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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领域，具体是一种暗纹

东方鲀、南美白对虾、空心菜立体种养的方法，由

池塘准备、暗纹东方鲀放养、南美白对虾苗放养、

空心菜栽种、饵料投喂、日常管理、生长监测、收

获起捕8个生产步骤组成。本发明转变了暗纹东

方鲀养殖方式，建立了低碳、低污染、高效的暗纹

东方鲀生态立体种养模式建立多物种、多营养层

次的池塘生态系统，充分利用了暗纹东方鲀养殖

池塘的水体空间，提高了池塘的水体利用率，降

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提高东方鲀养

殖总体饲料利用率，降低总饵料系数，减少废水

排放，提升水产养殖能效，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

收。另外，本发明操作简便，易于被人们接受和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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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暗纹东方鲀、南美白对虾、空心菜立体种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由池塘准备、暗

纹东方鲀放养、南美白对虾苗放养、空心菜栽种、饵料投喂、日常管理、生长监测、收获起捕8

个生产步骤组成，包括：

A）池塘准备：选择池底平坦的江浙地区土池，池塘以池深2  m、水位1.5  m、面积2.5‑5.0

亩、长方形为佳，每个池塘配备1‑2个1.5  kw的增氧机，进水口套60目筛绢网袋过滤，使用前

彻底清塘消毒，彻底清除野杂鱼和虾；

B）暗纹东方鲀放养：选择在4月中旬放养暗纹东方鲀越冬鱼种，此时外塘水温已上升到

15‑18℃时，鱼种放养规格为80‑160  g/尾，放养密度为800‑1000尾/亩，放养前一周进水，进

水后，每天中午开增氧机1‑2小时，放养时，提前开增氧机2小时，放养暗纹东方鲀鱼种时，为

彻底去除混杂在鱼种中的野杂鱼，需要每条鱼种点数进入池塘；

C）南美白对虾苗放养：选择在5月中下旬放养南美白对虾已淡化的虾苗，此时池塘水温

范围在22  ℃以上，虾苗放养规格0.8‑1.0  cm，虾苗要求盐度淡化到2以下，虾苗放养密度为

1.1‑2.0万/亩；

D）空心菜栽种：选择在6月中旬栽种空心菜，采用悬绳的方法栽种空心菜，悬绳规格为

75股，直径为3.0  mm，栽种空心菜时，拉到把悬绳反向旋开，按每隔30cm的间距，将空心菜种

直接插入悬绳中，由于空心菜的浮力，悬绳漂浮在水面，栽种面积是养殖面积的15‑30%；

E）饵料投喂：暗纹东方鲀放养后，第二天开始，每天投喂粗蛋白含量为45  %的鳗鱼粉状

饲料，以1：1的比例和水做成面团状，每天2次，以投喂后1  h摄食完为准；南美白对虾放养入

池塘1月后，开始投喂对虾颗粒饲料，在东方鲀饲料投喂后2小时再投喂对虾饲料，每天2次，

以投喂后半小时摄食完为准；

F）日常管理：暗纹东方鲀放养后，及时开启增氧机，4‑6月份晴天中午开机1  h，晚上开

机8‑10  h，7‑9月份晚上开机10‑12  h，10‑12月晴天中午开机1  h，晚上开机10‑12  h，天气恶

劣则增加开机时间；每半个月换水1次，每次换水量1/3；空心菜割茬，悬绳上的空心菜外延

生长超过1  m，就需要割茬；同时，有嫩叶嫩芽可以采摘上市；

G）生长监测：暗纹东方鲀生长监测每月1次，随机测量体长和体重，为防止虾进入网中，

用网目规格为3.5  cm×3.5  cm的拉网拉池塘一个角，每个池塘随机抽样30尾鱼；虾的生长

监测每两周1次，用地笼和料台结合捕获，每次每个池塘抽样30尾；

H）收获起捕：8月底‑9月初，南美白对虾规格在17  g/尾以上，开始用地笼网捕捞南美白

对虾，为了防止暗纹东方鲀钻入地笼，地笼的每个入口用网目规格为3.5  cm×3.5  cm的网

罩住，地笼捕捞时，塘内地笼放置时长比常规增加半小时，隔天捕捞，捕捞7‑10次后，90  %以

上的虾可以捕捞上来；10月初，暗纹东方鲀规格300‑450  g/尾，开始捕捞暗纹东方鲀，用地

拖拉网，网目规格为3.5  cm×3.5  cm，拉网前，牵引栽种空心菜的悬绳，把空心菜拉到塘边，

10月中旬清塘捕捞白对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暗纹东方鲀、南美白对虾、空心菜立体种养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A中，池塘使用前加水至淹没池底浸泡，用50‑80斤/亩漂粉精溶化于水后，上

清液泼洒池塘进行消毒，泼洒时及泼洒后半小时内打开增氧机，然后关掉增氧机，池塘水静

止3‑4天，待池塘水清澈见底后，彻底排干消毒水，使用前，再加新水到淹没池底，浸泡2天

后，排水、曝晒待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暗纹东方鲀、南美白对虾、空心菜立体种养的方法，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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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的步骤C中，有条件的地方先将放入池塘的虾苗先在池塘网围中暂养标粗1周，选择

用塑料膜在池塘边上形成一个不透水的网围，网围面积10‑20  m2，水深0.8‑1.2  m，放养前，

把网围内水体盐度用食盐或者盐卤提高到出池虾苗的原来盐度，网围中放养密度为0.8‑

1 .2万/m2，网围内连续充气，每天用网围外的池塘水换网围内的水，每天换水30%，一周后，

撤掉塑料膜网围，将标粗的虾苗顺流放入池塘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暗纹东方鲀、南美白对虾、空心菜立体种养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步骤D中，先在长方形池塘中平行于横向塘梗拉悬绳，悬绳两头系在池塘两个纵

向塘梗水面处的桩头上，离横向塘梗3‑4  m水面处拉第一根悬绳，然后每隔3  m  拉一根悬

绳，一个横向塘梗边拉3根悬绳，所以每个池塘拉悬绳6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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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暗纹东方鲀、南美白对虾、空心菜立体种养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暗纹东方鲀、南美白对虾、空心

菜立体种养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暗纹东方鲀(Takifugu  obscurus)，俗称河豚，属鲀形目，鲀亚目，鲀科，东方鲀属。

其肌肉洁白如霜，肉味腴美，鲜嫩可口，富含蛋白质，营养丰富，被誉为“长江三鲜”之首。我

国自古就有食河鲀鱼的传统习惯，尤其江浙一带，河豚一直被视为餐桌上的珍品。河豚的肝

脏和卵巢可提取河鲀毒素，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很高，具有广阔的创汇前景。目前，国内东

方鲀年总产量达2.0～5.0万吨，在东方鲀属鱼类中养殖面积最大的、养殖产量最高的品种

是暗纹东方鲀。特别是2016年9月，农业部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方鲀加工经营》的通知，养殖东方鲀安全食

用得到法律保护，暗纹东方鲀的养殖面积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养殖面积日益扩大，总产量提

高，养殖暗纹东方鲀价格日益走入成本价，2018年下半年的暗纹东方鲀商品鱼价格在16‑18

元/斤，许多养殖户亏本。

[0003] 南美白对虾(Penaeus  vannamei)，学名凡纳滨对虾，是广温广盐性热带虾类，可在

18－32℃，盐度1－40‰条件下生长，是一种优良的淡化养殖品种。南美白对虾具有个体大、

生长快、营养需求低、抗病力强等优点，对水环境因子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强，对饲料蛋白含

量要求低、出肉率高达65％以上、离水存活时间长等优点，是集约化高产养殖的优良品种，

是目前世界上三大养殖对虾中单产量最高的虾种。

[0004] 空心菜，学名蕹菜(拉丁文名：Ipomoea  aquatica  Forsk)，为一年生草本，可漂浮

于水，在长江流域各省4～10月都能生长，现已作为一种蔬菜广泛栽培。除供蔬菜食用外，其

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饲料。

[0005] 目前，暗纹东方鲀的养殖模式主要有池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两种模式，以池塘养

殖模式居多，一般均采用暗纹东方鲀的单一品种养殖，暗纹东方鲀作为肉食性鱼类采用单

一品种的养殖容易造成了饲料的浪费和病害的爆发，同时单一品种的高密度高换水养殖模

式对水域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又反过来污染了养殖用水的水源，而造成渔业减产、渔

民减收。因此，为解决暗纹东方鲀单一品种的池塘养殖瓶颈问题，急需调整暗纹东方鲀养殖

模式和池塘养殖品种结构，研究开发低碳、低污染、高效的暗纹东方鲀生态立体种养模式，

以暗纹东方鲀为主养品种，减少东方鲀的养殖密度和单位产量，增加底栖生物和水生植物，

建立多物种、多营养层次的池塘生态系统，以提高饲料转化率，降低总饵料系数，减少废水

排放，提升水产养殖能效，实现节能减排、绿色生态、优质高效的目的，最终实现生态修复和

渔业增效的双赢。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暗纹东方鲀、南美白对虾、空心菜立体种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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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暗纹东方鲀、南美白对虾、空心菜立体种养的

方法，由池塘准备、暗纹东方鲀放养、南美白对虾苗放养、空心菜栽种、饵料投喂、日常管理、

生长监测、收获起捕8个生产步骤组成，包括：

[0008] A)池塘准备：选择池底平坦的江浙地区土池，池塘以池深2m、水位1.5m、面积2.5‑

5.0亩、长方形为佳，每个池塘配备1‑2个1.5kw的增氧机，进水口套60目筛绢网袋过滤，使用

前彻底清塘消毒，彻底清除野杂鱼和虾；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步骤A中，为彻底清除钻在池塘底泥中的敌害生物，池塘使用前

加水至淹没池底浸泡，用50‑80斤/亩漂粉精溶化于水后，上清液泼洒池塘进行消毒，泼洒时

及泼洒后半小时内打开增氧机，然后关掉增氧机，池塘水静止3‑4天，待池塘水清澈见底后，

彻底排干消毒水，为了彻底消除残留在塘底的余氯，使用前，再加新水到淹没池底，浸泡2天

后，排水、曝晒待用；

[0010] B)暗纹东方鲀放养：选择在4月中旬放养暗纹东方鲀越冬鱼种，此时外塘水温已上

升到15‑18℃时，考虑到规格过小的暗纹东方鲀鱼种更容易摄食虾苗，放养的鱼种规格不易

太小，鱼种放养规格为80‑160g/尾，考虑到过高的暗纹东方鲀放养密度会给套养的南美白

对虾生存造成威胁，同时也考虑到整个池塘生物体的承载量和养殖容量，暗纹东方鲀鱼种

的放养密度为800‑1000尾/亩，放养前一周进水，进水后，每天中午开增氧机1‑2小时，放养

时，提前开增氧机2小时，放养暗纹东方鲀鱼种时，为彻底去除混杂在鱼种中的野杂鱼，需要

每条鱼种点数进入池塘；

[0011] C)南美白对虾苗放养：为了让放养的虾苗及时脱壳长大，减少东方鲀的残杀，南美

白对虾苗放养时间选择在5月中下旬，池塘水温22℃以上，放养的南美白对虾是已淡化的虾

苗，考虑到暗纹东方鲀鱼种可能摄取虾苗，虾苗的规格不能太小，放养密度也不能太低，虾

苗放养规格0.8‑1.0cm，虾苗要求盐度淡化到2以下，虾苗放养密度为1.1‑2.0万/亩；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步骤C中，考虑到放养的虾苗能够逃脱东方鲀的追杀和尽快适应

养殖池塘的水质环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将放入池塘的虾苗先在池塘网围中暂养标粗1

周，选择用塑料膜在池塘边上形成一个不透水的网围，网围面积10‑20m2，水深0.8‑1.2m，放

养前，把网围内水体盐度用食盐或者盐卤提高到出池虾苗的原来盐度，网围中放养密度为

0.8‑1 .2万/m2，网围内连续充气，每天用网围外的池塘水换网围内的水，每天换水约30％，

一周后，撤掉塑料膜网围，将标粗的虾苗顺流放入池塘中。

[0013] D)空心菜栽种：南美白对虾放养后，为了能让南美白对虾躲避东方鲀的残杀哦，及

时栽种空心菜，选择在6月中旬栽种空心菜，为了既能减少空心菜栽种成本、又能操作简便，

采用悬绳的方法栽种空心菜，悬绳规格为75股，直径为3.0mm，栽种空心菜时，拉到把悬绳反

向旋开，按每隔30cm的间距，将空心菜种直接插入悬绳中，由于空心菜的浮力，悬绳漂浮在

水面，考虑到过多的空心菜面积会造成池塘水体阳光照射面积减少，不利于池塘水质的稳

定和鱼虾的生长，但又能保证空心菜数量能有效净化水质，栽种面积控制在养殖面积的15‑

30％；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步骤D中，考虑到池塘增氧机启动时的水流方向，选择先在长方

形池塘中平行于横向塘梗拉悬绳，悬绳两头系在池塘两个纵向塘梗水面处的桩头上，考虑

到池塘水体的通透性，空心菜的面积成小块状分布，离横向塘梗约3‑4m水面处拉第一根悬

绳，然后每隔3m拉一根悬绳，一般一个横向塘梗边拉3根悬绳，所以一般每个池塘拉悬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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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0015] E)饵料投喂：暗纹东方鲀放养后，第二天开始，每天投喂粗蛋白含量为45％的鳗鱼

粉状饲料(常兴牌，由江苏省常熟泉兴营养添加剂有限公司生产，谢永德,施永海,张海明,

徐嘉波.池养菊黄东方鲀一龄越冬鱼种的生长特性[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12,31(04):340‑344)，以1:1的比例和水做成面团状，每天2次(8:00；14:00)，以投喂后1h

摄食完为准；南美白对虾放养入池塘1月后，开始投喂对虾颗粒饲料(明辉牌饲料，浙江明辉

饲料有限公司生产，型号9131和9132)，为了让南美白对虾能尽量摄取东方鲀摄食后的残饵

和粪便，在东方鲀饲料投喂后2小时再投喂对虾饲料，每天的投喂时间分别为10:00和16:

00，以投喂后半小时摄食完为准。

[0016] F)日常管理：暗纹东方鲀放养后，及时开启增氧机，4‑6月份晴天中午开机1h，晚上

开机8‑10h，7‑9月份晚上开机10‑12h，10‑12月晴天中午开机1h，晚上开机10‑12h，天气恶劣

则增加开机时间；每半个月换水1次，每次换水量1/3；空心菜割茬，空心菜长势太快，会造成

各悬绳的空心菜互相缠连，进而造成水体通透性差，同时，也会过多遮盖池塘，一般悬绳上

的空心菜外延生长超过1m，就需要割茬；同时，有嫩叶嫩芽可以采摘上市；

[0017] G)生长监测：暗纹东方鲀生长监测每月1次，随机测量体长和体重，为防止虾进入

网中，用网目规格为3.5cm×3.5cm的拉网拉池塘一个角，每个池塘随机抽样30尾鱼；虾的生

长监测每两周1次，用地笼和料台结合捕获，每次每个池塘抽样30尾；

[0018] H)收获起捕：8月底‑9月初，南美白对虾规格在17g/尾以上，开始用地笼网捕捞南

美白对虾，为了防止暗纹东方鲀钻入地笼残食南美白对虾，地笼的每个入口用网目规格为

3.5cm×3.5cm的网罩住，地笼捕捞时，塘内地笼放置时长比常规增加半小时，隔天捕捞，一

般捕捞7‑10次后，90％以上的虾可以捕捞上来；10月初，暗纹东方鲀规格300‑450g/尾，开始

捕捞暗纹东方鲀，用地拖拉网，网目规格为3.5cm×3.5cm，拉网前，牵引栽种空心菜的悬绳，

把空心菜拉到塘边，10月中旬清塘捕捞白对虾。

[0019] 收获时，暗纹东方鲀成活率90％以上，亩产400‑700斤，饲料系数为2.5‑3.0；南美

白对虾规格在20‑30尾/斤，成活率在50‑80％，亩产200‑400斤，饲料系数为0.6‑1.0，鱼虾叠

加后的饲料系数总体为1.3‑1.9，亩增效2000‑7000元。

[0020] 本发明针对目前东方鲀养殖的瓶颈问题，如暗纹东方鲀单一品种池塘养殖的饵料

系数偏高，特别是暗纹东方鲀在咬食饲料时散落的、大量的饲料碎片沉底腐烂、污染水质，

转变了暗纹东方鲀养殖方式，建立了低碳、低污染、高效的暗纹东方鲀生态立体种养模式建

立多物种、多营养层次的池塘生态系统，相对于现有技术的突出特点是：

[0021] 1)充分利用了暗纹东方鲀养殖池塘的水体空间，提高了池塘的水体利用率，降低

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0022] 2)利用虾类等底栖生物摄取沉底的饲料，改善了池塘水质及底泥环境和降低了饵

料系数，而暗纹东方鲀又可以反过来捕食养殖的病虾或死虾，可以控制对虾病毒病的暴发，

达到鱼虾等生态综合防病的效果；

[0023] 3)对虾在池底爬动，翻动底泥，改善池塘底质，给水体充足的养分，池塘水体栽种

水生植物以吸取系统中的营养盐，以减少水体富营养化，使池塘水质更加稳定；

[0024] 4)较低的养殖密度加快了南美白对虾的生长速度，提升了白对虾的上市规格和品

质，上市规格从35‑50尾/斤到20‑30尾/斤，由此价格也从20‑22元/斤提高到23‑26元/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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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经济效益；

[0025] 5)本发明，暗纹东方鲀平均成活率在80％以上，白对虾的单位产量在150斤以上，

降低总饵料系数5％以上，亩效益增收2000‑7000元；

[0026] 6)提高东方鲀养殖总体饲料利用率，降低总饵料系数，减少废水排放，提升水产养

殖能效，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另外，本发明操作简便，易于被人们接受和推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发明的暗纹东方鲀、南美白对虾、空心菜立体种养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1)池塘准备：选择池底平坦的江浙地区土池，池塘以池深2m、水位1.5m、面积2.5‑

5.0亩、长方形为佳，每个池塘配备1‑2个1.5kw的增氧机，进水口套60目筛绢网袋过滤，使用

前彻底清塘消毒，彻底清除野杂鱼和虾，加水至淹没池底浸泡，用50‑80斤/亩漂粉精溶化于

水后，上清液泼洒池塘进行消毒，泼洒时及泼洒后半小时内打开增氧机，然后关掉增氧机，

池塘水静止3‑4天，待池塘水清澈见底后，彻底排干消毒水，然后加新水到淹没池底，浸泡2

天后，排水、曝晒待用；

[0031] 2)暗纹东方鲀放养：选择在4月中旬放养暗纹东方鲀越冬鱼种，此时外塘水温已上

升到15‑18℃时，鱼种放养规格为80‑160g/尾，放养密度为800‑1000尾/亩，放养前一周进

水，进水后，每天中午开增氧机1‑2小时，放养时，提前开增氧机2小时，放养暗纹东方鲀鱼种

时，为彻底去除混杂在鱼种中的野杂鱼，需要每条鱼种点数进入池塘；

[0032] 3)南美白对虾苗放养：选择在5月中下旬放养南美白对虾已淡化的虾苗，此时池塘

水温范围在22‑26℃，虾苗放养规格0.8‑1.0cm，虾苗要求盐度淡化到2以下，虾苗放养密度

为1.1‑2.0万/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将放入池塘的虾苗先在池塘网围中暂养标粗1周，选择

用塑料膜在池塘边上形成一个不透水的网围，网围面积10‑20m2，水深0.8‑1.2m，放养前，把

网围内水体盐度用食盐或者盐卤提高到出池虾苗的原来盐度，网围中放养密度为0.8‑1.2

万/m2，网围内连续充气，每天用网围外的池塘水换网围内的水，每天换水约30％，一周后，

撤掉塑料膜网围，将标粗的虾苗顺流放入池塘中；

[0033] 4)空心菜栽种：选择在6月中旬栽种空心菜，采用悬绳的方法栽种空心菜，悬绳规

格为75股，直径为3.0mm，先在长方形池塘中平行于横向塘梗拉悬绳，悬绳两头系在池塘两

个纵向塘梗水面处的桩头上，离横向塘梗约3‑4m水面处拉第一根悬绳，然后每隔3m拉一根

悬绳，一般一个横向塘梗边拉3根悬绳，所以一般每个池塘拉悬绳6根；栽种空心菜时，拉到

把悬绳反向旋开，按每隔30cm的间距，将空心菜种直接插入悬绳中，由于空心菜的浮力，悬

绳漂浮在水面，栽种面积约是养殖面积的15‑30％；

[0034] 5)饵料投喂：暗纹东方鲀放养后，第二天开始，每天投喂粗蛋白含量为45％的鳗鱼

粉状饲料，以1:1的比例和水做成面团状，每天2次(8:00；14:00)，以投喂后1h摄食完为准；

南美白对虾放养入池塘1月后，开始投喂对虾颗粒饲料，每天2次(10:00；16:00)，以投喂后

半小时摄食完为准。

[0035] 6)日常管理：暗纹东方鲀放养后，及时开启增氧机，4‑6月份晴天中午开机1h，晚上

开机8‑10h，7‑9月份晚上开机10‑12h，10‑12月晴天中午开机1h，晚上开机10‑12h，天气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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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增加开机时间；每半个月换水1次，每次换水量1/3；空心菜割茬，空心菜长势太快，会过多

遮盖池塘，一般悬绳上的空心菜外延生长超过1m，就需要割茬；同时，有嫩叶嫩芽可以采摘

上市；

[0036] 7)生长监测：暗纹东方鲀生长监测每月1次，随机测量体长和体重，为防止虾进入

网中，用网目规格为3.5cm×3.5cm的拉网拉池塘一个角，每个池塘随机抽样30尾鱼；虾的生

长监测每两周1次，用地笼和料台结合捕获，每次每个池塘抽样30尾；

[0037] 8)收获起捕：8月底‑9月初，南美白对虾规格在17g/尾以上，开始用地笼网捕捞南

美白对虾，为了防止暗纹东方鲀钻入地笼，地笼的每个入口用网目规格为3.5cm×3.5cm的

网罩住，地笼捕捞时，塘内地笼放置时长比常规增加半小时，隔天捕捞，一般捕捞7‑10次后，

90％以上的虾可以捕捞上来；10月初，暗纹东方鲀规格300‑450g/尾，开始捕捞暗纹东方鲀，

用地拖拉网，网目规格为3.5cm×3.5cm，拉网前，牵引栽种空心菜的悬绳，把空心菜拉到塘

边，10月中旬清塘捕捞白对虾。

[0038] 收获时，暗纹东方鲀成活率90％以上，亩产400‑700斤，饲料系数为2.5‑3.0；南美

白对虾规格在20‑30尾/斤，成活率在50‑80％，亩产200‑400斤，饲料系数为0.6‑1.0，鱼虾叠

加后的饲料系数总体为1.3‑1.9，亩增效2000‑7000元。

[0039] 实施例2：

[0040] 采用本发明的上述方法，2019年，在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奉贤科研基地开展东方鲀、

南美白对虾、空心菜的立体种养模式三个试验池塘(编号为2#东、2#西、4#中)与单养东方鲀

三个对照池塘(编号为4#东、4#西、2#中)进行对比养殖试验，并各设三个平行组，面积均各为

2.5亩，4月25日，放养暗纹东方鲀(平均规格：154.61g/尾)，立体种养试验池塘放养2000尾/

池，放养密度为800/亩，单养对照池塘放养2500尾/池，放养密度为1000尾/亩；5月21日，立

体种养试验池塘中，每个池塘放养南美白对虾虾苗2.9万尾，虾苗放养规格0.8‑1.0cm，虾苗

要求盐度淡化到2以下，虾苗放养密度为1.16万/亩。经4个多月的养殖，立体种养模式获得

良好的养殖效果：东方鲀的亩产为228 .4kg/亩，平均规格为293 .30g/尾，平均存活率

97.38％，饲料系数为2.83，白对虾的单位产量203.8kg/亩，规格为22.48g/尾和44.5尾/kg，

平均存活率78.17％，饲料系数为0.68，鱼虾叠加后的饲料系数总体为1.39；对照组东方鲀

单养模式：东方鲀的平均规格为297.53g/尾，平均存活率94.60％，亩产为270.38kg/亩，饲

料系数为2.91。效益测算：鱼种按7元/尾计、淡化虾苗按350元/万尾、鱼料10.5元/kg、虾料

9.3元/kg，鱼的售价按实际均价53元/kg、混养虾的售价为51元/kg，为了便于比较，投入仅

计入苗种、饲料、电费而没有包含人工等费用(电费按平均500元/亩计)，而空心菜并未收割

销售，所以理论上还可加上菜的收益。试验组在养殖尾水排放减少11.1％的前提下，每亩增

效6845元(表1)。

[0041] 表1奉贤基地两种模式下投入产出比较(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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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实施例3：

[0044] 采用上述方法，2019年，在上海市水产研究所青浦科研基地开展东方鲀、南美白对

虾、空心菜的立体种养模式，与单养东方鲀、单养南美白对虾三个模式进行对比养殖试验，

并各设两个平行组。4月24日，放养暗纹东方鲀(平均规格：160g/尾)，立体种养试验池塘放

养密度为800/亩，单养东方鲀池塘放养密度为1000尾/亩；5月27日，立体种养试验池塘中，

每个池塘放养南美白对虾虾苗，虾苗放养规格0.8‑1.0cm，虾苗要求盐度淡化到2以下，虾苗

放养密度为1 .2万/亩。经4个多月的养殖，鱼的生长均达到预期目标：东方鲀的亩产为

242.65kg/亩，平均规格为321.1g/尾，平均存活率93.3％，饲料系数为2.74，白对虾的单位

产量114.65kg/亩，规格为17.54g/尾和57尾/kg，平均存活率51.55％，饲料系数为0.95，鱼

虾叠加后的饲料系数总体为1.86；对照组东方鲀单养模式：东方鲀的平均规格为329.55g/

尾，平均存活率94.25％，亩产为310.3kg/亩，饲料系数为2.4。效益测算：鱼种按7元/尾计、

淡化虾苗按350元/万尾、鱼料10.5元/kg、虾料9.3元/kg，鱼的售价按实际均价59元/kg、混

养虾的售价为46元/kg，为了便于比较，投入仅计入苗种、饲料、电费而没有包含人工等费用

(电费按平均500元/亩计)，而空心菜并未收割销售，所以理论上还可加上菜的收益。试验组

在养殖尾水排放减少11.1％的前提下，每亩增效2085元左右(表2)。

[0045] 表2青浦基地两种模式下投入产出比较(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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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以上已对本发明创造的较佳实施例进行了具体说明，但本发明创造并不限于所述

实施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创造精神的前提下还可做出种种的等同的

变型或替换，这些等同的变型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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