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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容器和水体消毒，所用

容器的载水量为0.1～0.5吨的小水体；S2.选取

健康无病害的虾苗；S3.标粗养殖：养殖周期为20

～30天，前8天饲养过程不换水，每隔一天向容器

中泼洒EM菌，在8天后每天进行换水，换水后泼洒

EM菌；前8天进行部分遮光处理，8天以后在自然

光下养殖；养殖过程中，每天按规定时间点进行

12次投喂，每次投喂间隔90～120分钟；在标粗养

殖结束前的3～5天，每天泼洒维生素C溶液对虾

苗进行强化处理。通过这种标粗方法饲养的虾苗

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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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 容器和水体消毒，所用容器的载水量为0.1～0.5吨的小水体；

S2.  选取健康无病害的虾苗；

S3.  标粗养殖：养殖周期为20～30天，前8天饲养过程不换水，每隔一天向容器中泼洒

EM菌，在8天后每天进行换水，换水后泼洒EM菌；前8天进行部分遮光处理，8天以后在自然光

下养殖；养殖过程中，每天定点进行12次投喂，每次投喂间隔90～120分钟；在标粗养殖结束

前的3～5天，每天泼洒维生素C溶液对虾苗进行强化处理；

其中，投喂的饲料包含鱼粉52wt.%、蛋白水解物20wt.%、磷虾粉3wt.%、啤酒酵母3wt.%、

a-淀粉8.15～8.75wt.%、卵磷脂2wt.%、复合维生素1wt.%、复合矿物盐1wt.%、维生素C磷酸

酯0.65wt.%、蛋氨酸1wt.%、色氨酸0.5wt.%、赖氨酸1wt.%、氯化胆碱1wt.%、褐藻酸钠3wt.%、

磷酸二氢钙3wt.%。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所

述容器底部中心设有排水口，排水口上设有1根气石。

3.根据权利  要求1所述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

虾苗选取后，将待放养虾苗置于含有维生素C的溶液中浸泡5～15分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3中，养殖8天后到强化处理前的换水量为总水量的四分之一，强化处理阶段的换水量为

总水量的三分之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3中，泼洒的EM菌浓度为50～100pp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3中，虾苗强化处理，泼洒维生素C溶液的浓度为0.5～1g/m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S3中，每天7:00定时开始投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投

喂的饲料还包括0.2～0.6  wt.%的柠檬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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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品养殖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

水体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南美白对虾被引进我国，由于生长快，抗病力强而深受养虾者

欢迎，目前是我国重要的海水及咸淡水养殖虾类，养殖范围普及全国且主要分布在南方沿

海地区，由于它生长速度快、饲料效率高和经济效益大而成为广大农户增产增收的主要经

济来源，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所有虾类在生长初期都要经历变态阶段才能进行养殖，对于

目前的养殖情况而言，直接将从受精卵变态成仔虾的过程与池塘养殖直接对接的方式是不

可行的，因为在仔虾时虾苗还处于十分弱小的阶段，此时将仔虾直接放入自然池塘环境养

殖将会造成极大的虾苗损耗，养殖成活率降低，养殖成本升高等，因此连接两个阶段的标粗

期便非常重要。

[0003] 目前标粗阶段存在的问题包括：一是病害严重，目前整体养殖水环境的不断恶劣

致使标粗阶段虾苗很容易受病害的影响，尤其是海水中的弧菌对虾苗的危害最大；二是水

质难以调节，目前的标粗养殖密度很大，一般可达到3万尾每吨水体，且很多养殖场在整个

养殖周期均不进行换水，使得水质很容易因为饵料的投喂不准确造成氨氮亚硝酸等不良水

质因子的超标，造成标虾苗成活率低。另一方面，标粗阶段虾苗生长速度缓慢。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南美对虾标粗阶段成活率低，生长速度缓慢

的问题，提供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养殖方法。

[0005]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高效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 容器和水体消毒，所用容器的载水量为0.1～0.5吨；

[0008] S2.  选取健康无病害的虾苗；

[0009] S3.  标粗养殖：养殖周期为20～30天，前8天饲养过程不换水，每隔一天向容器中

泼洒EM菌，在8天后每天进行换水，换水后泼洒EM菌；前8天进行部分遮光处理，8天以后在自

然光下养殖；养殖过程中，每天定点进行12次投喂，每次投喂间隔90～120分钟；在标粗养殖

结束前的3～5天，每天泼洒维生素C溶液对虾苗进行强化处理。

[0010] 采用载水量为0.1～0.5吨的小水体进行南美白对虾的标粗，通过缩小水体降低密

度可以大大提高仔虾标粗阶段的成活率，降低发病的概率，降低因疾病造成的大规模大批

量仔虾死亡的风险。同时小水体养殖更易控制投喂的量，不容易投料过多或过少造成水体

污染，有利于提高饲料利用率，降低氨氮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在饲养的前8天，由于仔虾还

很脆弱饲养环境不能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前8天的饲养是不换水的。并且在这8天内每隔一

天向容器中泼洒EM菌，可以进一步抑制有害病菌的滋生。8天后仔虾长到一定的程度，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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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换水并往容器中泼洒EM菌，可以保持饲养水体氨氮含量在较低的水平，也可以保证水

体不产生有害病菌。仔虾在标粗阶段就不会受到病菌的感染，成活率升高。强化过程，每天

泼洒维生素C溶液，可以进一步增强虾苗的抵抗病菌能力，保证成活率。将一般养殖模式中

的每天投喂次数由6次改为12次，观察到虾苗在进食1.5～2小时后再次进入摄食高峰期，间

隔1.5～2小时投喂使得饲料转化及沉积率大大提高。在虾苗每次进入摄食高峰期时进行投

喂，虾苗对饲料的利用率更高，生长速度更快。

[0011] 优选地，所述步骤S1中，容器底部中心设有排水口，排水口上设有1根气石。

[0012] 在养殖系统上，本发明将实际生产试验中最常使用的载水量3吨的圆形纤维玻璃

桶改为载水量为0.1～0.5吨的圆形玻璃纤维桶，将生产中圆形桶的侧面排水口改为底部中

心排水，将生产中桶内气石由8根变为1根，准确置于底部中心。

[0013] 底部中心设排水孔及排水管，排水管设有开关一个，用于调节排水速度。在排水孔

处设计一种将栓子和筛网结合的一种水栓，用于在排水时过滤走水中杂质、残饵、粪便等而

保证虾苗不被排走。

[0014] 优选地，步骤S3中饲养密度为3500～4500尾虾苗每立方米水体。

[0015] 在选苗过程中，本发明选取由糠虾期变为仔虾期后5天的仔虾进行标粗，以肉眼观

察，选取外观活动力强，将其置于小白碗中用嘴吹气，能逆水波游动的虾苗，同时观察虾苗

的肠道及肝脏，以肠道饱满有完整肠线，肝脏呈黑色为优，虾苗的大小规格越统一越好。在

肉眼观察基础上从虾苗中选择至少10尾进行显微镜下镜检，镜检指标包括寄生虫，肌肉损

伤，附肢整洁等。同时选择10尾仔虾进行全虾弧菌测定。

[0016] 选苗过程中弧菌测定的方法为，取5尾虾苗，分别放入已加有1ml生理盐水的匀浆

器中匀浆至均匀，从每个匀浆器中取出0.1ml涂布于TCBS选择培养皿上，每尾虾的匀浆液做

三个重复。将所有培养皿置于恒温培养箱中28℃培养24h，观察弧菌生长情况，最终以培养

皿上黄菌数量＜1000个，绿菌数量＜10个为优质虾苗，若菌数过大，则不应选用该批仔虾进

行标粗。

[0017] 优选地，所述虾苗选取后，在虾苗投入到养殖容器中之前，将待放养虾苗置于含有

维生素C的溶液中浸泡5～15分钟，维生素C溶液浸入到虾苗体内可以进一步增加虾苗的抵

抗病菌的能力，保证虾苗的成活率。

[0018] 优选地，所述步骤S3中，养殖过程中8天后到强化阶段前的换水量为总水量的四分

之一，最后强化阶段的换水量为总水量的三分之一。随着虾苗的生长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

力也越强，增大换水量，可以保证饲养水质。

[0019] 优选地，所述步骤S3中，泼洒的EM菌浓度为50～100  ppm。

[0020] 优选地，所述步骤S3中，虾苗强化处理，泼洒维生素C溶液的浓度为0.5～1  g/m³。

[0021] 优选地，所述步骤S3中，每天定时7:00开始投喂。早上7点是虾苗经过一夜后摄食

量最大的时候，这时候开始投喂，可以促进虾苗的生长。

[0022] 更优选地，标粗阶段的养殖时间为7:00；8:30；10:00；11:30；13:00；14:30；16:00；

17:30；19:00；20:30；22:00；23:30。

[0023] 优选地，所述步骤S3中，投喂的饲料的原料包括：蛋白源原料69.75～79.47wt.%，

脂肪源原料4～7wt.%，糖源原料5wt.%，饲料黏合剂3wt.%，抗氧化剂0.3～1.2wt.%，诱食剂

1.6wt.%，复合维生素1wt.%，复合矿物盐1～4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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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优选地，所述饲料的配方包含所述投喂的饲料包含鱼粉52wt .%、蛋白水解物

20wt.%、磷虾粉3wt.%、啤酒酵母3wt.%、a-淀粉8.15～8.75wt.%、卵磷脂2wt.%、复合维生素

1wt.%、复合矿物盐1wt.%、维生素C磷酸酯0.65wt.%、蛋氨酸1wt.%、色氨酸0.5wt.%、赖氨酸

1wt.%、氯化胆碱1wt.%、褐藻酸钠3wt.%、磷酸二氢钙3wt.%。

[0025] 优选地，所述投喂饲料还包括0.2～0.6  wt.%的柠檬酸。在饲料中添加柠檬酸，柠

檬酸改变虾体肠道的pH而抑制弧菌在肠道附生，从而可以提高虾苗的抗病菌能力。

[0026] 一般在养殖开始时，投喂的饲料使用40目筛网，在10天后转成30目，在16天后转为

20目，养殖结束前的3～5天可以直接投喂1.2mm饲料。

[0027] 标粗养殖结束后，还要对虾苗进行弧菌测定，方法为取15尾仔虾，以5尾尾一个单

位取出其肝脏，放入已加有1ml生理盐水的匀浆器中匀浆至均匀，在离心管中将匀浆液稀释

1000倍后从每个离心管中取出0.1ml涂布于TCBS选择培养皿上，每尾虾的匀浆稀释液做三

个重复。将所有培养皿置于恒温培养箱中28℃培养24h，观察弧菌生长情况，最终以培养皿

上黄菌数量＜1000个，绿菌数量＜10个为优质虾苗，若菌数过大，则不应选用该批仔虾进行

后期的池塘养殖。

[0028] 标粗养殖结束后，还要对虾苗进行盐度应激，方法为取出30尾仔虾放入小桶中，将

桶中海水盐度由35‰用淡水稀释至6‰，连续观察6h，以最终成活率在50%以上为合格仔虾，

可进入下一阶段的池塘养殖。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30] 本发明采用载水量为0.1～0.5吨的小水体进行南美对虾的标粗阶段养殖，通过缩

小水体养殖可以大大提高仔虾标粗阶段的成活率，降低发病的概率，降低因疾病造成的大

规模大批量仔虾死亡的风险。同时小水体养殖更易控制投喂的量，不容易投料过多或过少

造成水体污染，有利于提高饲料利用率，降低氨氮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在饲养的前8天，由

于仔虾还很脆弱饲养环境不能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前8天的饲养是不换水的。并且在这8天

内每隔一天向容器中泼洒EM菌，可以进一步抑制有害病菌的滋生。8天后仔虾长到一定的程

度，每天进行换水并往容器中泼洒EM菌，可以保持饲养水体氨氮含量在较低的水平，也可以

保证水体不产生有害病菌。仔虾在标粗阶段就不会受到病菌的感染，成活率升高。强化过

程，每天泼洒维生素C溶液，可以进一步增强虾苗的抵抗病菌能力，保证成活率。将一般养殖

模式中的每天投喂次数由6次改为12次，观察到虾苗在进食1.5～2小时后再次进入摄食高

峰期，间隔1.5～2小时投喂使得饲料转化及沉积率大大提高。在虾苗每次进入摄食高峰期

时进行投喂，虾苗对饲料的利用率更高，生长速度更快。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限制本发明的范围。下述实施例中

所使用的试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所使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为

可从商业途径得到的试剂和材料。

[0032] 各实施例所述的增重率、特定增长率和成活率分别按以下公式计算：

[0033] 增重率（%）＝100×（末重－初重）/初重；

[0034] 成活率（%）＝（实验结束时的条数/实验开始时的条数）×100%。

[0035] 表1 各实施例饲料配方及营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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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实施例1

[0038] 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高效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S1 .  容器和水体消毒：在放入虾苗之前，先对容量为0.2吨的缸体和水体进行消

毒，缸体先采用草酸浸泡刷洗，冲洗净后注入新鲜海水，使用强氯精进行消毒，在静置2天后

使用余氯试剂盒检测水体余氯含量，并通过硫代硫酸钠（大苏打）调节至安全浓度。

说　明　书 4/7 页

6

CN 106614186 B

6



[0040] S2.  选取健康无病害的虾苗：在选苗过程中，我们选取由糠虾期变为仔虾期后5天

的仔虾进行标粗，以肉眼观察，选取外观活动力强，将其置于小白碗中用嘴吹气，能逆水波

游动的虾苗，同时观察虾苗的肠道及肝脏，以肠道饱满有完整肠线，肝脏呈黑色为优，虾苗

的大小规格越统一越好。在肉眼观察基础上从虾苗中选择至少10尾进行显微镜下镜检，镜

检指标包括寄生虫，肌肉损伤，附肢整洁等。同时选择10尾仔虾进行全虾弧菌测定。在虾苗

放苗前，将待放虾苗置于含有维C的小桶中浸泡15分钟后转入标粗养殖系统中。

[0041] S3 .  标粗养殖：养殖周期为25天，养殖前8天不进行换水，在9～21天每天进行换

水，换水量为总水量的1/4，养殖第22～25天的强化处理阶段换水量为总水量的1/3。同时整

个养殖周期中前8天每隔一天向系统中泼洒浓度为50  ppm  EM菌，8天之后在每次换水结束

后及时泼洒浓度为50  ppm  EM菌。环境管理方面，将养殖系统置于相同的光照条件下，在前8

天对系统进行部分遮光处理，在8天后可进行正常的自然光养殖。投喂管理方面，将制作得

的饲料进行破碎后利用筛网分级进行投喂，每天进行12次投喂，时间为7:00；8:30；10:00；

11:30；13:00；14:30；16:00；17:30；19:00；20:30；22:00；23:30。后期强化方面，在养殖结束

后期，即养殖第22～25天，对虾苗进行强化处理，每天泼洒浓度0.5g/m³维C溶液。标粗阶段

投喂的饲料见表1中的配方1的饲料，投喂管理时，将制备好的粒径1.2mm的饲料用研磨机研

磨后，用筛网进行分级，养殖1～5天内投喂40目筛网筛下物（200～400um），6-10天投喂40目

筛上物（400um），11～15天投喂30目筛上物（600um），16～20天投喂20目筛上物（800um），21

～25天投喂1.2mm饲料。同时做对照处理，对照处理是使用传统的标粗养殖方法+传统商业

微颗粒饲料喂养进行标粗养殖。

[0042] 在初始体重（初始体重2.3mg）相同的情况下，本发明所采用的养殖模式与一般传

统养殖场的养殖模式（对照）相比，终末体重提高了38%（本发明模式养殖得到仔虾平均末体

重为0.207g，商业微颗粒饲料喂养的末体重为0.15g），增重率（WG）提高了21.7%（本发明饲

料喂养的WG是9003.90，商业饲料喂养的WG是7400），成活率提高55.7%（本发明饲料喂养的

成活率为93.4%，商业微颗粒饲料喂养的成活率为60%）。

[0043] 在养殖中期，连续七天测定传统养殖模式下和小水体养殖模式下水中氨氮及亚硝

酸盐的浓度。通过对比发现，传统模式下氨氮一般浓度在0.3～0.55mg/L的范围，而小水体

模式下氨氮浓度在0.1～0.28mg/L之间，后者明显低于前者。同时传统模式下亚硝酸盐浓度

在0.17～0.28mg/L,小水体模式下亚硝酸盐浓度在0.01～0.04mg/L范围内，可见相对于传

统模式，小水体模式在氨氮，亚硝酸盐的控制上有极大的优越性，水质指标的优越也进一步

解释了存活率升高的原因。

[0044] 实施例2

[0045] 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高效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养殖方法同

实施例1，养殖使用的饲料为表1中配方2的饲料。同时设立同实施例1相同的对照组。

[0046] 在初始体重（初始体重2.3mg）相同的情况下，本发明所采用的养殖模式与一般传

统养殖场的养殖模式（对照）相比，增重率提高了23.3%，成活率提高了49%（本发明饲料喂养

的WG是9125.5，商业饲料喂养的WG是7400；本发明饲料喂养的成活率为89.4%，商业微颗粒

饲料喂养的成活率为60%）。

[0047] 在养殖中期，连续七天测定传统养殖模式下和小水体养殖模式下水中氨氮及亚硝

酸盐的浓度。通过对比发现，传统模式下氨氮一般浓度在0.3～0.55mg/L的范围，而小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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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氨氮浓度在0.1～0.28mg/L之间，后者明显低于前者。同时传统模式下亚硝酸盐浓度

在0.17～0.28mg/L,小水体模式下亚硝酸盐浓度在0.01～0.04mg/L范围内，可见相对于传

统模式，小水体模式在氨氮，亚硝酸盐的控制上有极大的优越性，水质指标的优越也进一步

解释了存活率升高的原因。

[0048] 实施例3

[0049] 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高效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养殖方法同

实施例1，养殖使用的饲料为表1中配方3的饲料。同时设立同实施例1相同的对照组。

[0050] 在初始体重（初始体重2.3mg）相同的情况下，本发明所采用的养殖模式与一般传

统养殖场的养殖模式（对照）相比，增重率提高了25.9%，成活率提高了48.25%(本发明饲料

喂养的WG是9318.2，商业饲料喂养的WG是7400；本发明饲料喂养的成活率为88.95%，商业微

颗粒饲料喂养的成活率为60%)。

[0051] 在养殖中期，连续七天测定传统养殖模式下和小水体养殖模式下水中氨氮及亚硝

酸盐的浓度。通过对比发现，传统模式下氨氮一般浓度在0.3～0.55mg/L的范围，而小水体

模式下氨氮浓度在0.1～0.28mg/L之间，后者明显低于前者。同时传统模式下亚硝酸盐浓度

在0.17～0.28mg/L,小水体模式下亚硝酸盐浓度在0.01～0.04mg/L范围内，可见相对于传

统模式，小水体模式在氨氮，亚硝酸盐的控制上有极大的优越性，水质指标的优越也进一步

解释了存活率升高的原因。

[0052] 实施例4

[0053] 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高效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养殖方法同

实施例1，养殖使用的饲料为表1中配方4的饲料。同时设立同实施例1相同的对照组。

[0054] 在初始体重（初始体重2.3mg）相同的情况下，本发明所采用的养殖模式与一般传

统养殖场的养殖模式（对照）相比，增重率提高了10.6%，成活率提高了37.9%(本发明饲料喂

养的WG是8183.0，商业饲料喂养的WG是7400；本发明饲料喂养的成活率为82.75%，商业微颗

粒饲料喂养的成活率为60%)。

[0055] 在养殖中期，连续七天测定传统养殖模式下和小水体养殖模式下水中氨氮及亚硝

酸盐的浓度。通过对比发现，传统模式下氨氮一般浓度在0.3～0.55mg/L的范围，而小水体

模式下氨氮浓度在0.1～0.28mg/L之间，后者明显低于前者。同时传统模式下亚硝酸盐浓度

在0.17～0.28mg/L,小水体模式下亚硝酸盐浓度在0.01～0.04mg/L范围内，可见相对于传

统模式，小水体模式在氨氮，亚硝酸盐的控制上有极大的优越性，水质指标的优越也进一步

解释了存活率升高的原因。

[0056] 由实施例1～4的结果可知，与传统养殖模式进行对比，本发明的小水体室内养殖

在增重率与成活率方面显著提高，同时在相同养殖模式下，在饲料中添加0.4%柠檬酸可以

显著提高仔虾的增重率且对成活率没有显著性影响。

[0057] 实施例5

[0058] 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高效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9] S1 .  容器和水体消毒：在放入虾苗之前，先对容量为0.1吨的缸体和水体进行消

毒，缸体先采用草酸浸泡刷洗，冲洗净后注入新鲜海水，使用强氯精进行消毒，在静置2天后

使用余氯试剂盒检测水体余氯含量，并通过硫代硫酸钠（大苏打）调节至安全浓度。

[0060] S2.  选取健康无病害的虾苗：在选苗过程中，我们选取由糠虾期变为仔虾期后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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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仔虾进行标粗，以肉眼观察，选取外观活动力强，将其置于小白碗中用嘴吹气，能逆水波

游动的虾苗，同时观察虾苗的肠道及肝脏，以肠道饱满有完整肠线，肝脏呈黑色为优，虾苗

的大小规格越统一越好。在肉眼观察基础上从虾苗中选择至少10尾进行显微镜下镜检，镜

检指标包括寄生虫，肌肉损伤，附肢整洁等。同时选择10尾仔虾进行全虾弧菌测定。在虾苗

放苗前，将待放虾苗置于含有维C的小桶中浸泡5分钟后转入标粗养殖系统中。

[0061] S3.  标粗养殖：在养殖周期为20天的前8天不进行换水，在9～17天进行换水，换水

量为总水量的1/4，在养殖第18～20天的强化处理阶段换水量为总水量的1/3。同时整个养

殖周期中前8天每隔一天向系统中泼洒浓度为100  ppm  EM菌，8天之后在每次换水结束后及

时泼洒浓度为100  ppm  EM菌。环境管理方面，将养殖系统置于相同的光照条件下，在前8天

对系统进行部分遮光处理，在8天后可进行正常的自然光养殖。投喂管理方面，将按照表1中

的配方3制作得的饲料进行破碎后利用筛网分级进行投喂，每天进行12次投喂，时间为10:

00；11:30；13:00；14:30；16:00；17:30；18:00；19:30；20:00；21:30；23:00；1:30。后期强化

方面，在养殖结束后期，即养殖第18～20天，对虾苗进行强化处理，每天泼洒维C溶液浓度

1g/m³。

[0062] 实施例6

[0063] 一种南美白对虾标粗阶段室内小水体高效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4] S1 .  容器和水体消毒：在放入虾苗之前，先对容量为0.5吨的缸体和水体进行消

毒，缸体先采用草酸浸泡刷洗，冲洗净后注入新鲜海水，使用强氯精进行消毒，在静置2天后

使用余氯试剂盒检测水体余氯含量，并通过硫代硫酸钠（大苏打）调节至安全浓度。

[0065] S2.  选取健康无病害的虾苗：在选苗过程中，我们选取由糠虾期变为仔虾期后5天

的仔虾进行标粗，以肉眼观察，选取外观活动力强，将其置于小白碗中用嘴吹气，能逆水波

游动的虾苗，同时观察虾苗的肠道及肝脏，以肠道饱满有完整肠线，肝脏呈黑色为优，虾苗

的大小规格越统一越好。在肉眼观察基础上从虾苗中选择至少10尾进行显微镜下镜检，镜

检指标包括寄生虫，肌肉损伤，附肢整洁等。同时选择10尾仔虾进行全虾弧菌测定。在虾苗

放苗前，将待放虾苗置于含有维C的小桶中浸泡8分钟后转入标粗养殖系统中。

[0066] S3.  标粗养殖：在养殖周期为30天的前8天不进行换水，在9～25天每天进行换水，

换水量为总水量的1/4，在养殖第18～20天的强化处理阶段换水量为总水量的1/3。同时整

个养殖周期中前8天每隔一天向系统中泼洒浓度为80  ppm  EM菌，8天之后在每次换水结束

后及时泼洒泼洒浓度为80  ppm  EM菌。环境管理方面，将养殖系统置于相同的光照条件下，

在前8天对系统进行部分遮光处理，在8天后可进行正常的自然光养殖。投喂管理方面，将按

配方3制作得的饲料进行破碎后利用筛网分级进行投喂，每天进行12次投喂，时间为6:00；

8:00；10:00；12:00；14:00；16:00；18:00；20:00；22:00；24:00；2:00；4:00。后期强化方面，

在养殖结束后期，即养殖第26～30天，对虾苗进行强化处理，每天泼洒维C溶液浓度1g/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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