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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产养殖业在世界民生和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气候变化对全球海洋鱼类生态系统影响巨
大而备受关注。气象条件是影响水产养殖的重要因素,特殊的气候条件对水产养殖动物的摄食、生长和
发育均有重要的影响。随着水产养殖业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受气象条件影
响也越来越大,近些年受气象灾害的影响,许多水产业也频繁遭受损失。因此及时、准确的气象信息服务
是保证水产养殖生产成功的重要条件。鉴于此,文章就气候特征对水产养殖业的主要影响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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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f the main influence of climatic characteristics on aquacul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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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quaculture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velihood and trade of the world. Climate
change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global marine fish ecosystem and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aquaculture, and special climatic condition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eed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animals. With the increasing scale of production and increasing
intensification of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it is also increasingly affected by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In recent years,
many aquaculture industries have also suffered frequent losses due to the impact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Therefore,
timely and accurate weather information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aquaculture
produc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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