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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苏打盐碱地瓦氏雅罗鱼成鱼养殖技术袁主要包括池塘选择及处理尧成鱼养殖技术和日常管理等 3 个方面内容袁以期
为瓦氏雅罗鱼的养殖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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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氏雅罗鱼渊Leuciscus waleckii冤袁又名东北雅罗鱼尧滑子
鱼渊华子鱼冤袁是野三花五罗冶中的雅罗遥其分布广尧适应性强袁
在 pH 值 7.4~9.6 的水域均能生存袁肉味鲜美袁营养价值高遥

行投喂袁以少量多次为宜遥投饲要遵循野四定四看冶的原则袁
野四定冶即定位渊建立饵料台冤尧定量渊投喂量不能忽多忽少袁
要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冤尧定时渊让鱼类在溶解氧充足的

瓦氏雅罗鱼个体不大袁是偏动物性的杂食性鱼类袁在人工养

条件下吃食袁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冤尧定质渊瓦氏雅罗鱼并没有

殖条件下袁鱼苗阶段主要摄食浮游动物袁也可投喂配合饵料袁

特定的饵料袁因为它的食性为偏动物性的杂食性袁可以用乌

成鱼阶段可驯化喂食配合颗粒饲料遥瓦氏雅罗鱼具有明显

鳢的颗粒配合饲料投喂冤曰野四看冶即看天气尧看季节尧看水色

的洄游规律袁生殖季节早袁是黑龙江水系冷水性中小型经济

和看鱼情遥最重要的是根据吃食情况尧天气尧水质等情况随

鱼类 遥吉林省西部水资源丰富袁养殖技术先进袁大多水体是
[1]

以碳酸盐为主的苏打盐碱水袁适宜养殖一些耐盐碱强的鱼
类遥瓦氏雅罗鱼的耐盐碱能力很强袁在苏打盐碱地上养殖瓦
氏雅罗鱼十分可行遥
1 池塘选择及处理
1.1 池塘选择

池塘远离市区袁安静曰水源充足尧水质良好袁符合叶渔业

水质标准曳渊GB 11607要89冤曰池塘东西向尧长方形袁长和宽的
比例为 5颐3袁面积为 6 670 m2尧深 3 m 左右曰四周无高大树木袁
进尧排水方便曰交通便利曰渔业设备完善遥
1.2 清塘消毒
冬天晒塘袁除去底层和四周的白色碱层和过多的淤泥曰

化冰后蓄水整个池塘袁浸泡 4~5 d袁排出袁除去塘中的碱曰然
后蓄水 1 m 左右袁进水口要合理设置密网袁以拦截野杂鱼遥

在投放鱼种之前 15 d袁使用 225 kg/hm2 漂白粉顺风均匀泼
洒消毒遥

1.3 施肥

消毒 1 周后袁施加已发酵好的粪肥 3 t/hm2袁直到水体呈

现绿色袁也可以泼洒一些光合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等微生
态制剂遥放养前每天检查水温尧气味渊主要是硫化氢袁是否有
臭鸡蛋气味冤尧水色尧pH 值尧K+尧Na+尧Ca2+尧Mg2+尧Cl -尧SO42-尧碳酸

时调整遥
2.3 疾病防治
在养殖期间袁瓦氏雅罗鱼易发生烂鳃尧肠炎和三毛金藻
中毒等疾病遥在池塘的四周尧下风口和饵料台等处泼洒硫酸

铜袁浓度为 0.7~1.0 g/m3袁也可以定期投喂大蒜粉等增强体质

的药物遥对于三毛金藻突然爆发的情况袁可以在鱼群聚集处
泼洒泥浆袁然后再使用碳酸氢铵[2]遥
3 日常管理

一是经常巡塘袁早尧中尧晚各 1 次袁检查鱼的活动尧有无

浮头和吃食情况遥二是做好全年的饲料尧肥料需求量的测算

和分配工作遥三是做好池塘清洁以及定期消毒工作袁除去塘
中杂草尧死鱼污物等袁特别是饵料台附近需要频繁清洁消
毒遥定期投喂药饵尧中草药以增强鱼体的体质遥四是经常加
注新水尧排出老水袁保持塘内水位高于河流水位遥如果是地
下水不能直接加入袁必须与塘中水温相差不大时加入袁同时
保持水质嫩尧活尧爽遥五是施肥遥通常在夏季高温季节使用尿
素尧碳酸氢铵等袁以适量肥水和抑制有害藻类繁殖袁夏季禁
用有机肥[3]遥六是降低水体混浊度和黏度袁控制透明度袁定期
使用沸石粉袁降低水体浑浊度和黏稠度袁减少有机耗氧[4]遥七

是科学使用增氧机袁注意野三开两不开冶遥晴天 12院00要14院00

盐碱度尧矿化度等化学指标遥

开增氧机 30 min袁进行搅水曰阴天次日 2院00要4院00 开增氧机

2 成鱼养殖技术

阴雨天中午不开增氧机遥八是稳定水色袁保持合理的藻尧菌

2.1 鱼种投放

当水温稳定在 5~6 益时投放高品质的鱼种袁瓦氏雅罗鱼

与配养鱼种的比例为 7颐3袁配养的鱼种是鲢鳙鱼种遥放养密
度为 2.25 万尾/hm2遥然后逐渐增加水深至 2 m 左右遥鱼种下
塘前用 3%食盐水浸泡 5 min遥
2.2 饲料投饲

每天早尧中尧晚各投喂饲料 1 次袁按照体重的 3%~5%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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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氧曰连续阴天时从凌晨开到日出曰傍晚时不能开增氧机曰
相平衡遥经常使用微生态制剂袁每 15 d 使用 1 次袁如 EM 菌尧
光合细菌和芽孢杆菌等以改善水质袁分解残饵等有机物 [5]遥
九是注意鱼类防逃尧防盗袁驱赶鸟群曰做好养殖记录袁记载天
气尧水温尧投料等情况遥
4 结语
盐碱水属于咸水范畴袁区别于海水袁由于其成因与地理
环境尧地质土壤尧气候等有关袁故盐碱水质的水化学组成复
杂尧类型繁多袁主要离子比值和含量与海水有很大差别遥另
外袁水质的缓冲能力较差袁盐碱水质的特点给水产养殖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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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猪旋毛虫病

6.1.2 病原生活史遥肝片吸虫生活史包括卵尧毛蚴尧胞蚴尧母

猪旋毛虫病是由旋毛形线虫渊简称旋毛虫冤寄生于人和

雷蚴尧子雷蚴尧尾蚴尧囊蚴尧后尾蚴尧童虫和成虫等阶段遥成虫

多种动物体内引起的人畜共患病遥我国农业部将其列为二类

寄生在终末宿主的肝胆管内袁产出的虫卵随胆汁进入肠腔袁随

动物疫病袁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袁
欧盟已将其列为重要的新发与再发人畜共患病遥

适宜时孵出毛蚴袁侵入椎实螺体内袁经胞蚴尧母雷蚴尧子雷

5.1 基本属性

5.1.1 病原特征及生活史遥旋毛虫成虫寄生于宿主小肠内袁

称肠旋毛虫遥雌虫在感染后 5耀10 d 开始产出幼虫袁幼虫钻入

粪便排出体外遥虫卵入水 9耀12 d 发育成含毛蚴的虫卵袁条件
蚴尧尾蚴 4 个阶段后袁发育为成熟的尾蚴逸出螺体袁在水生

植物或其他物体表面附着再发育成囊蚴遥囊蚴经口进入终末
宿主十二指肠袁发育成为尾蚴尧童虫袁童虫穿过肠壁进入腹

肠壁袁经血液和淋巴液进入机体横纹肌中生长袁逐渐蜷缩成

腔袁钻破肝膜进入肝实质袁数周后最终进入胆管寄生袁约 4 周

钙化袁幼虫在包囊内保持感染力数年甚至 25 年遥肌旋毛虫

6.1.3

螺旋状袁称肌旋毛虫遥约 1 个月后形成包囊袁6耀7 个月后包囊
从口进入另一宿主体内袁包囊被消化袁幼虫逸出袁在十二指
肠和空肠经 48 h 发育成性成熟肠旋毛虫遥

5.1.2 易感对象遥旋毛虫可感染包括人和猪在内的 150 多种
哺乳动物袁部分昆虫也可感染遥

5.1.3 传染源及感染途径遥带虫动物及其污染的食物可能成

后发育为成虫遥肝片吸虫完成 1 个生活周期约需要 11 周遥

易感对象遥肝片吸虫可寄生在人尧牛尧羊尧猪尧马尧犬尧

猫尧驴尧兔尧鹿等动物体内遥
6.1.4

传染源及传播途径遥病人和病畜是其传染源袁人尧畜

经食物感染遥
6.1.5

表现症状遥轻度或中度感染袁家畜一般不表现症状遥

重度感染袁表现食欲不振尧异嗜尧下痢尧消瘦等症状[5]遥

为其他动物的传染源遥人和易感动物食入含有活的旋毛虫

6.1.6 易感及发病季节遥牛尧羊多在夏秋雨季感染袁在冬尧春

包囊的动物肉尧内脏尧肉制品被感染遥

季发病遥温度和水直接影响虫卵的发育尧毛蚴和尾蚴的游动尧

5.1.4 表现症状遥猪对旋毛虫病耐受力强袁轻度感染症状不

淡水螺的存活与繁殖遥

明显袁重度感染有厌食尧逐渐消瘦尧吞咽困难尧肌肉僵硬等症
状袁很少死亡袁4耀6 周后症状消失遥旋毛虫主要为害人遥

6.2 疫情形势

5.2 疫情形势

被认为是耕畜冬季死亡的主要原因遥在 2000 年前袁我省仍

安徽省未发现此病病例袁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袁在各肉

安徽省肝片吸虫病分布较广袁在 20 世纪 50要70 年代袁

有零星病例报告遥近年来袁由于机耕广泛取代畜耕袁未接地

厂零星检出遥近年来袁由于家畜饲养条件的改善袁未见检出

方报告此病遥

报道遥

6.3 疫病诊断

5.3 疫病诊断
带虫动物生前一般无症状袁诊断常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遥动物肉品检验旋毛虫可采用目检法尧镜检法及消化法遥
5.4 疫情防控

一是依法实行生猪定点屠宰袁规范猪肉检疫遥取 24 个

本病必须依据临床症状尧流行病学尧粪便检查及死后剖
检进行综合判定遥取家畜粪便检查虫卵袁或在家畜肝胆管内
发现成虫即可确诊遥
6.4 疫情防控

一是在放牧前 1 周袁在放牧地水源周边和草场喷撒灭螺

肉样压片镜检袁有包囊或钙化的旋毛虫不超过 5 个袁高温处

药袁消灭肝片吸虫中间宿主椎实螺遥舍饲家畜夏秋雨季的牧

好养殖场尧屠宰场的灭鼠和消毒工作遥三是定期用丙硫咪唑

虫遥三是对家畜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遥四是对发病家畜用硝

给猪及家养宠物驱虫遥

氯酚尧丙硫咪唑或三氯苯唑进行治疗[6]遥

理可食用曰超过 5 个袁肉及脏器等作工业用或销毁遥二是做
6 肝片吸虫病
肝片吸虫病是由肝片吸虫寄生于人和牛尧羊等反刍动物
肝脏胆管内引起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袁又称肝蛭病遥我国农
业部将其列为三类动物疫病遥
6.1 基本属性

6.1.1 病原特征遥肝片吸虫成虫雌雄同体袁新鲜虫体呈棕红

色遥每条成虫日产卵约 2 万个袁在动物体内可存活 3耀5 年袁在
人体内存活 12 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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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大难度袁直接影响养殖生物的生存遥盐碱水作为一种特
殊资源袁利用其进行水产养殖袁水质调控是要点也是难点[6-7]遥
如今袁盐碱地利用率低尧经济效益差袁而吉林省西部水
资源丰富袁加上政策扶持尧科研单位的技术帮助袁盐碱地养
殖雅罗鱼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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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也必须做到无螺无虫遥二是用驱虫药在冬尧秋季给家畜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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