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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索水温和雌雄配比对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能量代谢和生长的影响，为进一步分

析与解决罗氏沼虾生长缓慢的问题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根据能量收支方程［摄食能（Ce）=生长能（Ge）+排粪能

（Fe）+排泄能（Ue）+蜕壳能（Ee）+呼吸能（Re）］及凯式定氮法，分别计算罗氏沼虾各部分的代谢能值，分析4种水温

（20、22、26和30 ℃）及3种雌雄配比（1∶1、1∶2和1∶3）对罗氏沼虾能量代谢和生长的影响。【结果】雌、雄罗氏沼虾的绝

对摄食能均随水温上升而升高，其中雌虾在各水温处理组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雄虾则表现为非相邻水温处理

组间差异显著；雄虾在26 ℃下的绝对生长能显著高于其他3个水温处理组，雌虾在26 ℃下的绝对生长能显著高于20

和22 ℃水温处理组；雌、雄罗氏沼虾在20 ℃下均未蜕壳，在22~30 ℃下其绝对蜕壳能随水温上升而升高，在30 ℃时

达最大值（雌虾1371±272 J/g，雄虾1035±598 J/g）；雌、雄罗氏沼虾的特定生长率在26 ℃下显著高于其他3个水温处理

组；罗氏沼虾的绝对呼吸能表现为高温处理组（26和30 ℃）高于低温处理组（20和22 ℃）。单性饲养下，性成熟雄虾

的绝对摄食能、绝对生长能和特定生长率随数量上升而降低，且每个水槽放养1尾雄虾显著高于每个水槽放养2~3尾

雄虾；性成熟雄虾绝对呼吸能则随数量上升而显著升高。不同雌雄配比下，性成熟罗氏沼虾的绝对生长能随雄虾数

量上升而显著降低，雌雄配比1∶1的特定生长率显著高于雌雄配比1∶2和1∶3；雌雄配比1∶1的绝对排泄能显著低于雌

雄配比1∶2和1∶3，其占摄食能的百分比随雄虾数量上升而上升。【结论】高温更适合罗氏沼虾的生长发育，且以26 ℃

最适宜，在此水温条件下罗氏沼虾新陈代谢更旺盛。在性成熟罗氏沼虾生长过程中，其能量积累可能受打斗、占区和

交配等生物学行为影响，且相同密度下雄虾比例增加有可能加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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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is article aime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and female-male mating ratio on ener-
gy metabolism and growth of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solu-
tion of the slow growth of M. rosenbergii.【Method】According to the energy budget equation［the consumption energy
（Ce）= growth energy（Ge）+defecation energy（Fe）+excretion energy（Ue）+molting energy（Ee）+respiratory energy（Re）］
and the Kaiser method， the energy values of each part was calculated. the effects of four temperatures（20，22，26，
30 ℃）and three male-female ratios（1∶1，1∶2，1∶3）on energy metabolism and growth of M. rosenbergii were analyzed.
【Result】The absolute level of Ce of female and male M. rosenbergii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and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groups of female M. rosenbergii，as well as groups of non-adjacent temperature levels of
male M. rosenbergii（P<0.05，the same below）. The absolute level of Ge of the mal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groups at 26 ℃，and that of the femal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20 and 22 ℃. The female and male did
not molt at 20 ℃，and the absolute levels of E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from 22 to 30 ℃，reaching the
maximum at 30 ℃（female 1371±272 J/g，and male 1035±598 J/g）. The specific growth rates（SGR）of female and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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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

bergii）俗称马来西亚大虾、淡水长脚大虾，为个体最

大的淡水虾（陈文静等，2000；董学洪和陈正兴，

2015），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养殖虾类品种之一。随着

罗氏沼虾在印度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

兴起，其全球产量与日俱增（Chettri et al.，2007；

Karaket et al.，2011），但近年来罗氏沼虾养殖生产不

稳定现象日趋严重，尤其是以摄食量减少、生长减缓

和性早熟为主要特征的铁壳虾和老头虾，已成为制

约其养殖业健康发展的瓶颈（董学洪和陈正兴，

2015；袁锐等，2017；徐卫国和姚振海，2018）。此外，

性成熟雄虾具有打斗和残杀的习性，以及雌虾性腺

发育、抱卵和产卵等行为均会消耗体内积累的物质

能量，而导致其生长发育缓慢。因此，开展对罗氏沼

虾能量代谢研究对解决其生长缓慢的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前人研究进展】种质退化是引起动物机体生

长缓慢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史建华等，2001）。袁

锐等（2017）研究证实，遗传和环境因素同步影响罗

氏沼虾的生长和发育，其中种质遗传因素是主要原

因。单位面积养殖密度也影响罗氏沼虾的生长性

能，一般以放养20000~60000尾/ha较合理（杨国梁，

2008；贾若鲁，2018）。还有学者认为，由于亲虾感染

某些病毒、致病菌或寄生虫（胡婷，2012；徐洋等，

2012；朱凝瑜等，2015；程东远，2017；叶键等，2018）

而导致养殖过程中出现性早熟现象，性早熟则降低

生长过程中的能量积累水平。此外，苗期和成长期

营养缺失及抗生素过量使用不仅降低沼虾后期存活

率，还影响其生长发育（安振华等，2014；朱光来等，

2019）。在罗氏沼虾的养殖过程中，除了受养殖水体

盐度和离子含量水平等因素影响外（王顺昌等，

2003；李树国等，2007），水温也是影响罗氏沼虾存活

率和能量代谢水平的因素之一。当水温低于20 ℃

时，罗氏沼虾仔虾存活率很低，而水温超过30 ℃时，

罗氏沼虾亲虾易死亡（陈文静等，2000）；水温高于

22 ℃时罗氏沼虾性腺开始发育（杨国梁，2008），而

25~30 ℃是罗氏沼虾的适宜养殖水温（张进等，2017）；

雌、雄性成熟罗氏沼虾交配和抱卵的适宜水温在26~

28 ℃（杨国梁，2008）。说明20和30 ℃是罗氏沼虾

适宜的养殖水温节点，而22和26 ℃分别是其性腺发

育和交配产卵的水温起点，为罗氏沼虾养殖及亲虾

培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本研究切入点】有关

罗氏沼虾能量利用与代谢方面的研究，除了黄光华

等（2017）探究罗氏沼虾幼体能量收支情况及朱其建

等（2019）研究亚硝酸盐对罗氏沼虾能量代谢的影响

外，至今鲜见其他针对罗氏沼虾成虾能量代谢的研

究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水

温和雌雄配比下罗氏沼虾的能量代谢情况及其差异，

并探讨相关因子对罗氏沼虾生长的影响，为进一步分

析与解决罗氏沼虾生长缓慢的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用虾

供试罗氏沼虾为上海申漕特种水产开发公司

池塘养殖的罗氏沼虾群体，暂养10 d后，挑选个头均

匀、附肢健全、体表无损伤的个体，试验条件下驯化

5 d后用于正式试验。

1. 2 试验设计

1. 2. 1 不同水温下罗氏沼虾的能量收支比较 根

据罗氏沼虾生长发育对水温的要求（陈文静等，

2000；杨国梁，2008；张进等，2017），设20、22、26和

30 ℃ 4个水温处理，挑选规格较小且未抱卵的雌虾

64尾，体质量（湿重，下同）为13.57±1.47 g，挑选同等

M. rosenbergii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26 ℃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hree groups；the absolute level of Re of female M.
rosenbergi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igher temperature groups（26 and 30 ℃）than that in lower temperature groups
（20 and 22 ℃）. In the test of sexually mature female and male shrimp raised separately，the absolute levels of Ce，Ge
and SGRs were decreasing by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male shrimp，that of one male shrimp in the sink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wo and three male shrimps in the sink；and the absolute level of Re of mature male shrimp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the test of different male-female mating ratios of M. rosenbergii，and there
was a negative growth at the female-male ratio of 1∶3；the SGR of the female-male ratio at 1∶1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at 1∶2 and 1∶3 levels，and the absolute level of Ue of the female-male ratios at 1∶1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at 1∶2 and 1∶3 levels，and its share of Ce also increased by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male shrimp.
【Conclusions】Relative high temperature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M. rosenbergii，and 26 ℃ is
the most suitable temperature，in which the metabolism of M. rosenbergii is more vigorou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nergy
accumulation during the growth of sexually mature M. rosenbergii may be affected by its biological behavior such as
fighting，occupying area and mating，and the increase of male shrimp proportion may aggravate the effect.

Key words：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water temperature；female-male mating ratios，energy metabolism；growth
Foundation item：Shanghai Shrimp Industrial Technology System Construction Project（Hunongkechanzi〔2014〕

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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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雄虾64尾，体质量为17.97±1.61 g。试验前停食

24 h以排空肠胃。每个水温处理下雌、雄虾分开饲

养，各设4个重复，每个水槽4尾虾，每组外加1个等体

积水体的水槽作为空白对照（用于开展投喂饵料的

溶失试验，以矫正残饵量），试验周期15 d。

1. 2. 2 不同雌雄配比下罗氏沼虾的能量收支比较

根据赵云龙等（1995）的研究结果，挑选性腺成熟雌

虾21尾（头胸甲清晰可见棕黄色卵黄），体质量为

17.81±2.34 g；同时挑选性腺成熟雄虾42尾（均一规

格下精荚全部饱满），体质量为24.03±3.20 g。试验

前停食24 h以排空肠胃。在26 ℃的水温条件下，设

3个梯度组，雄虾数量依次为1、2和3尾，雌虾各组均

为1尾，每个梯度组设7个重复，外加1个等体积水体

的水槽作为空白对照（用于开展投喂饵料的溶失试

验，以矫正残饵量），试验周期10 d；然后组内雌、雄

虾依次配对，相同条件下再饲养10 d。

1. 3 试验管理

试验用水槽均为78 cm×52 cm×48 cm的蓝色塑

料箱，分别配备散气石持续充氧和500 W电加热棒

控制水温，养殖水体溶解氧保持在5.5 mg/L以上。

试验期间，每天8：00投喂饵料，饵料湿重约占试验虾

体质量的10%。试验期间不换水，每个水槽水体因

蒸发作用减少时补给蒸馏水至初始水位（40 cm）。

1. 4 样品收集及预处理

每个水槽作为1个样品处理，每天15：00时采用

虹吸法吸出粪便，20：00时吸出残饵，试验结束后将

所收集样品分类汇总。试验前后分别测定各水槽的

水体总氮（水体充分搅拌）；收集的蜕壳、粪便、残饵

及虾体干重均在70 ℃下烘干至恒重，用0.1 mg的分

析天平称量，记录后密封保存。

1. 5 罗氏沼虾特定生长率（SGR）及能值测定

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各处理组蜕壳、粪便、残饵

及虾体干重的含氮量（李杉杉，2018），并以HD-3000智

能汉字量热仪测定其含热量（张硕和董双林，2002）。

罗氏沼虾特定生长率（%/d）=（lnWT- lnW0）/T×100

式中，W0是罗氏沼虾初始体质量（g），WT是罗氏

沼虾终末体质量（g），T是试验天数（d）。

罗氏沼虾试验过程中能量收支方程计算式（张

硕和董双林，2002）：

摄食能（Ce）=生长能（Ge）+排粪能（Fe）+排泄能

（Ue）+蜕皮能（Ee）+呼吸能（Re）

摄食能（Ce）=摄食量×单位饵料能值

生长能（Ge）=终末虾总能量-初始虾总能量

终末虾总能量=终末虾体质量×终末虾体单位

能值

初始虾总能量=初始虾体质量×初始虾体单位

能值

排粪能（Fe）=粪便干重质量×单位排粪能值

蜕皮能（Ee）=蜕皮干重质量×单位蜕皮能值

排泄能（Ue）=（CN–GN–FN–EN）×2.483×104

式中，初始虾体单位能值以取样同一群体中15

尾同规格个体单位能值均值代替（J/g）；各种能量的

单位均为J；单位饵料能值、终末虾体单位能值、单位

排粪能值和单位蜕皮能值均通过量热仪测定（J/g）；

CN为摄食饵料所含氮，GN为罗氏沼虾体内积累氮，

FN为粪便所含氮，EN为蜕壳所含氮，其单位均为g；

水体中少量氮统计在蜕壳氮中，2.483×104为每克氮

的能值（J/g）。

1. 6 统计分析

能量计算结果以罗氏沼虾单位体质量为基准

（J/g），采用SPSS 25.0对试验数据分别进行T 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和Duncan’s多

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水温下罗氏沼虾的能量收支及生长差异

情况

由表1可看出，雌、雄罗氏沼虾的绝对摄食能均

随水温上升而升高，其中雌虾在各水温处理组间差

异显著（P<0.05，下同），雄虾则表现为非相邻水温处

理组间差异显著；低水温组（20和22 ℃）下雄虾的绝

对摄食能高于雌虾，但高水温组（26和30 ℃）下雌虾

的绝对摄食能高于雄虾。罗氏沼虾绝对排粪能和绝

对摄食能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其中，雌虾相对排粪

能（绝对排粪能占总摄食能的百分比）在20~26 ℃下

呈下降趋势，而在26~30 ℃下呈上升趋势（图1-A），

在26 ℃时达最低值（20.3%）；雄虾相对排粪能在20~

22 ℃下呈下降趋势，在22~30 ℃下呈上升趋势（图1-

B），在22 ℃时达最低值（20.6%）。说明水温影响了

罗氏沼虾的总摄食能和相对排粪能水平。

雌、雄罗氏沼虾绝对生长能在20~26 ℃下呈上

升趋势，在26~30 ℃下呈下降趋势（表1），其中，雄虾

在26 ℃下的绝对生长能显著高于其他3个水温处理

组，雌虾在26 ℃下的绝对生长能显著高于20和

22 ℃水温处理组；在20、22和26 ℃下雄虾的绝对生

长能高于雌虾，但在30 ℃下雌虾高于雄虾。雌、雄

罗氏沼虾在20 ℃下均未蜕壳，在22~30 ℃下其绝对

蜕壳能均随水温上升而升高，在30 ℃时达最大值

（雌虾1371±272 J/g，雄虾1035±598 J/g）。雌、雄罗氏

沼虾的特定生长率在26 ℃下显著高于其他3个水温

张俊功等：水温和雌雄配比对罗氏沼虾能量代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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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图2）。

罗氏沼虾绝对呼吸能在摄食能的分配中占最

大比例（图1），且高温处理组（26和30 ℃）高于低温

处理组（20和22 ℃），雌、雄虾的绝对呼吸能分别在

26和30 ℃时达最大值（雌虾3486±1125 J/g，雄虾

3874±474 J/g）；而雌、雄虾的相对呼吸能（绝对呼吸

能占绝对摄食能的百分比）均在20 ℃下达最大值，

分别为77.7%和77.0%。雌、雄虾的绝对排泄能均随

水温上升而升高，且雄虾普遍高于雌虾。说明水温

影响着雌、雄罗氏沼虾的呼吸代谢水平。

2. 2 不同雌雄配比下罗氏沼虾的能量收支及生长

差异情况

2. 2. 1 单性饲养下罗氏沼虾的能量收支及生长差

异情况 由表2和图3可看出，性成熟雄罗氏沼虾的

绝对摄食能和绝对排粪能水平均随数量上升而降

低，其相对排粪能也随数量上升依次降低；1尾性成

熟雌虾和1尾性成熟雄虾间的绝对摄食能差异不显

著（P>0.05，下同）。性成熟雄虾的绝对生长能和特

定生长率均随数量上升而降低，1尾性成熟雄虾的绝

对生长能和特定生长率显著高于2尾和3尾性成熟雄

虾（图4）。性成熟雄虾的绝对蜕壳能和相对蜕壳能

均随数量上升而降低，绝对蜕壳能和绝对生长能的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性成熟雄虾的绝对呼吸能随数

量上升而显著升高，此时绝对排泄能也不断上升，但

组间差异不显著。

2. 2. 2 不同雌雄配比下罗氏沼虾的能量收支及生

长差异情况 由表3和图5可看出，性成熟罗氏沼虾

的绝对摄食能随雄虾数量上升而降低，绝对排粪能

能量类型
Type of energy

摄食能 Ce

排泄能 Ue

生长能 Ge

排粪能 Fe

蜕壳能 Ee

呼吸能 Re

性别
Sex

♀
♂

均值 Mean
♀
♂

均值 Mean
♀
♂

均值 Mean
♀
♂

均值 Mean
♀
♂

均值 Mean
♀
♂

均值 Mean

水温（℃）Water temperature
20

2213±328d
3091±1069c
2652±869d
101±56b
149±58b
125±59c

-267±120c
-191±36c
-229±91c
722±94c
753±53b
737±73c

0
0
0

1658±331b
2380±1048
2019±816c

22
3365±553c

4158±1355bc
3762±1048c

174±58b
188±158b
181±110bc

58±98b
72±155b
65±120b
838±210c
861±104b
849±154c
214±248b
512±473b
363±384b

2082±424b
2536±1385
2309±979bc

26
6446±766b
5689±840ab
6068±847b
197±71b
275±92ab
236±87b
342±65a
477±126a
409±117a

1307±221b
1201±179b
1254±195b
1113±298a
817±289a
965±315a

3486±1125a
2926±845

3206±969ab

30
7687±1063a
7167±851a
7427±934a
378±113a
380±114a
379±118a

185±125ab
8±189bc
96±176b

2383±417a
1865±825a
2124±666a
1371±272a
1035±598a
1203±466a

3384±1082a
3874±474
3629±816a

表 1 不同水温下罗氏沼虾能量代谢统计结果（J/g）
Table 1 The statistics of energy metabolism of M. rosenbergii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J/g）

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组间差异显著（P<0.05）。表2和表3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treatment groups（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Ta-
ble 2 and Table 3

水温（℃）Water temperature

图 1 不同水温下雌（A）、雄（B）罗氏沼虾各能量类型占摄食能的百分比
Fig.1 The distributed proportions of each energy in Ce of female（A）and male（B）M. rosenbergii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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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38.1

26.6
4.2

6.4

-2.3 -4.5

30.8

23.7
43.0 49.6

35.9
23.3 21.3 18.4

10.8 8.5 11.4 12.5

24.0

-20%

0%

20%

40%

60%

80%

100%
排泄能 Ue

排粪能 Fe
呼吸能 Re
生长能 Ge
蜕壳能 Ee

和绝对摄食能的变化趋势相似，其绝对值和相对值

均随雄虾数量上升而降低。性成熟罗氏沼虾的绝对

生长能随雄虾数量上升而显著降低，雌雄配比1∶1的

特定生长率显著高于雌雄配比1∶2和1∶3（图6）；绝对

蜕壳能和绝对呼吸能随雄虾数量上升而上升，但差

异不显著；雌雄配比1∶1的绝对排泄能显著低于雌雄

配比1∶2和1∶3，其占摄食能的百分比也随雄虾数量

上升而上升。

3 讨论

水温是影响水生动物呼吸的重要因素之一（张

明明等，2016）。本研究发现，水温对罗氏沼虾的能

量代谢水平影响显著，同时影响罗氏沼虾的呼吸代

谢及能量供给方式。在合适的水温范围内，虾类代

能量类型
Type of energy

摄食能 Ce
排泄能 Ue
生长能 Ge
排粪能 Fe
蜕壳能 Ee
呼吸能 Re

组别 Group
1♀

4260±912a
455±99

176±118b
1505±723a
767±897

1295±130c

1♂
4592±821a
405±151
304±66a

1116±332ab
1825±1012
1137±346c

2♂
3419±474b

424±65
-84±123c
794±361b
995±812

1607±235b

3♂
3406±664b

492±78
-178±92c
726±107b
943±705

1955±451a

图 2 不同水温下雌、雄罗氏沼虾特定生长率的比较
Fig.2 Specific growth rates of female and male M. rosenbergii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图柱上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组间差异显著（P<0.05）。图4同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 graps（P<0.05）. The same was applied in Fig.4

表 2 单性饲养下性成熟雌、雄罗氏沼虾能量代谢统计结果
（J/g）
Table 2 The statistics of energy metabolism of mature male
and female M. rosenbergii under single feeding during the ex-
perimental period（J/g）

图 3 罗氏沼虾性成熟雌、雄虾各部分能量类型占摄食能的
百分比

Fig.3 The distributed proportions of each energy in Ce of ma-
ture female and male M. rosenbergii during the experi-
mental period

图 4 单性饲养下性成熟雌、雄罗氏沼虾特定生长率的比较
Fig.4 Specific growth rates of mature male and female M. ro-

senbergii under single feeding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表 3 不同雌雄配比下罗氏沼虾能量代谢统计结果（J/g）
Table 3 The statistics of energy metabolism of M. rosenbergii
at different female-male ratios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J/g）

图 5 不同雌雄配比下罗氏沼虾各部分能量类型占摄食能
的百分比

Fig.5 The distributed proportions of each energy in Ce of M.
rosenbergii at different female-male mating ratios du-
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能量类型
Type of energy

摄食能 Ce
排泄能 Ue
生长能 Ge
排粪能 Fe
蜕壳能 Ee
呼吸能 Re

雌雄配比 Female-male mating ration
1∶1

3972±940
87±130b
456±160a
1457±419
364±476
1618±697

1∶2
3934±845
223±90a

131±144b
1424±436
393±640
1756±555

1∶3
3658±619
306±58a
-222±89c
1017±246
695±161
186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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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功等：水温和雌雄配比对罗氏沼虾能量代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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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速率随水温的上升而升高，各项生命活动也有所

加强（王吉桥等，2004）。蜕壳是甲壳类动物实现生

长的重要方式（徐建荣等，2006），且每次生长蜕壳都

伴随着体质量的增长（宋宗岩等，2002）。本研究结

果表明，在相同饲养管理条件下，雌、雄罗氏沼虾在

26 ℃下的绝对生长能和特定生长率均显著高于20

和22 ℃水温处理组，而30 ℃下的绝对蜕壳能高于

前3个水温处理组。蜕壳也是罗氏沼虾生长的重要

方式（张进等，2017），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其体长和体

质量的生长状况。通过统计绝对生长能和绝对蜕壳

能之和发现，高水温处理组（26和30 ℃）显著高于低

水温处理组（20和22 ℃）。可见，相对于低水温，高

温更加适合罗氏沼虾的生长发育，且以26 ℃最适

宜，在此水温条件下罗氏沼虾新陈代谢更旺盛。在

本研究中，可能由于试验周期有限性，30 ℃下的罗

氏沼虾绝对蜕壳能达最大值（1203 J/g），分别是22和

26 ℃水温下的3.31和1.25倍，但未能及时实现体内

物质能量积累和体质量增长。在合适的水温范围

内，变温动物如鱼类的呼吸运动频率随水温升高而

加快，呼吸速率也随之加快，通过呼吸作用消耗的能

量也更多（沈旭明和赵清良，2001），与本研究中罗氏

沼虾绝对呼吸能随温度上升而逐步升高的结论

一致。

能量代谢水平是水产动物能量利用效率的重

要体现。动物生理活动对能量代谢水平影响的研究

已涉及鲢、鳙、鲤、暗纹东方鲀、斜带石斑鱼、鳊鱼等

鱼类（童圣英，1997；沈旭明和赵清良，2001；黄建盛

等，2017；曾令清等，2017）。单性饲养条件下，1尾雄

虾的呼吸代谢耗能最小，能量利用效率和摄食率最

高，生长率最大，与张硕和董双林（2002）在中国对虾

最适盐度下的能量代谢结果基本一致。在罗氏沼虾

外塘养殖模式下，常见池塘口有雄虾对峙或驱赶等

行为现象，而这些常见的雄虾占区和打斗行为，其目

的是抢占和守护属于自己的安全领域和食物（New，

2005；张进等，2017），以保障自身安全及必要的生长

发育条件。尤其在雌雄虾混养模式后期，性成熟个

体增多，雄虾普遍出现争夺交配权行为（付广水，

2018），且这种攻击行为是一种耗能活动（Briffa and

Sneddon，2007；Copeland et al.，2011）。本研究结果

表明，根据性成熟罗氏沼虾能量代谢，每个水槽1尾

雄虾时的绝对摄食能显著高于每个水槽放养2~3尾；

2尾雄虾由于打斗和抢食行为，导致单位虾体质量绝

对摄食能降低1173 J/g，而绝对呼吸能增加470 J/g；

3尾雄虾时其呼吸能耗进一步增加。与雌雄配比1∶1

相比，雌雄配比为1∶3时雄性个体间因抢夺交配权和

打斗行为，致使其绝对呼吸能耗增加244 J/g。可见，

3尾雄虾单养和雌雄配比1∶3时罗氏沼虾呼吸耗代谢

耗能均有所增加，因而生长率降低。

伴随着罗氏沼虾的性成熟，一系列交配行为加

剧了雄虾体内同化能的消耗（付广水，2018）。此外，

雌虾个体通过摄食或消耗自身储存物质提供能量进

行性腺发育和交配后的排卵和产卵，以及生殖细胞

的发育和成熟（王春和成永旭，2009）。与1尾雌虾和

1尾雄虾单养时的绝对呼吸能均值（1216 J/g）相比，

罗氏沼虾雌雄配比1∶1时交配行为导致其绝对呼吸

耗能增加402 J/g；与1尾雌虾和2尾雄虾单养时的绝

对呼吸能加权均值（1503 J/g）相比，雌雄配比1∶2时

交配行为导致其绝对呼吸耗能增加253 J/g；与1尾

雌虾和3尾雄虾单养时的绝对呼吸能加权均值

（1790 J/g）相比，雌雄配比1∶3时交配行为导致其绝

对呼吸耗能增加72 J/g。可见，雌、雄罗氏沼虾的交

配行为同样导致呼吸耗能有所增加。在本研究中，

罗氏沼虾放养最大密度为11.4尾/m2，明显低于养殖

生产密度（张进等，2017），足以消除或降低密度过高

对罗氏沼虾能量代谢和生长的影响。

高能化合物三磷酸腺苷（ATP）是动物体内的直

接能量来源，生物体合成ATP所需的能量来源于消

化吸收饵料中的营养物质。动物的所有生命活动都

离不开ATP，当细胞内ATP不足时，细胞内积累的营

养物质发生分解，释放能量合成更多的ATP。雄性

罗氏沼虾个体间的打斗、抢食、抢夺交配权和交配等

行为，以及雌虾性腺发育、生殖蜕壳、怀卵和产卵等

生殖活动，均需要细胞内线粒体产生大量ATP保障

能量供给，呼吸代谢能耗上升，进而消耗罗氏沼虾体

内积累的物质和能量。

图 6 不同雌雄配比下罗氏沼虾特定生长率的比较
Fig.6 Specific growth rates of M. rosenbergii at different fe-

male-male mating ratios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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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高温更适合罗氏沼虾的生长发育，且以26 ℃最

适宜，在此水温条件下罗氏沼虾新陈代谢更旺盛。

在性成熟罗氏沼虾生长过程中，其能量积累可能受

打斗、占区和交配等生物学行为影响，且相同密度下

雄虾比例增加有可能加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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