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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锦州市渔业正处在从传统渔业转向现代渔业的过渡期，水产养殖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安全、效益良好的方向发

展，是现代渔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分析锦州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对耕水机的试验示范情况出发，对全市推广应用水产健康

养殖技术、促进水产养殖业健康科学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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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引入高密度集约化水产养殖及相应的机
械增氧技术以来，养殖产量已占世界水产养殖总量的
70％，水产品出口已居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首位。 但驱
动产量增长的高密度养殖所产生的高浓度有机污染，
早已超出产地水流域的环境承载能力。 20 多 a 来的
污染总量积累， 严重制约着我国水产业自身的发展，
解决水生态和水资源的破坏、食品安全等问题，已到
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1 耕水机的工作原理及作用
耕水机，顾名思义是对水体进行“耕耘”的机械。

它运用流体力学的原理， 通过科学测算的耕板转速，
对水面下一定深度的水体进行慢速搅动，使耕水机周
围较大体积范围内形成水体上下部分有规律的交替
循环流动。 水体的上下置换，使中下层水体的温度显
著提升，含氧量明显增加，底泥的生态功能被激活，加
速了沉积的残饵、排泄物、腐败藻类的分解和转化。

耕水机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有害物质（如亚硝酸
盐、氨氮、硫化氢、大肠杆菌等）的含量，遏制了水体的
腐败； 另一方面为藻类和浮游生物提供了营养和食
物。 藻类数量的增长、见光率的提高，强化了光合作
用，大幅度增加了水体生物制氧量，增强了水体的自
洁能力和自我修复程度， 改善了养殖品的生长环境，
提高了其体质和抗病能力，降低了养殖水体排放的二
次污染。 耕水机的运转只需很少的电力，却带动了对
阳光、温度、空气等自然能量和水中物质与生命资源
的全面利用，实现了变害为利、节能减排、节本增效的

综合效果。

2 推广应用耕水机的意义
2．1 推动水产养殖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催生健
康养殖新兴产业

“耕水养殖”可使现行的池塘养殖成为活水养殖。
塘底富氧，天然饵料增多；氨氮、亚硝酸盐等有害物大
幅下降；水质提升，可有效实施健康养殖，增产增效。
2．2 “节能减排”改善产地水环境，促进生态环境保
护

国家高度重视广大农村面源污染的防控和自然
水体 COD的总量削减， 这将对水产养殖污染排放提
出新的要求。“耕水机”的超节能设计及国内多地域适
应性试验的结果显示，“耕水养殖” 可大幅度减少
COD 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推广应用耕水机的生态
环保意义，可望在保护农业发展命脉的水资源方面兼
收社会效益。
2．3 以科技进步促进“三农”工作，落实惠农强农政
策

我国的水产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
比例，而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保护则对加强农业的基础
地位具有特殊的全局性意义。 从促进水产养殖业起
步，发挥“耕水技术”节能减排的双重功效，应用于水
污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领域，具有适用面
广、可操作性强、性价比高等优势，适用于广大农村小
流域综合治理、湿地保护、水库洁净维护等方面。这将
对促进“三农”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发挥深远的影响。

3 耕水机在锦州市的试验示范情况
锦州市是临渤海城市，沿海地区有丰富的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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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池塘水质鉴定
Table 1 Evaluation of pond water quality

物资源。 水产养殖总面积有 96 185 hm2，其中海水养
殖 90 778 hm2， 淡水养殖 5 407 hm2， 养殖发展空间
大。 锦州市农机技术推广站 2009年在省农机技术推
广站的部署下，承担了农业部耕水机试验示范推广项
目在辽宁省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经过认真调研，在
凌海市设立 2 个试验点。
3．1 凌海市大有农场八支路李猛养殖户试验点

池塘情况： 试验塘面积 6 hm2， 对比塘面积 6
hm2；试验塘安装 8 台 60 W 耕水机，对比塘未安装任
何机械。 2008年将虾池改造成海参养殖圈。

养殖情况：海参、海虾混养，同时实施水面培育海
参幼苗。

水质鉴定结果见表 1。

收成情况见表 2。

试验总结如下：
试验塘于 2008 年将 6 hm2的虾池改造成海参养

殖圈。采用空心砖和遮阳网两种造礁的方式养殖海参
以及网箱育苗。 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殖后发现，养殖过
程中会发现水体透明度高，水质不稳定，参圈底部硫
化氢、亚硝酸盐及硫化物等有害物资含量较高，毒性
增大，海参出现肿嘴、化皮的情况。

2010 年 6 月份，安装了 8 台耕水机，使用耕水机
后能从根本上改善底质，从而稳定了水质，降低了水

体中的亚硝酸盐、硫化氢等有害物质，改善了海参的
生长和生活环境，大幅降低了病原体的存在，降低了
发病率，缩短了养殖周期，提高了成活率。使用耕水机
以后检测溶解氧明显提高， 达到 5．5 mL ／ L， 邻池为
4．0 mL ／ L；使用耕水机的参池产中国对虾 1 000 多 kg
（2008 年本参圈产 750 kg）， 相邻参池产中国对虾只
有 820 kg 左右；在使用耕水机的参圈中建有 54 个育
苗网箱，平均每个网箱出苗 4 kg，而在同等条件下相
邻参池育苗每个网箱仅出参苗 2．5 kg。 以上两组数据
完全可以说明在同等自然条件下，耕水机起到了明显
的增产作用，增加的经济效益。同时使用耕水机后，在
药品投入方面大幅减少，节约了养殖成本，实现了无
公害养殖。
3．2 凌海市达莲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试验
点

池塘情况：试验池塘面积 3 hm2，对比塘面积 2．67
hm2，试验塘安装 3 台 60 W 耕水机，对比塘未安装任
何机械。

养殖情况： 养殖品种为日本对虾，60 万尾 ／ hm2。
本试验塘塘龄为 8 a，养殖品种为日本对虾，放苗时间
为每年 5月 20日左右，养殖周期为 4个月。

水质鉴定结果见表 3。

收成情况见表 4。

项目
全年平均数据对比

试验塘 对比塘 对比值

溶氧 ／ g ／ L 5．5 4．0 37．5％

pH 7．756 7．582 2．29％

氨氮 ／ g ／ L 0．049 0．087 －43．68％

亚硝酸盐 ／ g ／ L 0．006 0．02 －70％

浮游生物总量 66 亿（浓缩） 54 亿（浓缩） 22．22％

表 2 收成情况对比
Table 2 Contrast of harvests

项目
中国对虾 海参幼苗培育 海 参

试验塘 对比塘 试验塘 对比塘 试验塘 对比塘

尾 ／ kg 64 72 9．8 10

kg ／ hm2 165 135 765 75

总产量 1 000 kg 820 kg
4 kg ／
网箱

2．5 kg ／
网箱

4 590 kg 4 500 kg

表 3 池塘水质鉴定
Table 3 Evaluation of pond water quality

项目
全年平均数据对比

试验塘 对比塘 对比塘

溶氧 ／ mg ／ L 8．2 6．5 26．15％

PH 8．0 7．5 6．67％

氨氮 ／ mg ／ L 0．02 0．04 －50％
亚硝酸盐 ／ mg ／

L
0．005 0．019 －73．68％

浮游生物总量 65 亿 52 亿 25％

表 4 收成情况对比
Table 4 Contrast of harvests

项目
日本对虾

试验塘 对比塘

尾 ／ kg 62 70

kg ／ hm2 1 012．5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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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s of Boifan in Aquaculture
QI Xiuying， LIU Hongbo， PEI Xiaofe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xtension Station of Jinzhou City， Jinzhou Liaoning 121000，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fishery industry in Jinzhou City is moving from traditional fishery towards modern fishery． Aquaculture is mov-
ing towards resources－conservative， environment －friendly， quality －safe， and benefit －obvious direc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modern fishery indust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s of biofan b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xtension
Station of Jinzhou C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healthy aquaculture techniques so as to make it develop in a healthy and scientific way．
Key words: healthy cultivation techniqu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promotion； sea food safety； resources conservative

试验总结如下：
1） “耕水养殖”可增加天然饵料，降低水体透明

度， 抑制大型水草的生长， 试验塘溶氧平均提高了
26％，浮游生物总量提高了 25％，藻类丰富，天然饵
料充盈。

2） 降低水体中的氨氮、亚硝酸盐、硫化氢、大肠
杆菌、弧菌等有害物质，改善池塘底质，试验塘水体
中的有害物质比对比塘大幅度下降， 氨氮平均下降
50％，亚硝酸盐下降 73％。

3） 产量明显增加，生长快，缩短养殖周期，提高
成活率，在相同养殖品种、密度和养殖条件下，配置
耕水机的养殖池产量比对比塘的产量高出了 12．5％
以上。

4） 稳定水质，使水体溶氧氧、温度、盐度等相对
均匀，避免天气突变引起应激反应，养殖出的产品品
质较高，个体硕大健壮，成色较好，无土腥味，价格对
比对比塘要高，每公顷平均产值提高了 20％。

5） 省电显著，3 台耕水机年用电为 1 970 kW·
h，每台耕水机每天用电 1．8 kW·h，降低了养殖机械
的消耗成本。

6）耕水机试验塘在养殖过程中水质稳定、优良，
底泥改观明显，充分改善了水质情况，有效增强了水
产品的体质、抵抗力和生长速度。

7） 延长清圈时间 2～3 a，减少药品投放，实现健
康无公害养殖。

4 结语
通过试验和产出证明， 耕水机能使流动性较差

的养殖池水体有效流动和上下置换。 通过风能的曝
气、空气接触溶氧、藻类光合作用增氧、紫外线照射
等途径，有效地使养殖水体保持活力和生命力，达到
水体自净修复、生态重建平衡的目的，增强了水产品
的抗病能力， 使其生长速度加快， 长期使用效果更
好。

参考文献
［1］ 焦刚．耕水机技术应用与推广的思考［J］．农机科技推广，2009（2）：9－11．
［2］ 顾海涛，何康宁，何雅萍．耕水机的性能及应用效果研究［J］．渔业现代化，2010（4）：40－44．
［3］ 吴泊君．耕水机在池塘养殖中的应用研究［J］．水产养殖，2010（3）：9－11．

农业科技与装备 2011年 1月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