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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评价方法，尤其是一种南美

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评价方法，所述评价方

法包括对虾苗来源的水体进行检测，记录虾苗的

养殖天数，调节测试用的水质，测试PL5虾苗抗应

激成活率，计算PL5虾苗抗应激成活率；测试PL10

虾苗抗应激成活率，计算PL10虾苗抗应激成活

率；本发明通过水体盐度差测算虾苗成活率来反

应苗种质量差异，客观地反应了南美白对虾虾苗

的抗应激能力强弱，为苗种质量选择提供有力依

据，而且还能对变换养殖条件的适应能力及后期

抗病能力提供有力的数据依据，为养殖户挑选苗

种提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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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南美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评价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步骤A：对虾苗来源的水体进行检测，检测的指标包括盐度、水温和溶氧；

步骤B：记录虾苗的养殖天数，PL5虾苗养殖天数为14‑15天，PL10虾苗养殖天数为19‑20

天；

步骤C：调节测试用的水质，水质透明无菌，PL5虾苗的应激水质为盐度15ppt，盐度差>

7ppt，总碱度为150‑180mg/L，水温为29‑30℃，溶氧>5mg/L；PL10虾苗的应激水质盐度为

0ppt和30ppt，总碱度为150‑180mg/L，水温29‑30℃，溶氧>5mg/L；

步骤D：测试PL5虾苗抗应激成活率，准备1L容量的塑料白罐子，罐子口径为10cm，高为

13cm，加入准备好的PL5虾苗用的测试水1L，取100尾健康的PL5虾苗放入应激水中，顺时针

旋转水体，使虾苗分布均匀，仔细查看水漩涡中央是否有沉底或晕眩的虾苗，如有死苗或白

苗需用镊子夹出，并补上相应数量的健康虾苗；在塑料白罐子上轻轻放上盖子，防止虾苗跳

出，保留一定的空隙，不可密封，计时1h，1h后打开盖子，将粘在盖子上的虾苗放回水中，顺

时针旋转水体，等待水流稳定后，不耐应激死亡的虾苗会沉在底部中央，清点底部虾苗的死

亡数量；

步骤E：计算PL5虾苗抗应激成活率；计算公式为：PL5虾苗抗应激成活率＝(100‑死亡数

量)/100*100％；

步骤F：测试PL10虾苗抗应激成活率，准备两个1L容量的塑料白罐子，罐子口径为10cm，

高为13cm，第一个罐子水体盐度为0ppt，纯淡水，第二个罐子水体盐度为30ppt，确保水质洁

净，其他指标与步骤C所述相同；取100尾健康的PL10虾苗放入第一个罐子，顺时针旋转水

体，使虾苗分布均匀，仔细查看水漩涡中央是否有沉底或晕眩的虾苗，如有死苗或白苗需用

镊子夹出，并补上相应数量的健康虾苗，计时30分钟；30分钟后将所有虾苗通过捞网转移到

第二个罐子，顺时针旋转水体，使虾苗分布均匀，仔细查看水漩涡中央是否有沉底或晕眩的

虾苗，如有死苗或白苗需用镊子夹出，并补上相应数量的健康虾苗，盖上盖子计时30分钟；

30分钟后打开盖子，将粘在盖子上的虾苗放回水中，顺时针旋转水体，等待水流稳定后，不

耐应激死亡的虾苗会沉在底部中央，清点底部苗的死亡数量；

步骤G：计算PL10虾苗抗应激成活率；计算公式为：PL10虾苗抗应激成活率＝(100‑死亡

数量)/100*100％；

步骤H：评价标准：质量上等的PL5虾苗成活率在90％以上，质量上等的PL10虾苗成活率

在85％以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A所述检测的指标正常范围为盐度15‑30ppt，水温29‑30℃，溶氧5‑8mg/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C所述的PL5虾苗水温的温度差±1℃，PL10虾苗水温的温度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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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南美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评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评价方法，尤其是一种南美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评价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南美白对虾，学名凡纳滨对虾，因其生长快、抗病能力强、适温、适盐、范围广等优

点成为目前养殖的热点。国内育苗目前已超过6000亿尾，品种繁多；其中，国外进口的一代

苗占主要优势；国内二代苗、多代苗也具有一定的特点。

[0003] 随着国内养殖环境的日益恶劣，苗种质量的好坏区分日益明显，由于各苗种之间

的品质特征不一，如何选择苗种成为养殖户的首要问题也是难题。体现苗种品质好坏有多

方面因素，如生长速度，均匀度，抗应激能力等，尤为突出的特点是抗应激能力的强弱，抗应

激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抗病能力，但是养殖户在选择苗种时往往依赖于肉眼观察，肉眼

观察仅直观地反应苗的大小和体色，而对其实际的抗病能力无从得知。因此，目前急需一种

能够有效测试和评价南美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方法，使养殖户可以有效的判断虾苗的

品质。

[0004] 南美白对虾养殖范围风靡全国，但各地水质又有巨大差异，育苗水体也在逐步淡

化，盐度应激直接考验苗种的适应能力，作为判断虾苗抗应激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南美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评价方法，

通过对南美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评价，直接区分虾苗品质等级。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南美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评价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8] 步骤A：对虾苗来源的水体进行检测，检测的指标包括盐度、水温和溶氧；

[0009] 步骤B：记录虾苗的养殖天数，PL5虾苗养殖天数为14‑15天，PL10虾苗养殖天数为

19‑20天；

[0010] 步骤C：调节测试用的水质，水质透明无菌，PL5虾苗的应激水质为盐度15ppt，盐度

差>7ppt，总碱度为150‑180mg/L，水温为29‑30℃，溶氧>5mg/L；PL10虾苗的应激水质盐度为

0ppt和30ppt，总碱度为150‑180mg/L，水温29‑30℃，溶氧>5mg/L；

[0011] 步骤D：测试PL5虾苗抗应激成活率，准备1L容量的塑料白罐子，罐子口径为10cm，

高为13cm，加入准备好的PL5虾苗用的测试水1L，取100尾健康的PL5虾苗放入应激水中，顺

时针旋转水体，使虾苗分布均匀，仔细查看水漩涡中央是否有沉底或晕眩的虾苗，如有死苗

或白苗需用镊子夹出，并补上相应数量的健康虾苗；在塑料白罐子上轻轻放上盖子，防止虾

苗跳出，保留一定的空隙，不可密封，计时1h，1h后打开盖子，将粘在盖子上的虾苗放回水

中，顺时针旋转水体，等待水流稳定后，不耐应激死亡的虾苗会沉在底部中央，清点底部虾

苗的死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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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步骤E：计算PL5虾苗抗应激成活率；计算公式为：PL5虾苗抗应激成活率＝(100‑死

亡数量)/100*100％；

[0013] 步骤F：测试PL10虾苗抗应激成活率，准备两个1L容量的塑料白罐子，罐子口径为

10cm，高为13cm，第一个罐子水体盐度为0ppt，纯淡水，第二个罐子水体盐度为30ppt，确保

水质洁净，其他指标与步骤C所述相同；取100尾健康的PL10虾苗放入第一个罐子，顺时针旋

转水体，使虾苗分布均匀，仔细查看水漩涡中央是否有沉底或晕眩的虾苗，如有死苗或白苗

需用镊子夹出，并补上相应数量的健康虾苗，计时30分钟；30分钟后将所有虾苗通过捞网转

移到第二个罐子，顺时针旋转水体，使虾苗分布均匀，仔细查看水漩涡中央是否有沉底或晕

眩的虾苗，如有死苗或白苗需用镊子夹出，并补上相应数量的健康虾苗，盖上盖子计时30分

钟；30分钟后打开盖子，将粘在盖子上的虾苗放回水中，顺时针旋转水体，等待水流稳定后，

不耐应激死亡的虾苗会沉在底部中央，清点底部苗的死亡数量；

[0014] 步骤G：计算PL10虾苗抗应激成活率；计算公式为：PL10虾苗抗应激成活率＝(100‑

死亡数量)/100*100％；

[0015] 步骤H：评价标准：质量上等的PL5虾苗成活率在90％以上，质量上等的PL10虾苗成

活率在85％以上。

[0016] 进一步的，步骤A所述检测的指标正常范围为盐度15‑30ppt，水温29‑30℃，溶氧5‑

8mg/L；

[0017] 进一步的，步骤C所述的PL5虾苗水温的温度差±1℃，PL10虾苗水温的温度差±1

℃。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9] 本发明通过水体盐度差测算虾苗成活率来反应苗种质量差异，客观地反应了南美

白对虾虾苗的抗应激能力强弱，为苗种质量选择提供有力依据，而且还能对变换养殖条件

的适应能力及后期抗病能力提供有力的数据依据，为养殖户挑选苗种提供有力依据。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南美白对虾虾苗抗应激能力的评价方法，所述评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1)对虾苗来源的水体进行检测，检测的指标包括盐度、水温和溶氧；

[0024] 2)记录虾苗的养殖天数，PL5虾苗养殖天数为14‑15天，PL10虾苗养殖天数为19‑20

天；

[0025] 3)调节测试用的水质，水质透明无菌，PL5虾苗的应激水质为盐度15ppt，盐度差>

7ppt，总碱度为150‑180mg/L，水温为29‑30℃，溶氧>5mg/L；PL10虾苗的应激水质盐度为

0ppt和30ppt，总碱度为150‑180mg/L，水温29‑30℃，溶氧>5mg/L；

[0026] 4)测试PL5虾苗抗应激成活率，准备1L容量的塑料白罐子，罐子口径为10cm，高为

13cm，加入准备好的PL5虾苗用的测试水1L，取100尾健康的PL5虾苗放入应激水中，顺时针

旋转水体，使虾苗分布均匀，仔细查看水漩涡中央是否有沉底或晕眩的虾苗，如有死苗或白

苗需用镊子夹出，并补上相应数量的健康虾苗；在塑料白罐子上轻轻放上盖子，防止虾苗跳

出，保留一定的空隙，不可密封，计时1h，1h后打开盖子，将粘在盖子上的虾苗放回水中，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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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针旋转水体，等待水流稳定后，不耐应激死亡的虾苗会沉在底部中央，清点底部虾苗的死

亡数量；

[0027] 5)计算PL5虾苗抗应激成活率；计算公式为：PL5虾苗抗应激成活率＝(100‑死亡数

量)/100*100％；

[0028] 6)测试PL10虾苗抗应激成活率，准备两个1L容量的塑料白罐子，罐子口径为10cm，

高为13cm，第一个罐子水体盐度为0ppt，纯淡水，第二个罐子水体盐度为30ppt，确保水质洁

净，其他指标与步骤C所述相同；取100尾健康的PL10虾苗放入第一个罐子，顺时针旋转水

体，使虾苗分布均匀，仔细查看水漩涡中央是否有沉底或晕眩的虾苗，如有死苗或白苗需用

镊子夹出，并补上相应数量的健康虾苗，计时30分钟；30分钟后将所有虾苗通过捞网转移到

第二个罐子，顺时针旋转水体，使虾苗分布均匀，仔细查看水漩涡中央是否有沉底或晕眩的

虾苗，如有死苗或白苗需用镊子夹出，并补上相应数量的健康虾苗，盖上盖子计时30分钟；

30分钟后打开盖子，将粘在盖子上的虾苗放回水中，顺时针旋转水体，等待水流稳定后，不

耐应激死亡的虾苗会沉在底部中央，清点底部苗的死亡数量；

[0029] 7)计算PL10虾苗抗应激成活率；计算公式为：PL10虾苗抗应激成活率＝(100‑死亡

数量)/100*100％；

[0030] 8)评价标准：质量上等的PL5虾苗成活率在90％以上，质量上等的PL10虾苗成活率

在85％以上。

[0031] 其中，步骤A所述检测的指标正常范围为盐度15‑30ppt，水温29‑30℃，溶氧5‑8mg/

L；

[0032] 步骤C所述的PL5虾苗水温的温度差±1℃，PL10虾苗水温的温度差±1℃。

[0033] 实施例2：

[0034] 某苗场A车间育苗1600万，养殖14天，8个池(1‑8#号)，每个池水体13T，每池取苗

300‑500尾打包。

[0035] (1)根据其养殖天数14天确定苗阶段为P5虾苗；

[0036] (2)对池水的温度，盐度，溶氧进行测定，测定其温度为30℃，盐度为30ppt，溶氧为

5mg/L，总碱度为146mg/L，水质数据说明水质环境比较正常；

[0037] (3)准备好试验水，1L/罐，共8罐，试验水的水质调整，盐度15ppt，温度29.5℃，溶

氧6mg/L，总碱度152mg/L；

[0038] (4)给每个罐子按车间池号贴上相应标签，每个样挑取100尾状态正常的虾苗放入

相应标签的罐子，轻轻盖上盖子，开始计时；

[0039] (5)1h后，打开盖子，用玻璃棒顺时针轻轻转动水体，待水流平缓，计算停留在应激

罐子中间的确认死亡的虾苗数量，并逐一记录，得出该苗场A车间1‑8号池抗应激情况。结果

如表1所示。

[0040] 表1：某育苗场A车间1‑8号池抗应激情况记录

[0041] 车间 池号 阶段 品系 检测时间 苗池盐度(‰) 盐度为15‰应激百分比

A 1# P5 日夜快 2018.4.28 30 98％

A 2# P5 日夜快 2018.4.28 30 99％

A 3# P5 日夜快 2018.4.28 30 31％

A 4# P5 日夜快 2018.4.28 3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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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 P5 日夜快 2018.4.28 30 52％

A 6# P5 日夜快 2018.4.28 30 94％

A 7# P5 日夜快 2018.4.29 30 61％

A 8# P5 日夜快 2018.4.29 30 96％

[0042] 表1结果表明虾苗品质即便在同一个车间，其抗应激的能力也有不同，从31％到

99％不等，若但仅从感官上辨别，肉眼确实很难分辨出来，本发明盐度应激方法为虾苗品质

的选择提供了有效参考。

[0043] 实施例3：

[0044] 某苗场B车间育苗800万，养殖19天，4个池(3‑6#池)，每个池水体13T，每池取苗

300‑500尾打包。

[0045] (1)据其养殖天数18天确定苗阶段为P10虾苗；

[0046] (2)对池水的温度，盐度，溶氧进行测定，测定其温度为30℃，盐度为24ppt，溶氧为

4.5mg/L，总碱度为140mg/L，水质数据说明水质环境比较正常；

[0047] (3)准备好第一组试验水，1L/罐，共4罐，水体盐度0ppt，温度29.5℃，溶氧5.8mg/

L，总碱度153mg/L；

[0048] (4)给每个罐子按车间池号贴上相应标签，每个样挑取100尾状态正常的虾苗放入

第一组相应标签的罐子，轻轻盖上盖子，计时30min；

[0049] (5)准备第二组试验水，1L/罐，共4罐，水体盐度30ppt，温度29.5℃，溶氧5.7mg/L，

总碱度151mg/L；

[0050] (6)30min后，将上述(4)中100尾苗转入第二组试验应激罐中，再次计时30min，

[0051] (7)30min后打开盖子，用玻璃棒顺时针轻轻转动水体，待水流平缓，计算停留在应

激罐子中间的确认死亡的虾苗数量，并逐一记录；得出该苗场B车间3‑6#池抗应激情况。结

果如表2所示。

[0052] 表2：某育苗场B车间3‑6号池抗应激情况记录

[0053] 车间 池号 阶段 品系 检测时间 苗池盐度(‰) 抗应激成活率

B 3# P10 快大 2018.10.06 24 70％

B 4# P10 快大 2018.10.06 24 90％

B 5# P10 快大 2018.10.06 24 95％

B 6# P10 快大 2018.10.06 24 93％

[0054] 表2结果也表明虾苗品质即便在同一个车间，其抗应激的能力也有不同，若但仅从

感官上辨别，肉眼确实很难分辨出来，本发明盐度应激方法为虾苗品质的选择提供了有效

参考。

[0055] 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和最佳实施例，在不脱离本

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

护的本发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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