色。蓝藻具有强光合作用能力，
能稳定水质、
维持水体（中上层）较高的溶解氧， 起，答案并不简单，每种苗，每个池塘的情况，
每个时期虾苗的状态不同拌喂的营养都必须
能抑制很多有害藻类甚至是病菌。蓝藻繁殖速
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度快，
吸收营养能力很强，
处理一些富余的营养
被问得多了之后，笔者想出一个简单省力
效果很好。有少数蓝藻（如螺旋藻）不仅水质稳
的办法：
参考你那池苗的苗厂师傅的操作（当然
定且持久，
而且藻类本身营养丰富，
是水产养殖
前提是品质苗厂），
意思就是苗厂的技术师傅给
比较理想的藻相。但蓝藻会导致水体长期 pH
偏高（≥9.0），
会导致碱中毒，
会抑制其他藻类生
虾苗喂什么，
你刚放苗的第一周就喂什么，
放苗
3 天内苗厂师傅怎么喂，
你也怎么喂，
用法用量
长，甚至直接导致其他藻类大量死亡。长期摄
可以照搬过来（很多苗厂是按水体外用剂量在
食蓝藻，
鱼虾轻则肠炎，
重则中毒死亡。
拌喂，养殖者可以按苗的数量和苗厂苗池数量
遇到蓝藻水得先检查虾苗活动、吃料、表
征等，再镜检确定种类。若上述各方面都正
的比例来计算用量），
稍微用多了些其实也不用
担心，没什么坏处。这样 3 天之后再慢慢按梯
常，同时不是有毒种类可暂不处理，但要密切
度把拌喂的营养药品的剂量减下来，减到说明
观察。若虾苗不正常可适当提高盐度，氧化水
书的正常剂量，再搭配前面说的内环境调理的
体抑藻，之后腐植酸钠遮光+兼性芽孢菌+光
合细菌/乳酸菌等生物抑制并转变藻相（活菌
保苗操作，
一周以后就可以正常饲喂了。
正常情况下，当看到你的罾里出现一条有
剂量越大，效果越快）。
肝膜（开始转肝）的小虾时，恭喜你，你这池虾
甲藻：甲藻水色多呈红色、红褐色、黄褐色
苗的保苗阶段就算顺利完成了。
或棕色等。甲藻富含能量物质，营养丰富，是
很多养殖品种（尤其是贝类）非常优良的饵料
王维 文/图

气温如过山车
养殖户如何放蟹苗

年后气温异常，冷空气活跃，气温忽高忽
低，多出现低温天气，日照时数比常年同期偏
少。低温阴雨寡照天气易造成已投放蟹苗死
亡，降低了蟹苗成活率。
因此，仍未放养蟹苗的池塘和有条件的
稻田养蟹请利用有利天气及时放养蟹苗，并
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已放养蟹苗的养殖池塘，
应加深环沟中的水位。天气转晴、气温回升
后，看塘中具体情况，适当降低。二是关注天
气变化，选择晴好天气、气温稳定通过 8℃以
上时放养蟹苗。三是蟹苗放养以后，每天早
晚各巡池一遍，观察幼蟹生长及摄食情况。
有条件的，定期对养殖区水质检测，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经常加注新水，采用少量多次，一
般选择在晴天中午时段。四是布局好水体浮
游植物的培养工作。多品栽种水草,破除单
一品种，实现长短结合、优势互补，确保水草
均衡存塘，安全生长，夏季能有 50%左右的水
草覆盖率。五是及早开食，科学投喂。当水
温升到 10℃以上时，蟹苗开始摄食，摄食量随
着水温升高渐渐增大。
安国

福州市
确保水产苗种质量安全

4 月 3 日，福建省福州市水产苗种质量安
全专项会议在罗源县召开。福州各县（市）区
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水产品质量安全负责人
及苗种生产企业主参加了会议。
当前是水产苗种繁育季节，为做好水产
苗种质量安全工作，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技术
中心积极响应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要求，
组织召开了此次专项会议。会上，罗源县水
产技术推广站通报了罗源县个别育苗企业禁
用药超标的问题，与会专家针对水产苗种质
量安全法律法规、水产苗种质量安全抽检、水
产禁用药目录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和贯
宣。最后，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技术中心主任
杨铭副强调，各县级推广站要时刻绷紧质量
安全这根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加强监
督抽查与宣传指导的力度，认真开展苗种质
量安全用药督导工作。
刘年锋

广元市
人工繁殖多鳞白甲鱼

3 月 29 日~30 日，四川广元市多鳞白甲鱼
人工繁殖技术研究项目推进会在青川县桥楼
乡四川龙洋渔业有限公司召开，并对亲鱼及产
孵设施进行了检查，待产亲鱼发育良好，产孵
设施加紧收尾，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项目
研究顺利推进。
多鳞白甲鱼，属鲤形目，鲤科，鲃亚科，白
甲鱼属的一种鱼类，被《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名
录》列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具有极高的经济
价值，是广元市青川县清江河特有鱼类，青川
老百姓俗称毛白甲、鹅黄鱼、荞鱼、影子鱼等；
其他地区又名钱鱼、梢白甲、赤鳞鱼。其肉质
鲜美、营养丰富，市场售价已高达 200 元/斤，天
然捕捞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食
需求，加之曲河水库蓄水后，将会阻断清江河
土著鱼类洄游通道，破坏天然索饵场和产卵
场，迫切需要进行人工繁殖饲养。在此背景
下，广元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牵头，组织协调市
县农业科研部门、水产技术部门及市内具备条
件的企业共同进行多鳞白甲鱼的人工繁殖技
术研究，将人工孵化的鱼苗投放天然水域，对
该物种采取人工补救措施，维护水域生态平
衡。在此基础上进行苗种培育、商品鱼养殖，
将极大满足人们的美食需求，成为山区农民增
收致富的重要渠道。该项目已列入广元市
2017-2018 年度重点研发项目。
李鑫 文/图

声

明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舟
渔冷 7 号”和“舟渔冷 8 号”两船的国际吨
位证书和国籍证书遗失，
现申明报废。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4 月 16 日

声

明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海龙 1 号”、
“海
龙 2 号”、
“海龙 3 号”、
“海龙 4 号”四船的
国际吨位证书遗失，
现申明报废。
中渔环球海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4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