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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脊尾白虾盐碱水的人工养殖方法，
属于
水产养殖技术领域，
当池塘自然水温达到10℃以
上时 ，
将体长5cm以上的雌虾和雄虾放入盐碱水
养殖池塘中，
放养数量各为6～10g/m2 ,池水盐度
10～30，
碳酸盐碱度在4mmol/L以下；
所述的成虾
养殖管理：
养殖期间控制池塘水质理化指标pH值
7 .5～9 .6，
溶解氧大于5mg/L，
盐度3～35，
透明度
25～40cm，
碳酸盐碱度在5 .5mmol/L以下。
本发明
实现盐碱水脊尾白虾人工养殖，
增加了盐碱水域
新的养殖对象 ，
采用本发明的人工养殖技术，
能
提高养殖成活率 ；
本发明对于扩大盐碱水域利
用，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解决“三农”问题、
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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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脊尾白虾盐碱水的人工养殖方法，
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抱卵亲虾培育、成虾养殖
管理和收获，
所述的抱卵亲虾培育：
当池塘自然水温达到10℃以上时，
将体长5cm以上的雌
2
虾和雄虾放入盐碱水养殖池塘中，
放养数量各为6~10g/m , 雌雄数量比例为1：
1，
池水盐度
10~30，
碳酸盐碱度在4mmol/L以下；
所述的成虾养殖管理：
养殖期间控制池塘水质理化指标
pH值7 .5~9 .6，
溶解氧大于5mg/L，
盐度3~35，
透明度25~40cm，
碳酸盐碱度在5 .5mmol/L以下。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说的一种脊尾白虾盐碱水养殖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抱卵亲虾培育：
养殖池塘需先用漂白粉消毒，
杀死致病微生物和敌害生物；
然后
3
按照500m 水体施发酵好的有机肥80千克的量肥水，
使水色呈黄绿色，
当池塘自然水温达到
10℃时，
将体长5cm以上的脊尾白虾雌虾和雄虾放入盐碱水养殖池塘中，
放养数量雌雄各为
2
6~10g/m ，
雌雄数量比例为1：
1，
池塘水中的溶解氧在5mg/L以上 ,盐度10~30，
碳酸盐碱度在
4mmol/L以下；
所述的成虾养殖管理：
脊尾白虾亲虾放养后2~4周即可抱卵，
再经2~ 3周即可孵出蚤状
幼体；
待虾长到1厘米，
开始投喂的饵料包括卤虫成体、
虾皮或蛋糕；
待虾长到1 .5厘米，
开始
投喂对虾人工配合饵料，
日投饵量按对虾体重8％；
养殖期间检测池塘水质理化指标在要求范围内，
pH值7 .5~9 .6，
溶解氧大于5mg/L，
盐度
3~35，
透明度25~40cm，
碳酸盐碱度在5 .5mmol/L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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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尾白虾盐碱水人工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脊尾白虾盐碱水的人工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虾类养殖在我国水产养殖中占有重要地位，
年产量达230万吨。养殖品种以对虾类
为主，
主要包括海水的凡纳滨对虾、
斑节对虾、
中国明对虾、
日本囊对虾等种类，
此外还有淡
水的青虾、罗氏沼虾和克氏原螯虾等种类。而白虾属种类为新兴的养殖品种。
[0003] 脊尾白虾(ExopalaemoncarinicaudaHolthuis ,1950)又名白虾、
小白虾和迎春虾
等，
隶属节肢动物门 (Arthropoda) 、甲壳纲(Crustacea) 、十足目 (Decapoda) 、长臂虾科
(Palaemonidae)、
白虾属(Exopalaemon)，
主要分布于中国大陆沿岸和朝鲜半岛西岸的浅海
低盐水域，
以渤海和黄海产量最大，
为我国重要的中小型经济虾类。脊尾白虾肉质细腻，
味
道鲜美，
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
富含EPA/DHA的上乘海鲜品，
江浙一带每公斤售价60-80元。
除供鲜食外，
脊尾白虾还可加工成海米，
因其呈金黄色，
故也有“金钩虾米”之称。脊尾白虾
具有生长快、环境适应性广、抗病力强、繁殖周期短、容易饲养等优点。近年来，
脊尾白虾在
我国沿海人工养殖规模超过30万亩，
目前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及周边等省的海水池塘养
殖。
[0004] 我国拥有10亿多亩盐碱地资源，
发展盐碱水渔业空间广阔。与海水、淡水不同，
由
于受到地质、
地貌、
气候的影响，
盐碱水的水化学类型比较复杂；
盐碱水质盐度跨度大，
盐度
2从小于1到几十都有存在；
由于盐碱水质中大多保持较高浓度的HCO3 、
CO3 ，
使得盐碱水中
-1
的pH和碳酸盐碱度较高，
pH一般在8 .6以上，
大多盐碱水质碱度在3mmol·L 以上；
此外盐碱
水还具有含氧量低、
水质清瘦、
浮游生物数量少的特点。
已有报道滨海盐碱地通过适当的离
子调节或水质改良 ，
可养殖罗非鱼、梭鱼、鲫鱼、
鲤鱼、南美白对虾等，
但养殖生物生长速度
慢、
成活率低、
经济效益不好。总体来看现阶段用盐碱水进行水产养殖技术还不成熟，
特别
是缺乏适合环境适应性广的优良品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脊尾白虾盐碱水养殖方法，
解决我国滨海
盐碱水养殖缺乏适宜品种的问题。
[0006] 本发明是按以下操作程序完成的：
[0007] 一种脊尾白虾盐碱水的人工养殖方法，
包括抱卵亲虾培育、
成虾养殖管理和收获，
所述的抱卵亲虾培育：
当池塘自然水温达到10℃以上时，
将体长5cm以上的雌虾和雄虾放入
2
盐碱水养殖池塘中，
放养数量各为6～10g/m ,池水盐度10～30，
碳酸盐碱度在4mmol/L以
下；
所述的成虾养殖管理：
养殖期间控制池塘水质理化指标pH值7 .5～9 .6，
溶解氧大于5mg/
L，
盐度3～35，
透明度25～40cm，
碳酸盐碱度在5 .5mmol/L以下。
[0008] 一种脊尾白虾盐碱水养殖方法，
它包括抱卵亲虾培育、
成虾养殖管理和收获。
[0009] 所述的抱卵亲虾培育：
养殖池塘需先用漂白粉消毒，
杀死致病微生物和敌害生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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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按照500m3水体施发酵好的有机肥80千克的量肥水，
使水色呈黄绿色，
当池塘自然水温
达到10℃时，
将体长5cm以上脊尾白虾雌虾和雄虾放入盐碱水养殖池塘中，
放养数量雌雄各
为6～10g/m2 ，
雌雄数量比例为1：
1 ,池塘水中的溶解氧在5mg/L以上 ,盐度10～30，
碳酸盐碱
度在4mmol/L以下；
[0010] 所述的成虾养殖管理：
脊尾白虾亲虾放养后2～4周即可抱卵，
再经2～3周即可孵
出蚤状幼体；
待虾长到1厘米，
开始投喂的饵料包括卤虫成体、虾皮或蛋糕；
待虾长到1 .5厘
米，
开始投喂对虾人工配合饵料，
日投饵量按对虾体重8％；
[0011] 养殖期间检测池塘水质理化指标在要求范围内，
pH值7 .5～9 .6，
溶解氧大于5mg/
L，
盐度3～35，
透明度25～40cm，
碳酸盐碱度在5 .5mmol/L以下。
[0012] 进一步，
所述的收获：
经过3～4个月左右的养殖，
当脊尾白虾体长达5cm以上时，
即
可开始用陷网捕出或将池水排干抓捕。
[0013] 进一步，
所述抱卵亲虾培育期间投喂饵料包括鲜杂鱼、
软体动物和沙蚕，
投饵料量
为亲虾体重的6～8％。
[001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
[0015] 1、
目前，
在盐碱水区域主要养殖罗非鱼、梭鱼、鲫鱼、鲤鱼、南美白对虾等，
但养殖
生物生长速度慢、成活率低，
经济价值不高。脊尾白虾的养殖增加了盐碱水域新的养殖对
象，
且经济效益好于传统养殖品种。
[0016] 2、
脊尾白虾对环境适应能力强，
对盐度、pH、
碳酸盐碱度、病原等抵抗力强。本发明
采用的人工养殖技术，
能提高养殖成活率。
[0017] 3、
本发明改变传统水产养殖过程中在池塘中投放苗种进行养殖的习惯，
实施放养
脊尾白虾亲虾，
使脊尾白虾从抱卵、
孵化、
幼体发育直至养成一直处于一个基本相同的生长
环境，
避免了传统两段式(苗种培育和养殖分别在不同的水体中进行)养殖模式由于中间水
环境转变而造成的苗种应激，
提高了盐碱水脊尾白虾人工养殖的成活率，
成功实现了盐碱
水脊尾白虾人工养殖，
对扩大盐碱水域利用，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解决“三农”问题、
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解释，
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受
实施例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0019] 实施例1
[0020] 本实施例2014年在青岛宝荣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脊尾白虾盐碱水养殖，
采用水
泥池养殖模式，
效果良好。
[0021] 1、
亲虾选择与暂养：
2014年4月初从人工养殖池塘挑选不携带传染性病原、
活力强
雌雄脊尾白虾作为亲虾。亲虾体长6cm以上，
按雌雄比1:1比例移入室内暂养池，
池塘水深
1 .2m，
亲虾的放养密度50g/m2。为防止携带传染性病原，
亲虾入池前需用200mg/L浓度的福
尔马林浸泡消毒0 .5小时。
[0022] 亲虾暂养期间水温保持在11℃以上；
水质控制指标是：
盐度25，
氨氮含量0 .5mg/L
以下，
溶解氧5mg/L以上；
每日换水10％，
投喂鲜杂鱼、
软体动物、
沙蚕等饵料，
投饵料量为亲
虾体重的6～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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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抱卵亲虾培育：
3个面积1亩水泥池盐碱水养殖塘。3月初养殖前将养殖池积水排
净、封闸晒池，
清除污泥和杂物，
含氯消毒剂全池泼洒消毒。养殖池消毒后7天进水，
初次进
水50cm。然后按照每500m3水体施发酵好的有机肥80千克的量繁殖基础饵料生物，
使水色呈
黄绿色。4月中旬池塘水温达到15℃时，
将暂养池雌雄亲虾移入盐碱水池塘，
放养密度为6g/
2
m ，
池塘水中的溶解氧在5mg/L以上 ,盐度17，
碳酸盐碱度在4mmol/L以下，
投喂鲜杂鱼、
软体
动物、沙蚕等饵料，
投饵料量为亲虾体重的6～8％；
经1个多月培育，
脊尾白虾开始交配、抱
卵。
[0024] 3、
成虾养殖管理：
待仔虾长到1厘米，
开始投喂蛋糕和虾皮作为饵料；
待虾长到1 .5
厘米，
开始投喂对虾人工配合饵料，
日投饵量按对虾体重8％。养殖期间检测池塘水质理化
指标在要求范围内，
pH值7 .5～9 .6，
溶解氧大于5mg/L，
盐度 ,10～20，
透明度25～40cm，
碳酸
盐碱度在4mmol/L以下，
短时间碱度升高，
对脊尾白虾生长和存活影响不大；
若碱度升高幅
度过大，
需添加淡水降低。
[0025] 4、
收获：
经过3个多 月的养殖，
当脊尾白虾体长达5cm以上时 ，
将池水排干抓捕收
获。养殖结果收获产量120kg/亩，
产值7200元/亩。
[0026] 实施例2
[0027] 本实施例按现有技术在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进行养殖。
2015年6月中旬从自然海
区捕获脊尾白虾亲虾放入盐碱水养殖池塘，
其它养殖条件与实施例1相同。
成虾养殖期间溶
解氧大于5mg/L，
碳酸盐碱度在5 .5mmol/L以下。经过4个月的养殖，
脊尾白虾收获产量70kg/
亩，
产值4200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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