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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生长和成活率的影响
陈

勇

(南京晓庄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南京 211171)
摘

要：用不同密度（12、20、32、40、52 和 60 尾·m-2）饲养克氏原螯虾体重（2.4±0.2）g 2 个月，分别求得

其相对生长率、成活率和残肢率，测定其血细胞吞噬活性和血清中酸性磷酸酶（ACP）、溶菌酶（LZM）、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活性，旨在探讨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生长、成活和抗病力影响的机制。结果表
明，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加，克氏原螯虾的相对生长率、成活率、血细胞吞噬活性及血清中 ACP、LZM 活性均呈逐渐
下降趋势；残肢率呈逐渐上升趋势；血清中 SOD、CAT 活性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本研究认为，随着饲养密度的增
加，克氏原螯虾个体用于应对环境胁迫的能量消耗增多，对空间资源的竞争加剧，为了争夺自己的领地空间和生存资
源不惜自相残杀；机体对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下降，使“自由基稳衡性动态”被打破，导致抗氧化系统紊乱，机体受到氧
化损伤，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水平均显著下降，可能是克氏原螯虾生长速度减缓、成活率逐渐降低、死亡率逐渐升高
的主要原因。考虑到既要能充分利用水体资源又要获得最大的生长率和成活率，20 尾·m-2 的饲养密度为此规格克氏
原螯虾适宜的饲养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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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tocking density on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 of Procambarus clarkill
CHEN Yong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logy,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Nanjing 211171)

Abstract: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stocking density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 of P. clarkill and to investigate the suitable stocking density of P. clarkill at the size, Procambarus clarkill Girard (initial weight of 2.4
g±0.2 g）were reared at different stocking densities of 12, 20, 32, 40, 52 and 60 individuals·m-2 for two months. The
relative growth rate, the survival rate and the limb loss rate were calculated. The activities of ACP, LZM, SOD and
CAT in serum and the phagocytic activity of blood cells were determined after 60 days feeding period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stocking density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 of P. clarkill, to investigate the probable
reasons and confirm the fitting stocking density of P. clarkill at the siz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ve growth rate,
the survival rate and the activities of ACP and LZM in the serum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and the limb loss rate
presented a gradually rising trend with the increasing stocking density. The activities of SOD and CAT in the serum
were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stocking density. We concluded that the decreased growth
rate, reduced survival rate, and increased mortality rate as the increasing stocking density of P. clarkill might be
caused by the increased competition for the energy resources and territorial space among the individuals. The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bility was decreased, and the "free radical homeostasis in dynamic" was broken, which resulted
in the antioxidant system disorder, the organism oxidative damage, cellular and humoral immunity declined in the
body of P. clarkill. Twenty individuals·m-2 might be a suitable stocking density of P. clarkill at the size of 2.4 g±0.2 g,
considering the growth rate, the survival rate, and adequately utilized water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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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密度是影响水体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养殖
者为了充分利用水体资源去获得更大的产量，往往
进行高密度养殖。然而，养殖密度不仅是影响养殖
容量的主要因素, 还与水生生物的生长和存活率有
密切联系。邓梦颖等 [1]的研究表明,随着饲养密度的
增大，克氏原螯虾幼虾的体长、特定生长率、平均
日增重、仔活率和蜕壳率都随养殖密度的增大而减
小，降幅明显；方春林等[2]研究表明,克氏原螯虾亲
虾的放养密度与其成活率和抱卵量呈极显著负相关
关系。本研究旨在研究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残肢
率及血淋巴细胞吞噬活性、血清中几种免疫酶活性
的影响，以期探讨高密度饲养下克氏原螯虾成活率
低的原因和机制以及此规格较为适宜的饲养密度。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克氏原螯虾幼虾购自南京高淳县水产养殖公
司；试验饲料原料购自南京水产研究所养殖实验基
地。
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来自南
京晓庄学院食品科学学院微生物实验室。
酸性磷酸酶（ACP）
、溶菌酶（LZM）
、超氧化
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检测试剂盒
购于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设计

试验是在南京晓庄学院生态学省

级重点建设学科水产动物生理生态研究室内的 18 个
水族箱中进行的。试验设置 6 个饲养密度处理组，
在相同（底面积 0.25 m2、水深 0.3 m）的水族箱中分
别放养 3、5、8、10、13 和 15 尾幼虾，体长（3.5±0.2）
cm，体重（2.4±0.2）g，每个处理组 3 个重复，对应
饲养密度分别为 12、20、32、40、48、52 和 60 尾·m-2。
表 1 克氏原螯虾不同饲养密度组的设置
Table 1 Design of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ocking densities of
Procambarus clarkill
组别 Group

项目
Item
2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3

5

8

10

13

15

12

20

32

40

52

60

-1

面积/m ·箱
Area
虾数/尾·箱-1
No. of shrimp tail
密度/尾·m-2
Density tail

1.2.2 饲养方法

试验用克氏原螯虾先驯养 7 d，待

供试虾适应环境、生活正常后，挑选健康状况良好、
附肢齐全、大小基本相同的克氏原螯虾称重后随机
放入 18 个水族箱中。各箱随机排列，并放置适量水
草、假山石或带孔的砖块供克氏螯原虾躲避和休息。
试验期间及驯养期所用饲料为依据克氏原螯虾幼虾
营养需要而制备的硬颗粒配 合饲料（粒径为 1.2
mm）
。 配方质量分数为鱼粉 5.00%、豆饼 35.00%、
菜饼 5.00%、棉饼 5.00%、次粉 35.00%、麦麸 5.00%、
皮糠 5.00%、磷酸氢钙 1.50%，沸石粉 2.00%、盐
0.50%和预混料 1.00%。试验用水为曝气后的自来
水。试验期间水温为室内自然温度（21～26℃）
，全
天 24 h 充气增氧。各处理组分别在每天清晨和傍晚
分 2 次投喂等量的饲料并做记录，投喂量为每箱虾
体重的 5%，每周调整 1 次。每次投喂前 1 h 吸净前
次粪便后再投喂。每 3 d 换水 1 次，每次换水三分
之一，连续饲养 2 个月。饲养期结束前一天禁食，
饲养试验结束时对每箱虾计数，对每个个体进行量
体长、称体重，并观察和记录附肢是否完整。计算
相对增长率、相对增重率、成活率和残肢率指标。
相对增长率(％)=100×[(终均体长－初均体长)／
初均体长]
相对增重率(％)=100×[(终均体重－初均体重)／
初均体重]
成活率(％)=100×成活尾数／投放尾数
残肢率(％)=100×附肢不完整尾数／成活尾数
1.2.3 测定方法 （1）吞噬菌株的制备。将金黄色
葡萄 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在肉 汤培 养基中
37℃振荡培养 24 h 后，离心集菌。用 0.15 mol·L-1
无菌生理盐水洗涤 3 次，将菌液悬浮于一定量的生
理盐水中，隔水煮沸 10 min 灭活, 离心集菌。用生
理盐水调整浓度为 3×108 cfu·mL-1 菌悬液，置 4℃冰
箱保存备用。
（2）吞噬活性的测定。饲养试验结束后从每个
试验组取虾 3 尾（每个重复组 1 尾）
，用经抗凝剂润
洗过的 1 mL 一次性注射器自虾头胸甲后部血窦插
入心脏取血，用于测定血细胞的吞噬活性。测定方
法参照陈孝煊等 [3]略做修改：心脏取血 0.3 mL，置
于已加入 0.3 mL 抗凝剂的 1.5 mL 无菌离心管中，
再加入 0.15 mol·L-1 冷的（4℃）生理盐水 0.6 mL, 摇
匀后加入 250 μL 浓度为 3×108 cfu·mL-1 金黄色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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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菌悬液, 混匀后于 28℃保温 1ｈ，其间不断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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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生产的试剂盒测定。 采用磷酸苯二钠法测定

取出后 2000 r·min 离心 4 min, 弃上清液，然后用
吸管吸取血细胞涂片，每个样品涂 5 片, 晾干后滴

ACP 活力，其活力单位定义为：100 mL 血清在 37℃
与基质作用 30 min 产生 1 mg 酚为 1 单位（U·100

加甲醇固定 3 min, 姬姆萨染色 1～2 min, 背面冲洗
后风干, 油镜下观察计数，每片计 100 个血细胞对

mL-1）。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羟胺法）测定 SOD
活性，其活力单位定义为：每毫升反应液中 SOD 抑

细菌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并用以下公式计算每片
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

制率达 50%时对应 SOD 的量为一个酶活力单位
（U·mL-1）
；采用钼酸铵法测定 CAT 活力，其活力

吞噬率（PP）=吞噬了细菌的血细胞数/被观察
血细胞总数×100%；

单位定义为：每毫升血清每秒分解 1 μmol 的 H2O2
的量为 1 活力单位（U·mL-1）
。采用空白对照比浊法

吞噬指数（PI）=被吞噬的细菌总数/参与吞噬
的血细胞数。

测定血清中溶菌酶含量，溶菌酶含量单位为
U·mL-1。具体测定步骤按照说明书进行。

（3）免疫酶的测定。另从每个试验组取虾 6
尾（每个重复组 2 尾）
，用经抗凝剂润洗过的 1 mL

1.2.4 统计方法

一次性注射器自虾头胸甲后部血窦插入心脏取血，
置于 1.5 mL 无菌离心管中，于 4℃冰箱中过夜后，
以 3500 r·min-1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作为待测血
清，用于测定克氏原鳌虾血清中酸性磷酸酶（ACP）
、
溶菌酶（LZM）
、总超氧化物歧化酶(T-SOD)及过氧
化氢酶（CAT）活力。克氏原鳌虾血清中 ACP、LZM、
SOD 及 CAT 活力的检测均使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

试验数据用 ANOVA 进行方差分

析，Duncan’s 进行多重比较。试验结果用平均值±
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生长、成活率和残肢率
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生长、
成活率和残肢率有显著影响，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生长、成活率和残肢率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stocking density on the growth, survive and limb loss rate of Procambarus clarkill
组别 Group
项目
Item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1
虾数/尾·箱 Number
3
5
8
10
13
15
12
20
32
40
52
60
密度/尾·m-2 Density tail
终均体长/cm Harvest average length
6.3±0.2a
6.1±0.2a
5.7±0.2b
5.4±0.1c
5.1±0.1d
4.8±0.2e
终均体重/g Harvest average weight
11.2±0.4a
10.8±0.4a
9.2±0.5b
8.4±0.2c
7.7±0.2d
7.0±0.3e
死亡数 尾·箱-1 Mortality
0.0±0.0a
0.0±0.0a
1.3±0.6b
2.7±0.6c
3.7±0.6c
6.0±1.0d
a
a
b
c
d
相对增长率/% Length increasing rate
79.0±4.4
74.3±5.7
63.8±4.4
53.3±1.6
44.8±1.6
36.2±4.4e
a
a
b
c
d
349.3±16.2
332.0±16.0
269.3±18.0
234.7±6.1
209.3±8.3
180.0±10.6e
相对增重率/% Weight increasing rate
a
a
b
c
c
成活率/% Survival rate
100.0±0.0
100.0±0.0
83.3±7.2
73.3±5.8
71.8±4.4
60.0±6.7d
b
b
b
b
a
残肢率/% Limb loss rate
0.0±0.0
0.0±0.0
0.0±0.0
4.2±7.2
14.1±5.1
18.2±5.1a
注：表中同一行数据中含不同字母表示均值有显著差异（P <0.05)。下同。
Note: 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0.05 leve1. The same below.
表 3 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血细胞吞噬活性和血清中 4 种免疫酶活性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stocking density on the activities of blood cell phagocytosis and ACP, LZM, SOD and CAT in serum
组别 Group
项目
Item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3
5
8
10
13
15
虾数/尾·箱-1 Number
密度/尾·m-2 Density tail
12
20
32
40
52
60
PP/%
54.00±1.64a
52.60±3.70a
43.60±0.92b
34.33±1.45c
23.83±1.12d
11.60±1.11e
PI
7.41±0.18a
7.42±0.28a
6.03±0.22b
4.84±0.15c
3.73±0.20d
2.90±0.18e
ACP/U·L-1
83.42±3.51a
78.73±7.52a
56.69±3.79b
46.87±4.53c
29.88±4.81d
11.96±1.32e
-1
a
a
b
b
c
LZM/U·ml
24.36±1.17
24.97±1.32
19.78±1.69
17.84±1.34
13.43±1.51
11.96±1.32c
-1
b
b
a
a
c
SOD/U·ml
117.77±1.25
110.31±4.48
146.72±8.15
139.11±1.73
85.63±5.08
54.13±4.61d
-1
d
d
c
b
a
CAT/U·ml
0.26±0.03
0.28±0.05
0.49±0.03
0.64±0.08
0.82±0.05
0.16±0.03e

由表 2 看出，随着克氏原螯虾饲养密度的增大，平

均每尾虾的相对增长、相对增重和成活率均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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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在饲养密度为 12 尾·m-2 和 20 尾·m-2 时，相
对增长和相对增重都是最大的，二组间没有显著差

究结果表明：当饲养密度达到及超过 40 尾·m-2 时，
残肢率也显著升高。严维辉等[9]对克氏原螯虾不同

异，成活率均为 100%。当饲养密度达到及超过 32
尾·m-2 时，相对增长和相对增重均显著降低，成活

放养密度下残杀情况的试验性研究结果也表明：随
着养殖密度的升高，克氏原螯虾种群内互相残杀情

率也均显著下降。另外在试验过程中观察到：随着
饲养密度的增大，克氏原螯虾打斗现象愈加频发，

况越严重，死亡率也就越高，种群增长量则呈下降
趋势。刘国兴等[6]研究结果也显示高密度养殖会使

而死掉的克氏原螯虾大多都有附肢严重缺损情况。
由表 2 还可以看到，在实验结束时收获的存活虾中，

克氏原螯虾残肢率升高。这说明随着养殖密度的增
加，克氏原螯虾个体对空间资源的竞争加剧，为了

也是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大，克氏原螯虾附肢缺损越
严重。

争夺自己的领地空间和生存资源不惜自相残杀，这
应该是随着养殖密度的增加，克氏原螯虾成活率降

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血细胞吞噬活性和血
清中四种免疫酶活性的影响

低、死亡率增加的一个原因。
甲壳动物机体的免疫防御体系缺乏特异性免疫

试验结果同时表明，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的
血细胞吞噬活性和血清中 4 种免疫酶活性有显著影

系统,以天然的免疫反应为主,主要依赖于血细胞的
吞噬、包掩等细胞免疫反应，其体液中不具有免疫

响，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以看出，随着克氏原螯
虾饲养密度的增大，克氏原螯虾血细胞吞噬活性（吞

球蛋白，缺乏抗体介导的免疫反应，体液免疫主要
是指血淋巴中的一些免疫酶和调节因子，如酚氧化

噬率和吞噬指数）和血清中 ACP、LZM 活性均呈
显著下降趋势，而血清中 SOD、CAT 活性呈现先显

酶原激活系统、溶血素、凝集素、溶菌酶和蛋白酶
抑制剂等[10]。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克氏原螯虾饲

著增高而后又显著下降趋势。在饲养密度为 12 和
20 尾·m-2 时克氏原螯虾血细胞吞噬活性和血清中

养密度的增大，克氏原螯虾血细胞吞噬活性和血清
中 ACP、LSM 活性均成显著下降趋势。虾类的血淋

ACP、LZM 活性均为最大；二组间无显著差异；但
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大到 32 尾·m-2 及以上时血细胞吞

巴细胞能吞噬侵入机体的病原微生物,在虾类的非
特异性免疫防御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血淋巴细胞

噬活性和血清中 ACP、LZM 活性均呈现随着密度
增大而显著降低；而血清中 SOD、CAT 活性与之相

的吞噬活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虾体细胞免疫的水
平，也反映了虾类的健康状况 [11]。甲壳动物体内的

反，当饲养密度增大到 32 尾·m-2 及以上时，均呈现
显著增高过程，而血清中 SOD 活性是当饲养密度增

酸性磷酸酶(ACP)来自于颗粒细胞的颗粒体,是巨噬
细胞内溶酶体的标志酶,是溶酶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到 52 尾·m-2 及以上时呈现显著陡降，血清中 CAT
活性是当饲养密度增大到 60 尾·m-2 时呈现垂降。

可以催化磷酸单酯的水解反应及磷酸基团的转移反
应,能加速物质的摄取和转运。溶菌酶( LSZ) 是吞噬

3 讨论

细胞杀菌的物质基础，具有机体防御的功能，在动
物免疫研究中，溶菌酶活性是衡量动物体非特异性

2.2

3.1 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生长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随着克氏原螯虾饲养密度增大，
其相对生长率（相对增长率、相对增重率）成显著
下降趋势。这和严维辉等 [4]结果一致。肖鸣鹤等 [5]
研究表明高密度养殖对克氏原螯虾幼虾生长和消化
酶(胃蛋白酶、类胰蛋白酶和淀粉酶)活力具有一定
负面影响。刘国兴等[6]研究结果显示高密度养殖会
使克氏原螯虾饲料系数升高、生长率降低，水质（总
氮、总磷、氨氮、亚硝酸盐氮升高）恶化。不良水
体环境对虾类造成胁迫作用，使动物摄食、行为、
物质及能量代谢均产生一系列变化，显著影响生长
能占食物能的比例 [7-8]；用于应对环境胁迫的能量消
耗增多，用于生长（储存）的能量必然减少。
3.2 饲养密度对克氏原螯虾成活率的影响
克氏原螯虾是一种领地意识极强的虾类。本研

免疫的一个重要指标。LSZ、ACP 的活性程度大体
可以反映机体的体液免疫机能状况 [12-13]。这说明在
本研究中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大，克氏原螯虾机体的
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均在呈显著下降趋势。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作为反映动物机体非特
异性免疫功能的重要生理指标，该酶可催化超氧阴
离子发生歧化反应生成 H2O2，以此消除细胞代谢中
产生的超氧阴离子 [14]；而过氧化氢酶(CAT)是抗氧
化系统的终端酶，也是细胞内清除自由基的主要酶
类，它是以 H2O2 为底物，将其分解为水和氧气，从
而彻底地消除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CAT
活力的高低可以反映机体抗氧化体系清除活性氧能
力的高低[15]。二者是水产动物体内抗氧化防御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 [16]。近年来，SOD、CAT 已作为监
测水环境应激因子对水生动物的影响作用常用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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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激生物标志物，用以评价生物体的健康状况和
获得对环境风险早期警告的反应 [17]。
在正常的生命过程中，自由基为维持生命所必
需，但自由基也是生物大分子、细胞和生物组织的
危险杀手。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体内自由基不断产
生，但也不断地被清除。细胞会严格控制自由基产
生数量，保持体内自由基适当浓度，维持自由基产
生与消除动态平衡（“自由基稳衡性动态”）
。使之维
持在一个正常的生理水平上。一些特殊情况下（如
病理状态下），自由基可能会产生过量或不足，或者
是机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减弱，使自由基浓度会发
生一定的改变，导致产生和消除之间的动态平衡被
打破，进一步导致自由基水平过高或过低。如若自
由基浓度过高，则称之为氧化应激 [18]。氧化应激是
所有应激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应激方式，任何较强应
激都伴随氧化应激的发生[19]。氧化应激状态下，构
成生物膜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因受自由基攻击而被氧
化，导致膜结构和功能完整性受到损伤，蛋白质和
核酸等生物大分子也因被氧化而遭到破坏，组织生
理功能无法正常行使，动物机体抵抗能力下降，诱
发各种疾病的发生 [20]。氧化应激严重影响水产动物
健康生长，给实际生产带来巨大危害，降低经济效
益。生产实践中，能引起动物产生氧化应激的因素
较多，如运输、惊吓、创伤、冷热、紫外线、辐射、
某些化学毒物和药物等[21]。本研究结果显示：克氏
原螯虾血清中 SOD 活力随密度增大而先升后降，
这可能是由于在密度胁迫下虾体内自由基的产生随
密度增大而逐渐增多，在密度相对较小（32～40
尾·m-2）时能诱导 SOD 活力增强，努力清除更多的
自由基；而随着密度进一步增加（52～60 尾·m-2）
，
虾体内自由基增加太多，超出了其清除能力，致使
SOD 活力受到抑制的缘故；而 CAT 活力也是随密
度增大先呈现逐步升高，最后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态
势，这可能是由于在密度相对较小（32～52 尾·m-2）
时，在逐渐增加的 SOD 歧化活性氧自由基产生的
过氧化氢所诱导下 [22]，CAT 活力也是随密度增大而
逐步升高，而随着密度进一步增加（60 尾·m-2），
虾体内产生的过氧化氢增加太多，也超出了 CAT 的
清除能力，致使 SOD 和 CAT 活力均受到抑制；而
清除能力的下降，使“自由基稳衡性动态”被打破，
导致抗氧化系统紊乱，免疫抗病能力下降，机体受
到氧化损伤，诱发多种疾病产生，甚至出现死亡 [23]，
这可能是随着饲养密度的增大，克氏原螯虾死亡率
逐渐升高、成活率逐渐降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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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在本试验设置的密度梯度范围内的研究结果表
明：随着密度增加，克氏原螯虾的相对生长率、成
活率、血细胞吞噬活性及血清中 ACP 和 LZM 活性
均呈逐渐下降趋势；残肢率呈逐渐上升趋势；血清
中 SOD 和 CAT 活性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考虑到
即要能充分利用水体资源又要获得最大的生长率和
成活率后认为，20 尾·m-2 的饲养密度为此规格克氏
原螯虾适宜的饲养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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