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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养殖
要注意夏季水质变化

对虾养殖如何科学调控溶解氧
对虾养殖中，溶解氧的重要性大家耳熟能
详，
但说到具体有效调控，
大部分人都一知半解，
养殖从业者普遍缺乏对水体溶解氧进行及时有
效的监控以及对水体中溶氧含量的变化危害认
识不足。很多从业者常把养殖物有无浮头现象
作为水体溶氧是否充足的判断标准，
这实际上是
把增氧当做一种救命措施而非科学有效的管理
方法，
没有意识到在此之前溶解氧的变化对养殖
物和水体环境已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亚硝酸盐
超标、
倒藻、
对虾死亡等严重情况发生。

日常管理常见的两个误区
小苗需氧量少，
不开水车
案例：福建省龙海市紫泥镇养殖户小杨
冬棚季第二造虾连续放苗 3 次，都在 10 多
天排塘，第五次放苗时，笔者观察到小杨属于
清水放苗，即在消毒品无残留后，放完调水产
品 1 天时间，直接放苗。而且此后连续 5 天都
没有开水车，按他经验说：小苗不需要多少氧，
不用开水车。笔者将在线监测设备安放于池
塘对其进行在线监控，发现溶氧低于正常数
值，且长时间处于 0。监测之后及时指导其开
水车，并指导其调节浮游植物密度，最终平安
渡过苗期。可见就算是苗期也要按需增氧。
晚餐投料时间拖延晚至游塘情况发生
案例：紫泥养殖户小李的对虾，每次晚餐
都出现不明的慢料现象。通过安装溶氧在线
监测设备后发现，小李晚餐投喂时间晚，溶解
氧低，导致吃料慢，而监测当日此虾塘在晚餐
查料时还出现大面积游塘，幸好通过在线监测
发现问题并及时有效地处理，减少了不少损
失。所以土池尤其是在光合作用不强时，晚餐
要在下午 3 点半左右投喂，光合作用强时可将
时间拖延至 4 点半左右，如遇低气压、阴雨天，
尽量减料或喂完 20 分钟~30 分钟打开水车，避
免溶氧下降过快，至虾应激。

升左右，在无其他辅助治疗情况下，地膜池长
时间无亚硝酸盐，而土池则超标 1 倍，在同一
批苗的情况下，地膜池对虾生长情况明显高于
土池。
通过试验数据比对说明：水中溶解氧的多
少能直接影响对虾生长速度、理化指标等。生
长越快，耗氧量越大，这也是为什么一代苗容
易发生疾病的主要原因。
土池底部的氧债大于地膜池底部。在精
养水体中，养殖从业者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产
量，常常加大投苗量，增加饲料投放量，过多的
饲料一部分直接溶于水体，一部分被虾吸收利
用，而另一部分以代谢废物的形式排放于水体
中，随着养殖时间的延长，养殖系统中越来越
多的污染物质超过了池塘的自净力，导致产生
大量的亚硝酸盐、硫化氢，直接影响了水体的
理化状态，致使对虾不能在池塘中很好地生
长、生存。
有效改善措施：合理投放苗量，定期投放
增氧产品及氧化改底产品，增加池底氧化还原
电位，提高整体溶解氧含量，减少有毒有害物
质，降低或消除基本毒性。

水清时如何调控溶解氧
水清常发生在养殖初期一个月左右，按 1
米水深计算，如果清澈见底，那么从放苗起，24
小时水车不间断，增加氧含量，并培养浮游植
物，大量补充营养盐，此时产氧量低，需通过物
理方式增加溶解氧含量，所以水过度清瘦时放
苗调节氧含量是初期排塘与否的重要原因。
如果透明度 50 厘米~60 厘米，那么在晴天
上午 10 点到下午 15 点左右可适当关闭水车，
同时补充水体所需营养盐，水色达到理想透明
度时，
再按正常情况操作。

水浓时如何调控溶解氧

土池比地膜池溶氧低
通过溶氧在线 24 小时监测数据对比，在
同等放养密度、养殖技术管理情况下，日落后，
由于光合作用下降，溶氧很快下降到 4 毫克/
升，而地膜池依然可以保持在 7 毫克~8 毫克/

当水体透明度低于 30 厘米时，水色变成
深绿、老绿、墨绿水时就应该提早、及时处理水
质，这种水体藻类过旺，代谢快，光合作用强，
产氧量往往过饱和，此时应及时补充浮游植物
生长所需营养盐，同时还应向水体补充耗氧微

7 月 13 日上午，浙江象山县水产技术推广
站接到新桥养殖户的电话，反映他养殖的鲈鱼
发 生 大 面 积 死 亡（海 水 池 塘 跑 道 式 养 鱼 模
式）。推广站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宁波市海洋与
渔业研究院专家并邀请他一同前往现场进行
诊断死亡原因。
到达现场后，专家立即对死鱼进行诊断
和水质检测，发现死鱼大部分嘴张开，同时
发现池塘里的死鱼呈浮头状，根据这些死亡
特征初步断定为缺氧死亡。然后又询问养
殖户具体情况，据养殖户本人描述：前一天
晚上因蛏子苗要铺网，就排放了池塘部分水
以降低水位，凌晨 4 点的时候要喂料，就把增
氧设备关了 2 小时左右，到凌晨 6 点的时候
发现池塘一个跑道里死鱼密密麻麻浮在水
面上。根据这些描述，专家更加确定死亡原
因就是缺氧造成。一天中溶氧最低点就在
凌晨 4 点~6 点，其养殖模式是高密度的跑道
式养鱼，生物耗氧量较大，当天水位浅，增氧
设备又长时间没开，这就是造成鲈鱼大面积
死亡的真正原因。养殖户听了专家的合理
解释也恍然大悟。
目前正值养殖水产品生长期，因此，广大
养殖户要密切注意水质和天气变化，适时开启
增氧机和调节水质，做好病害预防工作。
山海

生物，一方面降低过饱合的溶解氧，另一方面，
在溶氧充足的情况下，将水体的粪便、残饵、生
物尸体（包括死亡的藻类）和其他有机碎屑等
被微生物逐步降解成为各种可溶性有机物，从
而被水体吸收利用，成为简单的无机质循环体
系，预防转水、倒藻等系列危害情况发生。

使用增氧设备调控溶解氧
通过在线溶氧监测发现：1.叶轮水车，不
能直接将过饱和的溶解氧溢出池外，而是通过
减少水平面藻类与光源接触，减缓光合作用速
度，进而抑制浮游植物单位时间的产氧量。所
以想浮游植物多些就少开叶轮水车，反之就多
开。2.涌浪机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集污，
排污时开动涌浪机，可加大排污量；二是散污，
当浮游植物繁殖过快过旺时，晴天上午开动涌
浪机可有效控制溶解氧，降低水体透明度，减
弱光合作用，有效速度抑制其浮游植物繁殖，
但水体缺氧或阴雨天慎开，只在排污时启动为
宜。3.纳米曝气增氧（罗茨鼓风机），土池维持
藻类平衡时可用，投料区四周排布，放养密度
大时，
用于对虾吃料时辅助增氧效果极好。

排塘前的虾

溶解氧过高的危害
水体的溶解氧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不断变
化，季节、天气、昼夜、温度等，氧气在水中的溶
解和逸散是一个动态可逆的过程。水中溶解氧
增加的因素：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放氧；人工增
氧、
化学增氧等；
大气中氧气的自然溶入。人们
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缺氧会造成养殖过程中的
危害，却很少关注溶氧过高对养殖物带来的危
害，不论何种增氧方式，当溶解氧饱和度超过
150，
虾就会有明显的应急反应，
吃料相对减慢，
连续超过 200 以上 5 天，虾就有偷死情况发生。
所以日常养殖管理中，除了有效调控浮游植物
的生长，
增加虾体免疫力、
耐受力以及对环境胁
迫的抵抗力，
减少应激反应也是必不可少的。

溶解氧过低的危害
1.生物耗氧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呼

吸作用所消耗的溶氧，占池塘耗氧的绝大部
分，呼吸耗氧主要发生在阴天和夜间光合作用
不强的时候。
2.化学耗氧包括环境中有机物的氧化分
解和无机物的氧化还原。
3.养殖密度过大。
低溶氧情况下对虾容易出现伏边、爬沙、
生长缓慢、脱壳不遂及水体理化指标异常等危
害。当接近致死溶氧时，养殖物停止采食，发
生严重浮头现象，若不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
施，会造成养殖物大批死亡、甚至泛塘。
综上所述，溶解氧的有效调控是养殖全过
程的命脉，在实际生产中，要以预防为主，各种
调控技术措施综合应用。我国渔业用水标准
规定，养殖水体溶氧连续 24 小时，必须有 16 小
时以上大于 5 毫克/升，任何时候不能低于 3 毫
克/升。
韩晓菲 文/图

金鲳鱼肠炎目前已步入高发期
2017 年，金鲳鱼行情不理想，受到持续低价
的影响，今年国内不少金鲳鱼主养区的投苗量有
所减少，降幅达到 30%，因而今年整体养殖量以
及投苗密度都呈下降趋势。
得益于此，今年金鲳鱼养殖对海区造成的
环境压力减少，污染有所缓解，金鲳鱼养殖情况
较为乐观。最近一段时间，各主养区雨水充足，
在降温的同时也降低了海水的盐度，减少病害
的发生。
目前，市场上去年的过冬鱼不多，存塘的金
鲳鱼主要为今年 4 月~5 月投放的苗。由于今年
养殖状况较好，金鲳鱼有望提前上市，预计 7 月
底到 8 月将有金鲳陆续供应市场，8 月上市相对
较为集中，
整体规格达到 7 两~8 两。
就目前而言，虽然整体金鲳鱼养殖顺利，但
高温期，金鲳鱼存在的隐患仍需要重视，金鲳肠
炎初露端倪，处理不当或出现大规模死亡。
7 月、8 月，正值一年之中的高温期，对于金
鲳鱼养殖来说，利弊同在。一方面，高温期是金
鲳鱼生长最高速的阶段，但同时也是肠炎的高发
期。据了解，目前国内金鲳鱼各主养区不少网箱
都会发生肠炎病害，且养殖密度越高，发病现象
更为普遍，其中广西铁山港、钦州港海域、海南区
域尤为明显。
金鲳鱼肠炎主要由两方面导致，摄食过多从
而引起消化不良，容易造成肠炎；另一方面，高温
期细菌繁殖迅速，金鲳鱼容易受到链球菌的感

染，进而发展为肠炎。
广西北海市金海岸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蒋玮天介绍，如果饲料里添加的油脂过高，特别
是饲料中添加的油脂质量较差时，容易引起金鲳
鱼的肠炎症状。
“感染链球菌的金鲳鱼，其最大表
现症状是肠炎，在对其脑干检测时，能看到脑部
被侵害迹象。因此，金鲳鱼死亡时并无明显症

解剖患有肠炎的金鲳
状。
”蒋玮天说。
据悉，肠炎容易判断，如果每天有零星死亡，
死亡的鱼体表完好，解剖可见鱼肠道内有脓液，
肠道出血，即可判断为肠炎。
在临床上，金鲳鱼肠炎有传染性、持续恶化
的特点，如果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时，肠炎会越来
越严重，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有可能出现大规

施中英 编辑

模死亡。一般死亡率从千分之一，逐渐上升到千
分之十，一旦达到此死亡率比例，一般会持续 20
天左右，继而出现大规模死亡，总体死亡率达到
70％。
按照往年，8 月左右即将进入金鲳鱼小瓜虫、
链球菌暴发的季节，现阶段如果金鲳患有肠炎而
造成体质长期偏弱，接下来的生长过程中则极易
感染如小瓜虫之类的寄生虫。
对此，蒋玮天认为，要处理金鲳肠炎症状，必
须尽快用药处理，而拖料、减料、停料等处理措施
则会适得其反。
蒋玮天强调，严禁使用原药粉、人用药来处
理金鲳鱼肠炎：
“ 使用原药粉、人用药，本身已违
法违规，与科学养殖格格不入，不但害人，还会害
己。使用原药粉、人用药，初期效果不错，但会导
致严重的细菌耐药性，后期病害，特别是链球菌
病害，将会无法再进行有效治疗，这会给整个海
区带来灾难。
”
对于治疗方案，蒋玮天认为使用强康生、恩
威康能适当处理金鲳鱼肠炎，在 3 天内停止死鱼
的发生，但往往经常复发，因此处理肠炎要有耐
心，并坚持处理。
“至于平时的预防，可以在投喂前用淡水泡
软饲料投喂，能缓解肠炎，如能再添加少量电解
维他、VC、三聚磷酸酯，不但可加快金鲳生长速
度，也能降低高油脂引起的肠炎发生机率。”蒋玮
天说。
庞涛 文/图

天台县
指导水产养殖规范用药

为积极开展 2018 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进一步规范水产养殖过程中科学用药，保证初
级水产品质量安全，7 月 26 日，浙江省天台县
水利水电局组织水产科技人员到养殖场开展
水产养殖规范用药指导和宣传活动。
当天，县淡水养殖推广站有关专家冒着炎
炎烈日，先后到平桥镇五佰水库、街头镇浙酋
村、始丰街道天塘水库等养殖现场开展水产养
殖用药指导，就水产养殖的安全生产和规范用
药、病害防治等方面向养殖业主作了详细讲
解，并向养殖业主发放了《天台县初级水产品
质量安全告知书》、
《水产养殖禁用渔药清单》、
《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知识问答》、
《水产品质
量安全常用法律法规摘编》、
《食品安全“九不”
准则》等宣传材料，以进一步提高养殖业主的
水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王以杰

宁夏
开展渔用抗生素安全使用培训

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联合自治区农
牧厅渔业渔政管理局、水产技术推广站、水产
学会共同主办的“宁夏 2018 年水产养殖规范用
药科普下乡宣传暨渔用抗生素安全使用培训
活动”在银川市举行启动仪式。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开展的以“转型升
级、绿色发展、质量安全”为主题和“服务渔民、
服务渔村、服务渔业”为宗旨的水产养殖规范
用药科普下乡宣传活动，自治区农牧厅“积极
推广绿色人工配合饲料，依法规范、限制使用
抗生素等化学用品，加强水产养殖精准用药技
术指导，大力推广生态健康养殖技术，实现鱼
药减量增效”的环境保护责任书要求。启动仪
式上总结了全区近年来水产养殖规范用药情
况、取得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水产养殖
过程中规范用药的重要性，对各市、县（区）农
牧局、水产服务中心和健康养殖示范场、渔用
饲料生产企业负责人加强水产养殖规范用药
的宣传，依法规范、限制使用抗生素等化学用
品，积极推广绿色人工配合饲料和生态健康养
殖技术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启动仪式现场，
给各市、县（区）农牧局、水产服务中心和健康
养殖示范场、渔用饲料生产企业赠送了《水产
养殖用药指南》、
《宁夏优质水产品标准化健康
养殖技术》、
《常见水产禁用鱼药及其替代药物
列表》。
马忠

高邮市
做好重大疫病监控工作

台风高温期，
华南华中地区鱼病防控重点
8月份仍是台风多发季节，
降水量相对较大，
极
易造成养殖环境突变，
导致养殖动物应激反应。8
月份雨水多、
气温高，
防范水生动物疾病不能放松。

华南地区防控重点
病情预测
草鱼：
易发草鱼出血病、肠炎病、缺氧等。
鳗鲡：易发脱黏败血综合征、烂鳃病、指环虫
病等。
罗非鱼：易发链球菌病等。
大黄鱼：易发刺激隐核虫病、白鳃症、细菌性
溃疡病等。
石斑鱼：易因摄食过量，引发胃肠炎等消化
道疾病。
对虾：易因暴雨等天气原因引发的环境突
变，造成应激反应等。
鲍鱼：易因高温引起的不明病因死亡、缺
氧等。
防控措施
大黄鱼病害：大黄鱼刺激隐核虫病（海水瓜
虫病）和白鳃症目前尚无有效的药物用于治疗，
降低养殖密度、保持水流畅通是预防“白点病”

（小瓜虫病）和白鳃症的有效方法。高温期间，尽
可能投喂配合饲料，少投冰鲜杂鱼；达到商品规
格的鱼应及早上市；注重“白点病”的早期防治，
主要方法有悬挂“白片、蓝片”，泼洒生石灰等，严
格按照药物的使用剂量和休药期进行操作，严禁
使用水产禁用药；如发现死鱼，应及时捞出并做
无害化处理。
草鱼出血病：
该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生产中应坚持“以防为主”的原则，除一般的预防
方法外，
目前主要采取注射疫苗的方式进行预防。
罗非鱼链球菌病：定期使用微生物制剂改善
水质，防止有害藻类和病菌大量滋生；高温病害
高发期，充分进行增氧，减少饲料投喂量，定期投
喂大蒜素等中草药制剂；发现病鱼、死鱼应及时
清除并做无害化处理。

华中地区防控重点
8 月份天气炎热，鱼类生长快速，是养殖病害
的高发阶段。由于水温较高，鱼类的摄食量增
大，养殖水体中鱼粪、残饵的数量增多，水质极易
恶化，
易引发鱼病。
病情预测

1.草鱼、鲢、鳙、鲫、鳊等常规鱼类易发生烂
鳃病、肠炎病、赤皮病和细菌性败血症。
2.草鱼、鲢、鲫易发生车轮虫病和中华鳋病。
3.黄鳝易得出血病、肠炎病。
4.小龙虾易得白斑综合征。
5.河蟹易得颤抖病。
6.中华鳖易得腮腺炎病、疖疮病。
防治措施
（一）预防措施
1.加强巡塘，密切注意鱼的动态，发现异常
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2.尽可能减少对养殖水体的污染，及时捞出
水中的死鱼，并对死鱼做无害化处理。
3.强化水质调节，尽可能提高水位，勤开增
氧机，
并使用有益微生物制剂。
4.在鱼病高发期，可以采取食场挂袋，预防
疾病发生。
5.投喂饲料严格做好“四定”
。
（二）防治方法
1.对草鱼等常规鱼类的细菌性烂鳃病、肠炎
病、
赤皮病、
细菌性败血症治疗，
外用8%二氧化氯，
全池泼洒。内服氟苯尼考，
1天1次，
连用3天~5天。
2.草鱼等常规鱼类车轮虫病防治措施：用硫

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5:2）全池泼洒。草鱼等常
规鱼类中华鳋病的治疗用 90％晶体敌百虫，全池
泼洒 1 次。
3.黄鳝出血病治疗：氟苯尼考投喂，1 天 1 次，
连用 3 天~5 天。黄鳝肠炎病治疗：甲砜霉素粉投
喂，1 天 1 次，连用 3 天。
4.小龙虾白斑综合征的治疗：聚维酮碘或四
烷基季铵盐络合碘全池泼洒；二氧化氯全池泼
洒，每半月预防一次；症状严重时用维生素 C+大
蒜+双黄连+水溶解后用喷雾器喷在饲料上投
喂；如发现有虾发病，应及时将病虾隔离，预防病
害进一步扩散。虾达到上市规格应实时捕捞，严
格控制养殖密度。
5.河蟹颤抖病的治疗：优碘（10%聚维酮碘溶
液）全池泼洒，1 天 1 次，连用 2 天。该病主要以预
防为主，定期消毒水体，杀灭池中病原体，对控制
该病有一定作用。
6.中华鳖腮腺炎病预防：隔离发病中华鳖，
或将病鳖挑出后深埋或烧毁。治疗可用 10%聚
维酮碘溶液全池泼洒，1 天 1 次，连用 3 天；中华鳖
疖疮病的治疗，用复方新诺明拌饲投喂，1 天 1
次，连用 5 天~7 天，同时用二氧化氯全池泼洒，2
天~3 天 1 次，连用 2 次。
湖建宁

为从源头抓好水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做好
重大疫病监控工作，加快推进水产苗种产地检
疫工作开展，7 月 11 日，江苏省扬州市水生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丛宁和渔政监督支
队副支队长饶伟等一行对高邮市 2 家苗场开展
重大疫病监控抽样工作。
丛宁、饶伟一行先后对高邮市佳农、董氏 2
家苗场的鳜鱼、草鱼进行采样，每个苗场抽取
鳜鱼、草鱼各 2 个样品（每个样品 150 尾），送至
省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
对苗种生产企业开展重大疫病监控是加
强高邮市水产苗种质量监控、进一步提升水产
苗种质量安全的有效手段，当前是高邮市育苗
企业的重要生产期，今后高邮市将逐步提高对
各苗种场的抽检频次。
江高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