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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虎斑乌贼温室大棚养殖

方法，本发明的方法通过对养殖条件的控制，包

括水温控制在23～33℃，盐度控制在24～30，池

水透明度控制40～60cm，溶解氧不低于5mg/L，氨

氮含量不高于0.1mg/L等养殖管理，同时利用温

室大棚可以调节温度、湿度，控制虎斑乌贼密度

及饵料规格和投喂量，减少虎斑乌贼在养殖过程

中相互残杀等特点，可让虎斑乌贼生长更快、上

市更早，具有更好的优势。因此本发明是一种成

活率高，生长迅速，易于操作，且稳产与丰产的虎

斑乌贼养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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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虎斑乌贼温室大棚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骤：

1)温室大棚养殖池的前处理

在虎斑乌贼放养前30天进行养殖池进行清整与消毒，养殖池内水体深度为30～40cm，

清池使用生石灰，使用量为100～150Kg/亩，消毒后排水，并清除池底腐泥，清塘处理后，在

放养前15～20天进行蓄水，池水深1.2m～2m；并培养虾苗作为基础饵料

2)苗种放养

在6月中旬～7月中旬，选择健康、活力好的虎斑乌贼幼体进行苗种放养，在养殖池顶加

盖遮阳网；苗种放养时，先让装有苗种的塑料薄膜袋在养殖池中漂浮10～15min，再把苗种

倒出；

3)苗种养殖

养殖期间水温控制在23～33℃，盐度控制在24～30‰；池水透明度控制30cm～40cm，pH 

7.9～8.2，溶解氧不低于5mg/L，氨氮含量不高于0.1mg/L，水深控制在1.2～1.8m；

养殖期间进行换水，换入的水体的温度与养殖池的水体温度不超过4℃，盐度差异不超

过5‰；换水量为20～50％；如果每5天换水1次，换水量为20％，如果每15天一次，换水30～

50％；

放苗5～8天后进行正常投喂，当虎斑乌贼胴长3.0～7.0cm时，每天饵料投喂重量为其

体质量的13～17％；当虎斑乌贼胴长7.0～11.0cm时，每天饵料投喂重量为其体质量的10～

14％；虎斑乌贼胴长11.0～15.0cm时，每天饵料投喂重量为其体质量的10～12％；虎斑乌贼

胴长15cm以上，每天饵料投喂量为其体质量的8～10％；所投喂的饵料为冰冻小杂鱼或虾。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1)的清池，其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漂白粉，使用量为40～50Kg/亩。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1)中的所述虾苗为糠虾虾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养殖池的池深1.2～1.8m，面积为0.5

～2.0亩。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2)的放养密度，当虎斑乌贼胴长3

～5cm，养殖密度为20～25只/m2；当胴长5.0～7.0cm，养殖密度15～20只/m2。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2)的苗种放养期间水温不超过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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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虎斑乌贼温室大棚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动物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虎斑乌贼温室大棚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虎斑乌贼(Sepia  pha raonis)隶属于软体动物门(Mollusca)、头足纲

(Cephalopoda)、乌贼目(Sepiida)、乌贼科(Sepiidae)，是我国主要的乌贼渔业资源，其可

谓全身是宝，营养价值高，高蛋白低脂肪，是百姓非常喜爱的一种海产品，但是由于近三十

来过度捕捞和环境恶化原因，其资源量已日益衰减。

[0003] 发明人所在的团队自从2014年起对虎斑乌贼的人工繁育与养殖展开了研究。在研

究发现虎斑乌贼个体大，最大可达4kg，生长快，养殖4个月可长到0.5kg，是一种极具养殖前

景的经济头足类。虎斑乌贼苗种繁育在每年4～5月份进行，其养殖从每年的5月下旬开始，

10月可上市。目前虎斑乌贼养殖大部分以室外养殖模式为主，但发现在夏季养殖过程中死

亡率会明显升高，有时候会导致全池死亡的现象，已严重影响了养殖户的积极性。为了虎斑

乌贼养殖业的健康发展，解决夏季养殖过程中死亡率高的问题，亟需探索出一种的养殖模

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虎斑乌贼温室大棚养殖方法，从而克服现有虎斑乌贼养殖模式中

很难控制导致养殖过程中死亡率高的问题。

[0005] 本发明所提供的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骤：

[0006] 1)温室大棚养殖池的前处理

[0007] 在虎斑乌贼放养前30天进行养殖池进行清整与消毒，养殖池内水体深度为30～

40cm，清池使用生石灰，使用量为100～150Kg/亩，也可以使用漂白粉，使用量为40～50Kg/

亩；

[0008] 消毒后排水，并清除池底腐泥，清塘处理后，在放养前15～20天进行蓄水，池水深

1.2m～2m；并培养虾苗作为基础饵料

[0009] 所述虾苗，优选为糠虾虾苗；

[0010] 所述的养殖池的池深1.2～1.8m，面积为0.5～2.0亩；

[0011] 2)苗种放养

[0012] 在6月中旬～7月中旬，选择健康、活力好的虎斑乌贼幼体进行苗种放养，在养殖池

顶加盖遮阳网；苗种放养时，先让装有苗种的塑料薄膜袋在养殖池中漂浮10～15min，再把

苗种倒出；

[0013] 放养密度，虎斑乌贼胴长3～5cm，养殖密度为20～25只/m2；当胴长5.0～7.0cm，养

殖密度15～20只/m  2。

[0014] 苗种放养期间水温优选不超过33℃，

[0015] 3)苗种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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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养殖期间水温控制在23～33℃，盐度控制在24～30‰；池水透明度控制30cm～

40cm，pH  7.9～8.2，溶解氧不低于5mg/L，氨氮含量不高于0.1mg/L，水深控制在1.2～1.8m；

[0017] 养殖期间进行换水，换入的水体的温度与养殖池的水体温度不超过4度，盐度差异

不超过5‰；换水量为20～50％；如果每5天换水1次，换水量为20％，如果每15天一次，换水

30～50％；

[0018] 放苗5～8天后进行正常投喂，当虎斑乌贼胴长3.0～7.0cm时，每天饵料投喂重量

为其体质量的13～17％；当虎斑乌贼胴长7.0～11.0cm时，每天饵料投喂重量为其体质量的

10～14％；虎斑乌贼胴长11.0～15.0cm时，每天饵料投喂重量为其体质量的10～12％；虎斑

乌贼胴长15cm以上，每天饵料投喂量为其体质量的8～10％；所投喂的饵料为冰冻小杂鱼或

虾。

[0019] 本发明的方法通过对养殖条件的控制，包括水温控制在23～33℃，盐度控制在24

～30，池水透明度控制40～60cm，溶解氧不低于5mg/L，氨氮含量不高于0.1mg/L等养殖管

理，同时利用温室大棚可以调节温度、湿度，控制虎斑乌贼密度及饵料规格和投喂量，减少

虎斑乌贼在养殖过程中相互残杀等特点，可让虎斑乌贼生长更快、上市更早，具有更好的优

势。因此本发明是一种成活率高，生长迅速，易于操作，且稳产与丰产的虎斑乌贼养殖方法。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申请人在虎斑乌贼养殖实践中发现，在每年6-7月份利用温室大棚养殖虎斑乌贼，

可提高虎斑乌贼的存活率，可有效解决其夏季养殖过程中死亡率会明显升高的问题。同时

利用温室大棚养殖可让虎斑乌贼生长更快、上市更早，具有更好的优势。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2] 实施例1：养殖条件的建立

[0023] 1.养殖池的条件

[0024] 池深1.2～1.8m，面积为0.5～2亩为好。若放养期间水温超过33℃，需在大棚顶部

铺拉遮阳网，避免高温和强光，且周围环境尽量保持安静。

[0025] 2.放养前期工作

[0026] 虎斑乌贼放养前(30天)进行养殖池进行清整与消毒，一般放水至30～40cm，清池

可使用生石灰，使用量一般每亩为100～150Kg/亩，也可以使用漂白粉，使用量每亩为40～

50Kg/亩。一方面为杀灭敌害生物，另一方面清除池底腐泥以改善水质与底质。清塘处理后，

放养前15～20天做好蓄水工作，培养基础饵料(接种糠虾或普通虾苗，在池塘中每亩放养10

～15万尾普通虾苗作为乌贼的贮备活饵料)，池水深1.2m～2m，同时投喂时间选择在每天早

上6:00～6:30(每天一次)。投喂饵料南美白对虾配合饲料，南美白对虾配合饲料投喂量开

始为2.5～3.5Kg/亩，每天增加0.25～0.325kg/亩(最大投饵量7.5Kg/亩)。

[0027] 3.苗种放养

[0028] 选择健康、活力好，胴长为3cm的虎斑乌贼幼体。苗种放养时，首选阴天，有点蒙蒙

雨但气压不低的时候是最好的，如果天气都是比较热，那就要确保在太阳出来之前放苗。大

棚内水温不宜超过32℃(放苗时间为6月中旬～7月中旬)，最好能在养殖池顶加盖遮阳网。

放苗时，要注意池水与运输用尼龙袋内水体的温度、盐度差异，以及乌贼苗种的质量和放养

密度。可用尼龙袋浮于池水中和添加池水逐步过渡的方法消除温度与盐度的差异。苗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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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时，先让装有苗种的塑料薄膜袋在养殖池中漂浮10～15min，再把苗种倒出。养殖密度：虎

斑乌贼胴长3～5cm，养殖密度为20～25只/m2；当胴长5.0～7.0cm，养殖密度15～20只/m  2。

[0029] 4.养殖管理

[0030] 4.1水质管理

[0031] 养殖过程中，换水时应掌握慢进慢出的原则，避免水环境变化过大而使乌贼受到

惊吓，出现喷墨现象。水温控制在23～33℃，盐度控制在24～30(池水以保持稳定为主；如遇

特殊情况不能换水，可以不投饵料，以减少水质败坏的影响)，池水透明度控制30cm～40cm，

水色清至淡黄色，适宜pH  7.9～8.2，溶解氧不低于5mg/L，氨氮含量不高于0.1mg/L。水深控

制在1.2～1.8m(高温期水位要保持最高，而且应尽可能多换外海清凉新鲜的海水，使水温

保持在33℃以内)。溶氧控制在5mg/L以上，pH值控制在8.0～8.2，氨氮＜1mg/L。换水前，一

定要先测沉淀池和蓄水池的温度和盐度(如温度不超过4度和盐度范围不过5)，换水量根据

乌贼摄食量，水质情况等条件进，要注意不可过量换水，以免引起应激，一般一次换水20～

50％。如果每5天换水1次，换水量20％(或每15天一次，换水30～50％)。每天测量水温、盐

度、PH值、氨氮及亚硝酸氮相关的水质指标并做好记录。由于温棚环境的封闭性，使水体中

的得不到释放，积累在水中，对虾的鳃和肝脏伤害极大。可每各(10～15天)使用绿威宝或池

塘解毒丹等解毒剂对池塘进行解毒。

[0032] 4.2饲料投喂

[0033] 在池塘四边各设计一个饵料台，投喂过程刚开始时投喂过程慢、少量，经过5～8天

后乌贼适应养殖池摄食，可以正常投喂。投喂时间选择在每天上午6:30，下午4:00和晚上8:

30(晚上投喂前15分钟打开投饵点的灯，因虎斑乌贼有趋光性)，投喂过程需做到定时、定

点。投喂饵料种类、大小和投饵量：虎斑乌贼胴长3.0～7.0cm时，饵料为长1.5～2.5cm、宽

0.3～0.8cm的冰冻小杂鱼或虾，每天饵料投喂重量为其体质量的13～17％；虎斑乌贼胴长

7.0～11.0cm时，饵料为长2.5～4.0cm、宽0.5～1.5cm冰冻小杂鱼或虾，每天饵料投喂重量

为其体质量的10～14％；虎斑乌贼胴长11.0～15.0cm时，饵料为长3.0～4.0cm、宽1.0～

2.0cm冰冻小杂鱼、虾，每天饵料投喂重量为其体质量的10～12％；虎斑乌贼胴长15cm以上，

饵料为整条冰冻小杂鱼、虾，每天饵料投喂量为其体质量的8～10％。每天定时检查饲料台，

若有残饵则及时清除，日投喂量主要根据乌贼的摄食、生长、互相残杀、水中活饵等情况，同

时结合天气、水质等条件综合考虑。若发现乌贼的生长参差不齐，个体相差悬殊，就说明饵

料生物投喂不足，应加大投喂量。

[0034] 4.4采捕和运输方法

[0035] 将养殖池水位排至15～25cm，用抄网直接或利用围网进行捕捉，过程需轻手轻脚，

减少对乌贼的干扰。运输方法：采用尼龙袋充氧运输，尼龙袋规格为50×25×25cm，装水1/

4，每袋装乌贼1～2只(体重250克每一袋2只，体重500克每一袋1只)。

[0036] 具体的一种养殖条件如下：

[0037] 池深1.5m，面积为1亩，大棚顶部铺拉遮阳网。放养前期，虎斑乌贼放养前一个月

前，养殖池使用100～150Kg/亩的生石灰进行消毒，后清洗。培养基础饵料，消毒后低5天，接

种普通虾苗(体长1.5cm)，在池塘中每亩放养15万尾普通虾苗作为乌贼的贮备活饵料，同时

投喂时间选择在每天早上6:30(每天一次)。投喂饵料南美白对虾配合饲料，南美白对虾配

合饲料投喂量开始为2.5～3.5Kg/亩，每天增加0.25～0.325kg/亩(最大投饵量7.5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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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斑乌贼苗种放养时，确保苗种繁育期间的盐度和养殖池的将近。投放选择在阴天，先让装

有苗种的塑料薄膜袋在养殖池中漂浮15

[0038] min，再把苗种倒出。养殖密度：虎斑乌贼胴长3cm，养殖密度为25只/m2。养殖过程

的水质管理：养殖过程中换水时应掌握慢进慢出的原则，养殖期间水温控制在26～32℃，盐

度控制在24～30，池水透明度控制30cm～40cm，适宜pH  7.9～8.1，溶解氧5mg/L以上，氨氮

含量不高于0.1mg/L，水深控制在1.2～1.5m(当水温大约30℃时，水位保持在1.5m深度)。换

水前，先测沉淀池和蓄水池的温度和盐度(以保证温度不超过4度和盐度范围不过5)，每5天

换水1次，换水量20％(当每15天一次时，换水量为40％)。每天测量水温、盐度、PH值、氨氮及

亚硝酸氮相关的水质指标并做好记录。每各15天使用绿威宝或池塘解毒丹等解毒剂对池塘

进行解毒一次。饲料投喂：在池塘四边各设计一个饵料台，投喂过程刚开始时投喂过程慢、

少量，经过5天后乌贼适应养殖池摄食，可以正常投喂。投喂时间选择在每天上午6:30，下午

4:00和晚上8:30(晚上投喂前15分钟打开投饵点的灯)。投喂饵料种类、大小和投饵量：虎斑

乌贼胴长3.0～7.0cm时，饵料为长1.5～2.5cm、宽0.3～0.8cm的冰冻小杂鱼或虾，每天饵料

投喂重量为其体质量的13～17％；虎斑乌贼胴长7.0～11.0cm时，饵料为长2.5～4.0cm、宽

0.5～1 .5cm冰冻小杂鱼或虾，每天饵料投喂重量为其体质量的10～14％；虎斑乌贼胴长

11.0～15.0cm时，饵料为长3.0～4.0cm、宽1.0～2.0cm冰冻小杂鱼、虾，每天饵料投喂重量

为其体质量的10～12％；虎斑乌贼胴长15cm以上，饵料为整条冰冻小杂鱼、虾，每天饵料投

喂量为其体质量的8～10％。每天定时检查饲料台，有残饵则及时清除，当发现乌贼的生长

参差不齐，个体相差悬殊，就说明饵料生物投喂不足，加大投喂量。经过大约130天的养殖，

虎斑乌贼达到上市的商品规格(平均体重0.463kg)，养殖成活率64.6％。而现有养殖模式外

室土池养殖，经过约130天外室土池养殖虎斑乌贼成活率21 .5％，其体重平均体重为

0.267kg。虎斑乌贼温室大棚养殖模式比外室土池养殖模式其养殖成活率提高了200.5％，

体重提高了73.4％。

[0039] 实施例2

[0040] 与实施例1的方法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养殖面积0.8亩，虎斑乌贼苗种放养前

每亩放养12万尾普通虾苗作为乌贼的贮备活饵料。虎斑乌贼苗种大小为：选择健康、活力

好，胴长5cm的虎斑乌贼幼体；养殖密度为20只/m2，养殖期间水温控制在27～32℃，盐度控

制在26～33‰，适宜pH  7 .8～8.2。经过大约130天的养殖，虎斑乌贼达到上市的商品规格

(平均体重0.456kg)，养殖成活率为59.6％。

[0041] 实施例3

[0042] 与实施例1的养殖方法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养殖面积0.7亩，虎斑乌贼苗种大小

为：选择健康、活力好，胴长5cm的虎斑乌贼幼体；养殖密度为30只/m2，养殖期间水温控制在

27～33℃，盐度控制在26～33，适宜pH  7.8～8.3。经过大约130天的养殖，虎斑乌贼达到上

市的商品规格(平均体重0.506kg)，养殖成活率为61.6％。

[0043] 通过以上实例表明，本发明是一种成活率高，生长快，易管理，且稳产与丰产的虎

斑乌贼养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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