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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辽宁省地处欧亚大陆东岸，属大陆季风气

候，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外貌和气候条件，

是自然灾害较频繁、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在全

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暴雨、暴风雪等灾害天气

及其衍生灾害日益增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和工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防灾、减灾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

程，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

而畜牧业是受气象高影响行业，养殖企业所处

的农村又是气象防灾减灾薄弱地区，为贯彻全

国防灾、减灾工作精神，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最大限度预防和降低洪灾、台风、冰冻雪灾、

地震等自然灾害给畜牧业生产造成损失，确保

畜牧生产正常进行，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编制了



《畜牧业防灾减灾技术手册》，供全省各级畜

牧管理部门、养殖场(户)结合生产实际参考。

该手册的编制得到辽宁省畜牧业生态建设

中心、辽宁省畜牧业发展中心、辽宁省现代农

业生产基地建设工程中心、辽宁牧邦畜牧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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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灾害类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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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洪涝灾害

辽宁省年平均降雨量自西北向东南方向逐

渐增多，西北地区在 400-500 毫米，东南地区

则多达 800-1050毫米。全年降雨量主要集中在

夏季（6-8月份），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60%-70%。

辽宁省是中国北方暴雨的多发区，在夏季

易发生暴雨洪涝、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据气象

资料统计，1962 年丹东宽甸黑沟 24 小时降水

量高达 657毫米，排全国第七位。辽宁省暴雨

日数的分布自东南向内陆减少，并存在两个暴

雨中心：一个在东南部鸭绿江下游的宽甸，年

暴雨日数为 5天；另一个在辽河河谷、渤海沿

岸的营口地区以及金州地区沿海各县，年暴雨

日数为 2-3天。6-9月份为暴雨多发期，占暴雨

总日数的 60%以上。

暴雨对畜牧业主要危害：淹没或损坏位于

低洼位置的养殖场（户）设施和设备，造成畜

禽死亡；加大疫病传播可能，养殖场（户）经

过雨水冲泡，容易滋生细菌、蚊蝇；影响交通

运输，洪水席卷而过之处，道路积水、路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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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破坏，迫使原料、饲料、养殖成品等货运成

本上升、运力下降，给养殖场供应链带来压力。

（二）冰冻雪灾

辽宁省大风雪过程的分布特征为：平原和

沿海多于东西部丘陵山区，以辽河中下游和辽

东半岛最多，沈阳居于全省之首，东北部和西

北部山区较少。辽宁东部地区积雪深度最大，

累年最大积雪深度可超过 30厘米。

2021年 11月，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出

现强降雪过程，其中沈阳、大连、鞍山、锦州

等多地出现大暴雪到特大暴雪。辽宁省气象部

门发布的数据显示，从 2021年 11月 6 日 8 点

到 9日 16点，辽宁 62个气象站平均降雪量为

41毫米，最大降雪量和最大小时降雪量都出现

在鞍山站，分别为 80.3毫米和 10.6毫米。受暴

风雪影响，辽宁全省遭受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暴雪对畜牧业主要危害：暴雪压塌畜禽舍，

压死、冻死、冻伤畜禽；水力、电力等设施设

备遭到损坏；道路交通中断，给养殖场户带来

极大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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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灾（台风等）

台风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库，其风速都在 17
米/秒以上，甚至可达到 60米/秒以上。据测，

当风力达到 12级时，垂直于风向平面上每平方

米风压可达 230公斤。台风还是非常强的降雨

系统，一次台风登陆，降雨中心一天之中可降

下 100－300 毫米的大暴雨，有时甚至可多达

500－800毫米。台风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是

最具危险性的自然灾害，其台风强度大，洪水

出现频率高，波及范围广，来势凶猛，破坏性

极大。据统计，1949-2019年期间，有 6次台风

影响辽宁，但 2020年一年中就有 4次台风影响

辽宁，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

影响。

台风对畜牧业主要危害：台风带来的大风

大雨可导致台风过境地区畜禽养殖场（户）房

舍倒塌，雨水倒灌入场，造成畜禽死亡，养殖

场（户）损失惨重；水力、电力、交通等设施

设备遭到损坏；加大动物疫病传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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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震

地震主要是由地球内部动力作用引起的，

辽宁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2 级以上地震年均

发生几十次，辽南地区特别是营口、海城地区

地下构造介质较为破碎，是辽宁地震多发地区，

近年来地震活动主要以小震为主，对人类活动

和畜牧业生产影响较小。1975年 2月 4日，海

城发生 7.3 级地震，是该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

震，对本省及邻近省区，都有明显的破坏作用。

地震对畜牧业主要危害：地震可导致养殖

场（户）建筑物损坏、倒塌，对人畜造成伤亡

和财产损失；水力、电力、交通等设施设备遭

到损坏；震后易造成动物疫情流行。



二、防灾减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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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灾害之一：洪涝灾害

洪灾是指一个流域内因集中大暴雨或长时

间降雨，汇入河道的径流量超过其泄洪能力而

漫溢两岸或造成堤坝决口导致泛滥的灾害。畜

牧业洪灾主要因大量的雨水引起山洪暴发、江

河溪流水位上涨，造成畜禽养殖场地进水、房

舍坍塌设备毁坏或畜禽被洪水冲走、死亡。

1.洪涝灾害防减灾技术

1.1 项目选址要求

畜禽养殖场（户）选址对于预防洪灾至关

重要，选择场地要避害兴利。选址的基本原则

是背风向阳、地势高燥、水源清洁、交通方便。

避免建在低洼处、涝洼塘、水库下游等地，禁

止建在山涧、沟壑、河滩及干枯河道等排泄通

道中。

1.2 修建排洪、挡水工程

1.2.1畜禽养殖场建在山坳和丘陵地段，要

按照大于当地常规雨量 10－30毫米计算水量，

修建畅通的排水泄洪沟，还要在养殖场四周修

建混凝土挡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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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畜禽养殖场建在低洼位置，且低于水

平线，周围高处雨水自然流向低处的畜禽养殖

场，会形成具有较大冲击力的洪流，对养殖场

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样的场地要因地制宜在

养殖场周围修建挡水围墙和泄洪通道。

1.2.3 养殖场位置处于山坳和丘陵低洼位

置，要全面考虑当地地质情况，在建筑物上游

的某一高度，要勘探确定地表与地下隔离层的

深度，所产生下移角度，外力水质长期浸泡，

造成泥石流给养殖场畜禽舍造成毁灭性破坏。

预防措施主要是为保护畜禽养殖场免遭破坏而

修建的防护、排导、拦挡等工程设施，例如护

坡、挡墙、顺坝、丁坝等工程。为改善泥石流

的流向与流速修建排泄沟、导流堤、急流槽、

渡槽等工程。

1.3 完善应对措施

1.3.1排查安全隐患。做好养殖场内用水用

电情况安全检查，固定供水管，检查修缮电力

设备，防止其被洪水冲毁而影响生产生活。做

好抽水泵和应急照明设施的调试以及电路安全



7

检查，确保金属触碰部位保持初始直流弱电控

制状态。

1.3.2加固畜禽舍、仓库及其他相关设施。

对不牢固的、存在危险的畜禽栏舍应立即检修，

做到顶不漏雨，预防大风暴雨损毁畜禽舍。依

山而建或地势较为低洼的养殖场，要防范山体

滑坡和雨水倒灌。修建畅通的排水水沟，在养

殖场四周修建混凝土挡水墙。尽量将低位处的

生产设备、劳动工具等转移到地势较高位置，

必要时提前将畜禽转移至其它安全处饲养。

1.3.3防洪物资储备。洪灾地段的畜禽养殖

场要常备土石料、沙袋、麻袋、水桶、水泵、

铁锨、帐蓬等防洪工具和设备；要做好饲料、

疫苗、消毒药品、消毒设施、抢险工具等应急

物资储备，防止因道路损坏、运输中断等导致

的饲料等物资短缺。此外，如果遇到连续暴雨，

空气相对湿度非常大，温度也高，正是霉菌滋

生的适宜环境，需提前做好饲料的防潮、防霉

工作。

1.3.4落实临时安全备用场所，尤其是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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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洼地带或离地质灾害点较近的养殖场（户），

要严防强降水隐患。发生紧急情况时，要采取

果断措施，尽快转移人员及畜禽，确保人员安

全，减少畜禽伤亡。

1.3.5及时开展粪污处理、贮存等设施设备

的维护和检修，确保设备有效运行。必要时，

对贮液池等存储设施要加盖临时雨棚，防止畜

禽粪污满溢或漏排，严格杜绝养殖污水直排、

偷排。

2.洪灾后生产自救技术措施

2.1检修生产设施。灾后对生产设施进行一

次全面检查，及时处理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

洪涝灾害后，迅速组织人员对畜禽圈舍、棚栏、

围墙、粪污处理等设施设备进行检修、维护、

加固、更新，及时恢复水、电、路等基础设施，

保证不漏电，做到不漏雨、不积水。粪污处理

场所发生雨水流入的，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

污物随雨水流入江河或造成其它污染。

2.2全面消毒灭源。及时清除被洪水浸泡圈

舍、棚栏及生产场地内遗留的淤泥、粪污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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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杂物，冲洗地面、墙壁，清理雨水、污水沟

渠管道系统，保持排水畅通。及时进行畜禽、

养殖场所、周围环境消毒灭源。根据不同消毒

需要，选择不同的消毒药物、消毒方式，重点

做好圈舍、运动场和周围环境及运输车辆、用

具、饮用水消毒，不留死角。定期开展防蚊灭

鼠工作，减少传播疫病的机会。

2.3加强饲养管理。注意饮水卫生，提供清

洁水源并根据畜禽不同阶段的生长需要供给营

养全面的饲料，适当添加一些多维、电解质等

抗应激剂及免疫增强剂，促进畜禽机体的恢复，

减少应激反应。饲料饲喂前进行仔细检查，不

要用霉变饲料饲喂畜禽，防止中毒。对受潮霉

变饲料及饲料原料要作销毁处理。

2.4加强防疫检疫。要切实做好灾后畜禽免

疫工作，密切关注重大动物疫病和灾后易发病，

加强疫情巡查，密切关注疫情动态。一旦发生

重大动物疫病，及时上报属地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并严格落实扑杀、无害化处理等措施，严

防扩散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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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做好无害化处理。已具备处理能力的无

害化处理场（户），要及时、规范对死亡畜禽

进行无害化处理。采用就地深埋等方式处理的，

要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做好技术指导和现场监

督，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2.6切实加强自我保护。灾害期间和灾害发

生后，要高度重视人身安全，特别是防止雷击、

设施漏电、电线落水等引发的触电事件；养殖

场（户）饲养管理及工作人员在灾后恢复生产

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自身保护，遵守防疫规定。

饲养管理人员要穿戴防护服（鞋、帽），养成

勤洗手、勤消毒习惯，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病死

畜禽。如有伤口，要及时处治，感觉不适时，

要及时就医，防止感染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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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灾害之二：冰冻雪灾

雪灾是低温冰冻连锁灾害，大雪对畜牧养

殖影响极大，特别是大跨度的禽舍或棚、栏危

害最大。当降雪时间较长、积雪过厚，雪的平

方米重量超出了畜禽舍屋面设计荷载，易造成

畜禽舍塌陷、压死畜禽等灾害。

1.冰冻暴雪灾害防减灾技术

1.1 畜禽圈舍建筑要求

建筑形式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

件，因地制宜选择建筑形式，严格执行标准的

风压、雪压荷载。尤其是大跨度的养殖畜禽舍、

大棚，要注意畜禽棚舍、梁、板、柱牢固搭配

衔接，要可承受降雪 200千克/平方米以上荷载。

考虑畜禽舍屋面的通风，去除或缩小女儿墙高

度，减少周围高大树木，使其屋面自然通风，

减少积雪在屋顶的堆积厚度，降低棚舍倒塌风

险。

1.2 禽舍建筑设计范例

总体要求：抗震设防烈度 7 度；建筑设计

使用年限 15年；建筑类型为砖混；地上部分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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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等级为二级；屋面防水等级为Ι级；建筑一层；

设计檐口高度 3.0米，室内外高差为 0.15米。

墙面做法：墙体构造柱 3.6 米间距。外墙

为 240毫米厚烧结普通砖砌筑，砌块强度等级

MU10。砂浆采用 MU5 水泥砂浆砌筑。1:3 水

泥砂浆麻面处理+外贴 50 毫米苯板保温层+水
泥砂浆面层。内墙面 1:3水泥砂浆两遍 20毫米。

地面做法（由上至下）：1C25细石混凝土

随打随压光 80毫米厚+素土夯实。

屋面做法：钢结构屋面，详见房顶钢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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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筑技术：门窗洞顶应设置钢筋混凝

土过梁，过梁可参考下表参数，过梁与构造柱

相碰，预制改为现浇。

L（洞口宽度） H（梁高） ① ② ③

≤1000 180 3Φ12 2Φ10 Φ8@150

1000＜L≤1500 180 3Φ14 2Φ10 Φ8@150

1500＜L≤1800 200 3Φ14 2Φ12 Φ8@150

1800＜L≤2400 250 3Φ16 2Φ12 Φ8@150

2400＜L≤3000 300 3Φ16 2Φ12 Φ8@150

注：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25；过梁长度 L=洞口+500毫米

1.3 完善应对措施

1.3.1注重监测预警。要根据当地气象特点，

时刻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充分利用电视、广播、

微信、手机短信等媒体接收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开展预防和应对。根据天气的严重性预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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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分析恶劣天气对生产的影响，做到早知道，

早动手，早准备，早防范。

1.3.2排查安全隐患，做好养殖场内用水用

电情况安全检查。检查修缮电力设备，保持触

碰部位直流弱电控制状态；排查供暖设施设备

是否正常运行；做好应急照明设施的调试以及

电路安全检查，及时处理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

1.3.3加固畜禽舍、仓库及其他相关设施，

做好畜禽舍的增温保暖工作。及时检查畜禽舍

骨架是否稳固，棚室薄膜是否完整无损，对老

旧、钢管锈蚀严重、竹竿老化断裂、抗雪压能

力差的畜禽舍应立即检修加固，防止大风和积

雪对畜禽舍设施造成损害。

1.3.4加强人员值守，储备饲料、农用薄膜

等物资，做好饲料、取暖燃料、疫苗、消毒药

品、消毒设施、抢险工具等应急物资储备，防

止因道路损坏、运输中断等导致的饲料等物资

短缺。

2.冰冻暴雪灾后生产自救技术

2.1及时清理积雪。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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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清除畜禽舍屋顶积雪，有条件的可采用吹

雪机清除积雪，减少畜禽舍棚顶承重，防止畜

禽舍被暴雪压塌，避免更大的人畜伤害。

2.2加强保温措施。畜禽舍的后墙、山墙、

前墙增加保温设施，可以堆放农作物秸秆，临

时砌泥土坯等。陈旧圈舍要及时封严墙体、门

窗的残留缝隙，达到上不漏雨雪，中不透风，

下不潮湿。要确保舍内温度适宜，必要时可在

畜禽舍内增加加温设施，认真做好畜禽舍的防

寒保暖工作。加强密封措施，关好门窗，严防

寒风侵入导致舍内温度大幅下降；储备一定量

的供暖燃料，以保障供暖的不间断，防止发生

断电断暖等导致幼龄畜禽冻伤。

同时，要注意适量通风、防火安全。由于

门窗关闭，畜禽舍长期处于相对密闭状态，舍

内空气中的氨气、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浓度

和粉尘的含量会严重超标，易引发畜禽生病。

对有风机通风的畜禽舍，每天还应保持正常的

通风换气，具体时间间隔根据舍内畜禽密度和

实际情况而定，通风换气时间不宜过长，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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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分钟左右；对没有风机通风的畜禽舍，每

天也应定期开启朝南向的窗户予以通风换气

（切忌窗户对开），在通风换气之前和换气的

过程中，应加温提高舍内温度，以保障舍内温

度不会因为通风而大幅下降，在保证舍内温度

适宜的前提下达到通风换气的目的。

2.3检修生产设施。灾后对生产设施进行一

次全面检查，抢修加固畜禽圈舍、粪污处理等

生产设施，完善配套设施，消除隐患，为灾后

恢复生产提供保障。室外供水管道用保温材料

包扎，防止水管冻裂。对电器线路及时进行检

修，确保不因大风造成电器线路发生短路等情

况。因目前的禽舍设计大多是自动化和半自动

化养殖设备，禽舍纵向长度在百米左右，普遍

没有横向拉梁，当屋顶积雪重量加大，可导致

纵向两墙处移动、倒塌，建议采用以下两种方

式简单补救：

2.3.1在两纵向墙体上圈梁每 3-5米处，对

拉一条Φ25螺纹钢或钢丝绳，两圈梁做四面报

筐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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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没有圈梁的墙体，在纵向两墙上方外

檐处通放一根 200毫米槽钢，打穿墙孔将两墙

横向连接一起，间距不超过 3-5米。

2.4加强饲养管理。要做好饲料营养调控，

提高机体御寒能力。注意饮水卫生，提供清洁

水源并根据畜禽不同阶段的生长需要供给营养

全面的饲料，适当添加一些多维、电解质等抗

应激剂及免疫增强剂，促进畜禽机体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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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应激反应。饲料饲喂前进行仔细的检查，

不要用霉变饲料饲喂畜禽，防止中毒。对受潮

霉变的饲料及饲料原料要作销毁处理。

在保障供应的饲料营养全面的前提下，为

了应对寒冷袭击，应在畜禽日粮中多增加一些

能量饲料（如玉米、油脂等），可在原有基础

上增加 10%-20%左右，以保证能量消耗，提高

畜禽自身的御寒能力，从而提高畜禽机体的抵

抗力。

2.5全面消毒灭源。及时进行畜禽、养殖场

所、周围环境消毒灭源。根据不同消毒需要，

选择不同的消毒药物、消毒方式，重点做好圈

舍、运动场和周围环境及运输车辆、用具、饮

用水消毒，不留死角。定期开展灭鼠工作，减

少传播疫病的机会。

2.6加强防疫检疫。要密切关注重大动物疫

病和灾后易发病，加强疫情巡查，密切关注疫

情动态。一旦发生重大动物疫病，及时上报属

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并严格落实扑杀、无害

化处理等措施，严防扩散蔓延。要切实做好灾

http://finance.gdswine.com/siliaoyuanliao/yumi/20120425/1596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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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畜禽免疫工作，严格执行养殖场生物安全管

理制度，定期做好环境消毒工作，把好疫病传

入关；加强对存栏畜禽的监测与巡视，一旦发

现异常现象，应做到早隔离、早诊断和早治疗，

如确诊或怀疑为传染性疾病时，应及时向当地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汇报，保障疫情得到及时处

置和有效控制。

2.7做好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严禁上市销

售，对病死畜禽尸体和污染物采取无害化处理。

已具备处理能力的无害化处理场（户），要及

时、规范对死亡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采用就

地深埋等方式处理的，要按照技术规范要求，

做好技术指导和现场监督，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2.8切实加强自我保护。养殖场（户）饲养

管理及工作人员在灾后恢复生产的同时，要特

别注意自身保护，遵守防疫规定。饲养管理人

员要穿戴防护服（鞋、帽），养成勤洗手、勤

消毒习惯，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病死畜禽。如有

伤口，要及时处治，感觉不适时，要及时就医，

防止感染疫病。

http://www.gdswine.com/ztnew/jishu/2012/1016/1646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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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害之三：风灾（台风等）

风灾是指风力达到一定强度，对畜牧设施

造成损坏的自然灾害。风灾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和季节性，辽宁省冬春季节易遭遇寒潮大风天

气，夏季极端天气时会遭遇台风，风力一般可

达 7—8级甚至 10级以上，大风天气还常伴随

雷电、暴雨等，共同形成对畜牧业破坏性极强

的灾害天气。

1.风灾防减灾技术

1.1 项目选址要求

建场选址时，山区的山口、丘陵地带低凹

处、大型建筑物风道对应位置、两林带中间风

口处及气象部门监测掌握的风口位置均不宜畜

牧养殖场选址。

1.2 畜禽圈舍建筑要求

1.2.1设计畜禽圈舍时，应根据当地风力实

测值计算建筑物的抗风等级；修建畜禽圈舍，

应做到设计合理、基础扎实、结构牢固、材料

耐用。

1.2.2在沿海大风地区修建畜禽圈舍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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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减少建筑物的受风面积，畜禽舍的短边与

大风垂直，长轴与大风方向平行。对门窗、天

窗或易受风吹折损的舍外部件，在构造上应予

以加固。在修建开放式或半开放式畜禽舍时，

尤应注意强大气流的直接冲击或由于强大气流

所引起吸力的作用，防止舍顶被风掀坏。

1.2.3在建场初期，要按设计部门的总体设

计要求，做好填加防风施工措施。对已经完工

的地区，定期巡检，同时请专业人员、队伍做

强风预险评估，对所有棚、栏、禽舍做加固处

理。

1.3 完善应对措施

1.3.1在收到气象部门大风（台风）预警时，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做好畜禽栏舍、养殖附属

设施的安全检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旧畜禽

养殖棚舍，立即采取加固畜禽栏舍或暂时转移

牲畜；场区零星物品，应集中室内存放，避免

飘浮坠落伤及人员；如遇特大强台风，需提前

关掉总电源，并做好供电设施的保护，确保做

到台风过后及时恢复供电，使场区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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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彻底清理或疏浚畜禽养殖场排水系统，及

时开展粪污处理、贮存等设施设备的维护和检

修，做好排水防洪防涝工作。

1.3.2做好饲料等物资的采购、储存及保管

工作。备足饲料和一定量农用柴油等生产应急

物资，准备好抽水机、应急照明设施、动物防

疫消毒液和消毒机械等，储备好应急疫苗等其

他物资，保证应急需要，保障灾后恢复生产。

1.3.3舍外放养畜禽要及时赶回，躲在避风

处圈养，避免在外受伤死亡。

1.3.4台风期间，加强畜禽饲养管理。应在

饮水或饲料中增加维生素或药物来加强畜禽对

环境的抵抗力。

2.风灾过后生产自救技术措施

2.1做好受灾畜禽转移。灾后要先把畜禽转

移至安全地带，避免畜禽遭受风吹雨打，导致

能量的损失和免疫力的下降。

2.2 清理杂物。及时清理被台风损坏的栏

舍、树枝、淤泥等杂物，保持环境整洁与排水

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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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检修生产设施。灾后要对养殖区域所有

房屋、棚、栏、舍建筑进行全面评估，根据受

灾实际情况及时补救、修缮、加固，及时恢复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及时检查粪污处理设

施运行情况，如有漏排等情况出现及时修复。

2.4全面消毒灭源。对大风大雨过后受损和

非受损设施全面消毒，畜禽栏舍、用具清洗后

进行一次彻底全面消毒灭源，可以用二氯异氰

尿酸钠或 0.5%的过氧乙酸或 10%的漂白粉等进

行彻底消毒，场地可使用 2%烧碱溶液或 20%
生石灰乳喷洒消毒。养殖场车辆进出消毒池要

每天更换消毒药。定期开展防蚊灭鼠工作，减

少传播疫病的机会。

2.5加强饲养管理。注意饮水卫生，提供清

洁水源；根据畜禽不同阶段的生长需要供给营

养全面的饲料，适当添加一些多维、电解质等

抗应激剂及免疫增强剂，促进畜禽机体的恢复，

减少应激反应。高温天气要适时通风，予以降

温。饲料饲喂前必须进行仔细的检查，不要用

霉变饲料饲喂畜禽，防止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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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加强检疫工作。风灾一般造成畜禽死亡

的机率较低，但如出现死亡病畜要及时申报上

级管理部门，并送到当地“无公害处理场”进行

统一处理，杜绝私自掩埋处理，更不能流入市

场，造成更大的社会灾害。

2.7加强疫情监测。要密切关注重大动物疫

病和灾后易发病，加强疫情巡查，密切关注疫

情动态。一旦发生重大动物疫病，及时上报县

（区）动物疫病防治指挥部，并严格落实扑杀、

无害化处理等措施，严防扩散蔓延。要切实做

好灾后畜禽免疫工作。

2.8养殖区域管理流程上墙，严格管理人员

的自身防护安全，台风来临少出屋，远离居高

建筑物。对禽舍等密闭房屋要勤通风，工作人

员穿好防护服，养成勤洗手、勤消毒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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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灾害之四：地震

地震灾害在东北地区，除个别处地震带外，

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很少发生。但也须做到“心怀

远虑、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增强防灾、减灾

综合能力，采用多种措施，实行综合防治，减

少地震灾害对养殖业带来的损失。

1.地震灾害防减灾技术

1.1 养殖场地选址

避开大型河堤、水库、沟谷、陡崖以及易

山崩和滑波的山体，与主要公路，特别是高速

公路、居民住宅区、水源区、公共河道等有效

距离不应少于 500米。

1.2 畜禽舍建筑标准

养殖场（户）畜禽舍的建筑设计标准，要

不低于抗震 7级的设计标准。基础深埋度不低

于 1.2 米，在冻层之下。地梁要根据畜禽舍的

高度和屋面结构、外力雨雪的重量、发生地震

时的摆动，确定地梁数据结构，一般不小于

400×500毫米 C25砼结构。畜禽舍圈梁也不得

小于 400×400毫米 C25砼结构，同时，横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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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米做一道拉梁，防止屋面重量过大或外力作

用，使纵向两墙分离造成塌陷。

1.3 完善应对措施

地震发生后，一般会造成道路、输电线路

和供水管路中断。储存必要的物资是减轻地震

灾害影响的必要措施。

1.3.1 储备可供养殖场使用 10 天以上的饲

草、饲料及常备药品。

1.3.2储备 1台以上能满足本场养殖需要的

发电设备及燃油。

1.3.3有条件的养殖场可打水井 1眼，备取

水设备 1套作为备用水源。

1.3.4准备满足本场所需的灭火器和消防水

带若干。

1.3.5准备满足本场生产生活所需的帐篷 1
顶以上。

2.地震灾害后生产自救技术措施

地震在现阶段具有不能精准预测的特点，

往往地震发生后会破坏原来的自然平衡和稳

定，从而引发多种次生灾害。所以地震减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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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忽视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

2.1关注省、市、县气象部门的气象预报和

国家、省、市、县地震台网的信息预测，做到

余震积极预防，减少进一步的灾害损失，同时

做好饲料、取暖燃料、疫苗、消毒药品、消毒

设施、抢险工具的储备工作。

2.2有条件的畜禽养殖场（户），可以设立

户外露天圈栏，在地震自然灾害发生前，可把

牲畜赶出室内圈棚到户外圈栏，防止圈舍倒塌

造成牲畜压死。

2.3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地震等自然灾

害的预防是安全生产的环节之一。大型畜禽场

要求 24小时有人在岗，地震发生时，相关人员

要及时打开畜禽舍通往避震圈栏的通道。日常

巡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震前和震后畜禽

舍进行评估，同时做加固或拆除重建处理。

2.4地震灾后，严格饮水系统的管理，地震

发生时很容易将地下供水管线或地沟供水管线

拉断、产生负压，对水管重新供水造成严重污

染，因此要做好投氯消杀环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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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预防次生火灾。地震发生后，最易引发

的是冬季取暖火源失控以及电路短路造成的火

灾。养殖场一是要备齐防火设备，二是取暖火

源附近不要堆放易燃物，三是经常检修电路，

防止电路老化。

2.6预防次生水灾。地震发生后，极易形成

堰塞湖。地震形成的堰塞湖一但威胁到畜禽安

全，要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尽快转移畜禽。

2.7预防次生畜禽传染病。地震发生后，自

然环境遭到严重在破坏，一是要保障养殖场水

源不受污染，二是死亡的畜禽必须按防疫部门

的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可随意丢弃造成疫

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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