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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该

养殖系统为包括外筒和内筒的双层套筒式结构，

且内筒上沿低于外筒上沿；外筒由圆柱形筒体和

倒锥形筒底密封连接而成，倒锥形筒底外侧固定

连接若干均匀分布的支架，底部设有排水口与带

有阀门的排水管连通，且外筒的圆柱形筒体底部

设有纳米曝气管和环形导水圈，纳米曝气管位于

环形导水圈上沿，通过硬质PVC管与外筒外的气

泵连接；内筒由圆柱形筒体和不锈钢筛网密封连

接而成，不锈钢筛网高于环形导水圈上沿，其内

侧设置有若干均匀分布的人工水草、外侧设有内

筒支撑腿。通过该养殖系统内持续曝气并控制养

殖水体的温度和pH进行米虾养殖，同时添加光合

细菌调节水质，可以实现高密度集约化米虾养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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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该养殖系统为包括外筒和内筒的双层套筒式结

构，且所述内筒上沿低于所述外筒上沿；其中：

所述外筒由圆柱形筒体和倒锥形筒底密封连接而成，所述倒锥形筒底外侧固定连接若

干均匀分布的支架，底部设有排水口与带有阀门的排水管连通；所述外筒的圆柱形筒体底

部设有纳米曝气管和环形导水圈，所述纳米曝气管位于所述环形导水圈上沿，通过硬质PVC

管与所述外筒外的气泵连接；

所述内筒由圆柱形筒体和不锈钢筛网密封连接而成，所述不锈钢筛网高于所述环形导

水圈上沿，其内侧设置有若干均匀分布的人工水草，外侧设有若干内筒支撑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筒和内筒的内径差

3‑5cm，且均为亚克力材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导水圈的宽度为

5cm，与所述外筒的圆柱形筒体侧壁夹角为105°‑13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曝气管环绕所述

外筒的圆柱形筒体内壁一圈且与其紧密贴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硬质PVC管一端沿所

述外筒的圆柱形筒体内壁与所述纳米曝气管连接，一端与所述气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筒上沿低于所述外

筒上沿10‑15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不锈钢筛网的网目大

小为2mm，高于所述环形导水圈上沿2‑3c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工水草为周向分布

的毛刷状仿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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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产养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米虾通常是指甲壳纲十足目匙指虾科的动物，常见的有米虾属(Caridina)和新米

虾属(Neocaridina)，其中米虾属至今记载的约240个种，中国目前有记载的在84个种(亚

种)以上，新米虾属有25个种(亚种)，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广泛分布于亚洲淡水水域，

其形态和体色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米虾成虾体长在2‑3cm，能够耐受较大范围的pH

(6.5‑8.0)和温度(4‑30℃)变化，最适生长温度为20‑25℃。幼虾经过3‑6个月达到性成熟，

雌虾在12‑30℃均能抱卵，孵化时间在14‑50天左右，雌虾抱卵的数目一般为20‑50粒，与其

体形大小呈正相关。米虾食性为杂食性，在自然界主要以有机碎屑、附生菌藻为食，人养殖

的环境中能够积极摄食各种鱼虾饲料，性情温和，同种之间几乎不发生争斗，也不存在自相

残杀。

[0003] 米虾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质和各种矿物质，成虾体型较小，能作为很

多水产养殖动物幼体的天然饵料，特别是刀鱼幼鱼阶段的重要活饵料。如何实现米虾大规

模高密度养殖是实现米虾作为优质生物饵料来源的重要前提。但是，目前米虾的产量较低，

有关米虾的高密度养殖技术未见报道。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可以实现米虾的集约化规

模化养殖，提高单位水体米虾的产量，满足米虾作为优质生物饵料的来源。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为包括外筒和内筒的双层套筒式结构，且所述内筒上沿低

于所述外筒上沿；其中：

[0007] 所述外筒由圆柱形筒体和倒锥形筒底密封连接而成，所述倒锥形筒底外侧固定连

接若干均匀分布的支架，底部设有排水口与带有阀门的排水管连通；所述外筒的圆柱形筒

体底部设有纳米曝气管和环形导水圈，所述纳米曝气管位于所述环形导水圈上沿，通过硬

质PVC管与所述外筒外的气泵连接；

[0008] 所述内筒由圆柱形筒体和不锈钢筛网密封连接而成，所述不锈钢筛网高于所述环

形导水圈上沿，其内侧设置有若干均匀分布的人工水草，外侧设有若干内筒支撑腿。

[000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外筒和内筒均为亚克力材质，且内径之差为

3‑5cm。

[001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环形导水圈的宽度为5cm，与所述外筒的圆柱

形筒体侧壁夹角为105°‑135°。

[0011]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纳米曝气管环绕所述外筒的圆柱形筒体内壁

一圈且与其紧密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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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硬质PVC管一端沿所述外筒的圆柱形筒体内

壁与所述纳米曝气管连接，一端与所述气泵连接。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内筒上沿低于所述外筒上沿10‑15cm。

[001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不锈钢筛网的网目大小为2mm，高于所述环形

导水圈上沿2‑3cm。

[001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人工水草为周向分布的毛刷状仿生草。该人

工水草疏松不重叠分布便于米虾攀附，同时不影响其爬行和游动。

[0016] 所述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进行米虾养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1)向所述内筒中注入养殖水体至其上沿下方1cm处，其内接种米虾；

[0018] (2)接通所述气泵向所述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内持续曝气，并控制养殖水体的温

度和pH；

[0019] (3)每日投喂粉状米虾饲料和定时排污一次进行米虾养殖，同时添加光合细菌调

节水质。

[0020] 步骤(1)中，所述米虾的接种密度为2‑10ind/L。

[0021] 步骤(2)中，曝气量为2‑5L/min，养殖水体的温度为20‑26℃、pH为6.8‑7.5。

[0022] 步骤(3)中，所述粉状米虾饲料为经超微粉碎后过200目筛的淡水虾饲料按质量比

5：1与小球藻粉混合得到的混合物，日投喂量为所述米虾体重的5％‑10％，所述光合细菌的

添加浓度为30‑200mL/m3养殖水体/天。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4] (1)本实用新型采用双层套筒式养殖系统，可以实现米虾粪便和残饵的高效排出，

同时在内外筒夹层的纳米曝气管增氧和环形导水圈的双重作用下，养殖水体在内筒内外形

成循环的同时可保持内筒内水流平缓，米虾及幼体保留在养殖内筒内，残饵和粪便随缓慢

水流及重力作用及时排出，实现高密度米虾养殖。

[0025] (2)本实用新型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充分利用米虾喜欢攀附于水草、喜欢静水

或水流缓慢、摄食粘附于水草上有机碎屑等生活习性，结构设计巧妙，且具有节能、节水、操

作方便等优点，可用于米虾集约化养殖。

[0026]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

明，以充分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附图说明

[0027] 附图作为本申请的一部分，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的理解，本实用新型

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但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不当限定。显然，

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付出创造性劳

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附图。在附图中：

[0028] 图1是一较佳实施例中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一较佳实施例中外筒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一较佳实施例中内筒的结构示意图。

[0031] 附图标记如下：

[0032] 1外筒、2内筒、3支架、4排水管、5阀门、6内筒支撑腿、7不锈钢筛网、8纳米曝气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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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导水圈、10气泵、11人工水草、12硬质PVC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实用新型，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实用新型。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调整和改进。这些

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34] 如图1至3示例性地描述本实用新型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包括外筒1和内筒2的

双层套筒式结构；其中，外筒1由圆柱形筒体和倒锥形筒底密封连接而成，倒锥形筒底外侧

固定连接有若干均匀分布的支架3，底部设有排水口与带有阀门5的排水管4连通；外筒1的

圆柱形筒体底部设置有纳米曝气管8和环形导水圈9，且纳米曝气管8位于环形导水圈9上

沿，通过硬质PVC管12与外筒1外的气泵10连接；

[0035] 内筒2由圆柱形筒体和不锈钢筛网7密封连接而成，且不锈钢筛网7内侧设置有若

干均匀分布的人工水草11、外侧设有若干内筒支撑腿6；

[0036] 内筒2上沿低于外筒1上沿，不锈钢筛网7高于环形导水圈9上沿。

[0037] 一些实施例，外筒1和内筒2均为亚克力材质，内径之差为3‑5cm。

[0038] 一些实施例，环形导水圈9的宽度为5cm，与外筒1的圆柱形筒体侧壁的夹角为

105°‑135°。

[0039] 一实施例，纳米曝气管8环绕外筒1的圆柱形筒体内壁一圈且与其紧密贴合。

[0040] 一实施例，硬质PVC管12一端沿外筒1的圆柱形筒体内壁与纳米曝气管8连接，一端

与所述气泵连接。

[0041] 一些实施例，内筒2上沿低于外筒1上沿10‑15cm，不锈钢筛网7高于环形导水圈9上

沿2‑3cm。

[0042] 一些实施例，不锈钢筛网7的网目大小为2mm。

[0043] 一些实施例，人工水草11为周向分布的毛刷状仿生草，其疏松不重叠分布便于米

虾攀附，同时不影响其爬行和游动。

[0044] 2020年7月3日‑11月15日，在上海海洋大学生物饵料实验室开展米虾高密度养殖，

依据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开展米虾高密度培养，方法如下：采用由亚克

力材质的外筒和养殖内筒组成的双层套筒式培养系统，外筒的主体为高100cm、直径60cm的

圆柱体，底部为倒锥形体，倒锥形筒底安装有支架并接有带止水阀门的排水口，圆柱形筒壁

与倒锥形筒底的结合部位安装有宽度为5cm、与垂直筒壁呈120°的环形导水圈，环形导水圈

上方沿外筒内壁盘绕一圈纳米曝气管，纳米曝气管通过硬质PVC管沿外筒内壁从培养系统

顶部连接外部气泵。养殖内筒为圆柱形，其圆柱形高度为90cm、直径为50cm，养殖内筒底端

不密封安装有一层网目大小为2mm的不锈钢筛网，养殖内筒下缘安装有三个支撑腿使其能

立于外筒底部，且养殖内筒底部的不锈钢筛网水平高度略高于环形导水圈下沿，养殖内筒

上沿比外筒上沿低10‑15cm，在养殖内筒内安置密集的人工水草，其毛刷状垂直均匀悬挂于

内筒中保持疏松不重叠，以便米虾攀附又不影响其爬行和游动。

[0045] 向上述培养系统注养殖水体至养殖内筒上沿下1cm处，并在养殖内筒中接种全长

1.5‑2.5cm的性成熟米虾100尾，其中抱卵母虾80尾，雄虾20尾，接通气泵连续曝气，水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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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24±1℃，pH控制在6.8‑7.5，调解气泵在纳米曝气管持续曝气形成的气提水作用下，养

殖水体在养殖内筒内外形成循环的同时保持内筒水流的平缓。然后，每日投喂粉状米虾饲

料，每日筒底排污一次，添加光合细菌调节水质，及时补充新水到原水位。其中，不锈钢筛网

可将米虾及幼体保留在养殖内筒中，而残饵和粪便能随缓慢水流及重力作用及时排出。粉

状饲料为经超微粉碎后过200目筛的淡水虾饲料与小球藻粉按5:1混合的混合物，日投喂量

为养殖米虾体重的5％左右，光合细菌的添加浓度为30mL/m3养殖水体一天。

[0046] 经过135天的养殖，100尾性成熟米虾在直径60cm的养殖系统中不断繁殖生长，至

结束时收集统计，共获得体长0.5‑2.5cm米虾的重量1515g，经测量，单个个体最大重量为

85mg，单个个体最小重量为21mg，按平均单个米虾重量为50mg，估算共收货米虾30300尾左

右，折算成单位水体养殖内筒有效体积的产量，养殖结束时米虾的密度为152尾/L，生物量

为7.6g/L。

[0047] 本实用新型的米虾高密度养殖系统可以实现米虾粪便和残饵的高效排出，同时在

内外筒夹层中纳米曝气管增氧和环形导水圈的作用下，在内外筒夹层中形成含丰富溶解氧

的养殖用水在气提作用下溢入内筒，形成内筒中富氧水体的持续交换循环。另外，本实用新

型的养殖方法符合米虾喜欢攀附于水草、喜欢静水或水流缓慢、摄食粘附的有机碎屑等生

活习性，可以实现高密度养殖，且具有节能、节水、操作方便等优点，可用于米虾集约化养

殖。

[0048] 以上通过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

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范围所作的均等变

化与改进等，均应仍归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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