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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范化生产 ，具有现实意义。 

亲鱼配对时的斗咬现象比较普遍，也是 

月鳢人工繁殖的一大难题 本文介绍的麻醉 

配对的方法有较好的效果 ，目前采用的麻醉 

药物是巴比妥纳．而用于鱼类麻醉的药物还 

有许 多种 ，诸 如 奎 那 啶 、乌 拉 坦 、M1222 

等 J，作者认为有条件的话值得 ～泼，以寻 

求其最好的方法。 

关于亲 鱼同步产 卵问题 ，作 者曾试用 

HCG催 产，也能达 到大批量 同步产卵的 目 

的 ，但用这种办法催产后 ．到下一次产卵的 

时间问隔很长，一般要 1个月以上，而用换 

新水办法催产则两次产 卵的时间相距较短， 

且鱼卵的质量较好。 

在孵化和育苗的方法上，有的农户让亲 

鱼产卵后护卵、护苗 ，以致在亲鱼池中养成 

鱼种，才捕捞鱼种出售。这种办法仅适用于 

小量生产苗种 ．且 由于鱼种在亲鱼池中的密 

度不一 ，同批量生产的鱼苗种，其规格难以 

划一 。工厂化育苗无法采用这一技术。 

本项研究的成果已应用于生产 ，并 已取 

得相应的经济效益 ，今后如有条件，还应进 

一 步研究提高亲鱼繁殖力和苗种培育成活率 

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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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 白对虾营养研究进展’ 

黄 凯 

(广西大学 南宁 530003) 

美键 词 南美 自对虾 营养 

南美 白对虾 (Penaeus m Mw )，是当 

今世界上公认 的养殖产量最高的 3大优 良虾 

种之一 (其它两种为斑节对虾 、中国对虾)， 

因具适应能力强、耐盐性广 、生长迅速 、抗 

病力强 、肉昧鲜美 、加 工出肉率高等特点， 

多年来作 为中南美洲对虾养殖 的主要 品种， 

而且也是 目前国际水产市场的俏销对虾品 

周洪琪 

(上海水产大学 上海 200090) 

种 近年来 ，该虾在国内推广养殖并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对虾的饲养大部分是采用高密 

度养殖形式，南美自对虾也不例外 ，人工配 

合饲料成为其主要的营养来源，而南美白对 

虾营养需求及营养生理的研究是其配台饲料 

研制的基奠 。南美自对虾的养殖在国外发展 

较早，对于其营养学国外学者也进行了较广 

t 广西教育厅高校科研项 目、广西大学 科研项 目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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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研究，本文就南美白对虾的营养研究成 

果作如下概述。 

1．蛋 白质、氨基酸 

蛋 白质是对虾有机体结构和功能中重要 

的营养物质 ，蛋白被不断地用于生长 、组织 

修复和供能，因此对虾必须不断地获得外界 

提供的蛋 白质 正因为蛋 白质 的生理 重要 

性 ，且蛋白质是饲料中主要而 昂贵的成分 ， 

对虾蛋白质营养的研究是一重要而具实际意 

义的课题。 

对于南美白对虾蛋白质营养的研究，一 

般认为南美白对虾对蛋白质的需求较其他对 

虾为低。Smith and L丑wrence(1988)用半精 

制饲将研究 了南美白对虾幼虾在海水中的蛋 

白质 需 求，得 出其 对蛋 白质 的 需 要 量 为 

37．6％；Coluin 等 (1977) 和 Smith 等 

(1985)对不同体重的成虾进 行了试验。结 

果表 明其 蛋 白质需 要 量 都 是 30％，另 外 

Roberlson等人 (1993)在室外水槽中研究 了 

海水盐度和饲料蛋 白含量对南美白对虾生长 

影响的试验 ，发现在盐度为 46‰ 的海水中， 

饲料蛋 白质含量为 45％时 ，南美 白对虾生 

长比 35％和 25％蛋 白组 快，而在盐 度 为 

12％。的半成水中，45％蛋 白质组 的虾生长都 

不比 35％和 25％蛋 白组快 。结论是 ：对于 

南美白对虾来说 ，盐度较高时，饲料蛋白质 

的 含 量 应 较 高。 有 趣 的 是 ，Shiau 等 

(1991a)也证 明虾类蛋白质 的需求量受环境 

的影 响，饲 养 在 海 水 中 的 斑 节 对 虾 

(P．momo&n)幼虾最适需求量 (40％蛋白) 

低于饲养 于 16％o半成水 中的斑节对虾蛋 白 

最适需求量 (44％蛋白)，这可能是由于虾 

类养殖于不同盐度的水平下，饲料蛋白质作 

为能源来利用的情况有所不同。以上两种对 

虾的研究结论相反，是否是由于种间差异所 

导致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动物对饲料蛋白质的和用，其本 贾逗对 

氨基酸的利用 ，由于国内外学者对甲壳类氨 

基酸需要量的研究方法还颇有异议 ，所 以对 

于对 虾氨基 酸需 要量 的研究 进展都 很慢。 

Watanenable曾用示踪原 子研究 了南 美 白对 

虾幼体所需 的必需氨基酸 ，它们是蛋氨酸 、 

赖氨酸 、亮氨酸 、异亮氨酸、苯丙氨酸 、缬 

氨酸 、精氮酸 、组 氨酸 、芬 氨酸和 色氨酸 

lO种 ，其所 需 的必 需 氨基酸 与其它 对虾 、 

鱼一致。Fox等 (1995)研 究了南美 白对虾 

对赖氨酸的需求量 ，试验结果表 明，45％粗 

蛋白质饲料需赖氨酸量为蛋白质的 4．67％， 

35％粗蛋白质饲料中 L— s—HCI添加量为 

蛋白质 的 5．19％。Diakaran(1994)在饲 料 

中添加聚合氨基酸饲养南美自对虾，无论是 

在缓释放方面，还是在营养价值方面都没有 

明显的作用。笔者 (2001)研究发现 ，随着 

养殖水体盐度的增加 ，南美自对虾体内的鲜 

味氨基酸，如谷氨酸 、天冬氨酸 、甘氨酸、 

丙氨酸、脯氨酸含量有增加的趋势。 

2．脂 类 

对虾商业饲料所推荐的脂类水平为 6％ 

至 7．5％，且 建 议 的 最 高 水 平 为 10％ 

(Akiyama等，1991)。不同脂类所含的脂肪 

酸组成不一样 ，其营养价值也不相同。cli— 

horn Lim等 (1997年)添加不同的脂肪源制 

成精饲料在盐度 34％o一36550的海水中对 lg 

左右的幼虾进行试验，并对各组幼虾的生长 

和体脂含量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投喂富 

含 n一3HUFA (20：5n-3．22：6n一3)的虾生 

长 比较好 ，富含 l8：3n一3比 18：2n一3营养 

价值好，对 于南美 白对 虾来说，尽管 n一 

3HUFA对南美白对虾生长、存活，饲料转 

换非常重要，但饲料中的亚油酸和亚麻酸也 

是必需的。缺乏亚油酸和亚麻酸而含量高的 

16：1n一7和 18：In．9很难 被 利 用，同时， 

饲料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对体脂组成上也有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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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环境及饵料等因素的不同，会导致 

体脂组成的差异。Montano(1996)研究 了南 

美白对虾仔虾野生个体和养殖个体问脂肪酸 

组成 (见表 1)，并发现野生个体 中 EPA 

DI-1A、15：0、16：l、墙：0、饱 和脂 肪 酸 

含量及 EPA／DHA值 高，而养殖个体 中 18： 

3n．3、20：4n-6、1 8：2n 6、18：1及单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较 高，EE~／DtL4．值及饱 和脂 

肪酸含量较低 笔者 (2001)研究表 明，采 

用相同的配合饲料 ，在低盐度水体中养殖的 

南美白对虾 ，机体 内的 EPA的含量相对较 

高，而 DHA的含量相对稍低，在高盐度 水 

体中养殖 的南美 白对虾 ．其 机体 内 EPA古 

量相对较低，DHA的含量稍高 。 

Palacios等 (1999)研究 了池养与海捕 

南美自对虾雌虾在多次产卵过程中，组织器 

官的生化组分变化情况，池养南美白对虾亲 

虾的培育采用海捕虾种 ．前期培育投喂商业 

饲料 ，成熟期投 喂商业饲料 加鲜活动物饵 

料，结果显示，雌虾 性腺指数 (GSI)随着 

卵巢蛋 白质含量 ，肝胰腺蛋白质 、甘油脂水 

平的增加而增加 ，并发现海捕雌虾有较高产 

卵能力，血浆 中蛋 白质 、葡萄糖 、胆 固醇 、 

甘油酯含量较 高，肝 胰腺 中甘 油酯含量 较 

高。而池 养雌虾的肝 细胞指数 (hepatcmorrfic 

index)比海捕亲虾高。并认为卵巢生化组分 

的变化 ．产卵量 、肝胰腺脂类的代谢取决于 

虾的规格和来源。 
"

"KauzB．wa(1971)等运用放射性同位素 

法证实了甲壳类动物在体内不能合成 固醇 ． 

确定了固醇是对虾的必需物质，必须由饲料 

中提供。Walsh (1996)研 究发现 ，饲 料中 

添加 0 23％和 0 42％的胆固醇，对 于南美 

白对 虾的生长来说 ，要 比 0 1％和 1 O％要 

好．但成活率及饲料转换率没有显著差别。 

南美 白对虾仔虾野生 、 

表 1 养殖个体 中脂肪酸组成 

3．糖类 

Davis等 (1993)研 究 了南 美 白对 虾 

(平均体重 8 8g)对 5种糖类物质 的消化能 

力．小麦淀粉、全小麦、高粱营养剂 、高粱 

和膨化玉米的表观消化能 (ADE)值分别为 

2966，2915，3．209，3209，2604和 1610kcal／ 

。 南美白对虾对糖类的消化能力较低。高 

粱营养剂干物质的表现消化率 (ADMD)为 

56．87％，膨 化 玉 米 23．27％，小 麦 淀 粉 

50 62％，全小麦 52．46％，高粱为 38．39％。 

由于半胶凝作用 ，加工过 的商品高粱营养剂 

比未加工的消化率有明显的改善，高粱营养 

剂的干物质的表现消化率明显高于高粱，但 

是与小麦淀粉 、全小麦相 比却 没有显 著差 

异。玉米的干物质表观消化率 明显地 比所有 

其他试验成分要低些。 

Cnlz—Suarez(1994)·研 究报道 ，在 基础 

饲料中添加近 22％不同来源的糖类物质， 

南美白对 虾 (0 7g)显示 出不 同的生 长特 

性。投喂小麦生长率最好 ，其 次是饼 干饲 

料，含有水稻饲料则有中等水平．而含有高 

粱、小米、玉米和食用面糊的饲料生长率较 

低。测定的消化率也有明显的差异。投喂含 

有食用面糊饲料的南美自对虾有最高的消耗 

量 ，其次为饼 干和小 麦饲料 ，而 水稻 、高 

粱 、小米和玉米饲料有类似的消耗量。大多 

数饲料表明有 1 2～1．4饲料之 间较好 的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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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系数，仅有例外的是食用面糊类饲料系数 

为 1．8。但从对虾生产的成本来 看，廉价的 

糖源价格能够与稍高的饲料系数相抵消。对 

虾饲料使用的饼干和食用面糊的潜力很 大， 

价格便宜，而且使用会产生较好 的生长率 。 

多项研究表 明，多酞糖能增加对虾血液 

中吞噬细胞的活力，提高其抗病力，并有助 

生长 及 提 高 饵 料 利 用 率。刘 恒 、李 光 友 

(1998)利用 由海藻提取 的与微生物多糖有 

类似结构 和性质 的免疫 多糖作为饲料添加 

剂 ，以口服形式对南美白对虾进行免疫 ，实 

验组的南美 白对虾酚氧化酶 的活力 、溶菌 、 

抗菌活力和超氧化歧化酶活力，均高于对照 

组。 

4．矿物质 

Davis等 (1993a)南美 白对虾饲料中不 

需添加 ca，而 P的添加取 决饲料 中 ca的含 

量，基础饲料含 0 35％ 的 P即能 充分满足 

需要，饲料中 ca含量在 1．0％和 2％时 P的 

含量分别为 O．5％ ～1．0％和 1．0％ ～2 0％， 

南 美 白 对 虾 有 较 好 的 生 长。 Davis等 

(1993b)研 究，cu的 需 要 量 是 0．0032％， 

的 需 要 量 为 0．O58％ ，Se的 需 要 量 

O．002％ ～0 004％，基础 饲 料 中 含 量 ， 

不必添加便可以满足虾的生理需要。刘发义 

(1997)认为 O．3g的幼虾饲料不必添加 Mn， 

对于 lg重 的 幼 虾 Mn的 添 加 量 为 7O～ 

140mg／kg饲料 Davis等 (1994)研究 了南 

美白对虾对无机磷源 的利用 率 ，磷酸二氢 

钙、磷酸氢钙 、过磷酸钙 、磷酸二氢钾和磷 

酸二氢钠 中磷 的表观利用率分别为 46．3％、 

19．1％、9．9％、68．1％ 和 68．2％，当有 乳 

酸钙存在的情形下，磷酸二氢钠中磷的表观 

利用率下降至 50．0％。 

5．维生素 

He等 (1992a)在南美 白对虾维生素需 

求方面进行 了研究。首先的添加全价维生素 

预混料的饲料为对照组 ，从垒价 的维生素预 

混料中分别除去其中的一种维生素作为实验 

组 ，初步研究 了维生素 B1、B2、B6、泛酸 

钙 、烟酸 、生物素 、叶酸、B12，氯化胆碱 、 

肌醇和维生素 C (稳 vc)等 12种水溶性维 

生素对南 美 白对虾 的影 响，不添加维生 素 

Bl和 B2，对虾的存活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 

He等 (1992)在 另一 实验 中用半精饲料 研 

究了维生素 A、D、E、K的效应 ，经过 8周 

的试验发现 ，添加维生素 A、D、E和 K的 

对照组生长最好 (增重 7283％)，缺乏维生 

素 A、D或 E的试验组生长慢 ，其增重分别 

为 6242％、5588％、4821％。另外 ，缺乏维 

生素 E试验组虾的成活率较低 ，结果表明， 

A、D、E是 南美 白对虾 所必需 的，而维生 

素 K是非必需 的。He等 (1993)进一 步研 

究发现，投喂仔虾 PL(5—6)，含有维生素 

E 0～lO0mg／kg饲料的南美 白对虾其重量增 

加 ，但是当投喂量增 至 100—600mg／kg，增 

重则无明显变化，经 曲线回归表明 ：南美 白 

对虾所需维生素 E为 99,,~／kg。并且用 L广抗 

环血酸基．2．聚磷酸 (A．P．P)作为维生素 C 

源对南美 自对虾维生素 C需 求量进行 了研 

究 ，研究进一步表明 ，对于白对虾幼虾的正 

常存活，在投喂 14d后 ，含 0、25、50、75 

和 100mgVc当量 (AAE)／ks饲料 ，南 美白 

对虾存话率明显地 比投喂含 1000 mg,,~E／kg 

的对照 组要低。当饲 料含 量 Vc从 0增 至 

100Om~AE／kg的 存 活 率 从 23％ 增 加 至 

92％。研究还表 明，南美白对虾 vc需要量 

随虾体 重的增加 而减 少，0．5g重的南 美 白 

对虾需求量为 41mgAAE／kg，而 O．1g重的对 

虾需 vc为 120rngAAE／kg。 

6．展 望 

关于南美白对虾营养需求的研究，国外 

学者从蛋白质 、氨基酸 、脂肪、糖类 、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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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维生索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但是尚 

不够全面，仍然有许多营养因子有待于进～ 

步研究 ，如有关必需 氨基酸、必需脂肪酸 、 

磷脂等营养因子的需求量的研究还有许多空 

白之处。而且 ，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 

幼虾，立足于海水条件下进行而完成的，有 

关于南美白对虾在半咸水 、淡水条件下营养 

需求 的研究少见报道。随着南美白对虾养殖 

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有关南美白对虾营养与 

生态 、营养与疾病及营养与品质关系等方面 

的内容将是我们未来研究课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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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州区淡水水产品加工流通 

现状及其发展 的探讨 

汤广强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水产技术椎广站 537000) 

改革开放以来，玉州 区水产品生产经历 

了一个量 的快速增长时期，从 “吃鱼难”发 

展到水产品出现明显的结构性过剩。水产业 

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水产品的加工和市 

场流通 ，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玉州区渔业经济 

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仅就玉州区发展淡水 

水产品加工和市场流通问题进行探讨 

1．玉 州 区淡 水 水产 品 加 工 、流 通 的 现 

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1)加工流通的基本现状 

玉林历来就有利用鲮鱼肉制作鱼丸 、鱼 

糕 的传统习惯。玉林的鱼丸、鱼糕，以其质 

地细腻、弹韧爽口、味道鲜美而闻名。在水 

产品短缺时期，这种传统的水产品加工仅仅 

是作 为一道名菜 ，为满足较高消费层次食客 

的品味而作 ，完 全称不上 “水 产品加工”， 

充其量叫做水产品的小制作而已。随着渔业 

生产 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乎的提高，水产品 

的社会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淡 

水水产品加工和市场营销创造了良好的客观 

条件，传统加工制作鱼糜制品的水产品加工 

群体应运而生，加工的深度和开发的品种大 

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 ，去年玉州区从事鱼 

糜水产品加工的业主有 5O多家 (户 )，从业 

人员5(10多人，其中年加工量超过200t的大 

户有 6家 ，去年全年水产品加工量约 3000t， 

加工产值约 2700万元，水产品增加值 1000 

万元以上，加工产值 占渔业 总产值约 3o％。 

目前作为加工用的原料鱼主要有鲮鱼 、露斯 

塔野鲮 、鲢鱼等。加工产品主要有 ：①鱼糜 

制品 ：鱼扣 、鱼丝 、鱼卷 、鱼香茄 、金银鱼 

丸、木耳鱼 、鱼枣 、鱼饺子 、鱼虾 、鱼腐 、 

鱼腰 、鱼糕 、鱼蛋等 lO多种。② 鱼皮 ：加 

工成鱼腐竹。③鱼鳔：高级宾馆的上等菜 

(鱼肚)。④鱼头：打碎后用作宠物 、菜狗的 

饲料。⑤鱼内脏 ：作为吃食性鱼类 (如本地 

塘角鱼 、月鳢等 )的饲 料或花木果树 的肥 

料。⑥鱼骨：主要制成肉骨粉。鱼糜、鱼糜 

制品以及鱼皮等主要销往广东 、上海以及本 

地 的餐馆和菜市场。此外 ，还有收购塘鱼粗 

加工后急冻保鲜 (即去鳞 、内脏、鱼鳃之 

后)，运往内蒙古 自治区、四川省等水产品 

相对结构不足的地 区的。在鲜活水产品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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