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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水产养殖水处理技术
工厂化水产养殖的水处理，主要处理水体
浮物。其中，设计的关键是确定悬浮物的沉降
中的废弃物，包括由于投喂饵料而引起的残饵、 流速，有资料表明，对于沉淀池处理，过流流速
未消化吸收的营养成分和代谢排泄物等。养殖
应低于 4 立方米/分，适宜流速为 1 立方米/分；
鲑鳟鱼类，饲料中的 13%蛋白质、8%的脂肪、 单位面积的流量为 1.0 立方米~2.7 立方米/平方
40%的碳水化合物、17%的有机质、50%灰粉和
米·小时。自然沉淀虽然具有较好的效果，但是
23%的干物质被鱼类作为代谢物排入水中，既
由于低流速限制了循环的流量，会减少养殖密
有可溶性物质，如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等，也
度和养殖效率。
有固体物和悬浮物，有些物质的积累会对养殖
（5）气泡浮选处理，气泡浮选处理的原理是
鱼类产生生理影响和毒性作用。
通过气泡发生器持续不断在水中释放气泡，使
因此，从养殖水体中去除或转化这些养殖
气泡形成象筛网一样的过滤屏幕，并利用气泡
废弃物，保持养殖水体的水质质量，对工厂化养
表面的张力吸附水中的悬浮物。产生微小气泡
殖鱼类的健康、快速生长是非常重要的。
（直径为 10 微米~100 微米），可有效去除水产养
工厂化水产养殖水体的处理主要包括：增
殖水体中的悬浮物。气泡越小，效率越高。因
氧、分离（分离固体物和悬浮物）、生物过滤（降
此，研究产生微小气泡的发生装置，是该项技术
低 BOD、氨氮和亚硝酸盐）和曝气（去除二氧化
应用的关键。
碳等）、消毒、脱氮等处理过程，其中悬浮物和氨
氮去除是需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
氨氮处理技术

悬浮物的处理
养殖水体中的悬浮物及其特性：工厂化水
产养殖中的悬浮物主要由于饵料的投喂而引
起。在一次性过流养殖水体试验中，根据饵料
投喂量的不同，其含量在 5 毫克~50 毫克/升左
右。在饲料系数 0.9-1.0 情况下，鱼体每增重 1
千克就会产生 150 克~200 克悬浮物。作为循环
使用的养殖水体，悬浮物在水中的积累是非常
迅速的。这些基础实验数据是进行悬浮物处理
的基本参数。
养殖水体中鱼类的固体排泄物，在正常代
谢的情况下，大部分以悬浮物的形式存在于水
体中。在流动的养殖水体中，悬浮物有 64%是
小于 30 微米的颗粒。悬浮物的比重略大于水，
颗粒小、流动性好、有一定的黏附性，在有水流
的条件下呈悬浮状态。
从养殖水体中去除 30 微米以下的悬浮物，
一直是工厂化水产养殖设计研究的重要方
向。 养殖水体中的悬浮物的积累，使水体浑
浊，影响养殖鱼类鳃体的过滤和皮肤的呼吸，增
加鱼类胁迫压力，恶化水质、消耗水中的溶解
氧。工厂化水产养殖过程中及时清除养殖水体
中的悬浮物是非常必要的。
悬浮物处理技术：
（1）固定式过滤床，固定过滤床一般由鹅卵
石、粗砂和细砂三层过滤组成，根据其工作水流
的不同可分为喷水式滤床和压力式滤床，是一
种比较原始的过滤方式，具有过滤效果好的特
点，可过滤 90%左右的悬浮颗。其应用难度在
于设备庞大、效率低、反冲困难。
（2）滤网过滤，滤网过滤主要是细筛网进行
悬浮物的过滤，其中液力驱动旋转式过滤转筒
是一项新技术，用网目为 60 微米的筛网，可过
滤 36%~67%的悬浮物。其中，改变其结构设
计、增加过滤面积、减少尺寸和反冲用水是进一
步研究的重点。
（3）浮式滤床，浮式滤床应用比水比重小的
塑料球作为过滤介质，浮球直径为 3 毫米左右，
过滤 100%的 30 微米以上、79%的 30 微米以下的
悬浮物颗粒可获得很好的过滤效果。但是，养
殖水体中的悬浮物具有结块的特性，为了防止
反冲时堵塞和较好的过流量，浮球生物滤器需
要频繁的反冲。为了改善其应用效果，必须进
一步研究防止堵塞的结构和方法。
（4）自然沉淀处理，自然沉淀技术是应用鱼
池特殊结构或沉淀池，使悬浮物沉淀、集聚并不
断排出，设计良好的沉淀池可去除 59%~90%悬

笔者在一线工作过程中发现，很多养殖户喜
欢一个产品用到底，比如某种底改产品，某种活
菌产品，结果是有时有效果，有时没有效果……
如何科学有效地调节水质，笔者根据多年的
观察，
谈一些自己的心得。
调水的目的是为了给水产动物提供一个优
良的生存环境，池塘中的污染物太多，所有的水
质调节出发点就是控制池塘中的直接毒害物质
和间接毒害物质的数量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内。
池塘中毒害物质分为有机毒害物质、无机毒
害物质。如，水产动物的粪便就是有机毒害物
质，氨氮、亚硝酸盐就属于无机毒害物质的范畴。

养殖水体中的氨氮及其特性：工厂化养殖
水体中的氨氮主要是由于养殖鱼类的代谢、残
饵和有机物的分解而引起。一次性过流试验表
明，高密度流水养殖排水中的氨氮浓度一般为
1.4 毫克/升左右。饲料质量的影响更是直接
的，大约有 40%饲料蛋白的氮被鲑鳟鱼类转化
成氨氮（NH3 和 NH4 +)，在饵料系数为 1.0 的情
况下，鲑鳟鱼类每增长 1 千克就会产生 33 克
氮。根据饲料蛋白的含量不同，可用不同的方
法计算鱼类的氨氮排量，蛋白为超过 40%时，氨
氮（毫克）=投饲量（克）×30；蛋白质在 30%~40%
时，氨氮（毫克）=投饲量（克）×25，蛋白低于
30%时，氨氮（毫克）=投饲量（克）×20。养殖鱼
类排泄的氨氮中，大约有 7%~32%的总氮是包
含在悬浮物中，大部分溶解于养殖水体中，分别
以离子铵 NH4 +和非离子氨 NH3 的形式存在，
并且随着 pH 值的变化而相互转化。研究物理、
化学和生物的氨氮处理先进技术和有效方法，
是工厂化水产养殖的重要课题。 氨氮在养殖
水体中的积累会对鱼类产生毒性作用，其中非
离子氨对鱼类毒性作用很大。工厂化养殖水体
的氨氮总量一般不应超过 1 毫克/升，非离子氨
不应超过 0.02 毫克/升（GB11601-2000）。由于
离子铵 NH4 +和非离子氨 NH3 在不同 pH 值条
件下相互转换，因此在控制养殖水体氨氮积累
的同时，应注意 pH 值的调节。
空气吹脱，空气吹脱的原理是应用气液相
平衡和介质传递亨利定律，在大量充气的条件
下，减少了可溶气体的分压，溶解于水体中的氨
NH3 穿过界面，向空中转移，达到去除氨氮的目
的。空气吹脱的效率直接受到 pH 值的影响，在
高 pH 值的条件下，氨氮大部分以非离子氨的形
式存在，形成溶于水的氨气；在 pH 值为 11 时，
空气吹脱可去除 95%的氨氮，在正常养殖水体
也可获得一定的效果。
空气吹脱应用的关键是 pH 值的调整，使处
理过程既能提高处理的效率，又能适应养殖鱼
类对水体 pH 值的要求。同时，空气吹脱需要空
气的流量大，在低温下水温易受影响。
离子交换吸附，离子交换吸附是应用氟石
或交换树脂对水体中的氨氮进行交换和吸附。
氟石的吸附能力约为 1 毫克/克，设计适宜可吸
附 95%的氨氮，在达到吸附容量后，可用 10%的
盐水喷林 24 小时进行再生，重复使用（Stephen
M. Meyer 2001）。在工厂化养殖中应用氟石
有较好的效果，但其再生操作烦琐、时间长。有
些研究利用氟石作为生物处理的介质，在氟石
上接种硝化细菌，达到提高生物处理效率的目

的（Ori Lahav，1997）。
流水养殖中的任何不适口碎料都将被水流冲
生物处理，生物处理是利用硝化细菌、亚硝
走，成为水质的污染源，增加水处理的负担。
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对水中的氨氮进行转化和
投饵，由于工厂化养殖中的养殖条件调整
去除。亚硝化细菌把氨氮转化为亚硝酸盐、硝
到鱼类最佳的生长环境，投饵应该根据鱼类不
化细菌，把亚硝酸盐转化为硝酸盐。如果进行
同阶段的最佳生长速度投饵，从而达到最快生
彻底脱氮处理，可利用反硝化细菌进行处理。 长的目的。投饵时间应该掌握多次投喂，每次
由于反硝化过程是在厌氧条件下（溶解氧低于
少量的原则，以均衡系统处理设备的各种负荷
1 毫克/升）进行，应用于水产养殖有一定的困 （有资料建议每 30 分钟投饵一次）。
难。研究表明，硝酸盐对鱼类的影响很小，一些
养殖鱼类可抵抗大于 200 毫克/升浓度的硝酸
疾病的预防
盐。因此，水产养殖水体的处理，很少应用反硝
化过程。生物处理具有投资少，效率高的特点，
工厂化水产养殖中疾病预防是非常重要
的，要确保不能有疾病发生，避免全军覆没的损
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有资料显示，应用硝化和亚硝化细菌附着
失。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浮球进行氨氮处理，氨氮的转化率为 380 克/立
1.要选择健康没有疾病历史的鱼放入养
方 米·天 ，饵 料 负 荷 能 力 为 32 千 克/立 方 米·
殖池。
天。但是，硝化细菌的最佳生长温度在 30℃以
2.在入池之前要进行消毒处理。
上，温度降低其活性降低，处理能力下降，低于
3.在处理系统设置消毒杀菌设备。
15℃已经很难利用。研究低温下优势细菌的培
4.在养殖过程中注意环境变化对鱼类的
养和保持技术，应该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胁迫压力。包括各种水质的干扰波动、水温的
臭氧氧化处理，臭氧作为消毒和去除悬浮
变化等。胁迫压力大，将使鱼类的抗疾病能力
物在水产养殖上获得广泛应用，其有一定的氨
降低。
5.注意投饵的科学性，避免鱼类过食现象，
氮氧化效果。研究表明，臭氧的直接氧化可去
除水体中氨氮的 25.8%，在加入催化剂的条件
鱼类过食也增加鱼类负担，容易生病。
下，可大幅度提高其氧化效率。在工厂化水产
6.使用专用工具，并经常消毒。
养殖水体中加入催化剂，也可大幅度提高氧化
效率，
可去除 50%左右的氨氮。
系统管理
臭氧氧化氨氮的方法在水产养殖上的应用
整个系统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保
还有待深入研究。由于臭氧氧化氨氮可把氨氮
证系统各个部分的正常运转，重点是监测系统
中的氮直接转化为氮气，去除了水质恶化的营
水质的变化情况。
养源，是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利用催化方法
系统管理应该注意的问题：要有备用电源
提高臭氧氧化氨氮的效率，应用于养殖水体的
处理，
是水产养殖水体氨氮处理的一条新途径。 或备用氧气罐，以防停电能够及时补充水体溶
解氧。溶解氧是系统停止运转时保证鱼类生命
同时，臭氧具有消毒杀菌和沉淀悬浮物的
的主要因子，也是生物处理设备能够保持再运
作用，如果能提高其氧化氨氮的效率，臭氧在处
转的基本条件。一旦停止循环和供氧，鱼类在
理养殖水体上的综合利用将会有广泛的应用前
15 分钟~20 分钟就会出现缺氧死亡；同时生物
景，是重点研究的课题。
膜因缺氧会出现细菌的死亡而脱落，需要重新
电渗析处理，电渗析处理是极性电场技
挂膜，约需要 15 天~35 天的时间，打乱整个生产
术和分子筛膜分离技术结合的处理技术，其
计划。
工作原理是水体在电场的两极流动时，水中
要经常检查养殖池水位是否固定不变，如
的带电离子在直流电场的作用下定向移动，
有减少应检查管路是否被污物堵塞。水体交换
阴离子透过阴膜进入阴离子集水槽，阳离子
量的减少同样会引起缺氧。
通过阳膜进入阳离子集水槽，从而可把水体
要在水体中加入一定量的 NaCL，保持 Na⁃
中的离子氨去除。
CL 含量在 0.02%~0.2%范围内。缓解亚硝酸盐
由于水体中的氨氮在 pH 值为 7 的中性条
的毒性和渗透压力。
件下，非离子氨仅为氨氮总量的 0.55%，95%以
注意养殖鱼类产生的脱味现象，在循环式
上是离子氨，所以电渗析处理可获得好的处理
效果。电渗析处理具有分离效率高、装置紧凑、 养殖中，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一般情况下，
在鱼类上市之前换上新水，降低温度、停喂几天
自动化容易的特点，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化工、食
到几个星期，就可以消除。
品、冶金和航天领域的水处理工程。结合工厂
在一轮生产结束后，重新开始新一轮养殖
化水产养殖实际的养殖水体处理的电渗析设
前，要检修各种设备和管路，对系统进行全面清
备，是工厂化水产养殖设施研究的新领域。
理和消毒。
由于电渗析处理中的分离膜有很强的选择
要注意养殖鱼类的分级饲养，一般 20 天~
性，容易受悬浮物的堵塞和有机物的污染，需要
30 天要进行一次分级，把规格大小基本一致的
频繁的清洗，容易损坏，增加成本。因此，研究
鱼放入同池养殖。
高强度膜材料是发展的趋势。
有害气体的处理：
有害气体产生的原因及性质，工厂化养殖
饵料要求及投饵
水体中的有害气体主要是鱼类代谢呼吸产生的
饵料要求，工厂化水产养殖饲料营养要全， 二氧化碳气体，以微气泡的形式存在于水中。
虽然二氧化碳气体难溶于水，在一定条件
要考虑循环使用水体中微量元素的缺乏因素。
下二氧化碳气体可与水结合进行可逆反应形成
要用高效颗粒饲料，饵料系数一般应在 1~1.2 左
碳酸。碳酸是弱酸，也会降低养殖水体的 pH
右，减少鱼类排泄带来的水处理问题。要使用
值 ，从 而 影 响 水 质 。 其 与 水 的 结 合 反 应 为 ：
生产两个月以内的新鲜饲料，尽量减少饲料变
CO2+ H2O = H2CO3
质带来的营养疾病，任何变质饲料绝对不能用
碳酸极不稳定，在空气中很容易分解为水
于工厂化养殖生产。饲料形状应该完整，循环

水质调节知多少

水质调节的三个节点

毒害物质的复杂性
用一个实例证明，把白酒倒入水里面，人们
用肉眼无法分辨白酒在哪里，因为白酒是溶于水
的物质；把食用油倒入水里，这时人们就可以用
眼睛看到食用油在哪里。
池塘中很多类似白酒这样溶于水的毒害物
质，人们无法用肉眼去判断，这就是很多养殖户
说水非常好，但是池塘就是出很多问题的症结
所在了。

水质调节的几种常见方法
化学改底类：这也是行业里最常见的一个手
段了，各个动保企业都为养殖户推荐了这类产
品，还有很多养殖户养成了定期改底的习惯。所
有的底改产品基本上都是以氧化原理来起作用
的。但人们在池塘中用底改片是不能起到完全
氧化的作用的。打个比方，用底改类的产品，只
能将十个碳的有机物处理成两个五个碳的有机
物，而此时还没有变成二氧化碳直接可以被藻类
利用，这就叫不完全氧化。所以很多时候底改产
品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并不是全能的。
生物底改类：真正生物底改是行业内不太
常见的产品，也有很多人就把常见的活菌当做
生物底改了，这里存在一些误区。真正意义上
的生物底改是可以很好地处理底部毒害物质

在污染严重的池塘中生长繁殖很受限制，所以人
们常说低产养藻高产养菌，但在小龙虾、河蟹以
及低密度的鱼类养殖池塘中，使用优良藻类产品
来调节水质是非常实用的，经济实惠，而且可以
提供饵料蛋白。
吸附制剂：这类产品一般使用下去后会使水
质看起来非常清爽，但是无非是将部分毒害物质
从水体上面转移到水体底部了，基本上就是治标
不治本的一个操作，实用性不算很强。

的。生物底改是普通活菌经过严格的选育后制
成的，生物底改一般都是兼性活菌或者厌氧活
菌，比如兼性芽胞和硫化细菌，粪链球菌等是目
前生物底改领域比较好的产品。但使用此类产
品时也要注意提供一个适合这些微生物生长繁
殖的环境。
有机酸、腐殖酸钠类：养殖户基本上把这类
产品归类为解毒调水的产品，其作用原理是通
过有机酸和腐殖酸钠自身的羧基与毒害物质发
生络合反应，改变毒害物质的化学结构后从而
降低毒害物质的毒性，很多无机酸充当有机酸
的产品是不具备这个效果的。所以这类解毒调
水产品侧重是降低有害物质的毒性，并不能把
这些物质转化成简单的有机物或者无机物直接
被藻类利用。
微生物制剂：活菌制剂也是现在非常流行
的，很多养殖户也喜欢用此类产品来调节水质。
此类产品的优势是含量非常高，容易在水体中出
效果，而且对有机物是彻底处理成藻类可以直接

利用的营养物质的。当然，每类活菌自身的侧重
点不同，比如光合细菌侧重于处理小分子有机物
和无机物，芽孢杆菌侧重处理大分子有机物，硝
化细菌处理含氮污染物效果好。
一定要注意，活菌作为有生命体的物质，其
生长繁殖也需要比较优良的环境，大部分的活菌
更容易在氧化还原电位偏高的池塘中生活。一
旦环境太恶劣直接用微生物制剂很可能就不能
起到调节水质的作用。
藻类：比较常见的就是最近几年行业兴起的
小球藻。
藻类也是池塘中调节水质一个比较好的浮
游生物。藻类可以把无机物和一些简单有机物
变成藻类蛋白提供给水产动物，而且藻类相比活
菌来说是更加高级的微生物，其在池塘中的耐受
力和适应性是更加强于活菌的，同等数量级的藻
类调节水质的能力不会比活菌差，只不过藻类产
品目前的数量级无法做到活菌那样，其在实际应
用中保存也是一个麻烦的问题。而且优良藻类

养殖前期：前期饲料投喂累积不算多，这是
优良藻类最好的生存环境，笔者建议选用生物底
改降解底部毒素和芽胞，酵母这些活菌来分解大
分子有机物成小分子有机物供藻类利用，同时可
以配合品质高的小球藻产品，把池塘多余的营养
充分利用，维持池塘一个优良的藻相，进而保持
一个比较好的水质环境。
养殖中期：可以多用氧化制剂改底和生物底
改和芽孢，光合、EM 菌等搭配使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一般可以第一天使用化学底改把有机物
做一个轻度处理，提高池塘氧化还原电位，让微
生物更容易在这个环境中生长繁殖，次日使用活
菌制剂对毒害物质做一个比较彻底的处理，这个
方式是比较合理的。
养殖后期：后期气候不稳，温差大，调节水质
以稳定环境为主。笔者建议，以增氧颗粒和氧化
底改配合硝化菌、
乳酸菌处理污染物比较强的活菌
或者像芽孢这样繁殖速度快的活菌，
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可以第一天用增氧颗粒配合氧化底改，
次日使
用芽孢菌，
乳酸菌……这样比较适合后期的活菌，
对池塘水质调节做到一个比较彻底的处理。
一定要注意同类产品之间的交替使用，
避免某
个特定化学成分的产品用到底，
避免产生失效性。
调水无法完全消除池塘一切的毒害物质，但
是尽可能寻求一个可以有效控制池塘毒害物质
的方法，水产养殖者要清楚每类产品自身的作用
和局限，这样才容易摸索出一套科学有效的调水
方式。
董工 文/图

与二氧化碳。因此，采取措施使养殖水体充分
与空气接触，就可及时去除养殖水体中的二氧
化碳气体。
不仅如此，水中的二氧化碳对鱼类也是非
常有害的，二氧化碳气体含量超过 20 毫克/升
时，养殖鱼类就会产生气体压力反应，表现为向
水面或增氧设备集中，摄饲明显减少。
二氧化碳去除技术：
（1）机械设备去除。 利用增氧机或曝气设备，
在养殖水体中形成上下交换的水流，
使水体充分与
大气接触，
达到分解碳酸，
去除二氧化碳的目的。
（2）水力设计去除。在设计过程中，回水管
和回水槽间留有一定高度的落差，使水流在回
水过程中充分暴露在大气中，分解碳酸，去除二
氧化碳。
（3）充气去除。在水流通过的水道上设置
微气泡释放装置，利用气泡相互积累的特性，使
散布于水中的二氧化碳与释放的气泡结合，由
气泡把二氧化碳带上水面，达到去除的目的。

pH 的调节
pH 降低的原因：
在工厂化水产养殖系统中，由于鱼类代谢
产生的大量氨氮为硝化细菌提供了大量繁殖的
生存条件，使得整个系统的管路、设施包括养殖
池表面都产生了生物膜。硝化细菌的生长过程
中，在消耗氨氮的同时，也产生酸性物质，从而
降低了水体的碱度。特别是在有生物处理设备
的条件下，pH 值降低的就更加明显。pH 为
7.5 的水体，封闭运转三天，pH 就会降到 6 左
右。同时，二氧化碳去除不及时彻底，也是 pH
值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pH 过低，不仅影响养殖鱼类的生长，而且
会抑制硝化细菌和亚硝化细菌的活性，使生物
处理失去作用。硝化细菌和亚硝化细菌在 pH
低于 7 时就会停止生长和繁殖，失去转化氨氮
的作用。因此，适时监测和调空 pH 值是非常必
要的。
pH 的调整方法：
（1）化学调节，在应用生物处理的系统中，
pH 的调节只能采用化学调节的办法，可在水体
加入 Ca（OH）2 和 NaOH 的办法调节。所加药
量一般为投食率的 17%~20%。
（2）臭氧杀菌控制 在不使用生物处理的系
统，pH 的调节可采用在水中释放适量臭氧的办
法，利用臭氧杀死系统各个部分附着的生物，避
免微生物的硝化作用。一般臭氧含量在 0.1 毫
克/升，就可以有效杀微生物。
（3）利用反硝化作用 在系统中设置反硝化
设备，使反硝化过程产生的碱性物质平衡硝化
过程的酸性物质。不过，由于反硝化作用是在
厌氧的条件下进行，水产养殖系统很难利用。
工厂化养殖的自动监测与控制工厂化养
殖的自动监测与控制自动监测和控制系统是
封闭循环式工厂化水产养殖的保证条件。由
于养殖密度大，水质变化快，水质控制不好容
易引起事故的发生，造成生产损失。自动监测
和控制参数主要包括水位、水温、溶解氧、浊
度、盐度、pH、电导率、氨氮和硝酸盐等，通过
监测和控制这些参数，把水质控制在养殖要求
的范围内。
在工厂化循环养殖中，由于冲洗、调节水质
等要求，需要一定的水源补充，一般每天补水量
约为总水量的 10%，因此，应该备有补水水源和
水泵。
缘木鱼

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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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该用
增氧机
正确使用鱼池增氧
机，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增氧机的使用费
用，而且还能有效改良鱼池水质，减少或防
止鱼病的发生，提高养殖利润。
白天开机，夜晚不开机。白天光照充
足，池水中的浮游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产生大量氧气，水体表层溶解氧远高于底
层，白天开增氧机可以使池水产生对流，
溶解大量氧气的表层水可以交换至下
层。晚上池水中的底层水溶氧量高于上
层，如果此时开增氧机非但起不到效果，
还会对鱼造成危害。
阴雨天的白天不开机。阴雨天池水中
浮游植物光合作用较弱，溶解在水中的氧
气较少。如果此时开增氧机，只能加速水
中氧气的消耗，容易造成鱼池缺氧。
晴天中午和傍晚开机。有的养殖户认
为凌晨 4 点或者中午 4 点之后开增氧机可
以使池水多溶解一部分氧气，但是提前开
增氧机会过早消耗池水中溶解的氧气，加
快夜间缺氧。
晴天有风开机。虽然风有增氧作用，
但对池水增氧效果不强，表层的富氧池水
很难对流到池底。所以，晴天中午不论是
否有风都应开机。
4月~6月鱼池中的鱼不浮头也开机。许
多养殖户认为4月~6月水温低，
鱼体小，
不浮
头可以不开机。其实，
只要鱼大量吃食、
大量
排便，
水质较肥时，
晴天中午就应该开机。
开机时间长短应遵循炎热天开机时间
长，凉爽天开机时间短；半夜开机时间长，
中午开机时间短；风小开机时间长，风大开
机时间短的原则。
博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