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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鼠尾藻的采苗方法及其早

期培育方法，属于海藻人工繁育领域。为了克服

现有技术中采苗过程中种菜放散效率低，种菜使

用浪费的现象，本发明提供一种鼠尾藻的采苗方

法及其早期培育方法，该采苗方法具体包括种菜

收集、种菜预处理，采苗池布设以及采苗、早期培

育等五个步骤，该方法中通过阴干处理以及准确

控制采苗条件实现种菜的精准采苗并同时可以

大幅度提高种菜的放散效率，同时本发明还通过

控制早期培育条件使得鼠尾藻的繁殖效率大大

提高，因此本发明非常适合在鼠尾藻人工繁殖领

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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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鼠尾藻的采苗及早期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种菜收集：收集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的藻体作为鼠尾藻种菜：

a、藻体长度大于80cm的雌性个体；

b、生殖分枝长度平均值不低于5cm；

c、生殖托发育成熟，生殖托长度不小于5mm；

d、生殖托上有明显的卵附着现象；

（2）种菜预处理：种菜采集后沥干海水，然后将其置于弱光条件下进行阴干处理，控制

环境温度为18-23℃，控制空气相对湿度为45-55%；所述的阴干处理在底部带孔的中转箱中

进行，阴干处理中弱光的光照小于2000lx，所述阴干处理的时间为30min；

（3）采苗池布设及采苗：将附着基平铺于采苗池底并固定，向采苗池中注入海水至采苗

池中蓄水高度为50-60cm，采苗池中海水在注入采苗池前需经砂滤池过滤；在采苗池中放置

载玻片用于检测采苗密度；将经阴干处理后的种菜均匀散布于采苗池中，控制采苗池中水

温为15-19℃，每4-6小时搅动种菜一次，采苗24小时后每6小时检测一次采苗密度，当采苗

密度达到预定标准时，即移除采苗池中种菜，停止采苗，将附着基转移即可完成采苗过程；

采苗过程中采苗池光照不高于8000lx；

（4）早期培育：采苗结束48小时后，取出采苗池中的附着基并转置于蓄水高度为40-

50cm的培育池中进行幼苗早期培育，培育过程中采用弱水流循环海水培育附着基上幼苗，

控制培育池中光照不高于10000lx，池水水温为15-19℃，盐度为27-31‰，水流质量流速不

超过300  kg/（m2·s），水中可溶性无机氮含量为15～20 μmol/L，可溶性无机磷含量为0.3

～0.5μmol/L。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鼠尾藻的采苗及早期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菜收

集中收集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的藻体作为鼠尾藻种菜：

a、藻体长度大于100cm的雌性个体；

b、生殖分枝长度平均值不低于8cm；

c、生殖托发育成熟，生殖托长度不小于5mm；

d、生殖托上有明显的卵附着现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鼠尾藻的采苗及早期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预定采苗

密度50个/cm2时，种菜使用量为3-5株/m2；其中面积以采苗池池底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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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鼠尾藻的采苗方法及其早期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鼠尾藻的采苗方法及其早期培育方法，属于海藻人工繁育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鼠尾藻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褐藻种类，不仅可以作为海参、鲍鱼等海珍品的优质饲

料，还可以作为工业原料用于提取褐藻胶及其他生物活性物质。近年来，鼠尾藻资源受人为

影响严重，人工繁育鼠尾藻成为缓解及恢复相关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鼠尾藻人工繁

育技术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是很多育苗生产的关键参数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0003] 鼠尾藻采苗目前分全人工采苗和半人工采苗两种方式。全人工采苗为人工过滤收

集鼠尾藻受精卵然后泼洒于采苗池中完成采苗；半人工采苗为直接将即将放散受精卵的种

菜置于采苗中，待受精卵放散完毕取出种菜完成采苗。全人工方法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而

半人工采苗方法相对简单，但采苗时目前存在种菜使用过量的现象，对于使用野生资源作

为种菜的情况，过量采集种菜会影响当地自然种群的繁衍安全，甚至加重资源枯竭的趋势；

同时对于使用人工苗种作为种菜的情况，过量使用种菜也会增加前期的生产成本，造成人

力物力的浪费。因此如何提高种菜受精卵的放散效率，进而适量控制鼠尾藻种菜的使用量

是目前采苗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0004] 采苗完成后受精卵放散后沉降在附着基的表面开始发育，幼苗发育初期一方面需

要良好的外界环境，例如需要充足的水流交换，因为采苗时采用的是静水采苗，采苗池中海

水2-4天不能更换，此时水体中营养物质相对贫乏，溶氧量也有所下降，而一些原生动物数

量却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在幼苗在附着基上建立稳固附着前避免水流的刺激。因此，采苗完

成后，采苗池开始换水的时间、水流的大小直接影响受精卵的附着效率。另外合适的光照、

合适的水流刺激、合理的营养盐添加、有利的水温是促进幼苗生长的关键因素。如何控制采

苗后的早期培育条件是确保繁殖成功的关键所在。

[0005] 中国专利申请201510295931.3公开了一种鼠尾藻的围堰增殖方法，其通过围堰方

法直接在潮间带培育鼠尾藻幼苗直至养成，解决了以往鼠尾藻增殖方法中成本太高、操作

难度大、增殖效果差的问题。中国专利申请201510001367.X提供了一种野生海带人工增殖

方法，具体为（1）选择合适的野生海带增殖地点；（2）准备种海带；（3）制备孢子水；（4）准备

采苗框及移植网；（5）采苗；（6）车间暂养；（7）海上暂养；（8）分苗；（9）人工苗养成；（10）海底

移植。本发明通过特殊设计的采苗框及移植网进行采苗、中间培育，利用传统养殖方式的优

势，实现人工增殖苗种的快速繁育，并克服海底多变地形影响，实现海底大面积增殖。上述

两种工艺都没有实现鼠尾藻的精准条件控制，没有解决鼠尾藻采苗过程中种菜放散效率

低，种菜浪费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采苗过程中种菜放散效率低，种菜使用浪费的现象，本发明

提供一种鼠尾藻的采苗方法及其早期培育方法，该采苗方法具体包括种菜收集、种菜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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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采苗池布设以及采苗四个步骤，该方法中通过阴干处理以及准确控制采苗条件实现种

菜的精准采苗并同时可以大幅度提高种菜的放散效率，同时本发明还通过控制早期培育条

件使得鼠尾藻的繁殖效率大大提高，因此本发明非常适合在鼠尾藻人工繁殖领域推广应

用。

[0007]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上述技术效果：

[0008] 一种鼠尾藻的采苗方法，其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种菜收集：收集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的藻体作为鼠尾藻种菜：

[0010] a、藻体长度大于80  cm的雌性个体；

[0011] b、生殖分枝长度平均值不低于5cm；

[0012] c、生殖托发育成熟，生殖托长度不小于5mm；

[0013] d、生殖托上有明显的卵附着现象；

[0014] （2）种菜预处理：种菜采集后沥干海水，然后将其置于弱光条件下进而阴干处理，

控制环境温度为18-23℃，控制空气相对湿度为45-55%；上述阴干处理优选在底部带孔的中

转箱中进行。其中所述的阴干处理中所述的弱光是指光照小于2000lx，阴干处理的时间优

选为30min

[0015] （3）采苗池布设：将附着基平铺于采苗池底并固定，加入海水至采苗池中蓄水高度

为50-60cm，在采苗池中放置载玻片用于检测采苗情况，其中所述采苗池中海水在加入采苗

池前需经砂滤池过滤，池水水温15-19℃。采苗池中放置3-5个载玻片（不能与池中的附着基

重叠放置），用于检测采苗情况。

[0016] （4）采苗：将经阴干处理后的种菜均匀散布于采苗池中，控制采苗池中水温为15-

19℃，每4-6小时搅动种菜一次，采苗24小时后每6小时检测采苗密度一次，当采苗密度达到

预定标准时，即移除采苗池中种菜停止采苗，将附着基转移即可完成采苗过程。

[0017] 上述鼠尾藻的采苗方法中，所述种菜收集中也可以收集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的藻体

作为鼠尾藻种菜：

[0018] a、藻体长度大于100  cm的雌性个体；

[0019] b、生殖分枝长度平均值不低于8cm；

[0020] c、生殖托发育成熟，生殖托长度不小于5mm；

[0021] d、生殖托上有明显的卵附着现象。

[0022] 上述当预定采苗密度50个/cm2时，种菜使用量为3-5株/m2（面积以采苗池池底面积

计算）。当采苗密度不低于50个/cm2时即停止采苗，移除采苗池中种菜，采苗过程时间不超

过54小时，当采苗时间接近54小时且尚达到预定采苗密度时，可适量增加种菜用量。采苗池

光照不高于8000lx，采苗水温不超过19℃。

[002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的早期培育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0024] （1）使用上述所述的采苗方法进行采苗；

[0025] （2）早期培育：采苗结束48小时后，取出采苗池中的附着基并转置于蓄水高度为

40-50cm的培育池中进行幼苗早期培育，培育过程中采用弱水流循环海水培育附着基上幼

苗，控制培育池中光照不高于10000lx，池水水温为15-19℃，盐度为27-31  ‰。

[0026] 优选地，所述培育过程中培育池中水流质量流速不超过300  kg/（m2·s）。

[0027] 培养过程中通过添加外源性原料控制可溶性的无机氮含量和可溶性的无机磷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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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中优选地，水中可溶性无机氮含量为15～20 μmol/L，可溶性无机磷含量为0.3～0.5μ

mol/L。

[002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突出的技术效果：

[0029] （1）本发明提出对收集种菜的要求（种菜大小、成熟度），通过本发明筛选方案选择

成熟度较高且成熟均匀的种菜，该筛选方案尤其对于使用野生海藻资源做种菜的情况，可

从源头上避免资源浪费，有利于保护海藻资源。此外本发明提出了按照采苗密度科学配比

使用种菜用量，有利于节约种菜资源，降低生产成本。

[0030] （2）本发明采用阴干刺激不仅可以提高种菜的放散效率（5%-10%），而且显著地缩

短了采苗时间（10%-30%），通过阴干刺激可促使生殖托上受精卵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量

放散，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而阴干条件控制直接影响受精卵的放散效果。

[0031] （3）本发明使用半人工采苗方法，一方面发挥了半人工采苗的优点（省时省力），另

一方面采用控制相关采苗生产参数（采苗环境、时间等）避免了传统方法采苗池水体长时间

污浊、低营养盐等不利于幼苗生长的缺点。专利方法有利于节约人力、物力、提高采苗效率，

相比传统采苗时间可缩短时间10%-30%。

[0032] （4）采用本发明方法进行早期幼苗培育，可有效提高幼苗附着效率（20%-30%），促

进幼苗生长，确保苗种健康茁壮，有利于提高出苗效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进一步描述本发明，但所述的实施例并不以任何方式限定专

利保护的范围。

[0034] 实施例1  本发明鼠尾藻的采苗方法及其培育方法

[0035] 一种鼠尾藻的采苗方法及其培育方法，其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6] （1）种菜收集：鼠尾藻种菜收集时，选择藻体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0037] a、藻体长度大于80  cm的雌性个体；

[0038] b、生殖分枝长度平均值不低于5cm；

[0039] c、生殖托发育成熟，生殖托长度不小于5mm；

[0040] d、生殖托上有明显的卵附着现象。

[0041] （2）种菜预处理：种菜采集后置于底部带孔的中转箱中沥干海水，置于弱光条件下

（光照小于2000lx）静置30min进行阴干处理，环境温度18-23℃，空气相对湿度45-55%。

[0042] （3）采苗池布设：将附着基平铺于采苗池底并固定，采苗池中蓄水高度为50-60 

cm，采苗池海水需经砂滤池过滤，池水水温15-19℃。采苗池中放置3-5个载玻片（不能与池

中的附着基重叠放置），用于检测采苗情况。

[0043] （4）采苗：将种菜均匀散布于采苗池中，当预定采苗密度50个/cm2时，种菜使用量

为3-5株/m2（面积以采苗池池底面积计算）。每4-6小时搅动种菜一次，采苗24小时后，每6小

时检测一次载玻片上的采苗密度。当采苗密度不低于50个/cm2时即停止采苗，移除采苗池

中种菜，采苗过程时间不超过54小时，当采苗时间接近54小时且尚达到预定采苗密度时，可

适量增加种菜用量。采苗池光照不高于8000lx，采苗水温不超过19℃。

[0044] （5）早期培育：采苗结束48小时后，取出附着基转置于40-50cm水深的培育池中，光

照不高于10000lx，池水水温15-19℃，盐度27-31  ‰。培育池中采用弱水流循环海水培育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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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基上幼苗，水流质量流速不超过300  kg/（m2·s）。水中可溶性无机氮含量（DIN）15～20 μ

mol/L，可溶性无机磷含量（DIP）0.3～0.5μmol/L。

[0045] 实施例2  本发明鼠尾藻的采苗方法及其培育方法

[0046] 一种鼠尾藻的采苗方法及其培育方法，其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7] （1）种菜收集：鼠尾藻种菜收集时，选择藻体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0048] a、藻体长度大于100  cm的雌性个体；

[0049] b、生殖分枝长度平均值不低于8cm；

[0050] c、生殖托发育成熟，生殖托长度不小于5mm；

[0051] d、生殖托上有明显的卵附着现象。

[0052] （2）种菜预处理：种菜采集后置于底部带孔的中转箱中沥干海水，置于弱光条件下

（光照小于2000lx）静置30min进行阴干处理，环境温度18-23℃，空气相对湿度45-55%。

[0053] （3）采苗池布设：将附着基平铺于采苗池底并固定，采苗池中蓄水高度为50-60 

cm，采苗池海水需经砂滤池过滤，池水水温15-19℃。采苗池中放置3-5个载玻片（不能与池

中的附着基重叠放置），用于检测采苗情况。

[0054] （4）采苗：将种菜均匀散布于采苗池中，当预定采苗密度80个/cm2时，种菜使用量

为2-3株/m2（面积以采苗池池底面积计算）。每4-6小时搅动种菜一次，采苗24小时后，每6小

时检测一次载玻片上的采苗密度。当采苗密度不低于50个/cm2时即停止采苗，移除采苗池

中种菜，采苗过程时间不超过54小时，当采苗时间接近54小时且尚达到预定采苗密度时，可

适量增加种菜用量。采苗池光照不高于8000lx，采苗水温不超过19℃。

[0055] （5）早期培育：采苗结束48小时后，取出附着基转置于40-50cm水深的培育池中，光

照不高于10000lx，池水水温15-19℃，盐度27-31  ‰。培育池中采用弱水流循环海水培育附

着基上幼苗，水流质量流速不超过300  kg/（m2·s）。水中可溶性无机氮含量（DIN）15～20 μ

mol/L，可溶性无机磷含量（DIP）0.3～0.5μmol/L。

[0056] 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行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被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依然可以对前述实

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对这些修改

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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