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对虾生态调控健康养殖技术手册

日本对虾生态调控健康养殖技术是从生态系养虾的技术角度出发，在虾池内

定向培育地栖生物，通过人工调控使生物群落达到理想的种类和密度。它的中心

内容是：在底栖生物繁殖的高峰期，纳水和移植定向的生物成体、幼体或卵入池，

通过人工干预，促使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刚毛藻、对虾在同一水环境中相互利

用，形成一个人为的食物链关系，使虾池成为一个高度活化的人造生态体系，使

对虾体制健康，生长迅速，免疫力增强，而达到防病的效果。

1. 清池

养虾结束后，抓紧秋末冬初的有利时间对虾池进行清理整修，首先要对虾池

内的甲壳类动物进行毒杀，如天津厚蟹、脊尾白虾、蝼蛄虾，然后进水将虾池的

滩面淹没水深 20 公分左右，施用 4ppm的茶籽饼将池内的日本刺沙蚕杀死，池

底是否需要用推土机清淤，要根据其污染状况决定，一般情况不需要清淤，池水

排干后，开始整修闸门，闸门的两侧和闸底部位要求用水泥抹光或用塑料布覆盖，

防止网袖与闸门的两侧摩擦造成网袖的破损；闸板槽的内侧为进水网框槽，网框

槽的内侧应再设一道闸板，这道闸板的作用主要是防止池水形成的浪头带动网袖

与闸门墙壁摩擦造成网袖的破损。

上述工作是整个养殖的基础，它为建立人工的生态系统提供保障，应细心操

作。

2．建立虾池人工生态体系

（1） 虾池进水，纳入饵料生物

春节过后，首先将进水网袖安装于闸门上，网袖要求 80目筛绢网制作，袖长

10米以上，安装网框时要将其塞紧封严，确保进入虾池的每一滴水都要经过网

袖过滤，网袖安装完毕，可以向虾池进水。

进水网袖的保护：虾池每次进水之前一定要认真检查网袖有无破损的地方，发现

问题立即修补；进水之后要将网袖整理保护好，防止被动物咬破。如果网袖在破

损的情况下进水，虾池的生态环境将被破坏，一切工作前功尽弃。

最好能够在惊蛰以前使虾池水位达到 40cm左右。惊蛰至清明这段时间不要

进水，因这段时间正值日本刺沙蚕的繁殖高峰期，为避免日本刺沙蚕在池内繁殖



生长，应合理调整进水时间，避免其卵和幼体入池，惊蛰前进水所纳入池内的动

物幼体和卵主要以伪才女虫为主。

（2） 移植多种不同生态位饵料形成立体生态培养层次。

A、褐苔的培养

虾池的地质如污染较轻，有机物较少（黑泥只有腥味而未臭味），每亩可施用

猪粪或其他粪便 20公斤。如果污染较重，有机物较多（黑泥有臭味），就不要施

粪，可以利用水泵将池底十几公分厚的泥沙层冲打一遍，在冲打的过程中，由于

比重的不同，泥沙先落入池底，一些有机质、有机碎屑便降服在池底表面，经过

分解转化后，就在池底的表层附着一个生物群落，又成褐苔，褐苔是以底栖硅藻

和其他藻类为基础，及由它们而繁殖起来的有益细菌和小型动物，如猛水蚤、挠

足类、摇蚊幼虫等，它是不同生态位饵料中最基础的层次。

B、刚毛藻的培养

刚毛藻是生长在虾池中的一种大型藻类（俗称为“青菜”），在传统养殖对虾

技术中，是养殖池中的一大敌害，曾经给虾农带来很多烦恼。但在生态调控日本

对虾的养殖中，却起到了重要的调控作用，一是可以作为蜾蠃蜚和藻钩虾的附着

基和栖息地；二是蜾蠃蜚和藻钩虾的可口饵料；三是在池水中能够产生光合作用；

四是可以调节池水的温度。

当池水进到 40 公分左右以后，就可以向虾池投放刚毛藻了，按照每亩 10

公斤（已脱水）的比例，将刚毛藻用手工拆成巴掌大的小块，用小船均匀投放池

水中，投放时最好选择无风的天气，以免被风将刚毛藻刮向池子的一边。

刚毛藻的来源可以到盐田的蓄水池或自己在上一年用虾池单独专门来培养获

得，人工捞取后，要离开水停放一二天，直到刚毛藻里边的小杂鱼全部死亡后，

才能向池中投放。

投放刚毛藻一二天以后，每亩施用尿素 2公斤，用水花开，满池泼洒，以促进

刚毛藻生长。

C、蜾蠃蜚和藻钩虾的培养

投放浒苔工作完成后，开始向池内移植蜾蠃蜚和藻钩虾，移植时间最好在 4

月初。

蜾蠃蜚和藻钩虾均属于端足类底栖动物。蜾蠃蜚多分布于河口、内湾的潮间



带以及盐田的蓄水池、钩岔的泥沙中，具有聚群的习性，其洞穴在滩面上形成密

集的小孔。每平方米可达十几万个，穴居深度随季节而异，一般深度 1-3厘米，

体长最长达 1.2厘米。蜾蠃蜚是广温广盐性生物，对低温和低盐的适应能力较强，

离开水后气温在 5℃-10℃情况下 24 小时候还能正常活动。水温在零度以上就能

繁殖，水温在 15℃-18℃时繁殖能力最强，繁殖周期为 30 天，每只母体抱卵几

十粒至上百粒，当幼体从母体分离时，其幼体已经能自由活动了，幼体在母体洞

中生活一段时间长至一定大小后，离开母体洞独立生活。此后母体大部分死亡，

当海水比重超过 1.033 时，蜾蠃蜚的繁殖能力也趋下降。

藻钩虾多分布于河口、内湾及盐田储水池的泥沙和沟草、刚毛藻中，水温在

5℃以下大部分生活在泥沙中，水温超过 5℃时便迁移至水中的刚毛藻、水草等

中栖息，雄性个体较大，体长可达 2.2 厘米，雌性个体较小，一般 1.2cm 左右，

水温在 18℃左右时在水中能够发现有明显的交尾行为，怀卵变成幼体后，在母

体怀抱中生活一段时间后与母体分离，成体晚上比白天活动频繁，晚上趋光性强。

繁殖周期与蜾蠃蜚相同，但是繁殖的高峰在春秋季节，一个周期生物量的增加在

25 倍左右，水温超过 25 度时繁殖能力下降。它主要摄食有机碎屑、刚毛藻等，

并喜欢潜伏在风行藻、水草中。一块拳头大小的风行藻里面能够本息着数百个藻

钩虾。根据大小不同一般每克 30 个至 50 个之间；当每平方米的生物学量超过

100 克时，藻钩虾开始抑制刚毛藻的生长，刚毛藻的颜色由鲜绿色变成墨绿色；

当每平方米的生物量超过 300 克时，藻钩虾在 4天以内，可以将池内的刚毛藻基

本吃光，池水的透明度开始降低。

蜾蠃蜚和藻钩虾的种源一是可以在盐田的蓄水池中捕捞，捕捞时间选择在有

风的夜晚最佳；二是可以从市场中购买。按照每亩 2.5 公斤的比例，蜾蠃蜚按照

每亩 0.5 公斤的比例向池内移植（移植的实际重量应按季节有所不同），移植以

前应将蜾蠃蜚和藻钩虾中的小杂鱼杂虾拣净，然后放置在阴凉处十几个小时，使

其中的杂鱼虾的幼体和卵死亡后，再向池内投放。

投放后蜾蠃蜚大部分会自动地潜入池底，穴居在褐苔或泥沙中，藻钩虾则会

迅速地钻入刚毛藻中栖息。

D、拟沼螺的培养

拟沼螺是生活在咸淡水交界处的一种小型螺类，体大如大米粒，壳薄而脆，



黑褐色，在水中零度以上便可繁殖，每个亲体每次繁殖 10 个左右，秋末冬初或

春天都可以向池内移植，但数量要适宜，因它与蜾蠃蜚有抢地盘的行为。

（3）强化培养饵料生物

随着水温的日渐升高，向池内移植和引种的饵料生物其繁殖生长的速度开始

加快。摄食量增大，池底的部分有机质、褐苔等开始逐渐被利用分解，尤其是藻

钩虾的摄食作用，使虾池的生态环境开始变化。由蜾蠃蜚穴居形成的“地毯”生

物群落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为此应对虾池进行人工调控。在放苗前向池中一天投

放一次生粕，投喂量每次每亩 0.25 公斤左右，方法是将成品的生粕用水浸泡 1

小时以后，再加水调成糊状，满池泼洒。根据第二天检查的饵料剩余情况进行合

理的调整，这样就能够有效地保证饵料生物正常繁殖生长所需要的营养。还能抑

制藻钩虾过早地利用刚毛藻，使刚毛藻的生长持续稳定。多种饵料生物生长，在

池中形成了立体本息层次：水体中层有刚毛藻生长，它的表面附着拟沼螺、蜾蠃

蜚，里面栖居着藻钩虾，形成了良好的生物链，池底表面有伪才女虫、蜾蠃蜚、

拟沼螺等。为对虾的生长提供了优于自然环境的生活条件。

放苗前应对虾池各种生物进行一次取样检测，一般情况，伪才女虫栖息的密

度每平方米 10 万条以上，蜾蠃蜚每平方米达到 2 万个以上，藻钩虾每平方米 5

千个以上，每平方米的生物量达到 150 克以上（由于生物不同各类有争夺地盘的

行为，加之刚毛藻的分布不太均匀，其密度不是平均数值）。特别注意的是如果

在取样检测过程中发现了日本刺沙蚕的幼体，必须施用茶籽饼将其杀死。此时的

水温一般超过了摄氏 15℃，为防止茶籽饼伤及伪才女虫，最好在有阳光的中午

施用 2.5PPM 的茶籽饼均匀泼洒，5小时后稀释池水。这样既杀死了日本刺沙蚕，

又保留了部分伪才女虫亲体。

3、合理放苗，及时调控，适时收捕

(1)4 月中旬，如果池水温度比较稳定，水温 16℃左右。池水比重在 1.014-1.033

之间，池内的饵料生物量超过或接近 100 克/平方米，具备了放苗条件，可以放

苗。放苗前 3天应加大生粕的投喂量，每天每亩投喂 1公斤左右，全池泼洒，以

防藻钩虾、蜾蠃蜚因饵料不足而伤及虾苗，如此维持到放苗后第 5 天，再将生粕

的投喂量调整到每亩一天 0.25 公斤的数量（一定要根据池内的饵料剩余情况决

定投喂量），亩放苗密度要根据池子生物量的不同和池子的管理条件而确定。生



物量较大、管理条件好的池子 8000 尾/亩，生物量较小、管理条件差的池子 4000

尾/亩，养殖水面超过 40 亩的池子最好放苗在 3000 尾/亩以下；放苗的规格要求

在 1cm 以上，体格健壮无病毒虾苗；养殖池水盐度与育苗池水盐度相差不超过 8

‰；虾苗向池内投放时用养虾小船满池均匀投放。

（2） 及时调控

虾苗放入虾池后，先不要实质性地投喂饵料喂虾，而要对不同生态位的生物饵料

进行及时地调控，最主要的要调控好刚毛藻与藻钩虾的生长平衡，一般情况下在

池中随便取一块巴掌大小的刚毛藻上面应附有十几个到几十个藻钩虾，那么这种

情况最为合适，应继续加强对刚毛藻的培养，不能误解，担心刚毛藻泛滥。随着

时间的推移，藻钩虾的繁殖会达到理想的密度，一直保持与刚毛藻生长的生态平

衡；如果捞取的刚毛藻上面没有或只有几个藻钩虾 ，那么应暂停施用尿素。可

能是移植的藻钩虾种源成活率低，应再次引种，走到晚上无风天气观察池边有零

星的藻钩虾在活动就可以了；如果捞取的刚毛藻中有几百个或上千个藻钩虾 ，

那就是因为藻钩虾繁殖过盛，抑制了刚毛藻的生长，应加大粉状生粕的投喂量。

（3）随着温度的升高（水温 20℃以上）对虾的生长速度逐渐加快，池水交换最

好选择在白天，因日本对虾白天潜伏在泥沙中，白天进水养活了环境变化对虾的

刺激；避免了对虾对生境的不良反应；降低了发病机率。5公分以前基本不要投

喂配合饵料，如果晚上观察虾池边沿的对虾逐渐增多，可以投喂少量的配合饵料，

当对虾长至 8公分时，一尾对虾一个晚上能够吃掉 35 个藻钩虾（约 1克重），应

密切观察池中的藻钩虾、蜾蠃蜚减少的情况。如果藻钩虾与蜾蠃蜚的数量相当，

可以继续投配合饵料。相反，应加喂鲜活饵料。鲜活饵料品种应以低质贝类为主，

第一次投喂鲜饵料的时机非常重要，俗称“接茬”应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第一，

生物量在 1-3 个晚上之内迅速减少；第二，池中发现对虾数量成倍增多；第三，

对虾的个头在 70 尾/斤左右；第四，头茬虾在放苗 50 天左右，二茬在放苗 30

天左右。符合上述其中之一条件应开始加喂鲜活饵料，第一次投喂鲜活饵料重量

（加工后的带壳重量）应是池中对虾重量的 40%。投喂方法：晚上天黑时，先投

喂一遍鲜活饵料，晚上 12 点投喂配合饵料，投喂的重量是池中对虾重量的十分

之一。第二天上午，用拖网、或潜水检查池中饵料剩余情况，在检查过程中，如

果没有残铒，应再加喂池中对虾重量的百分之十。这样反复几天的检查，以池中



不剩余饵料为准。池中对虾重量的估算：先模拟放苗时百分之五十的成活率，折

算出此时池内对虾有多少尾数，参考池中生物的减少情况及投铒重量。而估算出

池中对虾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如果不计算池中生物的重量，只计算投喂的饵料

重量，每 1000斤对虾每晚能够吃掉 20斤配合饵料和 350斤鲜活饵料（带皮蓝蛤

毛重）。鲜活饵料的加工：鲜活饵料以蓝蛤或低质贝类为主，用对滚机将其外壳

压碎，然后用水冲净后投喂。此时的对虾生长迅速（每斤 70头至 40头），每天

体长 2mm，其摄食量与日俱增，从 70个头到 40个头仅用 10天左右的时间，这

是日本对虾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对蛋白质的需求和日摄食量比其它对虾要

高。所以每天上午观察池内对虾饵料的剩余情况至关重要，应准确掌握池内对虾

的数量，及时调整饵料的投喂量，做好“接茬”工作。当对虾达到市场需求规格

时，应适时轮捕，俗称“疏苗”。其目的一是降低虾池的承载能力；二是可将池

内的病弱对虾“疏走”。几乎不能考虑对虾的价格问题，这是与养殖其它对虾截

然不同的技术措施。轮捕的方法使用“迷魂网”，将网具布置在虾池的四周，对

虾游池时只进网而无法出网。第一交收捕应有计划进行，使对虾在池内保持一定

的重量，重量超过一定数值就收捕多少，第一次收捕的重量应达到池内总重量的

五分之一左右，第二次收捕的重量应达到池内重量的六分之一左右，一周之内应

收捕到池内对虾重量的五分之二，然后根据晚上对虾的活动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

收捕，如果对虾活动仍然频繁，可以增加一次收捕，二周内使池内的对虾数量养

活二分之一，这时池中的生物已经大部分被对虾食掉，所剩余的只有在刚毛藻钩

虾的生长趋向平衡。7 月中旬对虾长至 11公分左右，实施全部收捕。捕的池水

的交换量主要取决于当地省区的海水比重。时值降雨季节，应少量换水，保持池

水比重适宜。8月上旬池内生物量再次系列到一定密度开始放养二茬对虾。

如果计划全年养殖一茬日本对虾，可在 7月中旬以后继续用轮捕的方法，使

池内的生物量、对虾、人工投铒趋于平衡，最终养成大规格日本对虾，达到生态

调控养殖日本对虾的目的。

4、前景展望

1、中国浅海滩涂丰富，虾池面积广阔，采用日本对虾生态调控健康养殖技

术可有效的发挥和利用这一资源优势。

我国沿海各省均建有大量虾池，仅山东省就有虾池 90多万亩，这广阔的面



积，在秋季出虾到翌年奏放苗长达 5个多月的时间时，大部分的虾池在空气中暴

晒，相当于这些面积干枯了 5个月，由此而丧失了无法估量的生产力，浪费了大

量的资源。

如果采用日本对虾生态调控健康养殖技术，大面积的虾池便成了有利于养殖

专用的各种生物的系列场所。有二种比较容易培养的生物，如按每平方米可产出

100克生物湿体，仅此一项，一个 20 亩的虾池，在放苗以前，只生物饵料便可

得到 2000多斤，放苗后，由于旅行了人为控制，还可以持续繁殖，因此，节省

了饵料投资。如果全国的是池都采用这项技术，那么其生产力可变为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

2、日本对虾生态调控健康养殖技术有利于改善开发滩涂对近海岸自然环境

的破坏所造成的失衡；有利于某些濒临灭绝海洋生物特种的繁殖和复苏，有利于

各种污染物质的分解和利用。

大规模虾场的修建，其滩涂都比较平坦，比降较小，从临近海口到上潮线边

缘的虾池有数十里，从秋季出虾到来年放苗的几个月内，由于进水渠道，闸门宽

度以及涨潮时差的影响，池底一直得不到浸泡，破坏了大面积沿海湿地历史上潮

起潮落所形成的自然规律，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一些在养殖中起举足轻重

作用的生物群落受到抑制，以至灭绝，正是这些生物的减少和灭绝，破坏了长期

形成的生态平衡，使当地海区各种海洋生物互相依存、互相斗争的形式和结果发

生了变化。污染生物占据了优势、有益生物占据了劣势，在生产上表现为水质恶

化，病害增多。

采用日本对虾生态调控健康养殖技术，使虾池提前进水，覆盖了原来沿海滩

涂湿地，基本上改变了由建地筑坝所破坏的自然地理环境，一些地区原来的生物

群落得以恢复，原始生态趋于平衡，同时，生物群落的生长繁殖，又分解利用了

一年养殖生产中虾池所沉积的各种有机物，抑制了污染生物的繁殖和生长，既消

除了污染源，又提高了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池内积蓄了大量的水体。而这些水

体由人为控制和底栖生物的存在，使池内各种理化因子长期处于生态平衡中，即

使将池水大量的交换，其水质又将恢复原状，这样的水质会给翌年的养殖生产提

供了稳定的防病基础。

3、采用日本对虾生态调控健康养殖技术，能够对适用养殖的各种水产资源



进行合理的调控，使自然资源的输入与虾池生产投入平衡，避免生态灾难的恶性

循环，使养殖业能够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