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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白对虾昀营荠需求及其饲荠管 
柳富荣 

(湖南省沅江市畜牧水产局， 湖南沅江 413100) 

南美白对虾亦称 白脚虾、凡纳对虾 ，原产于太平洋 

沿岸 ，该虾生长快 、对饲料要求低、产肉率高、离水存活 

时间长、抗病力强 ，是当前世界上养殖产量高的三大虾 

种之一。它对于盐度的适应范围广，经驯化可在淡水中 

养殖 ，是海虾淡养很有前途的一个新品种。近年来，南 

美白对虾的内陆淡水养殖发展较快，技术研究报道也较 

多。本文特就其在营养需求和饲养管理方面作一介绍。 

1 营养需求 

1．1 蛋白质与氨基酸 

蛋白质是南美白对虾身体结构和器官功能必不可 

少的营养物质。由于蛋白质不断地被其用来进行生长 

和组织修复，所以必须不断提供蛋白质或氨基酸。南美 

白对虾最适合的蛋白质需要量为 30 ～40 。不同生 

长阶段，对饲料蛋白质要求略有差异。幼虾期(5cm以 

内)应达 409／6、中虾期(5~12cm)可减少至 30 、成虾期 

(12~23cm)需提高到 35 。动物性蛋 白与植物性蛋白 

在南美白对虾体内表现消化率差异不大，在通用的几种 

原料中，蛋白质表现消化率大小依次为：酪蛋白>小麦 

面粉>大豆粉>鱼粉>乌鱼粉>虾粉。 

南美 白对虾蛋白质的需要实质是对氨基酸的需要。 

虾从饲料中获取的蛋白质被消化成肽、氨基酸等小分子 

化合物后才能最终被肌体利用。在必需氨基酸中以苏 

氨酸、赖氨酸、精氨酸、蛋氨酸尤为重要。其中赖氨酸和 

精氨酸有拮抗性 ，二者比例一般认为应保持 1：1。 

1．2 脂类 

脂类是虾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必需的能量物质。它 

可提供其生长所需的必要脂肪酸、胆固醇及磷脂等营 

养物质。南美白对虾对脂类的需求量，一般专业者认 

为以 6．0 ～7．5 9／5为宜，并应注意亚油酸、亚麻酸的 

添加，因其二者在南美白对虾体内不能合成，是其必需 

脂肪酸。此外 ，饲料 中还应添加南美白对虾所必需 的 

胆固醇和磷脂 ，特别是磷脂酰胆碱 ，添加量均以 1 左 

右为宜 。 

1．3 碳水化合物 

虾体内虽然存在不 同活性的淀粉酶 、几 丁质分解 

酶和纤维素酶等，但其利用糖类的能力远比鱼类低，对 

糖类的需求量也低于鱼类。虾饲料中糖类的适宜含量 

为 20 ～30 。研究表明：饲料中少量的纤维素有利 

于促进南美 白对虾肠 胃的蠕动，能减慢食物在肠道 中 

通过的速度，有利其他营养分解物质的吸收利用 。另 

据报道，在南美 白对虾饲料中添加 0．52 葡萄糖胺可 

改善其生长。 

1．4 维生素 

维生素是维持甲壳动物正常生理功能必需的营养 

物质。维生素不同于氨基酸、糖类 ，其需要量甚微，而 

且虾体自身基本不能合成，主要从饲料中摄人。南美 

白对虾饲料中各种维生素的推荐用量(每 1000g饲料 

添加量)为：VA10000IU、V出50mg、V瞠40mg、Vb65rag、 

Vm2 0。lmg、vc 1000mg VD 5000IU VE 300mg、VK 

5mg、泛 酸 75mg、烟 酸 200mg、生 物 素 lmg、胆 碱 

400mg、肌醇 300mg、叶酸 10mg。在众多的维生素中， 

Vc对于提高南美白对虾成活率、增加蜕壳频率和抗病 

率等非常重要。当饲料中 Vc不足时，会导致南美白对 

虾蜕壳周期延长、增重率下降、成活率降低。 

1．5 矿物质 

南美 白对虾能依靠鳃 、肠等器官从养殖水体中吸 

收某些矿物质，因而其饲料中矿物质的适宜添加量应 

根据养殖环境的不同而变化。在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 

条件下的南美白对虾 ，其饲料中的矿物质含量有很大 

区别。海水中富含钙 ，海水养殖的南美 白对虾饲料中 

没有必要另外加钙。Davis等 (1993)研究发现 ，当南 

美白对虾饵料中铜的含量低于 32mg／kg时，会出现缺 

铜症，表现为生长缓慢，心脏增大，并认为(1990)当饵 

料中硒含量为 0．2～0．4mg／kg时 ，生长最好。 

1．6 其它物质 

胡萝 卜素、虾青素等色素可改善南美白对虾壳 

的色泽，可提高其商品价值。某些色素在南美白对虾 

生长过程中具有抗氧化、消炎、增强免疫力等功效。在 
一 些特定条件下，某些氨基酸、甜菜碱和某些香味添加 

剂等可作为诱食剂。这些除能提高虾的采食量外，还 

能起到一定的营养作用。 

2 饲养管理 

2．1 投饵管理 

(1)饵料选择 。根据南美 白对虾的营养需求，养殖 

者可从市场选购或 自行配制适合的幼虾料、中虾料和 

成虾料 ，以保证对虾生长速度的前提下降低饵料成本 ， 

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2)投饵量。虾苗投放半个月内以池塘基础生物 

饵料为主，也可少量投喂蛋黄、豆浆及鱼糜等 以后逐 

步改投配合颗料饲料 。日投饵量按虾体重的百分比计 

算 ，幼虾(尾重 3g以下)为 7 ～8 ，中虾(尾重 3～ 

6g)5 ～7％，成虾(尾重 6g以上)3 ～5 ，一般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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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 状 分 析 及 对 策 

陈 凡 叶晓勇 

浙江杭州 310020 。兰溪市渔政站 ， 浙江兰溪 321100) 

热水养 

鳖技术”和杭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工厂化快速养鳖技 

术”的研究成功 ，打破 了鳖冬眠的习性，使人工控温养 

鳖技术得到突破，随后养鳖业异军突起 ，成为水产养殖 

中品种结构调整的重要项 目。 

1 养鳖历程和现状 

1．1 膨胀期 

回顾养鳖业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 1995~1996年高投入 、高产出、高效益快速膨胀 

长 8cm 以内饵料控制在 2小时内吃完 、8cm以上 1．5 

小时内吃完为宜。具体投饵量应根据天气 、水温、残饵 

量 、虾体健康状况 、水质环境 、蜕壳情况 、生物饵料等灵 

活掌握 ，酌情增减和科学地投饵。 

(3)投饵技巧。投饵要坚持“四定”原则 ，做到相对 

合理 ，既要保证对虾吃饱、吃好和不浪费饵料 ，又要兼 

顾养殖环境和节约成本 。投饵技巧在于：①坚持勤投 

少喂，每天投喂 3～4次，时间为 7时、11时、18时、22 

时，早晚占日饵量的 7O ～8O ，白天占 2O ～3O ， 

使对虾饱食率达到 70 以上 ；②水温低于 18℃或高于 

33℃时可少喂；③风和 日暖时多喂，大风(7级以上)、 

暴雨 、寒流侵袭(降温 5℃以下)时少喂或不喂；④水质 

好时多喂，水质变劣时少喂；⑤对虾大量蜕壳的当天少 

喂，蜕壳 1天后多喂 ；⑥池 内竞争生物多时适 当多喂， 

饵料生物充足时可少喂。 

2．2 水质管理 

(1)水质标准。养虾池适宜水温 22～3O℃，最低 

不低于 16℃，最高不高于 34℃；pH值 7．8～8．6，最低 

不小于 7．3，最高不大于 9．0；溶氧量 4mg／I 以上 ；氨 

氮含 量 0．5g／m3以 下 ；池 底 硫 化 氢 浓 度 不 超 过 

0．1g／m3；透明度 35~40cm。 

(2)水体颜色。养殖前期 ，可施用尿素、过磷酸钙或 

微生物肥料调整水色，一般每 667m2的水面每次可施化 

肥 l~2kg，N：P为 7～10：1；中后期若池水过肥、藻类 

过多、水色过浓，可用螯合铜杀灭部分藻类或用清水素 

(生物制剂)澄清水质。整个养殖期间，保持池水黄绿色 

或清绿色，且有“肥、活、嫩、爽”的特征为好。 

(3)池水调节。水质管理措施主要为：①调整酸碱 

度，养殖期间通常采取全池泼洒生石灰的办法，一般每 

15天使用 1次，每次每 667m 的水面 (水深 lm)用量 

为 15~20kg。②净化池底 ，养殖 中后期 由于对虾排泄 

物的沉积、残饵以及浮游生物代谢分解的共同结果，池 

底严重恶化，氨氮、甲烷 、硫化氢 、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 

浓度升高，使对虾生长受到严重影响，且易感染疾病， 

可施用清水素0．5包／667m。、光合细菌2~5g／m。或芽 

孢杆菌 0．5～1．og／ms等有益微生物制剂净化池底。 

③注换新水 ，养殖前期 (1个 月)保持池水 深 0．9～ 

1．1m，只加水 、不换水 ，每次注水 5～10cm~中后期逐 

渐将池水加深到 1．5～2．0m，并视水质情况勤换新水 ， 

每次换水量不超过 2O ，换水后必须及时调整酸碱度 

到正常水平 。④开机增氧，每天早晨 4～7时打开增氧 

机，高温期每天中午也应开机搅水，使高温、高溶氧的 

上层水与低温、低溶氧、有机质 丰富的下层水充分混 

合，确保溶氧充足。 

2．3 日常管理 

(1)巡塘检查。坚持每天早 、中、晚、午夜巡塘检 

查 ，其主要内容包括：①观察虾池水环境变化及虾的活 

动情况；②观察虾的摄食状况，及时调整饵料投喂量 ； 

③观察有无缺氧浮头现象 ，若出现浮头应及时加注新 

水或开动增氧机；④观察是否有病虾出现 。发现病虾 

应及时采取措施 ，清除或隔离，防止疾病蔓延。 

(2)疾病防治 。坚持以防为主和综合防疫的方针 ， 

切实做好防病治病工作。①把好引种关 ，选购体质健 

壮的虾苗 ，并严格检疫，以防引进病虾；②放苗前彻底 

清塘，养殖中定期水体消毒，放苗 1个月后每 15～2O 

天消毒 1次。药物有漂白粉 、杀菌王、二溴海因复合消 

毒剂等。泼洒浓度分别为每 m3水体 lg、0．4g、0．1g； 

同时定期在饲料 中添加 0．1 ～O．2 的 Vc、病毒灵 、 

大蒜素等。③及早治疗虾病，南美 白对虾常见疾病有 

对虾杆状病毒病 、白斑病、传染性皮下造血组织坏死症 

等，可用二溴海因复合消毒剂 0．2g／m3全池泼洒，病情 

严重时隔 2天，部分换水后再使用 1次，其浓度为 

0．1g／m。；也可用对细菌和病毒都有效的消毒剂如杀 

菌王、消毒灵等 ，用量为 0．5g／m。，全池泼洒。 

(3)捕捞上市。南美 白对虾的捕捞方法主要有地 

笼网、网上投食诱捕和干塘起捕等。根据市场需求、价 

格及生长情况 、水质变化等来确定捕捞量和捕捞规格。 
一 般成虾规格在 60~70尾／kg即可捕捞，捕捞时应做 

到捕大留小 、分期分批收获和上市。值得注意的是高 

温季节尽量用地笼网诱捕 ，不采用拉网起捕，以免对虾 

发生应激反应而相互碰伤和造成大量死亡，影响商品 

质量和减少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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