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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它涉及水产养殖肥水

的技术领域。它要解决现有水产养殖种中存在肥

水效果差，易造成污染环境的问题。方法1：水体

检查；第1天加解毒培藻素和藻平衡素；第2天加

硅藻活力素；第4天加定向硅藻肥；第5天加硅藻

活力素和定向硅藻肥；加超效益菌宝和浓缩光合

细菌。方法2：水体检查；第1天加解毒培藻素和藻

平衡素；第2天加全效小球藻和定向绿藻肥；第5

天加全效小球藻和定向绿藻肥；加超效益菌宝和

浓缩光合细菌。本发明肥水效果好，提高了水产

养殖的品质和质量，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能够定

向培养硅藻水或定向培养绿藻水，使养殖水体中

有益藻类的生物量高，保持水质活性和稳定性。

本发明适用于养殖水体的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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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其特征在于它按以下步骤进行：

待处理水体标准：水体中藻的生物量小于10mg/L，水体的透明度100cm以上，溶解氧全

天最高点在5mg/L以下；

第1天：向待处理水体中投加解毒培藻素0.25公斤/亩·米和藻平衡素0.25公斤/亩·

米；

第2天：投加硅藻活力素0.2～0.5公斤/亩·米；

第4天：投加定向硅藻肥0.1～0.3公斤/亩·米；

第5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80cm以上，投加硅藻活力素0.1～0.25公斤/亩·米和

定向硅藻肥0.1～0.25公斤/亩；

第7～10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4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2～0.5公斤/亩·

米和浓缩光合细菌1～5升/亩·米，即完成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硅藻活力素在投加前

需用水浸泡48小时再使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其特征在于第2天投加硅藻活力素0.3

公斤/亩·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其特征在于第5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

度为80cm以上，投加硅藻活力素0.2公斤/亩·米和定向硅藻肥0.2公斤/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其特征在于第7～10天若待处理水体的

透明度为4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4公斤/亩·米和浓缩光合细菌2升/亩·米。

6.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其特征在于它按以下步骤进行：

待处理水体标准：水体中藻的生物量小于10mg/L，水体的透明度100cm以上，溶解氧全

天最高点在5mg/L以下；

第1天：向待处理水体中投加解毒培藻素0.25公斤/亩·米和藻平衡素0.25公斤/亩·

米；

第2天：晴天的8点～10点投加全效小球藻3～5升/亩·米和定向绿藻肥0.1～0.5公斤/

亩·米；

第5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50cm以上，晴天的8点～10点投加全效小球藻1～5升/

亩和定向绿藻肥0.1～0.25公斤/亩；

第7～10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2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2～0.5公斤/亩·

米和浓缩光合细菌1～5升/亩·米，即完成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2天晴天，若遇到阴

天则推迟投加时间至未来连续4天均为晴天。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其特征在于，第2天晴天的9点投加全效

小球藻4升/亩·米和定向绿藻肥0.3公斤/亩·米。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其特征在于，第5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

明度为50cm以上，晴天的9点投加全效小球藻3升/亩和定向绿藻肥0.2公斤/亩。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其特征在于，第7～10天若待处理水体

的透明度为2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3公斤/亩·米和浓缩光合细菌2升/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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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肥水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肥水是水产养殖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养鱼先养水，养水的关键在于肥好水。肥水

的本质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1.提高水体的溶解氧，促进水体中各种物质、能量的代谢循

环，保证养殖品种的正常生命活动；2.增加饵料生物的数量，为养殖动物提供优质的高营养

食物。但肥水不当会导致有可能把有害藻培养起来，使整个池塘生态系统的崩溃，大大降低

水产养殖品种的品质和质量。

[0003] 传统肥水主要就是通过施肥来达到肥水的目的，或者认为水有了颜色就认为肥

水，但事实并非如此。投入大量的有机肥或化肥会造成水体中的肥料量大，水体富营养化，

有害藻大量爆发危害养殖动物。近些年来，因肥水不当造成的损失在逐年上升，无论是养殖

品种的质量和品质，还是生态环境方面都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乱施肥导致环境污染、水体的

有害藻爆发，增加了水产养殖难度。水生环境是由水中生物构成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

一个生态系统。水体由于不当的肥水输入各种污染物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到水体中的其他生

物，如藻类、浮游动物和有益微生物。藻类，作为水生生态系统的第一生产者，它们可以为更

高营养级别的生物提供食物和氧气，其数量和种类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反应出到整个水生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对于水产养殖的成败有着关键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水产养殖种中存在肥水效果差，易造成污染环境的问

题，而提供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

[0005] 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它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6] 待处理水体标准：水体中藻的生物量小于10mg/L，水体的透明度100cm以上，溶解

氧全天最高点在5mg/L以下；

[0007] 第1天：向待处理水体中投加解毒培藻素0.25公斤/亩·米和藻平衡素0.25公斤/

亩·米；

[0008] 第2天：投加硅藻活力素0.2～0.5公斤/亩·米；

[0009] 第4天：投加定向硅藻肥0.1～0.3公斤/亩·米；

[0010] 第5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80cm以上，投加硅藻活力素0.1～0.25公斤/亩·

米和定向硅藻肥0.1～0.25公斤/亩；

[0011] 第7～10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4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2～0.5公斤/

亩·米和浓缩光合细菌1～5升/亩·米，即完成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

[0012] 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它按以下步骤进行：

[0013] 待处理水体标准：水体中藻的生物量小于10mg/L，水体的透明度100cm以上，溶解

氧全天最高点在5mg/L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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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第1天：向待处理水体中投加解毒培藻素0.25公斤/亩·米和藻平衡素0.25公斤/

亩·米；

[0015] 第2天：晴天的8点～10点投加全效小球藻3～5升/亩·米和定向绿藻肥0.1～0.5

公斤/亩·米；

[0016] 第5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50cm以上，晴天的8点～10点投加全效小球藻1～

5升/亩和定向绿藻肥0.1～0.25公斤/亩；

[0017] 第7～10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2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2～0.5公斤/

亩·米和浓缩光合细菌1～5升/亩·米，即完成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

[0018]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9] 1、本发明中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科学有效，能够定向培养硅藻水或定向培养绿藻

水，使养殖水体中有益藻类的生物量达到20～100mg/L，并且保持水质活性和稳定性。

[0020] 2、本发明中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肥水、养殖，肥水效果好，提

高了水产养殖的品质和质量，加强生态保护，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0021] 所获得的肥水标准如下：

[0022] (1)不同的藻类不同的标准，以透明度作为标准，硅藻通常为50～100cm，绿藻30～

50cm，硅绿藻40～50cm；

[0023] (2)溶解氧日变化为5～12mg/L，pH值的日变化为7.5～8.8；

[0024] (3)水色稳定但有变化，藻相主要是有益藻硅藻和绿藻在80％以上；

[0025] (4)水质指标符合国家渔业用水标准。

[0026] 本发明适用于养殖水体的肥水。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实施例中养殖水体的肥水处理第5天的水体显微镜镜检图；

[0028] 图2为实施例中养殖水体的肥水处理第6天的水体显微镜镜检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发明技术方案不局限于以下所列举具体实施方式，还包括各具体实施方式间的

任意组合。

[0030]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它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1] 待处理水体标准：水体中藻的生物量小于10mg/L，水体的透明度100cm以上，溶解

氧全天最高点在5mg/L以下；

[0032] 第1天：向待处理水体中投加解毒培藻素0.25公斤/亩·米和藻平衡素0.25公斤/

亩·米；

[0033] 第2天：投加硅藻活力素0.2～0.5公斤/亩·米；

[0034] 第4天：投加定向硅藻肥0.1～0.3公斤/亩·米；

[0035] 第5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80cm以上，投加硅藻活力素0.1～0.25公斤/亩·

米和定向硅藻肥0.1～0.25公斤/亩；

[0036] 第7～10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4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2～0.5公斤/

亩·米和浓缩光合细菌1～5升/亩·米，即完成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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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本实施方式完成后，根据水质变化继续后期的维护，补充硅藻活力素，直到养殖结

束。

[0038]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解毒培藻素、藻平衡素、硅藻活力素、定向硅藻肥、超效益菌宝

和浓缩光合细菌均购买自天津藻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39] 本实施方式中投加的硅藻活力素为有益藻种；硅藻活力素配合相对应的营养定向

硅藻肥进行使用，效果好；两天后再补充一次硅藻活力素和定向硅藻肥，效果稳定。

[0040] 本实施方式中第7～10天投加超效益菌宝和浓缩光合细菌，用以分解池塘中老化

死亡的藻类和多余的有机质。

[0041] 本实施方式中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定向培养硅藻水投加方式方向为加水浸泡48

小时后全池塘泼洒，通过定向培藻达到肥水的目的。溶解氧提高，透明度降低，水质指标稳

定。可以通过定向培养硅藻，养殖海参、螃蟹、龙虾和鱼类，肥水可以产量提高减少病原菌的

侵入。

[0042]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硅藻活力素在投

加前需用水浸泡48小时再使用。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43]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第2天投加硅藻活

力素0.3公斤/亩·米。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44]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第5天若待处

理水体的透明度为80cm以上，投加硅藻活力素0.2公斤/亩·米和定向硅藻肥0.2公斤/亩。

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相同。

[0045]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第7～10天若

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4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4公斤/亩·米和浓缩光合细菌2升/

亩·米。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46]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它按以下步骤进行：

[0047] 待处理水体标准：水体中藻的生物量小于10mg/L，水体的透明度100cm以上，溶解

氧全天最高点在5mg/L以下；

[0048] 第1天：向待处理水体中投加解毒培藻素0.25公斤/亩·米和藻平衡素0.25公斤/

亩·米；

[0049] 第2天：晴天的8点～10点投加全效小球藻3～5升/亩·米和定向绿藻肥0.1～0.5

公斤/亩·米；

[0050] 第5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50cm以上，晴天的8点～10点投加全效小球藻1～

5升/亩和定向绿藻肥0.1～0.25公斤/亩；

[0051] 第7～10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2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2～0.5公斤/

亩·米和浓缩光合细菌1～5升/亩·米，即完成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

[0052] 本实施方式完成后，根据水质变化继续后期的维护，补充全效小球藻，直到养殖结

束。

[0053] 本实施方式中所述解毒培藻素、藻平衡素、全效小球藻、定向绿藻肥、超效益菌宝

和浓缩光合细菌均购买自天津藻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54] 本实施方式中投加的全效小球藻为有益藻种；全效小球藻配合相对应的营养定向

绿藻肥进行使用，效果好；两天后再补充一次全效小球藻和定向绿藻肥，效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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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本实施方式中第7～10天投加超效益菌宝和浓缩光合细菌，用以分解池塘中老化

死亡的藻类和多余的有机质。

[0056] 本实施方式中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定向培养绿藻水，投加方式为均匀泼洒养殖

池塘、投加后的水质透明度降低，溶解氧提高，水质指标稳定。可以通过定向培养绿藻，养殖

南美白对虾、鱼类、贝类等，肥水可以提高产量，减少病原菌的侵入。

[0057]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六不同的是，所述第2天晴天，若遇

到阴天则推迟投加时间至未来连续4天均为晴天。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六相同。

[0058]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六或七不同的是，第2天晴天的9点

投加全效小球藻4升/亩·米和定向绿藻肥0.3公斤/亩·米。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

式六或七相同。

[0059]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六至八之一不同的是，第5天若待处

理水体的透明度为50cm以上，晴天的9点投加全效小球藻3升/亩和定向绿藻肥0.2公斤/亩。

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六至八之一相同。

[0060]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六至九之一不同的是，第7～10天若

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2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3公斤/亩·米和浓缩光合细菌2升/

亩·米。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具体实施方式六至九之一相同。

[0061] 通过以下实施例验证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62] 实施例

[0063] 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它按以下步骤进行：

[0064] 待处理水体标准：水体中藻的生物量小于10mg/L，水体的透明度100cm以上，溶解

氧全天最高点在5mg/L以下；

[0065] 第1天：向待处理水体中投加解毒培藻素0.25公斤/亩·米和藻平衡素0.25公斤/

亩·米；

[0066] 第2天：晴天的9点投加全效小球藻5升/亩·米和定向绿藻肥0.5公斤/亩·米；

[0067] 第5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50cm以上，晴天的9点投加全效小球藻5升/亩和

定向绿藻肥0.25公斤/亩；

[0068] 第7～10天：若待处理水体的透明度为20cm以下，投加超效益菌宝0.3公斤/亩·米

和浓缩光合细菌3升/亩·米，即完成养殖水体的肥水方法。

[0069] 本实施例完成后，根据水质变化继续后期的维护，直到养殖结束。

[0070] 本实施例中所述解毒培藻素、藻平衡素、全效小球藻、定向绿藻肥、超效益菌宝和

浓缩光合细菌均购买自天津藻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71] 本实施例待处理水体：广西土塘养殖南美白对虾，2019年9月9进水，水清澈见底，

透明度120cm以上，显微镜检测无藻，pH8.3，无浮游动物；

[0072] 2019年9月10号开始进行养殖水体的肥水，在9月14号早8点测试pH8 .3，溶氧

5.5mg/L，氨氮、亚硝酸盐无，显微镜检测，如图1所示，主要是小球藻、小环藻、舟形藻、单鞭

金藻等，透明度80cm。晚18点pH8.4，溶氧7.5mg/L，氨氮、亚硝酸盐无，透明度为60cm。

[0073] 在9月15号早8点半pH8.3，溶氧6.0mg/L，氨氮、亚硝酸盐无，显微镜检测，如图2所

示，主要是小球藻、卵囊藻、小环藻、舟形藻、单鞭金藻、角毛藻，颗粒直连硅藻等，透明度

60cm。实验结果，得到肥水，水得透明度显著降低，9月15日晚上18点，pH8.8，溶氧8.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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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亚硝酸盐无，透明度降为40cm，符合肥水得标准；从图2的显微镜镜检图中可见，生物

量明显多于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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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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