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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耕水机养殖南美白对虾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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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一条新的水产养殖途径，该文利用耕水机进行南美白对虾养殖对比试验。在一个养殖周期内对溶解氧、
温度、pH 值和亚硝酸盐等水环境因子及南美白对虾生长情况、品质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研究。试验结果表明：与非耕
水机养殖比较，使用耕水机能够提高水体溶解氧均匀度和温度均匀度，增加池塘溶解氧含量；维持水体 pH 值在 7.6～8.9
之间；降低水体亚硝酸盐含量；对虾生长速度快且品质优良；节约耗电量 56.9%、饵料 15.5%、药费 45.4%；提高单位面
积产量 20.1%。试验和分析结果证明使用耕水机能够改善水体环境，降低养殖成本，增加养殖收入，有较高的实际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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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白对虾（Penaeus vannamei）又称凡纳对虾、白
虾，具有生长快、肉味鲜美、蛋白质含量和必需氨基酸
高等优点，是中国重要的虾类养殖品种，也是目前世界
上三大养殖对虾中单产最高的虾种[1]。
目前，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海洋捕捞水产品产量
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负增长，各国都加强对渔业资源的
保护力度，今后水产品供给对养殖业的依赖性会逐步提
高[2]。集约化高密度的水产养殖模式，是目前中国水产养
殖的主要形式，具有可控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强，单位
面积产量高[3]等优点，但是这种模式对养殖水体水质产生
严重影响。Penczak[4]研究淡水网箱养殖虹鳟对饲料的食
用情况，发现投喂的干饲料有 30%未被食用；温志良等[5]
研究了集约化养殖对水环境的危害，发现大量未食饲料、
粪便及所含的营养物即氮、磷和有机质，对水质产生富
营养化影响；吴庆龙等[6]研究了大水面网围精养对水质的
影响，发现养鱼区的 TN、NH4+-N、TP、PO43--P、CODcr、
BOD5 比网外和对照点高很多。养殖业自身污染已制约渔
业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其对环境的影响引起许多学者
的关注[7-8]。因此改善养殖水体水质，走一条健康、可持
续发展的绿色生态养殖道路是当务之急。
耕水机是一种改善养殖水体水质的新型养殖机械，
目前应用耕水机进行水产养殖的研究并不多。曾筱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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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模拟养殖水进行耕水机性能试验，研究表明使用耕水
机能够提高水中溶解氧含量，使水中溶解氧过饱和，水
温和溶解氧均匀。
为了深入研究耕水机在水产养殖业的实际应用价
值，本文以南美白对虾为养殖对象，研究应用耕水机对
溶解氧、温度、pH 值和亚硝酸盐等水环境因子的影响，
并对南美白对虾的生长情况、品质和经济效益进行分析
比较，为进行水产健康养殖探索一条新的途径.

1
1.1

材料与方法

设备与材料
耕水机结构如图 1 所示。其主要有防护罩、机电总
成、拉杆、浮杆连接板、浮杆、耕板、浮球、控制器 8
部分组成，其中防护罩用来保护机电总成不被阳光、风
雨等腐蚀；机电总成将输入的电能变成动能，驱动浮杆
转动，进而浮杆上面的耕板完成水体搅动；浮杆连接板
连接机电总成和浮杆；拉杆用于固定耕水机，阻止其漂
移；浮球用于承载耕水机在水中的浮力；控制器用于设
备的开启和停止。其工作原理是：依据流体粘滞特性，
利用耕水机耕板以极低能耗驱动水体产生大范围的运动
和立体循环，表层水以“耕水机”为中心缓缓向四周流
动，底层水源源不断地提升进行补充，不断置换与更新，
周而复始，整个水体都有机会与空气接触，通过曝晒、
空气接触、紫外线照射、藻类光合作用等途径使整个水
体的载氧量增加，进而分解有害物质，增加天然饵料，
改善水体环境。
本试验使用两台 GYS2-25 型耕水机（珠海风光耕水
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其主要工作参数为额定功率 25 W，
工作电压 220 V，转速 4.9 r/min，顺时针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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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护罩 2.拉杆 3.浮杆 4.耕板 5.浮球 6.浮杆连接板 7.机电总成
8.控制器

Fig.1

图 1 GYS2-25 型耕水机结构图
Structure diagram of GYS2-25 Biofan

其他试验设备：酸度计 PHB-3（上海存联工贸有限
公司，测量精度 0.1，测量误差±0.2）用于检测水体 pH
值；溶氧仪 YSI-550A（北京宏昌信科技有限公司，温度
测量精度 0.1℃，测量误差±0.3℃；溶解氧测量精度 0.01
mg/L，测量误差±0.02 mg/L）用于测量水中温度和溶解
氧含量；水产测定仪 CM-07（北京双晖京承电子产品有
限公司，测量精度 0.01 mg/L，测量误差±0.05 mg/L）用
于测量水中亚硝酸盐含量；四轮水车式增氧机（江苏杰
达养殖设备，额定功率 1 500 W）用于增加水中溶解氧含
量。
试验所用南美白对虾虾苗购买于广东粤海集团，规
格是标准体长 0.8 cm。
1.2 试验方法
试验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在中山市坦洲镇养殖基地
进行，通过试验塘和对照塘养殖南美白对虾对比研究。
其中试验塘使用 2 台 GYS2-25 型耕水机，池塘面积
0.44 hm2，水深 1.6 m；对照塘不使用耕水机，池塘面积
0.45 hm2，水深 1.6 m；为了保证南美白对虾的正常生长
和养殖效益，两池塘分别配备 3 台四轮水车式增氧机来
满足应急增氧的需要。
试验开始前，先对池塘进行清淤晒塘，一直晒到塘
底龟裂，然后把残饵、杂物和淤泥移运到堤外，再犁耙
池底进行翻耕曝晒，以改良虾池底质。试验塘和对照塘
进水后，用生石灰 650 kg，漂白粉 200 kg，茶麦麸 75 kg
分别对其进行消毒，然后根据每公顷 6 667 尾放养密度，
试验塘放养虾苗 66 万尾，对照塘放养虾苗 68 万尾，同
时进行养殖。
试验开始后，在试验塘和对照塘距池边各 10 m 处和
池中间分别布置 5 个检测点，每天定时对其水面下 20 cm
和距底部 20 cm 处对溶解氧、
温度和 pH 值进行测量取值；
每隔一周对亚硝酸盐测量取值；试验结束后，对南美白
对虾生长情况、品质和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
在试验过程中，试验塘使用 2 台 GYS2-25 型耕水机
从养殖前 10 d 开始工作，一直到养殖结束，一天 24 h 连
续工作；第 1 至 10 周，试验塘只开启耕水机，不开启增
氧机；第 10 周以后，开启 2 台增氧机中午工作 2 h，晚
上工作 10 h；从第 13 周开始，再增加 1 台增氧机，中午
工作 3 h，晚上工作 12 h；按实际养殖情况可适当增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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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机工作时间。
对照塘在第 1 至 4 周，开启 1 或 2 台增氧机中午工
作 3 h，晚上工作 7 h；第 5 至 12 周时，开启 2 台增氧机
中午工作 3 h，晚上工作 12 h；从第 13 周开始，开启 3
台增氧机中午工作 6 h，晚上工作 12 h。
试验塘从放苗养殖到收虾清塘，总共 123 d，对照塘
总共 150 d，比试验塘多 27 d。
1.3 溶解氧均匀度和温度均匀度
将所测的溶解氧和温度数据分别进行标准差处理，
然后计算溶解氧均匀度和温度均匀度。
1.3.1 溶解氧均匀度

S1 

1 n
 ( xi  x )2
n  1 i 1

（1）

式中：S1 ——溶解氧标准差；n ——测量点数量；xi ——
测量点溶解氧质量浓度，mg/L；x ——n 个测量点溶解氧
质量浓度平均值，mg/L。

 S 
M 1  1  1   100%
x 


（2）

式中 M1 ——溶解氧均匀度，%。
1.3.2 温度均匀度

S2 

1 n
 (Ti  T )2
n  1 i 1

（3）

式中：S2 ——水温标准差；Ti ——测量点温度值，℃；
T ——n 个测量点温度平均值，℃。

 S 
M 2  1  2  100%
 T 

（4）

式中 M2 ——温度均匀度，%。
1.4 试验期间外界气温状况
图 2 是养殖周期内外界气温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
看出，在养殖第 1 至 3 周，
气温逐渐下降，最低达到 17.0℃，
气温相对较低；从第 4 周开始，气温呈上升趋势，到第 6
周时平均气温达到 27.5℃，然后再次下降，在第 8 周时
平均气温降到 23.0℃；之后气温逐步升高，到第 11 周平
均气温达到最高值 31.5℃，随后气温上下波动，保持在
相对较高状态。

Fig.2

图 2 试验期间外界气温变化
Outside temperature changes during th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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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养殖生物的病害都发生在温度变化较大的季
节，并且在温度急剧变化时更容易发生病害[10]。因此，
从整个养殖过程气温变化情况来看，除在养殖前期气温
偏低、波动比较大外，其余时期气温维持在 27℃左右，
比较稳定，为进行对虾养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2

结果与分析

2.1 耕水机对水环境因子的影响
2.1.1 对溶解氧的影响
试验塘和对照塘溶解氧均匀度变化如图 3 所示。从
图中可以看出，试验塘溶解氧均匀度一直高于对照塘，
并且试验塘溶解氧均匀度在 93.2%～99.6%之间，溶解氧
在水体中的分布比较均匀，表底层溶解氧质量浓度最大
差值为 1.71 mg/L；对照塘溶解氧均匀度在 83.9%～94.4%
之间，表底层溶解氧质量浓度最大差值为 3.15 mg/L。说
明应用耕水机使表层高溶度溶解氧充分向底层低溶度溶
解氧扩散，增加了底层溶解氧的含量，提高试验塘溶解
氧均匀度。

图 4 试验塘和对照塘平均溶解氧质量浓度对比图
Fig.4 Comparison of average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

2.1.2 对温度的影响
试验塘和对照塘温度均匀度变化如图 5 所示。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整个养殖周期内，试验塘温度均匀度明
显高于对照塘。试验塘水体温度基本趋于一致，均匀度
最高达到 99.8%，
最低为 98.9%，
表底层最大温差为 0.5℃；
而对照塘表底层出现温差，温度均匀度最高达到 99.0%，
最低为 97.8%，最大温差在 1.2℃。这说明使用耕水机能
够提高水体温度均匀度，减小水体表底层温差现象。有
研究证明，水温突变不利于南美白对虾的摄食与生长[11]，
并且对虾属于变温动物，环境温度变化直接影响对虾体
内的生理生化过程[12-14]，特别是大幅度的水温突变，会造
成南美白对虾停止摄食，生长受影响甚至死亡，导致养
殖产量的降低。因此，耕水机能够消除水体温差的作用
对南美白对虾的健康生长有重要意义。

图 3 试验塘和对照塘溶解氧均匀度对比图
Fig.3 Comparison of dissolved oxygen uniformity

图 4 所示为试验塘和对照塘平均溶解氧质量浓度变
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从养殖第 1 至 10 周，试验塘
平均溶解氧含量略高于对照塘，这说明试验塘只开启耕
水机能够代替增氧机增加水中溶解氧质量浓度的需求；
在养殖第 11 至 13 周，两个池塘平均溶解氧含量呈下降
趋势，是因为对虾生长速度加快，消耗大量溶解氧，此
时试验塘和对照塘开启 2 台增氧机来增加氧气；在第 13
周初期，试验塘和对照塘平均溶解氧质量浓度降到最低，
在 6 mg/L 左右，这是由于遇到暴雨使水体溶解氧含量降
低；从第 13 周开始，两个池塘都开启 3 台增氧机，来增
加池塘溶解氧含量，从图中可以看出，两池塘溶解氧含
量开始升高，但试验塘还是比对照塘要高些，这说明试
验塘在利用增氧机增加溶解氧含量的同时，也利用耕水
机提高水体溶解氧质量浓度。纵观整个养殖过程，试验
塘应用耕水机充分利用水体自身增氧，溶解氧质量浓度
最高达到 14.78 mg/L，且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而对
照塘机械增氧占主要部分，从而水体溶解氧质量浓度不
会维持较高的水平。

图 5 试验塘和对照塘温度均匀度对比图
Fig.5 Temperature uniformity comparison with tested and control pond

2.1.3 对 pH 值的影响
图 6 所示为试验塘和对照塘在整个养殖周期内 pH 值
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整个养殖过程中，试验
塘 pH 值在 7.6～8.9 之间变化，比较稳定；对照塘 pH 值
在 7.6～9.8 之间变化，相对较为剧烈。在养殖南美白对
虾的过程中，要保证 pH 值的稳定性，一般在 7.6～8.6 为
宜[15]，因此，试验塘为南美白对虾提供一个适宜生长的
pH 环境；而对照塘 pH 值变化比较大，尤其在第 7～9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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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照塘 pH 值在 9.0 以上，最高达到 9.8，这时对照
塘采取向水中投放益水生物剂来调节水质，但只起到暂
时作用，从第 16 至 18 周，pH 值再次持续升高。

Fig.6

图 6 试验塘和对照塘 pH 值对比图
pH value comparison chart of experiment pond and
contrast pond

2.1.4 对亚硝酸盐的影响
试验塘和对照塘亚硝酸盐含量变化曲线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知，第 1 至 7 周，试验塘和对照塘水体亚硝酸
盐含量维持在低水平 0.06 mg/L 左右，没有出现较大的变
化。这是由于试验初期虾苗较小，投放的饵料不多，产
生的粪便和残余饵料也很少，分解产生的亚硝酸盐含量
不多；从第 7 周以后，试验塘和对照塘亚硝酸盐含量开
始升高，并且对照塘亚硝酸盐含量大于试验塘，到第 12
周时，试验塘和对照塘分别达到 0.22 mg/L 和 0.24 mg/L；
之后试验塘亚硝酸盐含量开始下降，第 14 周时达到
0.12 mg/L，第 15 周时又升高 0.4 mg/L，从第 15 周开始，
亚硝酸盐含量开始下降，到第 18 周养殖结束时达到
0.18 mg/L；在第 15 周时试验塘亚硝酸盐之所以升高，是
因为此时捕获一部分对虾，打捞时造成一些藻类死亡，
这说明浮游藻类和亚硝酸盐有一定的关系。对照塘从第
12 周开始继续升高，在第 15 周时达到 0.4 mg/L，之后在
0.4 mg/L 上下浮动，在第 19 周时升高到 0.53 mg/L，并有
继续升高的趋势。这说明使用耕水机能够有效降低亚硝
酸盐含量，使其维持在低水平。

图 7 试验塘和对照塘亚硝酸盐质量浓度对比图
Fig.7 Nitrite comparison chart of experiment pond and contrast 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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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南美白对虾的影响
2.2.1 南美白对虾生长情况
在整个养殖过程中，试验塘对虾没有发生病害，生
长正常；而对照塘在养殖第 4 周时，对虾出现“红体病”
（由桃拉病毒引起），对其进行了药物治疗，这说明试验
塘水质好于对照塘，降低对虾发生病害风险。
第 13 周时，随机从试验塘和对照塘捞取 20 条南美
白对虾测量其标准体长，得出试验塘对虾明显大于对照
塘，并且对虾平均标准体长比对照塘长 1.37 cm；最后收
获的南美白对虾规格，试验塘为 94 尾/kg，对照塘为 110
尾/kg。
2.2.2 养殖产量
试验塘最终收获南美白对虾总产量为 3 734.0 kg，对
照塘收获总产量为 3 203.0 kg，试验塘单位面积提高产量
20.1%。
南美白对虾成活率是指收获的成虾数与放养虾苗数
之比。通过下面公式计算
M×L=Q×G
式中：M ——养殖池塘放养虾苗数，尾；L——南美白对虾
成活率，%；Q——收获的南美白对虾总产量，kg；G ——
收获的南美白对虾规格，尾/kg。
因此可得出南美白对虾成活率分别为：试验塘
53.2%，对照塘 51.8%。
2.2.3 南美白对虾品质分析
南美白对虾品质分析采用感官评价方法。
从色泽上观察，对照塘南美白对虾部分虾体有黑鳃，
体色较暗，甲壳上有黑斑，试验塘虾体色正常，基本无
黑斑，无红变，甲壳色泽较好；从水煮试验上分析，煮
熟后的虾体，对照塘部分对虾壳肉分离较厉害，肌肉疏
松，不紧密，试验塘对虾壳肉不分离，虾体饱满，肌肉
组织紧密有弹性；从口感上分析，对照塘虾体虾肉不脆，
不香甜，稍有泥味，试验塘虾肉味香脆甜，虾肉结实，
与天然虾口味接近。
2.3 经济效益评价
2.3.1 耗电量
在整个养殖过程中，试验塘总耗电量为 3 748 kW·
h，
其中耕水机消耗电量为 159.6 kW·
h，对照塘总共消耗电量
为 8 695 kW·
h；按当地电价 0.68 元/kW·
h 计算，试验塘共
支出电费 2 548.6 元，对照塘共支出电费 5 912.6 元。
有上述可知，试验塘用电量比对照塘少 4 947 kW·
h，
节约用电 56.9%，减少电费 3 364.0 元。
2.3.2 饵料利用系数
饵料利用系数能够反映饵料质量和测算饵料用量。
饵料利用系数越低，饵料转化率就越高。计算式为
养殖期间投喂饵料总质量
饵粒利用系数=
收获时对虾总质量  放养时对虾总质量
由于放养虾苗比较小，计算时虾苗总质量可忽略不
计。因此试验塘使用饵料总质量为 3 448 kg，对照塘使用
饵料总质量为 4 081 kg，则饵料利用系数分别为：试验塘
0.92，对照塘 1.27。
所用饵料按 7.0 元/kg 计算，试验塘饵料费为 24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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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照塘饵料费为 28 567.0 元。由上述计算可知，试
验塘饵料利用系数小于对照塘，饵料费比对照塘少
4 431.0 元，节约饵料 15.5%，说明试验塘饵料转化率比
较高，残余饵料相对较少。
2.3.3 药品费用
根据养殖实际情况，从表 1 可知，试验塘药品费
2 240.0 元，比对照塘少 1 860.0 元，节约药费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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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药品费用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drug costs
元
名

称

试验塘

对照塘

生石灰

390

390

漂白粉

380

380

茶麦麸

150

150

氨基酸肥水膏

720

900

葡萄糖

190

190

益水生物剂

90

600

聚维酮碘

－

675

底质改良剂

－

315

其他及内服多维大蒜素

320

500

总费用

2 240

4 100

2.3.4 养殖收入对比
南美白对虾按当时价格 18.0 元/kg 计算，试验塘产出
67 212.0 元；对照塘产出 57 654.0 元。其他类别支出：虾
苗按 80 元/万尾计算，试验塘虾苗支出 5 280.0 元，对照
塘支出 5 440.0 元；两个池塘租金均为 300.0 元，人工总
工资分别为 3 000.0 元。因此，对虾收入减去养殖过程中
其他支出外，试验塘实现养殖收入为 29 707.4 元，而对
照塘养殖收入为 10 334.4 元，提高养殖收入 19 373.0 元。

3

结

论

1）使用耕水机能够提高水体溶解氧均匀度，增加底
层溶解氧含量，使池塘溶解氧含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下；
水体温度基本趋于均匀，均匀度最高达到 99.8%，最低为
98.9%，表底层最大温差为 0.5℃；pH 值在 7.6～8.9 之间，
变化比较稳定；亚硝酸盐含量得到有效降低。
2）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试验塘南美白对虾没有出现
病害，对虾生长正常，收获的南美白对虾规格，试验塘
为 94 尾/kg，对照塘为 110 尾/kg；试验塘对虾成活率为
53.2%，对照 塘为 51.8% ；试 验塘 单 位面 积提 高 产 量
20.1%；试验塘对虾品质较优。
3）试验塘减少用电量 4947 kW·
h，节约用电 56.9%；
饵料利用系数 0.92，节约饵料 15.5%；减少药费 1 860.0
元，节约 45.4%；提高养殖收入 19373.0 元。
综上所述，耕水机应用于水产养殖，能够改善水体
环境，提高对虾产量和品质，降低养殖成本，增加养殖
收入，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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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applying biofan to cultivate Penaeus vannamei
Ding Xiangwen1, Zhang shuge1 , Sun Xinchao2, Zhao Wanli3, Gao Zhenjiang2
※

(1.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St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0079, China;

2. College of Engineer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3. Zhuhai Scenery Biof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mpang Limted, Zhuhai 51901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a new way in aquaculture, a Penaeus vannamei comparative test was conducted by using
Biofan in this paper. In one breeding cycle, wat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dissolved oxygen, temperature, pH and
nitrite, Penaeus vannamei growth and quali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ing
with aquaculture without biofan, the method improves water dissolved oxygen uniformity, temperature uniformity and
increases the dissolved oxygen content of the pond; maintains the water pH value between 7.6-8.9; reduces the nitrite
content in water; improves the Penaeus vannamei growth speed and quality; saves 56.9% on power consumption, 15.5%
on bait, 45.4% on drug; increases yield by 20.1% per unit area. Test and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using Biofan can
improve water environment, reduce aquaculture costs and increase aquaculture production and income, so it has high
valu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aquaculture, water qualit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biofan, Penaeus vannam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