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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据气象部门预报，寒潮将至，此次寒潮具降温急、气温低、

冷冻范围广等特点，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影响。广东省农业科学

院快速响应，组织专家编印了此套涵盖种植业（蔬菜、旱地作物、

果树、茶树、花卉等）和养殖业（猪、鸡、牛、水产等）的防寒

防冻农科手册，供各地农业生产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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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篇

随着超级冷空气南下，广东将迅速开启速冻模式，蔬菜生产

应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严防死守，保障蔬菜平稳生产。

一、露地蔬菜生产

在定植时采用银膜覆盖栽培，尽量提高地温。在寒潮来临之

前，对蔬菜作物喷洒一次磷酸二氢钾和芸苔素，提高蔬菜作物的

抗寒性及耐逆能力。对于植株较矮的蔬菜作物可以覆盖薄膜，防

止作物冻伤。

二、大棚蔬菜生产

首先是对整个大棚覆膜情况进行查漏补缺，特别是大棚底部

的纱窗换气口，用薄膜遮盖严实，严防湿冷空气进入。对于植株

较矮的作物或者育苗床进行二次小供棚保温。早晚及时关闭棚门，

严防湿冷空气进入棚内，中午温度较高时及时通风透气。严格控

制大棚水分，避免喷淋、喷洒作业，尽量保持棚内干爽，以防蔬

菜植株受到冻伤。

三、病虫害防治

冷空气侵袭，蔬菜软腐病、黑腐病、霜霉病等高湿型病害易

发，小菜蛾、黄曲条跳甲等虫害多发。针对此期的病虫害，建议

采取如下措施：1.低温来临或寒潮之前可喷施叶面肥，提高植株

抗冻能力；2.设施蔬菜严密封闭棚膜，人工增温、补充光照，露

地蔬菜叶菜和瓜类蔬菜尽量覆膜或小拱棚保温；3.做好温湿度监

测，加强肥水管理，提高作物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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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作物篇

一、冬种马铃薯

霜冻对冬种马铃薯的危害较大，我省今冬霜冻发生较早，12

月 30 日预计的霜冻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为了应对未来寒

冷天气，应采取综合的技术措施，以防冻害。

（一）加强田间管理，及时进行中耕除草、培土和排灌，保

持土壤处于湿润状态；增施磷钾肥、叶面肥，或草木灰等热性农

家肥，促进植株生长，增强御寒能力。

（二）在霜冻来临前，采用稻草、秸秆、地膜等进行覆盖提

高地温。在山边或易遭受冻害的地方，如有条件还可搭小拱棚。

（三）降温前喷施防冻剂（磷酸二氢钾和 5%红糖水），在植

株叶片表面形成固化的保护膜，一般每瓶兑水 70-75 公斤，可增

强植株的抗寒性。

（四）在霜冻来临的夜晚，可用稻草、枯枝落叶燃烧生火造

烟，提高气温，改善小气候，防止霜冻形成。

（五）霜冻发生后，及时喷施磷酸二氢钾或其他抗寒剂，为

了促进植株快速恢复生长，抗寒剂可与叶面肥同时喷施。

（六）冻害发生后，植株易感染多种病害。晚疫病可用 70%

的银发利或 25％阿米西达悬浮液防治；青枯病等细菌性病害可

用农用链霉素（2000 万单位）2000 倍液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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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甘薯

实时关注天气预报，在最低气温低于 10℃情况下，依据实

际情况采取预防措施：

（一）育苗床及时保温，可通过盖小拱棚，或者温网室内再

盖小拱棚双重配合提升温度。

（二）大田冬种番薯：1.需要选用耐冷害品种，如广薯 87，

当最低气温 10℃以上时，再进行移栽。2.垄面加盖塑料小拱棚，

或者覆盖稻草。3.低温前垄沟灌水，次日及时排除。4.熏烟提温，

在田间燃烧杂草、谷糠、残枝落叶或发烟无毒的化学药剂，使地

面笼罩一层烟幕。5.番薯叶面喷施植力源、大棉袄植物防寒抗冻

剂等化学药剂。

（三）冷害发生后，可以喷施碧护、云大-120 等调节剂快速

缓解冻害； 或者可采用磷酸二氢钾（浓度 2%）复配螯合氨基酸

（浓度 3‰），或芸苔素（按说明使用），胺鲜酯复配尿素（浓度

1‰）等喷施薯苗，促进生长。

三、牛大力

（一）加强前期水肥管理。施足基肥，以有机肥和复合肥配

合使用为佳，培养壮苗，提牛大力抗寒能力。

（二）加强预防。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特别是牛大力苗圃

和新植园，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三）覆盖防霜。在寒潮来临之前，可用遮阳网、地膜、稻

草等覆盖牛大力，抵御霜冻。

（四）熏烟驱霜。在晚霜来临前，气温降至 2℃左右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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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取材采用枯枝落叶、秸秆等物根据风向、地势、面积设堆熏

烟，确保烟飘向牛大力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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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篇

一、百香果

关注气候变化，在寒潮之前，适当施用有机肥、高钾肥等，

补充百香果果园肥力，提高抗冻力；喷施防冻剂（如磷酸二氢钾

+芸苔素内酯，复硝基酚钠（钾），7-10 天一次）；果园覆膜或者

覆草，堆草生烟，提高果园温度。温度过低或者霜期较长的粤北

等地区，不建议留二年树，以减少管理成本。若经受霜冻灾害，

要及时检查百香果植株情况，受冻严重的植株需清除销毁，不建

议保留；若轻微冻伤，可开春后进行适当修剪保留植株。如冬季

采收后清园，则需对果园进行消毒（生石灰或者石硫合剂），休

耕晒土。

二、番木瓜

番木瓜是热带果树, 性喜温暖, 最适于在年平均温度

22~25℃的地区种植。生长适温为 25~32℃，生长起始温度为 16℃。

在冬季低温和霜冻的情况下, 容易遭受寒 ( 冻) 害。当日平均气

温低于 10℃ 时番木瓜生长发育就会受到抑制, 低于 5℃ 时幼嫩

器官开始出现寒害, 低于3℃ 时果实受寒害、果肉变硬, 低于0℃

时叶片即受冻害，植株枯萎死亡。可见, 冬季低温是番木瓜露地

种植的主要限制因子。在遇低温时可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有效防护，

从而达到安全过冬的目的。

（一）重施越冬肥。在冬季来临前，每株植株施入腐熟的人

畜粪和草木灰混合的有机肥15-20公斤，适量加入0.5-1公斤钾肥，



8

避免冬季单施氮肥。在离主干 80-100 厘米处，深挖 20-30 厘米、

宽 30-40 厘米的环形沟，将肥料和挖出的泥土混合在一起，回填

沟内即可，或采用一层肥料一层土回填的方法。施肥后要用稻草

或地膜覆盖树盘，提高地温，使根系安全越冬。

（二）树体管理和保护。常规情况下，成年植株可摘除未成

熟花果, 以减轻植株负担, 增强抗寒能力。同时，在冬季低温来

临之前，可用稻草等材料包裹树干，并用绳子扣紧，以防寒风冷

雨直接伤害主干。亦可采取在低温来临前，于离地 1米处截干、

覆盖保护主干的方法，次年升温后主干会萌生新芽，留壮芽促生

长，同样能保障产量。幼年植株可用竹条插成三角形，再用稻草

盖住顶部，或用薄膜覆盖。有条件的果园，可采取冬季搭建简易

大棚进行保护性栽培，虽成本加大, 但可取得较高的经济回报。

（三）果园熏烟。果园熏烟是非常有效的防霜冻手段之一，

能够减少土壤热量的辐射散发，抵御冷空气入侵，提高果园的温

度，改善果园小气候。具体根据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在冷空气

来临时的晚上进行果园熏烟，可用杂草、作物秸杆、锯末等混在

一起，在每亩果园里堆放 3-5 堆。但要注意控制明火，更不要让

烟堆靠近番木瓜植株，以免被烤伤。

（四）灌水喷水。在有条件的地方，遇到晴朗干冷天气应及

时灌一次跑马水，可起到防寒保温作用；在霜冻后，太阳出来前，

对全株喷水，可减少太阳直射温度的剧烈变化，减少霜冻后迅速

升温造成的伤害。

（五）冻后加强管理。寒冷天气结束后，要及时将冻死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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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及枯叶清除，防止腐烂蔓延。对植株没有冻死的，应增施磷、

钾肥、草木灰、有机肥等暖性肥料，使植株增强抗寒力和恢复生

长，并增加产量，提高品质。及时喷药防治病虫害，适时采收。

三、菠萝

（一）束叶。把菠萝周围整叶片束起捆绑一起，保护内部叶

片及心叶不受害。此法对一般霜冻及冷风雨天气能减少叶片受害，

但严重霜冻下，效果不显著。

（二）盖草。用稻草、杂草覆盖菠萝植株顶部以看不见叶片

为准，以保护生长点及叶片，防霜冻效果最好。

（三）覆盖塑料薄膜或纱网。植株束叶后再套以长三角形的

塑料薄膜袋，也可以整畦植株盖塑料薄膜或网纱，四周以泥压封。

在冷风雨兼有霜冻的情况下，效果最好。

四、油甘

（一）及时采收。已成熟的果实应及时采收，避免果实冻伤

带来经济损失。

（二）树干涂白、包裹。用 12%的生石灰水，涂刷树体主干

和大枝。

（三）覆盖。用稻草、塑料薄膜等覆盖根部周围土壤。其次，

可全园整株盖塑料薄膜或网纱，周围以泥压封。

（四）追施暖性肥。在霜冻来临前可追施草木灰、腐熟有机

肥等暖性肥料，增强抗寒能力。

（五）熏烟。在霜冻来临前进行全园熏烟，可起到防寒防霜

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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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番石榴

（一）及时采收。可采收上市的果实应及时采收，避免果实

冻伤带来经济损失。

（二）套袋。未能采收的果实采取套袋防寒。

（三）覆盖。用稻草、农用地膜等覆盖植株根部土壤周围。

如果条件许可，可以全园整植株盖塑料薄膜或网纱。

（四）追施暖性肥。在霜冻来临前可追施草木灰、腐熟有机

肥等暖性肥料，增强抗寒能力。

六、黄皮

（一）覆盖。严寒前果园幼年树可以采用整株搭草棚架防寒，

大树可用废旧编织塑料袋做成网罩，或用稻草帘等防寒物覆盖，

可增温 2~3℃。树盘覆盖以稻草秸秆为主，若大寒来临时，可及

时在株间畦面用地膜覆盖，防冻效果很好。

（二）枝干涂白。涂白剂一般用 1公斤食盐、1公斤桐油、

5公斤硫磺、50 公斤生石灰和 200 公斤水调制而成。选择晴天涂

刷主干主枝。

（三）树干包扎。严寒来临前，用稻草或塑料薄膜包扎果树

主杆和主枝，可以有效地预防冻害发生。

（四）根颈培土。冻前果园培土，提升防寒效果。在树蔸周

围用细土培高 30-40 厘米，培土后压实，减少土壤水份蒸发，保

护根系和根颈安全越多。

（五）果园熏烟。在低温来临之前，在果园中均匀堆放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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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枯枝叶或其它发烟物进行熏烟，以提高气温，防止或减轻冻害，

以每亩堆放 3-5 堆发烟物为宜，但应注意每次熏烟时间以 6-8 小

时为宜。

七、荔枝

根据荔枝生长特点，0℃及以下温度的霜冻会对荔枝造成冻

害，防寒防冻主要技术措施：

（一）熏烟防冻。在果园迎风面 , 每亩堆置 5 ～6 堆谷壳 、

杂草, 在霜冻前晚 (根据天气预报 ) 点火熏烟 , 以提高果园四

周的气温。由于冷空气下沉的特点，低洼果园容易受冻害，低洼

果园是防冻的重点。

（二）覆盖。幼龄荔枝树、荔枝苗可采用稻草、农膜覆盖，

防治冻害。

（三）喷施防寒剂。根据天气预报，在霜冻来临之前，往树

冠上喷洒高脂膜类防寒剂，使之在叶面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

冷冻后叶片水分耗损。

（四）洗霜。冷空气过后，用清水喷雾除霜。

（五）喷细胞分裂素及复合型核苷酸。当前荔枝开始进入花

芽形态分化期，霜冻容易对荔枝顶芽造成伤害，可于冷空气过后

及时喷施细胞分裂素及复合型核苷酸，以促进荔枝花芽萌动和抽

穗。

防寒防冻技术应以多种措施结合，提高防寒防冻效果。

八、龙眼

我省龙眼目前大多处于花芽分化状态，短时的低温有利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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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成花，但霜冻对龙眼有伤害，要做好防寒防冻工作，我省防冻

重点在粤东产区，同时对粤西产区提前催花的果园（目前花穗成

型或者开花有小果），也要高度重视防寒工作。主要措施有：

（一）树体覆盖：这是最有效的防寒防霜冻的方法，结合天

气预报，在有霜冻前用遮光网或者塑料膜全树覆盖。

（二）果园熏烟：在霜冻来临之前在果园点烟，让烟雾弥漫

整个果园，可起到防寒防冻作用。

（三）喷水洗霜：在已经下霜的果园，应该及时喷水洗霜，

在太阳出来之前将霜溶化，可有效减轻冻害发生。

九、柑橘

（一）喷施叶面肥：冻前 7~10 天喷施高磷高钾叶面肥 1次，

如磷酸二氢钾 500 倍或亚磷酸钾 1000 倍。

（二）灌水和培土：冻前 5~7 天充分灌水，灌水后立即培土。

（三）覆盖保温：可树冠覆盖或树盘覆盖。冻前用白色薄膜

树冠覆盖，薄膜与树冠距离 5~10cm，覆盖离地面 1/4 以上树冠

为宜；或冻前用黑色地膜树盘覆盖，也可用稻草或杂草等树盘覆

盖。

（四）涂白或包扎树干：冻前用 10%~15%石灰水涂白树干；

或用稻草包扎树干，外面再加包扎薄膜效果更佳。

（五）熏烟或叶面喷抑蒸剂：冻前在柑橘园堆放稻草、杂草、

谷壳等，冻害当晚凌晨 1 点进行，在上风头点火熏烟；或冻前

1~2 天喷“6501” 抑蒸保温剂或矿物油（如绿颖 200 倍）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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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香蕉

（一）施肥：立冬前视土壤和蕉株的生长情况施农家肥和速

效磷钾肥，同时在蕉头盖草木灰拌火烧土 15~20 公斤，以提升地

温、增强抗寒能力。

（二）保温：高度 1米以下的吸芽苗，在寒流来临前要包扎

稻草、甘蔗叶等，外面再包一层塑料薄膜以保护吸芽。未抽蕾的

香蕉，可把蕉株顶部叶片扎成束状，或用稻草盖住心叶，以防寒

害。已吐蕾或断蕾的蕉株果穗及时套袋，强寒流来临时纸袋外再

套一层塑料薄膜袋效果更好。

（三）灌水防寒：冬季蕉园常呈现缺水状态，因而容易受冻

害，霜冻前后要及时水。

（四）熏烟防冻：霜冻来临时，可用稻草、杂草、干蕉叶等

作熏烟材料，并将其均匀分布于蕉园，于晚上气温降至 5~6℃ 时

点火熏烟，以改变蕉园小气候，避免或减轻冻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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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篇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广东地区将不断出现大范围低温

和冰（霜）冻天气，需注意防范(冰)霜冻对茶叶生产带来的不利

影响。为加强防范和确保茶叶生产安全，提出防寒防冻技术措施。

一、茶树冻害的影响

茶树受冻害后会出现茶树叶片变色干枯、枝干枯死等不同程

度的危害症状，还会造成春茶萌芽延迟，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

影响经济效益。以英德茶区大叶种为例为例，在气温低于 5-6℃

的情况下，就会有霜冻的发生。

图 1 茶树受冻害症状

二、茶树越冬防冻措施

（一）建立生态茶园种植模式。
在容易受冻的茶树种植区，加强茶园肥水管理，增施有机质

肥料，建立复合生态茶园，改善茶园小气候，保护茶树生长，提

高防冻能力。在茶园四周或园内空地应植树造林。主要道路、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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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两边种植景观绿化树，树种可选台湾相思树、四季桂花、尖叶

杜英、五角枫树、白桂木、火力楠、刨花润楠等，梯壁坎边种草，

如爬地木兰、紫穗槐、木豆、金银花等。若茶园周围有农田，需

设置缓冲带，缓冲带宽度一般在 20 m 左右，可以是自然植被或

人工种植林带。

图 2 复合生态种植模式受冻后情况 图 3 单一种植模式受冻后情况

（二）改冬剪为夏剪。

在立地条件容易受冻的茶园，特别是大叶种茶树茶园，可将

冬季修剪改为夏季修剪。

图 4 大叶种茶树冬季修剪受冻后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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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茶园覆盖防冻。

可采用遮阳网、无纺布等覆盖茶树蓬面；距离茶行高度 20-30

公分搭架覆盖，防霜冻效果会更好。此外，也可选用作物桔杆等

材料覆盖茶树蓬面，覆盖厚度约为 4-8 公分；行间铺草还可以增

加土壤温度，降低对根系的影响。

图 5 茶树覆盖遮阳网受冻后对比情况

图 6 搭架覆盖和行间铺草防冻处理

（四）熏烟防冻。

可根据天气预报情况于有晚霜降临前，在茶园四周工作道采

用加湿作物桔杆或烧制焦泥灰进行熏烟，提高茶园气温防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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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熏烟防冻处理

（五）喷灌防冻。

有喷灌系统的茶园，可在早上气温升高以后进行喷灌，时间

为早上 9点以后，有利于提高茶树温度。由于晚上气温低，容易

结冰，傍晚以后喷水会加重冰冻对茶树的影响。

三、受冻茶树的护理

（一）适时修剪。

应该根据茶树受冻程度对冻害的茶树进行合理修剪，以剪口

比冻死部位深 2公分左右为宜。修剪时期，以当地气温稳定回升

后进行，一般在 2月底 3月初。

（二）加强肥水管理。

受冻茶树修剪后，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平衡施肥，增施有机肥；

及时排灌，防止旱、涝害，以增强树势，提高茶树抵抗力。此外，

喷施叶面肥（松针提取液），也能促进恢复树势。



18

花卉篇

广东种植的花木，大部分原产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多数品种

不耐 5℃以下低温，需做好防寒防冻措施。

一、露地种植的花卉防寒

对于种植于室外花卉苗木，宿根花卉可采用覆土方法防寒，

是要把握好覆土的厚度和程度，对新定植的幼苗一般刚刚覆盖住

幼苗为宜，土壤解冻之后要及时将覆盖的土壤去除，保证花卉植

物能够正常发芽。盆花和苗木，可临时搭棚架，盖上保温薄膜或

其它覆盖物，防淋冻雨和结冰。

二、大棚种植花卉防寒

对于大棚种植花卉，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防寒：加盖内膜；使

用暖风机、空调、暖气片等加温设备；可使用大功率的太阳灯等。

同时要注意大棚本身的密闭，防止冷风进入。

三、主要花卉防冻要点

（一）国兰。

国兰较其他气生兰耐寒性较好，但气温降至 4℃以下时，需

防冻伤。有严重寒流侵袭，粤北地区种植墨兰、建兰，要避冻雨，

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时，需及时进行保温、加温。玻璃温室侧窗关

闭、普通遮阴大棚两侧薄膜封闭。注意控水，防叶腋、假鳞茎等

部位积水结冰造成冻害。

（二）姜荷花。

姜荷花自 11 月份开始，地上部分枯死，地下种球转入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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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在广东地区如要实现周年生产，气温不能低于 15℃，冬

季要有一定的保温设施，且保证充足的光照环境；室外种植的姜

荷花，可在种植区覆盖一层 3-5cm 的土，防止冻伤种球，如出现

连续的极端天气（0℃以下），应及时将种球挖出，转移至室内集

中保存；室内种植的姜荷花，温度稍高于室外，对种球伤害不大，

可不挖出种球直接越冬。

（三）花叶芋。

露天栽培，气温低于 5℃以下，地上部分开始干枯，地下块

茎进入休眠状态，遇到霜冻天气，要控水，避免块茎裸露，用土

层覆盖好，可顺利过冬。大棚栽培时，当温度低于 5℃以下，进

入休眠状态，应控制水分，保持盆土半湿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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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篇

一、猪

（一）猪场。

猪场防寒应急工作，加强猪舍保温是根本。半开方式猪舍检

查卷帘，门窗等，防止漏风；封闭式猪舍检查电路，备用发电机，

防止用电量增大导致电气火灾和停电。工作重点在产房、保育舍，

检查电热板和红外灯，适当降低红外灯高度；后备猪和怀孕猪舍

注意防风，避免突然降温造成应激；中大猪抗寒能力较强，可适

当增加猪群密度。要停止冲水保持猪舍内部干燥，适当加强饲料

供应。注意猪场用火用电安全，杜绝火灾、CO中毒和电气事故。

（二）猪病预防。

天气骤变最容易诱发猪病的发生，在广东地区，由于过去一

般气候温暖，猪场普遍保温设施比较简单，所以，今年遭遇寒潮，

一定要特别注意非洲猪瘟、猪流行性腹泻、副猪嗜血杆菌病和猪

圆环病毒病等疫病的发生。1.产房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防止猪

流行性腹泻的暴发。2.保育舍要降低饲养密度，做好保暖的同时

兼顾通风，保证空气流通，防止副猪嗜血杆菌病、猪喘气病、猪

传染性胸膜肺炎等疫病的发生。3.减少各种应激：包括断奶、转

群、混群等。4.加强消毒和生物安全，防止非洲猪瘟的入侵。5.

加强营养和保健，可以在饲料中添加中药提取物，提高猪只的免

疫力和抵抗力。

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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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鸡群都要注意防寒保暖，85 天龄以下为重点防控对象，

具体措施如下：

（一）小鸡。

建屋中屋，内层毛毯，外层薄膜，四角要留通风口；门口要

用挡风膜，以防冷风直吹鸡群；保证有足够的热源，第一周垫料

温度要 33 度以上。

（二）中大鸡（重点）。

寒流来临，不能脱温，对已经脱温的鸡群要加碳桶或其他加

热设备，至少一个碳桶/1000-1500 羽，以现场鸡群不打堆为准；

有条件的要用薄膜或是毛毯进行吊顶；

所有鸡群：垫料厚度至少 3-5cm，及时清理潮湿垫料，特别

是球虫期或肠道有问题的鸡群，及时更换，确保垫料干爽；注意

固定和修补好边膜，减少惊吓打堆死亡可能；检查所有供水系统，

特别是软管是否有老化，要及时更换，一旦发生漏水，容易造成

打堆死亡。可以添加葡萄糖或维生素 C预防应激。

（三）注意生产安全。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和检测电路和供热设备是否安全，预防火

灾的发生。

（四）鸡病预防。

鸡群免疫力降低，呼吸道疾病高发。需加强环境、饲料营养

等饲养管理，加强疫情监测和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一是根据日

龄做好鸡舍的保温和通风，应侧重于保温，在温度许可的条件下

加强通风；二是加强科学饲养，适当降低饲料营养浓度，防止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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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摄入过多能量导致肥胖，注意调控钙磷平衡，适量补充矿物

质和维生素；三是加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和消毒制度，根据流行

病学加强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疫情监测，制定合理免疫程序。

三、牛

（一）加强棚舍的防风保暖措施，堵塞漏洞，铺设干草，开

放式和半开放式牛舍，检修卷帘，或者挂上草帘子与塑料帘子，

确保可以发挥挡风作用。

（二）加强饲养管理，提高饲料的能量水平，如玉米、豆粕、

大麦等，同时提高精饲料的饲喂量。提高饮水温度，确保水温达

到五摄氏度以上。

（三）关注犊牛和老弱病残牛的护理，加强保温和饲养管理，

如出现感冒或者支气管炎等异常症状，及时进行对症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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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渔业篇

一、池塘防寒

寒潮来临之前，尽快提高池塘水位，水深保持在 2米以上，

利用水体的保温特征缓冲气温骤降的危害；寒潮来临后，停止抽

取外源的表面水体，有条件时可打井抽取地下水、引用温泉水，

采取措施防止冻雨低温水直接流入池塘；减少投食，清空水产动

物肠道，增强水产动物的运动活力和抗应激能力；减少操作，避

免鱼体受伤；加强鱼病防治；有条件的要搭建温棚、挡风棚。

二、工厂化防寒

停止喂食，停止外界水体交换，加大水体增氧；有条件的要

在水泥池面覆盖塑料薄膜保温，及时检修增温系统，确保防寒设

施正常。

三、种质保护

重点做好不耐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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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抢收

组织力量对暖水性鱼类，如罗非鱼等品种进行抢收，及时将

能上市的鱼类尽量起捕出售或冻存，减少损失。

五、保温

建议加强巡塘，防止保温大棚渗雨渗水，采取加温措施；没

有建保温大棚可加深水深，向北面搭建挡风设施等方法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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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防感染性疾病爆发

（一）寒潮期间，不要随意开网刮鱼，避免鱼体损伤，加强

生产管理，提高鱼体抗病力。如发现冻伤或死鱼的池塘，应立即

将死鱼捞走，以免死鱼腐烂污染水体。

（二）水温回升养殖鱼类护理。水温回升期，不可急于投喂

饲料，避免鱼群因上浮摄食导致冻伤患病。待水温回升稳定后，

适当换水，并做好水体消毒与水质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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