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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对凡纳滨对虾生长和氮磷收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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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海水、河口水与淡水及简易设施开展室内封闭式高密度对虾养殖试验，探讨了盐度对虾生长与氮
磷收支的影响。结果表明，100 d 养殖试验中，未曾换水与用药, 养殖试验池主要水质指标虽有程度不等差异，但
均控制在对虾生长安全范围。3 个试验组对虾成活率随盐度降低分别显著下降 88.2%、53.9%和 34.8%，
（P＜0.05）；
终末体重，河口水组（9.20 g）显著高于海水组（8.49 g）和淡水组（8.45 g）
（P＜0.05）
；单位水体产量随盐度降低
极显著下降 2 443.52、1 597.50 和 659.52 g·m-3（P＜0.01）。试验池氮、磷收支估算结果显示：各试验组氮磷主要收
与支的同类项所占比例较接近，特点相同，投入饲料氮与磷分别占氮与磷总收入 98.9%、98.1%、96.4%与 99.3%、
98.9%、97.9%，水层与虾苗共含氮与磷分别占 1.1%、2.0%、3.7%与 0.7%、1.1%、2.1%；排污、不换水水泥池水
层氮占氮总输出比例最高，略高于虾体；污水磷占磷总输出比例明显高于其余项，此不同于泥底虾塘为沉积物氮、
磷占氮、磷总输出的比例最高。试验池水层与污水共含氮与磷分别占氮与磷总输出 57.7%、61.3%、57.2%与 67.9%、
66.7%、73.3%，低于虾塘泥底沉积物与水层合计氮与磷占总氮与总磷输出比例；收获虾体氮、磷占氮、磷总输出：
35.3%、34.5%、34.4%与 19.3%、18.9%、19.0%，饲料利用转化率较好；池水蒸发渗漏与池壁吸附等损失输出氮、
磷占氮、磷总输出：7.0%、4.2%、8.5%与 12.8%、14.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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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alinity on the growth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and the nitrogen,
phosphorus budgets of the culture p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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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anghai Shencao Special Fisheries Development Company , Shanghai 201516)

Abstract: The growth of white shrimp Litopenaeus vannamei juveniles (0.11-0.15 g) and nitrogen, phosphorus budget of culture ponds were investigated under conditions of seawater, estuary water and fresh wa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ain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among these three style waters were different throughout whole
rearing period.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water
style (P>0.05). Survival rates of white shrim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decreased salinity (P<0.05). Average
final weight of the shrimp grown in seawater, estuary water and fresh water was 8.49, 9.20 and 8.45 g, respectively, and shrimp final weight in estuary water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fresh water (P<0.05). Final biomass loads
of seawater groups (2 443.52 g·m-3)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estuary groups (1 597.50 g·m-3) and freshwater
groups (659.52 g·m-3) (P<0.01). Test data suggest that the results of N, P budgets within the ponds among three
style waters were similar. Most of the N, P entered the rearing ponds as formulated shrimp feed 98.9%, 98.1%,
96.4% of the input N and 99.3%, 98.9%, 97.9% of the input P in seawater, estuary water and fresh water. Intake
water and shrimp juveniles accounted for 1.1%, 2.0%, 3.7% and 0.7 %, 1.1%, 2.1% of the input N and P. Nitrogen
was lost primarily from water layer nitrogen. Phosphorus was lost primarily from effluent P. The calculated outputs of P were different from that most output P was accumulated in the sediment in outdoor mud ponds. Within
the ponds, 35.3%, 34.5%, 34.4% of the input N and 19.3%, 18.9%, 19.0% of input P were converted to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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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imp, 57.7%, 61.3%, 57.2% and 67.9%, 66.7%, 73.3 % of output P was remained in the layer and effluent. Only
7.0%, 4.2%, 8.5% of input N and 12.8%, 14.3% , 7.6% of input P were unaccounted for, and generally assumed to
be consumed from evaporation and adsorb.
Key words: salinity；Litopenaeus vannamei；growth；survival rate；nitrogen and phosphorus budgets
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具有较强的
盐度适应能力，目前在海水、半咸水和淡水中均有
养殖[1-7]。盐度是影响水生动物生理状态（新陈代谢、
生长、营养需求等）的重要因子[8]。许多学者[1-3, 9-13]
采用实验生态学的方法研究了不同盐度、离子组成
对对虾生长、成活率和氮磷收支的影响。而有关采
用室内小型封闭式池塘方法研究不同盐度水环境对
对虾的生长与氮磷收支的影响尚未见报道。作者研
究了海水、河口水和淡水对高密度养殖凡纳滨对虾
的生长与氮磷收支的影响，旨在探讨对虾对不同盐
度环境的生态适应机制，为凡纳滨对虾封闭式高密
度养殖的水环境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Table 1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用虾与养殖设施
养殖试验池为上海申漕特种水产开发公司卤虫
孵化池，池上部为长方体（1.64 m×1.62 m×0.73 m），
下部为圆锥体（h = 0.4 m），中心设排污管, 养殖水
体 2 m3。河水经暗沉淀、消毒、充分曝气后注入试
验池作养殖基础用水，试验虾为海南淡化苗，经 15
d 升盐与降盐驯化后布入试验池，池水连续充气，
并悬挂预先培养生物膜的人工净水网（简称净水
网），网具良好水质净化作用[14]。布苗简况见表 1。
1.1

表 1 试验池布苗简况
The seedstock of the test ponds

组别 Groups

海水组 Seawater

河口水组 Estuary water

淡水组 Freshwater

-3

300

300

300

平均体长/cm Mean body length

2.22±0.38

2.28±0.54

2.15±0.23

平均体重/g Mean body weight

0.15

0.18

0.11

布苗密度/ ind·m Stocking densities

试验设计
据海水与河口水盐度（S）与相应 Ca2+与 Mg2+
变化范围及其比值[15-17] ，以浓缩海水将 S 调至 32.2
与 12.9，并相应调配 Mg2+与 Ca2+含量与比值(见表
2)。如此获得海水组，河口水组和淡水组（分别简
称 S 组、E 组、F 组）所用 3 种类型水进行对虾养
殖试验，各设 3 个平行。100 d 养殖期间，不换水、
不用药，适时排污与补充蒸发、渗漏和排污损失水
量；适时泼洒 NaHCO3 液予以调节 pH。
1.3 水质指标的测定
每 10 d 取 试 验 池 水 样 测 水 质 指 标 [18-19] ：
CODMn：碱性高锰酸钾法；pH：pHB-4 型 pH 计；
总氨氮（TAN）：纳式比色法；NO2--N：重氮-偶氮
比色法；NO3--N：锌镉还原-重氮偶氮比色法；溶解
1.2

Table 2
组别 Groups

氧（DO）：修正碘量法；采取初始水、终末水及污
水测定水质总氮：碱性过硫酸钾消解比色法（GB
11894-89）
；虾苗与收获虾肉及饲料总氮：凯氏定氮
法；水中总磷：钼酸铵比色法(GB 11893-89)；虾肉
和 饲 料 中 总 磷 ： 食 品 中 磷 的 测 定 （ GB/T5009.
87-2003）碱性过硫酸钾消解比色法；非离子氨氮
(NH3-Nm）浓度由总氨氮（TAN）浓度由下式求得[20]：

C NH 3 − N − C NH 3 − N × f NH 3 − N
+

f NH 3 − N = 1 /[1 + 10( pKa − pH + p / H ) ]
对虾生长测量
每 10 d 随机取虾 10 尾测取体长、体重，成活
率，体长增长率、体重增重率等计算式如下：
1.4

表 2 试验盐度、Mg2+ 及 Ca2+浓度
Levels of salinity, Mg2+, Ca2+ and CMg2+ / CCa2+ in test groups
海水组 Seawater

河口水组 Estuary water

淡水组 Freshwater

盐度 Salinity

32.2

12.9

0.6

CCa2+

385.7

160.3

60.1

CMg2+

1 194.4

377.0

34.1

3.1

2.4

0.6

CMg2+ / CC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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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活率=（Nt / N0）×100%
体长增长量= Lt-L0
体长增长率=(Lt-L0) / L0×100%
体重增重量=Wt-W0
体重增重率=(Wt-W0) / W0×100%
式中 Nt 和 N0 分别为始时与末时虾尾数；L0（W0）
和 Lt（Wt）为始时与末时体长（重）
。
1.5 数据分析方法
试验数据经最小显著差数法多重比较（LSD），
使用 SPSS Statistics17.0 分析软件对拟合方程进行
显著性检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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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试验，成活率随盐度降低由 88.2%降至 34.8%，
组间存极显著差异（P＜0.01），此变化特点与其他
方式养殖对虾报道相一致[1-3,23-24]；终末体长：S 组：
9.02 cm，E 组：9.12 cm，F 组：8.85 cm，无显著差
异；前两组体长增长率（301.7%、300.4%）相近，
但因 S 组、E 组在 15 d 升盐驯化期间，已淡化到位
的 F 组生长较慢，因而正式试验时，F 组的初始体
长（重）最小，加之不佳的水质类型使其成活率低，
低密度利于虾生长，最终致使其体长（重）增长（重）
率 316.1%（7 582.5%）最高，但体长增长率 F 组仅
与 E 组间存显著差异（P＜0.05），其体重增重率
（7 582.5%）极显著高于另两组(5 011.3%、5 561.6%)
（P＜0.01）； 另外，虽 S 组具合适水质类型，但高
成活率影响虾生长速度，故 S 组、F 组终末体重显
著低于 E 组（P＜0.05）
。李二超等[1]以盐度 2 养殖
对虾 56 d，布苗密度 133 ind·m-2，成活率 70.8%，
体重增重率 5 436.2%，介于本试验 S 与 E 组之间，
其认为盐度极显著影响成活率与生长指标，本试验
结果与之相符；Marcelo[3]等用地下淡水与过滤设备
养殖对虾 210 d，布苗密度 180 ind·m-2，苗规格大
（0.48 g·ind-1） 成活率 65.9%，最终体重（9.9 g）
略高于试验组，但本试验各试验组周生长率（S、F
组 0.58 g·周-1，E 组 0.63 g·周-1）均高于其结果（周
生长率 0.33 g·周-1）；朱春华[2]以换水方式养殖对虾
25 d，结果为：S =18~26，90~92%，S <10 或 S >26
成活率与生长均较差，其最佳范围与本试验结果略
有差异；资料[6,23-24]提出，低盐度时，对虾生长随盐
度降低而减缓，成活率降低。本试验结果与上述报
道一致。从表 4 可知，S 组与 E 组虾产量分别为 F
组的 3.7 倍与 2.4 倍，组间差异极显著（P＜0.01）。

结果与分析

养虾池水质变化状况
表 3 为全周期试验池水质测定平均值。表 3 表
明，由于试验池连续曝气、排污与挂净水网等确保
丰富溶氧量（DO>6 mg·L-1）；其余水质指标差异程
度不等：组间 TAN 差异极显著(P＜0.01)，TAN 随
成活率增加而升高(见表 4)，3 组变化范围 0.540~
0.249 mg·L-1，S 组分别为 E、F 组 1.3 倍与 1.8 倍，
但组间非离子氨氮（NH3-N）无显著差异；3 组
NO2--N 变化范围 0.076~0.146 mg·L-1，S 组 NO2--N
极显著高于 E、F 组（P＜0.01），其与 F 组间 pH，
CODMn 差异极显著（P＜0.01）；E、F 组间 pH 与
CODMn 差异分别极显著（P＜0.01）与显著（P＜
0.05）。试验组盐度与离子含量的差异是各组对虾成
活率不同的根本原因，高盐度组成活率较高，虾代
谢产物与残饵等相应增加，这些物质的氧化分解等
导致 pH 降低，TAN、CODMn 和 NO2--N 升高，致使
水质相对变差[14]，但因采用排污、挂净水网与严格
控制投饵量等措施，试验池水质均控制良好。
2.2 3 种盐度养殖对虾的成活率与生长状况
表 4 为试验组对虾成活率与生长简况。经 100 d
2.1

组别
Groups
海水 Seawater

表 3 试验期间养殖试验组水质指标测定结果
Table 3 The water quality indexes of different culture groups
温度/℃
DO
pH
TAN
NH3-N
NO2---N
Temperature
28.9±2.6
6.39±0.65 8.02±0.30a 0.540±0.200a 0.027±0.016a 0.146±0.127a

河口水组 Estuary water

28.8±2.6

淡水组 Fresh water

28.7±2.6

6.49±0.42

8.07±0.28a

0.420±0.201b

0.026±0.014a

0.076±0.080b

6.58±0.37

b

c

a

b

8.23±0.27

0.299±0.192

0.028±0.009

0.080±0.085

mg·L-1
CODMn
18.45±9.60a
16.61±11.01ab
14.48±8.56b

注：同列数字标有的不同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具差异显著。下同。
Note：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2.3 试验池的氮磷收支估算
2.3.1 试验池的氮磷输入状况 试验组全周期氮与
磷收支估算结果分别列于表 5 和表 6。估算虾池氮

磷收支时，氮磷输入源为虾苗、投入饲料与初始水
层。表 5、表 6 表明，3 组试验池初始水层与虾苗氮
磷贡献甚低，输入氮仅分别占氮总输入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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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0.9%~2.5%、输入磷分别占总磷输入 0.1%~0.3%
与 0.6%~1.8%。3 组饲料投入氮、磷所占各自总输
入 比 例 较 接 近 ， 分 别 为 96.4%~98.8% 与
97.9%~99.2%，为氮、磷主要输入源，由水层和虾
苗输入氮、磷量甚少。综合资料[25-29]与本试验结果

Table 4
组别
Groups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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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采用海、咸、淡等类型水质，在室内或室外，
封闭式或换水开放式等养殖对虾，凡是无施用肥料，
投入饲料均为虾塘氮、磷的主要贡献者，多数认为
两者均分别占其总输入量的 90%左右，本试验结果
与之相比，饵料所占氮磷输入比例更高。

表 4 养殖试验组凡纳滨对虾幼虾生长状况
Growth status of Litopenaeus vannamei in different groups
海水组
河口水组
Seawater
Estuary water
88.2±3.7a
53.9±5.6b
9.02±0.26a

终末体长/cm Harvest body Length

9.12±0.09a

a

体长增长率/% Length increasing rate

5 561.6±385.7

单位体积产量/g·m-2 Yield per cubic meter
-2

单位面积产量/g·m Yield per square meter

316.1±12.0a

300.4±3.9

8.49±0.39ab

体重增重率/% Weight increasing rate

8.85±0.26a

a

301.7±11.8

终末体重/g Harvest body Weight

淡水组
Freshwater
34.8±2.0c

9.20±0.20a

a

5 011.3±110.3

8.45±0.58b

a

7 582.5±356.4b

2 443.52a

1 597.50b

659.52c

a

b

495.88c

1 837.23

2.3.2 试验池的氮磷输出状况 估算虾池氮磷输出
时，输出途径含收获虾、水层、排污水（简称污水）
及其他（渗漏+池壁吸附等）。其中“其他”为输入
与输出总氮、总磷量之差。表 5 表明，3 个试验组 4
种途径输出氮量顺序均为：终末水层>收获虾>排污
水>其他，除“其他”外，组间其余相同途径占百
分比相近，如终末水层为 35.5%~39.2%，收获虾
34.4%~35.3%，污水 20.5%~22.2%，水层略高于虾
体。不同于养虾泥塘常是池底沉积物含氮比例最
高[26,28,30]。本试验长达 100 d，从无换水，池内基本
无藻类，连续曝气使虾的大量粪便、代谢物及残饵
等几乎全悬浮于水中，因此未被利用的输入氮主要
存于水层与污水中。若养虾塘为泥底，具较强吸附
能力的底泥使沉积物成为氮主要支出者。如
Dhirendra[28]等用泥塘封闭式、杨逸萍[26]以泥塘精养

1 201.13

方式分别养殖对虾 90 d 与 88 d（均无排污），泥底
沉积物含氮分别占总氮输出 52.8%与 62%~68%，泥
底池沉积物与水层氮之和占总氮输出分别为约为
66.9%与 70%~80%，此两项之和在泥塘氮支出中的
作用相当于排污水泥池水层与污水氮之和，前者近
于、但多数高于后者。如 3 个试验组此两项之和
57.2%~61.3%，与资料[13]报道（50.7%~58.3%）相近。
本试验另一特点是饲料转化率较高，收获虾体氮占
氮总输出比例（34.4%~35.3%）略低于终末水层
(35.5%~39.2%) ， 高 于 有 关 资 料 报 道 ， 如
Dhirendra[28]、杨逸萍[26]、齐振雄[13]等试验虾体氮占
氮总输出分别为 27.9%、19%与 9.06%~11.5%，可
见本试验所采用的精养模式可获得更高的饵料利用
率。

表 5 养殖试验池的氮收支情况
Table 5 The N budget of different groups
组别
Groups

输入氮/% Input of N

输出氮/% Output of N

其他
Others

虾苗
Juvenile
0.8

初始水层
Initial water
0.3

饲料
Feed
98.9

收获虾
Harvest hrimp
35.3

终末水层
Remain water
35.5

污水
Output water
22.2

河口水组 Estuary water

1.4

0.6

98.1

34.5

39.2

22.1

4.2

淡水组 Fresh water

2.5

1.2

96.4

34.4

36.7

20.5

8.5

海水组 Seawater

3 个试验组各途径磷输出占总磷输出比例顺序
与氮不同：污水>终末水层>收获虾>其他，污水磷
明显高于其余输出途径，前两者之和占输出总磷
66.7%~73.3% 。 收 获 虾 体 磷 占 输 出 总 磷 18.9%~

7.0

19.3%，高于通常养殖泥塘。泥塘沉积物磷是总磷
输出的主要形式，如齐振雄[13]、Dhirendra[28]与苏跃
朋 [31] 等 分 别 提 出 泥 塘 沉 积 物 磷 占 输 出 总 磷
21.7%~95.9%、66.7%、52.0%，虾体分别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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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磷含量远高于三者，体现了封闭式养殖饵料利用
率高的特点。可见 3 个试验组氮磷收支状况无明显
差异，饵料氮磷转化率均较高。

3.9%、3.0%、12.8%；水层为 8%~12%、12.4%、27.3%，
而本试验中由于无底泥吸附，污水磷主要集中于残
饵与粪便沉积，其部分小颗粒悬浮于水体，导致沉
积物磷低于前三者试验结果，而水体磷较高；但虾

表 6 养殖试验池的磷收支情况
Table 6 The P budget of different groups
组别
Groups

输入磷/% Input of P

输出磷/% Output of P

其他
Others

幼虾
Juvenile shrimp
0.6

初始水层
Initial water
0.1

饲料
Feed
99.3

收获虾
Harvest hrimp
19.3

终末水层
Remain water
26.1

污水
Output water
41.8

河口水组 Estuary water

1.0

0.1

98.9

18.9

26.7

40.0

14.3

淡水组 Fresh water

1.8

0.3

97.9

19.0

36.4

36.9

7.6

海水组 Seawater

3

结论

对虾在海水与河口水生长、成活率优于淡水，
在河口水中生长最佳[1,23]。显然，试验组盐度与离
子含量的差异是各组对虾成活率不同的根本原因，
组间成活率与产量差异极显著，体长（重）增长率
也存一定差异。过低盐度养殖对虾效果差的根本原
因，除因对虾调节渗透压需消耗更多能量外，水中
主要离子含量及彼此比值与对虾自然生活区差异较
大也是重要原因[9,31-33]。本试验与资料[1-3,11, 26]表明：
在室内外或换水与否的多种方式养殖试验中，凡纳
滨对虾养殖最适盐度范围约 15~20，当 S <10，特别
是淡水养殖对虾，成活率与生长均较差。但如采用
本试验方法与设施，参考资料[3,25,33]，适当调节主要
离子，如钙、镁与钾等含量，以淡水或低盐度养殖
对虾仍可取得有益的养殖效果。
室内以 3 种盐度封闭式养殖对虾池氮磷收支特
点相近：均以投入饵料为氮磷的主要输入途径，水
层与污水之和为总氮、总磷输出的主要部分，低于
多数泥塘底沉积物与水层氮、磷之和在各自输出总
量的比例，虾体氮磷占总输出量比例较高，表明饲
料利用转化率较高。但 3 个试验组间虾体所占氮磷
输出比例间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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