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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

方法，其步骤包括在选择枯水期将烂泡地开出纵

横交错的沟渠，将沟渠内的烂泥堆积在土坝上并

形成覆盖泥；覆盖泥、土坝内的水滤向沟渠内。开

出沟渠后的15-20小时内，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

螺药物。灭螺药物渗透入覆盖泥、土坝内。沟渠内

的水沉淀后排出，水位下降，并保持0.1-0.2米的

水深。经过20天-40天，覆盖泥、土坝失水干燥，钉

螺生长环境被破坏。本发明通过降低烂泡地的水

位，使烂泡地土壤失水，使成熟尾蚴失去从螺体

逸出的水环境。同时也使钉螺失去水生长环境。

并使施加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螺药物；伴随着覆

盖泥、土坝向下失水的过程，灭螺药物渗透于土

壤中，杀灭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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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行：

(1)、选择枯水期，将烂泡地开出纵横交错的沟渠，沟渠间距1-2米，沟渠宽0.4-0.6米；

沟渠深度为0.5米以上；

(2)、沟渠之间设置土坝；在开沟渠过程中，将沟渠内的烂泥堆积在土坝上并形成覆盖

泥；覆盖泥、土坝内的水滤向沟渠内；

(3)、开出沟渠后的15-20小时内，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螺药物；灭螺药物渗透入覆盖

泥、土坝内；

(4)、沟渠内的水沉淀20-30小时后；掘通与沟渠连通的排水沟，排水沟的底部低于土坝

表面0.3-0.4米，使沟渠内水位下降至土坝表面以下的0.3-0.4米；并保持0.1-0.2米的水

深；排水沟将沟渠内多余的水引向下游；

(5)、经过20天-40天，覆盖泥、土坝失水干燥，破坏钉螺生长环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选择枯

水期为，选择1-3月份期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在土坝

表面设置有滤水层；将沟渠内的烂泥堆积在滤水层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滤水层

为竹笆，并在竹笆下部垫设石块、竹木枝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排水沟

内设置0.5米厚的干草、网布，在排水时，干草、网布对进行水过滤；排水后，将干草、网布捞

出放置于干燥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覆盖泥

表面上散灭螺药物，具体为过程为，

(1)、洒药：将灭螺药物拌和在沙土中，然后将沙土抛洒在覆盖泥表面；

(2)、洒水：在抛洒后再向沙土表面洒水，使沙土内含水量达到200-300％，并形成向下

的渗透水流；

(3)、在间隔12-24小时，再次向沙土表面按步骤2的洒水方式洒水；使灭螺药物随渗透

水流向下逐渐渗透至覆盖泥、土坝内，杀灭覆盖泥、土坝内生长的钉螺、血吸虫。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沙土抛洒在覆

盖泥上的厚度为4-10mm；沙土为河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覆盖泥

表面上散灭螺药物，具体为过程为：

(1)、将灭螺药物直接抛洒在覆盖泥表面；

(2)、向覆盖泥表面抛洒沙土；并覆盖在覆盖泥表面；

(3)、洒水：在抛洒后再向沙土表面洒水，使沙土内含水量达到200-300％，并形成向下

的渗透水流；

(4)、在间隔12-24小时，再次向沙土表面按步骤(2)的洒水方式洒水；使抛洒在覆盖泥

表面的灭螺药物随渗透水流向下逐渐渗透至覆盖泥、土坝内，杀灭覆盖泥、土坝内生长的钉

螺、血吸虫。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沙土抛洒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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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泥上的厚度为4-10mm，沙土为河沙。

10.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灭

螺药物为50％氯硝柳胺糊剂、五氯酚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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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消灭钉螺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血吸虫病属于体表传染病，是由病原体通过皮肤浸入人体后引起的传染病，主要

通过接触传播。血吸虫也称裂体吸虫。血吸虫的危害主要由虫卵引起。虫卵主要是沉着在宿

主的肝及结肠肠壁等组织，所引起的肉芽肿和纤维化是血吸虫病的主要病变。

[0003] 由于钉螺是血吸虫幼虫的唯一中间寄主，当人接触含有血吸虫尾蚴的水时就可能

感染血吸虫病。血吸虫卵随人粪落入水后，经过一定时间，虫卵孵出毛蚴，毛蚴可以运动，当

遇到水中一种叫“钉螺”的螺蛳后，毛蚴即从其向外伸出的软体部分钻入，并在钉螺体内发

育繁殖为大量尾蚴。成熟尾蚴并不久留在钉螺体内，但必须在有水的情况下才能从螺体逸

出，当钉螺在水中或在有水珠的植物茎叶上爬行时，尾蚴便离开螺体进入水中，此时，如果

人下水(如在湖区捕鱼、打湖草、抗洪、救灾等)或赤脚走在乡间的田埂上，就有感染血吸虫

的可能。

[0004] 因此，有必要消灭钉螺，以防止血吸虫的扩散，保证人民身体健康。

[0005] 消灭钉螺和血吸虫的方法，一般是药物灭螺法，向血吸虫疫区(钉螺疫区)的水中

洒入药物，起到杀虫作用。

[0006] 但是，针对于烂泡地，采用抛洒药物并不能完全消灭钉螺和血吸虫。

[0007] 烂泡地，也就是野外烂泥地，常年积水，水草杂生，使用土壤发黑色，水中杂虫生

长，非常适合钉螺的生长。

[0008] 采用抛洒药物消灭钉螺时，一般是选用世卫组织推荐使用的药物氯硝柳胺，而氯

硝柳胺在水中只有很短的半衰期，使用氯硝柳胺之后，在水中的有效杀灭期一般只有几天。

几天之后，杀灭作用丧失。然而，由于烂泡地内环境繁杂，土质松软，钉螺或钻入土壤中，或

停留于水中，或停留在水草等杂物上。药物施加于水体中，在还没有完全浸入土壤时，已经

失去作用，因此钻入土壤内部的钉螺会有一部分并未消灭，这部分钉螺将继续繁殖。

[0009] 针对于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开发一种针对于烂泡地的消灭钉螺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10]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本发明是按

以下步骤具体包括：

[0011] (1)、选择枯水期，将烂泡地开出纵横交错的沟渠，沟渠间距1-2米，沟渠宽0.4-0.6

米；沟渠深度为0.5米以上。

[0012] (2)、沟渠之间设置土坝；在开沟渠过程中，将沟渠内的烂泥堆积在土坝上并形成

覆盖泥；覆盖泥、土坝内的水滤向沟渠内。

[0013] (3)、开出沟渠后的15-20小时内，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螺药物。灭螺药物渗透入覆

盖泥、土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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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4)、沟渠内的水沉淀20-30小时后；掘通与沟渠连通的排水沟，排水沟的底部低于

土坝表面0.3-0.4米，使沟渠内水位下降至土坝表面以下的0.3-0.4米；并保持0.1-0.2米的

水深；排水沟将沟渠内多余的水引向下游。

[0015] (5)、经过20天-40天，覆盖泥、土坝失水干燥，钉螺生长环境被破坏。

[0016] 如上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更进一步说明为，所述的选择枯水

期为，选择1-3月份期间。

[0017] 如上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更进一步说明为，所述的在土坝表

面设置有滤水层；将沟渠内的烂泥堆积在滤水层上。

[0018] 如上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更进一步说明为，所述的滤水层为

竹笆，并在竹笆下部垫设石块、竹木枝干。

[0019] 如上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更进一步说明为，所述的排水沟内

设置0.5米厚的干草、网布，在排水时，干草、网布对进行水过滤；排水后，将干草、网布捞出

放置于干燥处。

[0020] 如上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更进一步说明为，所述的覆盖泥表

面上散灭螺药物，具体为过程为：

[0021] (1)、洒药：将灭螺药物拌和在沙土中，然后将沙土抛洒在覆盖泥表面。

[0022] (2)、洒水：在抛洒后再向沙土表面洒水，使沙土内含水量达到200-300％，并形成

向下的渗透水流。

[0023] (3)、在间隔12-24小时，再次向沙土表面按步骤2的洒水方式洒水；使灭螺药物随

渗透水流向下逐渐渗透至覆盖泥、土坝内，杀灭覆盖泥、土坝内生长的钉螺、血吸虫。

[0024] 如上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更进一步说明为，沙土抛洒在覆盖

泥上的厚度为4-10mm；沙土为河沙。

[0025] 如上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更进一步说明为，所述的覆盖泥表

面上散灭螺药物，具体为过程为：

[0026] (1)、将灭螺药物直接抛洒在覆盖泥表面。

[0027] (2)、向覆盖泥表面抛洒沙土；并覆盖在覆盖泥表面。

[0028] (3)、洒水：在抛洒后再向沙土表面洒水，使沙土内含水量达到200-300％，并形成

向下的渗透水流。

[0029] (4)、在间隔12-24小时，再次向沙土表面按步骤(2)的洒水方式洒水；使抛洒在覆

盖泥表面的灭螺药物随渗透水流向下逐渐渗透至覆盖泥、土坝内，杀灭覆盖泥、土坝内生长

的钉螺、血吸虫。

[0030] 如上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更进一步说明为，沙土抛洒在覆盖

泥上的厚度为4-10mm，沙土为河沙。

[0031] 如上所述的一种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方法，更进一步说明为，所述的灭螺药物

为50％氯硝柳胺糊剂、五氯酚钠之一。

[0032] 本发明的有效益果为：

[0033] 1、本发明将烂泡地开出纵横交错的沟渠，降低烂泡地的水位，使烂泡地土壤失水，

使成熟尾蚴失去从螺体逸出的水环境。同时也使钉螺失去水生长环境。

[0034] 2、开出沟渠后的15-20小时内，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螺药物；伴随着覆盖泥、土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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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失水的过程，灭螺药物渗透于土壤中，杀灭钉螺。

[0035] 3、沙土抛洒在覆盖泥表面，可以防止药物被表面挥发、蒸发。

[0036] 4、竹笆、石块、竹木枝干可以使覆盖泥下方更通畅，使覆盖泥内的大量含水从竹

笆、石块、竹木枝干处直接向土坝边缘流下到沟渠内，使覆盖泥与土坝更快失水。

[0037] 5、沟渠内水位下降至土坝表面以下的0.3-0.4米；并保持0.1-0.2米的水深；因为

钉螺和血吸虫尾蚴主要沉在水底。因此保留一部底部的水不放干，可以防止绝大部分血吸

虫尾蚴随水流入下游。而排水沟内设置的干草、网布也能对血吸虫尾蚴的起到过滤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实施步骤如下：

[0039] (1)、选择枯水期，最好是选择1-3月份期间，如每年的1月份，2月份，并根据天气预

报选择一个连续的晴天最好，至少不下雨的天气，连续十天以上。

[0040] (2)、将烂泡地开出纵横交错的沟渠，沟渠宽0.4-0.6米；沟渠深度为0.5米以上；沟

渠最好将烂泡地平均分割，沟渠间距1-2米，使分出来的土坝每一块的面积为2-4平方。沟渠

在烂泡地内呈“井”字形分布，使分割出来的土坝为正方形或长方形。

[0041] 在开沟渠过程前，先在土坝表面设置由竹笆构成的滤水层；竹笆下部垫设石块或

者竹木枝干，使竹笆与土坝表面这间有一定的间隙；

[0042] 在开沟渠时，将挖出的沟渠内的烂泥堆积在竹笆上并形成覆盖泥；此时，覆盖泥包

含的水，向下滤出，并滤到竹笆空隙处时，直接从土坝边缘流下到沟渠内。同时，由于沟渠内

泥土淘出，因此水位下降，土坝内的水位跟着下降，滤向沟渠内。

[0043] (3)、开出沟渠后的15-20小时，已经没有明显的水流从覆盖泥、土坝内渗透出，此

时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螺药物；随着残留在覆盖泥、土坝内小部分水下降，灭螺药物渗透到

覆盖泥、土坝内，并大部分停留在了覆盖泥、土坝内。

[0044] 对沟渠内的水体中也施药，对水体中的钉螺也进行消灭。

[0045] (4)、在挖沟渠过程中，把水搅浑，使虫卵和其他杂质悬浮在水中，因此，将沟渠内

的水沉淀20-30小时；掘通与沟渠连通的排水沟，将水引向下游；排水沟的底部低于土坝表

面0.3-0.4米，使沟渠内水位下降至土坝表面以下的0.3-0.4米；并保持0.1-0.2米的水深，

因为钉螺和血吸虫尾蚴主要沉在水底。因此保留一部底部的水不放干，可以防止绝大部分

血吸虫尾蚴随水流入下游。

[0046] 并且在排水沟内设置0.5米厚的干草、网布，在排水时，干草、网布对进行水过滤；

排水后，将干草、网布捞出放置于干燥处，也可以在干燥后进行焚烧。

[0047] (5)、经过20天-40天，覆盖泥、土坝失水干燥，钉螺的生长环境被破坏，失去了繁殖

的环境，同时血吸虫的尾蚴无法接触到水，因此也无法从钉螺里逸出。

[0048] 其中，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螺药物过程为：

[0049] (1)、洒药：将灭螺药物拌和在沙土(河沙)中，防止施药后被表面挥发、蒸发。然后

将沙土抛洒在覆盖泥表面，抛洒厚度达4-10mm；沙土中的用药量根据所购买的灭螺药剂说

明书指导用药。

[0050] (2)、洒水：在抛洒后再向沙土表面洒水，可以采用喷水的方式，以雾状、花洒状喷

洒于沙土表面为最佳。使沙土内含水量达到200-300％后，就会形成向下的渗透水流。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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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药物渗入覆盖泥、土坝内，杀灭覆盖泥、土坝内生长的钉螺、血吸虫。

[0051] (3)、在间隔12-24小时，再次向沙土表面按上面的步骤2的洒水方式洒水；使灭螺

药物残留在沙土内的药物再次随渗透水流向下。

[0052] 散灭螺药物的另一实施方案：

[0053] (1)、将灭螺药物直接抛洒在覆盖泥表面，灭螺药物可以是水剂用喷洒方式，也可

以是粉剂用抛散方式。用药量根据所购买的灭螺药剂说明书指导用药。

[0054] (2)、向覆盖泥表面抛洒河沙4-10mm厚度；将抛洒在覆盖泥表面的药物覆盖，防止

药物被表面挥发、蒸发。

[0055] (3)、洒水：在抛洒后再向沙土表面洒水，使沙土内含水量达到200-300％，并形成

向下的渗透水流；

[0056] (4)、在间隔12-24小时，再次向沙土表面按步骤(2)的洒水方式洒水；使抛洒在覆

盖泥表面的灭螺药物随渗透水流向下逐渐渗透至覆盖泥、土坝内，杀灭覆盖泥、土坝内生长

的钉螺、血吸虫。

[0057] 本发明使用的灭螺药物为50％氯硝柳胺糊剂或者五氯酚钠。

[0058] 实施例一：

[0059] 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实施步骤如下：

[0060] (1)、选择2月份期间，并根据天气预报选择一个连续的晴天最好，至少不下雨的天

气。

[0061] (2)、将烂泡地开出纵横交错的沟渠，沟渠宽0.4米；沟渠深度为0.5米；沟渠间距1

米，使分出来的土坝每一块的面积为2平方。沟渠在烂泡地内呈“井”字形分布，使分割出来

的土坝为正方形或长方形。

[0062] 在开沟渠过程前，先在土坝表面垫竹笆；并竹笆下部垫设石块或者竹木枝干，使竹

笆与土坝表面之间约2cm的间隙。挖出的沟渠内的烂泥堆积在竹笆上。

[0063] (3)、开出沟渠后的15小时后，在覆盖泥表面上散50％氯硝柳胺糊剂，并对沟渠内

的水体中也施药50％氯硝柳胺糊剂。

[0064] (4)、将沟渠内的水沉淀20小时后；掘排水沟。排水沟的底部低于土坝表面0.3米，

使沟渠内水位下降至土坝表面以下的0.3米；并保持0.2米的水深。

[0065] 并且在排水沟内设置0.5米厚的干草、网布。排水后，将干草、网布捞出。

[0066] (5)、经过25天，覆盖泥、土坝失水干燥，钉螺的生长环境被破坏。

[0067] 其中，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螺药物过程为：

[0068] (1)、洒药：将50％氯硝柳胺糊剂拌和在河沙中，然后将沙土抛洒在覆盖泥表面；河

沙中的用药量根据所购买的灭螺药剂说明书指导用药。

[0069] (2)、向河沙表面喷水，使河沙内含水量达到200％。

[0070] (3)、在间隔18小时，再次向河沙表面喷水。

[0071] 实施例二：

[0072] 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实施步骤如下：

[0073] (1)、选择2月份期间，并根据天气预报选择一个连续的晴天最好，至少不下雨的天

气。

[0074] (2)、将烂泡地开出纵横交错的沟渠，沟渠宽0.4米；沟渠深度为0.5米；沟渠间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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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使分出来的土坝每一块的面积为2平方。沟渠在烂泡地内呈“井”字形分布，使分割出来

的土坝为正方形或长方形。

[0075] 在开沟渠过程前，先在土坝表面垫竹笆；并竹笆下部垫设石块或者竹木枝干，使竹

笆与土坝表面之间约2cm的间隙。挖出的沟渠内的烂泥堆积在竹笆上。

[0076] (3)、开出沟渠后的15小时后，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螺药物，并对沟渠内的水体中

也施药。

[0077] (4)、将沟渠内的水沉淀20小时后；掘排水沟。排水沟的底部低于土坝表面0.3米，

使沟渠内水位下降至土坝表面以下的0.3米；并保持0.2米的水深。

[0078] 并且在排水沟内设置0.5米厚的干草、网布。排水后，将干草、网布捞出。

[0079] (5)、经过25天，覆盖泥、土坝失水干燥，钉螺的生长环境被破坏。

[0080] 其中，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螺药物过程为：

[0081] (1)、将粉剂的50％氯硝柳胺糊剂直接抛洒在覆盖泥表面，用药量根据所购买的灭

螺药剂说明书指导用药。

[0082] (2)、然后向覆盖泥表面抛洒河沙；将抛洒在覆盖泥表面的药物覆盖。

[0083] (3)、再向河沙表面洒水，使沙土内含水量达到200-300％。

[0084] (4)、在间隔12小时后，再次向沙土表面按步骤(2)的洒水方式洒水。

[0085] 实施例三：

[0086] 烂泡地排水消灭钉螺的实施步骤如下：

[0087] (1)、选择2月份期间，并根据天气预报选择一个连续的晴天最好，至少不下雨的天

气。

[0088] (2)、将烂泡地开出纵横交错的沟渠，沟渠宽0.6米；沟渠深度为0.5米；沟渠间距2

米，使分出来的土坝每一块的面积为4平方。沟渠在烂泡地内呈“井”字形分布，使分割出来

的土坝为正方形或长方形。

[0089] 在开沟渠过程前，先在土坝表面垫竹笆；并竹笆下部垫设石块或者竹木枝干，使竹

笆与土坝表面之间约5cm的间隙。挖出的沟渠内的烂泥堆积在竹笆上。

[0090] (3)、开出沟渠后的19小时后，在覆盖泥表面上散50％氯硝柳胺糊剂，并对沟渠内

的水体中也施药50％氯硝柳胺糊剂。

[0091] (4)、将沟渠内的水沉淀24小时后；掘排水沟。排水沟的底部低于土坝表面0.4米，

使沟渠内水位下降至土坝表面以下的0.4米；并保持0.1米的水深。

[0092] 并且在排水沟内设置0.5米厚的干草、网布。排水后，将干草、网布捞出。

[0093] (5)、经过30天，覆盖泥、土坝失水干燥，钉螺的生长环境被破坏。

[0094] 其中，在覆盖泥表面上散灭螺药物过程为：

[0095] (1)、洒药：将50％氯硝柳胺糊剂拌和在河沙中，然后将沙土抛洒在覆盖泥表面；河

沙中的用药量根据所购买的灭螺药剂说明书指导用药。

[0096] (2)、向河沙表面喷水，使河沙内含水量达到200％。

[0097] (3)、在间隔18小时，再次向河沙表面喷水。

[0098] 上述为本发明示例性说明，不代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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