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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属于

水产养殖领域，该方法具体是通过用分散有对羟

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的培养基于极端环境

下培养得益生菌，然后将上述益生菌和微藻固定

在碳化秸秆载体上，制成微生态制剂，再将牡蛎

养殖于投放有上述微生态制剂的环境中，直至收

获。本发明所提供的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能

降低牡蛎体内重金属含量，提升牡蛎品质，增肥

明显，提高溶氧，净化效果好，能显著降低养殖和

净化成本，实现废物利用、生态平衡和健康养殖

的目的；该方法所用固定化微生态制剂抗应激能

力强，固载量大且固定化程度高，稳定性高，使用

寿命和保存时间长，适应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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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用分散有对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

钠的培养基于极端环境下培养得益生菌；将所述益生菌固定在载体上，制成微生态制剂；将

牡蛎养殖于投放有所述微生态制剂的环境中，直至收获；

所述极端环境包括极端温度、极端氧化或极端渗透压环境，具体包括以下：温度5±2

℃、Cl‑浓度1.5±0.5%、H2O2浓度0.3±0.2mmol/L和40±2℃、Cl‑浓度1±0.5%、H2O2浓度0.5

±0 .2mmol/L；所述极端环境在培养期间每10~15d交替出现一次，每次5~12h，共培养40~
70d；

所述对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在培养基中的浓度占比分别为0.55~1 .05%和0.3~
0.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益生菌包含光合

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态制剂载体

为碳化秸秆；所述微生态制剂是将益生菌与碳化秸秆通过造粒完成固定化。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碳化秸秆通过以

下步骤制备：将植物秸秆粉碎后，进行分段高温碳化，然后用酸性液体漂洗5~10min后，再用

去离子水漂洗至中性，最后在温度为100~120℃的条件下干燥1~2h即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段高温碳化的

反应条件为：以5~10℃/min的速率升温至150℃后，保温1~2h；然后以5~10℃/min的速率升

温至300℃，保温1~2h；最后以5~10℃/min的速率升温至450℃，保温1~2h。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态制剂中还

固定有微藻；所述微藻选自亚心形扁藻、小球藻、金藻和角毛藻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微藻数

量为80~95万藻细胞/mL。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牡蛎养殖步骤

为：将牡蛎吊养在养殖池中，按200~500mg/m
2的比例向池中投入固定化微生态制剂，直至牡

蛎收获，期间每个月补充初始投入量20~30%的固定化微生态制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吊养的牡蛎为1

年龄的牡蛎，平均壳长为5~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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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领域，具体涉及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十年来我国海水贝类养殖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随着我国沿海地区经济

的迅速发展，沿海水域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贝类受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问题不仅制

约了我国贝类养殖业的健康发展，使我国贝类养殖业遭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带来了

一系列的公众食品安全问题。

[0003] 一般而言，污染贝类物质的来源可以分为3类：来源于工业污染物的重金属、农药、

石油烃等；来源于生活污水的微生物污染物；来源于赤潮的生物性毒素污染物。其中，来源

于工业污染物的重金属不仅具有生物富集、放大性、持久性等特点，而且特别容易积累在牡

蛎和贻贝等滤食性动物中。随着城市污水排放的增加，我国沿海贝类受来源于生活污水的

微生物污染情况也不断加重。除了重金属污染之外，近年来随着近岸海水富营养化程度的

不断加重以及越来越频繁赤潮的发生，生物性毒素污染也日益威胁到贝类的食品安全。当

贝类滤食有毒微藻时，微藻产生的毒素便会累积在贝类体内。

[0004] 水产养殖的水体污染还有一大污染源：高密度养殖时投放过量的饵料，生物在饵

料充足的环境下生理活动旺盛，促使水体中氨氮升高；投入而未被食用的饲料、养殖物的排

泄物长时间悬浮，降低水体透明度，抑制了藻类的生长及其对水体中氨氮的吸收，加剧了水

体溶解氧过低的问题，使水体逐渐恶化，恶化的主要表现为水体缺氧和有害物质在水中的

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养殖物发病，甚至死亡，造成巨大损失。

[0005] 对养殖水体的净化方法，已有技术是向水体中添加化学释氧剂、有益微生物、消毒

剂、抗病剂等，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也存在不足，主要为：添加的有化学作用的物质释放完

有效成份后使结束了其使命，只能对水体起到短时间的有限的作用，需要不断添加，且有时

对养殖物产生副作用；添加的有益微生物在水体底部不能长期有存活，且环境条件的改变

会影响它们的消长，有时会产生二次污染；一般的消毒杀菌剂又往往把原有有益的微生物

杀灭，原有有益生态遭到破坏。

[0006] 现有技术如授权公告号为CN1309666C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控制鱼虾塘亚

硝酸盐的生态学方法，使用芽孢杆菌类菌剂进行生态净化，但使用的菌剂比较单一，不能完

成或只能微弱地进行净化，在实际生产中实用性不强。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降低牡蛎体内重金属含量、提升牡蛎品质、净化效果

好、增肥明显、养殖成本和净化成本低的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该方法所用固定化微生

态制剂应激能力强，固载量大且固定化程度高，使用寿命和保存时间长，适应范围广。

[0008]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9] 本发明中所用光合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购自南京渔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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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包括，用分散有对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的培养

基于极端环境下培养得益生菌；将所述益生菌固定在载体上，制成微生态制剂；将牡蛎养殖

于投放有所述微生态制剂的环境中，直至收获。在益生菌培养时，介入外在极端环境的刺

激，能加益生菌在低温、高温、高渗、过氧化等外在环境下的适应能力，提高其抗应激能力，

延长其使用寿命，以此增加益生菌对养殖水体的净化效能，加强净化效果，同时降低生态净

化的成本。

[0011] 作为优选，益生菌包含光合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益生菌在养殖水体中能将其中

的亚硝酸盐、氨氮、有机物等分解和净化，减小养殖水体中的污染源，同时益生菌细胞本身

也可作为牡蛎的单细胞蛋白来源，减少饲料投放和养殖成本。

[0012] 作为优选，极端环境包括极端温度、极端氧化或极端渗透压环境，具体包括以下：

温度5±2℃、Cl‑浓度1.5±0.5％、H2O2浓度0.3±0.2mmol/L和40±2℃、Cl‑浓度1±0.5％、

H2O2浓度0.5±0.2mmol/L；上述极端环境在培养期间每10～15d交替出现一次，每次5～12h，

共培养40～70d。益生菌在极端环境下生长和代谢，能够增加其在低温、高温、高渗、过氧化

等外在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保持机体的新陈代谢和生产性能，增加抗应激能力。

[0013] 作为优选，对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在培养基中的浓度占比分别为0.55～

1.05％和0.3～0.7％。两者作为生物促进剂添加进培养基中，可以在极端环境下保持益生

菌的高活性和延长其对数生长期，从而减少极端环境对益生菌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作用

是在进行极端环境刺激益生菌的应激反应时，快速调节细胞膜上离子梯度的变化，加快细

胞膜上的膨压平衡，阻止细胞中水分的过度流失或进入，以此增加和延长细胞的生存能力，

同时能使老化的细胞破碎，将胞内应激因子和生物酶充分释放，进而使应激代谢产物产率

得到提升，以获取更多的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

[0014] 进一步优选，益生菌培养用培养基配制按照MS培养基配方配制，以消毒海水替代

蒸馏水作为基质，同时添加对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为生物促进剂。

[0015] 进一步优选，益生菌培养的具体步骤如下：将益生菌活化以后，按5～10％的接种

量接入上述配制的培养基中，在25～35℃下振荡培养10～15d，然后将培养体系置于其中一

种极端环境下培养5～12h，然后移取至正常培养环境，在25～35℃下振荡培养10～15d，再

将培养体系置于另一种极端环境下培养5～12h，然后移取至正常培养环境，重复交替培养

40～70d，即可完成。

[0016] 作为优选，微生态制剂载体为碳化秸秆；微生态制剂是将益生菌与碳化秸秆通过

造粒完成固定化。秸秆中含有残余的糖分等无氮浸出物和纤维素等，可作为微生物生长繁

殖的碳源和载体，微生态制剂经固定后，可更长时间存活于养殖水体中，可去除对动物有害

的亚硝酸盐和氨氮，降低水体污染，改善水质，同时微生物也可作为饲料供动物食用，减少

饲料的投放，实现废物利用、生态平衡和健康养殖的目的。

[0017] 进一步优选，碳化秸秆通过以下步骤制备：将植物秸秆粉碎至80～100目后，进行

分段高温碳化，然后用酸性液体漂洗5～10min后，再用去离子水漂洗至中性，最后在温度为

100～120℃的条件下干燥1～2h即得。对秸秆进行高温碳化，能从其中里分离出水、一些挥

发性有机污染物和半纤维素，留下纤维素和木质素生产出碳化残留物，具有更高、更均匀的

化学和物理性能，碳化秸秆表面随着烃类化合物的裂解生成含有羧基、羟基等亲水基团，尤

其对金属离子和有机污染物具有吸附能力，可用于处理水体中污染物，同时秸秆碳化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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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孔道容量，增大对微生态制剂的固载量，提高固定化微生态制剂的稳定性。

[0018] 再进一步优选，分段高温碳化的反应条件为：以5～10℃/min的速率升温至150℃

后，保温1～2h；然后以5～10℃/min的速率升温至300℃，保温1～2h；最后以5～10℃/min的

速率升温至450℃，保温1～2h。通过分段高温碳化，可以在不同温度段使秸秆中的化合物充

分熔解或裂解，脂肪等烃类化合物裂解，秸秆表面逐渐生成‑COOH、R‑C＝O等具有吸附性能

的亲水基团，保温可以促进完全反应，使反应达到最佳稳定状态，降低系统能耗，避免反应

不充分进而造成资源浪费，且能降低温度波动造成的运行损耗。

[0019] 进一步优选，微生态制剂中还固定有微藻；微藻选自亚心形扁藻、小球藻、金藻和

角毛藻中的至少一种，微藻数量为80～95万藻细胞/mL。

[0020] 再进一步优选，微生态制剂固定步骤如下：向完成培养的益生菌及培养液中加入

微藻混匀，然后分别加入重量占比为30～50％的碳化秸秆、0.5～1.5％的海藻酸钠和0.3～

1％的甘油，混匀后离心，抽提过量消毒海水，即得固定化微生态制剂。将秸秆生物碳的吸附

性能好、可重复使用的特点与微生态制剂的高效富集氮、磷、重金属的特性结合起来，生物

碳快速吸附水中污染物的同时，通过微藻和益生菌的生长代谢消耗废水中的氮、磷等富营

养物质，可达到深入净化水体的作用。

[0021] 作为优选，牡蛎养殖步骤为：将牡蛎吊养在养殖池中，按200～500mg/m2的比例向

池中投入固定化微生态制剂，直至牡蛎收获，期间每个月补充初始投入量20～30％的固定

化微生态制剂。在养殖期间使用微生态制剂净化养殖水体，能降低水体中的氨氮、亚硝氮、

化学需氧量等有害物质含量，同时增加水体中的溶解氧含量，促进水质改善，也有利于牡蛎

生长增肥。

[0022] 进一步优选，吊养的牡蛎为1年龄的牡蛎，平均壳长为5～10cm。从1年龄的牡蛎开

始生态净化方法的养殖，可以将养殖水体中的金属离子含量降低，降低其在贝类中的累积，

既可以提升贝类的肉质和口感，还可以降低其对人体的损害，贝类产品质量得到提升。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4] 1)本发明中介入外在极端环境刺激培养益生菌，加速老化细胞的破碎，增强细胞

生存能力，提高其抗应激能力，能在高温、低温、高渗等不同环境下使用，延长使用寿命，以

此增加益生菌对养殖水体的净化效能，加强净化效果，同时降低养殖净化的成本；

[0025] 2)本发明中利用碳化秸秆作为微生物生长繁殖的碳源和载体，将微生态制剂固定

其上，固载量大且固定化程度高，增强固定化微生态制剂的稳定性和保存时间，达到深入净

化水体、提高溶氧的作用，同时微生物也可作为饲料供动物食用，减少饲料的投放，实现废

物利用、生态平衡和健康养殖的目的；

[0026] 3)本发明中的牡蛎养殖生态净化方法，采用微藻和益生菌协同净化养殖水体水

质，同时降低牡蛎体内重金属含量，提升牡蛎产品的品质，净化效果和增肥率明显，降低养

殖成本和净化成本，提升经济效益。

[0027] 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提供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

足，设计合理，操作方便。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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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实施例中所用小球藻和角毛藻购自无棣绿奇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金藻购自昆明迈

多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0030] 实施例1：

[0031] 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包括，用分散有对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的培养

基于极端环境下培养得益生菌；将所述益生菌固定在载体上，制成微生态制剂；将牡蛎养殖

于投放有所述微生态制剂的环境中，直至收获。在益生菌培养时，介入外在极端环境的刺

激，能加益生菌在低温、高温、高渗、过氧化等外在环境下的适应能力，提高其抗应激能力，

延长其使用寿命，以此增加益生菌对养殖水体的净化效能，加强净化效果，同时降低生态净

化的成本。

[0032] 益生菌包含光合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益生菌在养殖水体中能将其中的亚硝酸

盐、氨氮、有机物等分解和净化，减小养殖水体中的污染源，同时益生菌细胞本身也可作为

牡蛎的单细胞蛋白来源，减少饲料投放和养殖成本。

[0033] 极端环境包括极端温度、极端氧化或极端渗透压环境，具体包括以下：温度5℃、

Cl‑浓度1.0％、H2O2浓度0.3mmol/L和40℃、Cl‑浓度0.5％、H2O2浓度0.5mmol/L；上述极端环

境在培养期间每10d交替出现一次，每次5h，共培养40d。益生菌在极端环境下生长和代谢，

能够增加其在低温、高温、高渗、过氧化等外在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保持机体的新陈代谢和

生产性能，增加抗应激能力。

[0034] 对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在培养基中的浓度占比分别为0.55％和0.3％。两

者作为生物促进剂添加进培养基中，可以在极端环境下保持益生菌的高活性和延长其对数

生长期，从而减少极端环境对益生菌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作用是在进行极端环境刺激益

生菌的应激反应时，快速调节细胞膜上离子梯度的变化，加快细胞膜上的膨压平衡，阻止细

胞中水分的过度流失或进入，以此增加和延长细胞的生存能力，同时能使老化的细胞破碎，

将胞内应激因子和生物酶充分释放，进而使应激代谢产物产率得到提升，以获取更多的益

生菌及其代谢产物。

[0035] 益生菌培养用培养基配制按照MS培养基配方配制，以消毒海水替代蒸馏水作为基

质，同时添加对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为生物促进剂。

[0036] 益生菌培养的具体步骤如下：将益生菌活化以后，按5％的接种量接入上述配制的

培养基中，在25℃下振荡培养10d，然后将培养体系置于其中一种极端环境下培养5h，然后

移取至正常培养环境，在25℃下振荡培养10d，再将培养体系置于另一种极端环境下培养

5h，然后移取至正常培养环境，重复交替培养40d，即可完成。

[0037] 微生态制剂载体为碳化秸秆；微生态制剂是将益生菌与碳化秸秆通过造粒完成固

定化。秸秆中含有残余的糖分等无氮浸出物和纤维素等，可作为微生物生长繁殖的碳源和

载体，微生态制剂经固定后，可更长时间存活于养殖水体中，可去除对动物有害的亚硝酸盐

和氨氮，降低水体污染，改善水质，同时微生物也可作为饲料供动物食用，减少饲料的投放，

实现废物利用、生态平衡和健康养殖的目的。

[0038] 碳化秸秆通过以下步骤制备：将植物秸秆粉碎至80目后，进行分段高温碳化，然后

用酸性液体漂洗5min后，再用去离子水漂洗至中性，最后在温度为100℃的条件下干燥2h即

得。对秸秆进行高温碳化，能从其中里分离出水、一些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和半纤维素，留下

纤维素和木质素生产出碳化残留物，具有更高、更均匀的化学和物理性能，碳化秸秆表面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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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烃类化合物的裂解生成含有羧基、羟基等亲水基团，尤其对金属离子和有机污染物具有

吸附能力，可用于处理水体中污染物，同时秸秆碳化后，能增加孔道容量，增大对微生态制

剂的固载量，提高固定化微生态制剂的稳定性。

[0039] 分段高温碳化的反应条件为：以5℃/min的速率升温至150℃后，保温2h；然后以5

℃/min的速率升温至300℃，保温1h；最后以5℃/min的速率升温至450℃，保温2h。通过分段

高温碳化，可以在不同温度段使秸秆中的化合物充分熔解或裂解，脂肪等烃类化合物裂解，

秸秆表面逐渐生成‑COOH、R‑C＝O等具有吸附性能的亲水基团，保温可以促进完全反应，使

反应达到最佳稳定状态，降低系统能耗，避免反应不充分进而造成资源浪费，且能降低温度

波动造成的运行损耗。

[0040] 微生态制剂中还固定有微藻；上述微藻为小球藻和角毛藻等比例混合，微藻数量

为80万藻细胞/mL。

[0041] 微生态制剂固定步骤如下：向完成培养的益生菌及培养液中加入微藻混匀，然后

分别加入重量占比为30％的碳化秸秆、0.5％的海藻酸钠和0.3％的甘油，混匀后离心，抽提

过量消毒海水，即得固定化微生态制剂。将秸秆生物碳的吸附性能好、可重复使用的特点与

微生态制剂的高效富集氮、磷、重金属的特性结合起来，生物碳快速吸附水中污染物的同

时，通过微藻和益生菌的生长代谢消耗废水中的氮、磷等富营养物质，可达到深入净化水体

的作用。

[0042] 牡蛎养殖步骤为：将牡蛎吊养在养殖池中，按200mg/m2的比例向池中投入固定化

微生态制剂，直至牡蛎收获，期间每个月补充初始投入量20％的固定化微生态制剂。在养殖

期间使用微生态制剂净化养殖水体，能降低水体中的氨氮、亚硝氮、化学需氧量等有害物质

含量，同时增加水体中的溶解氧含量，促进水质改善，也有利于牡蛎生长增肥。

[0043] 吊养的牡蛎为1年龄的牡蛎，平均壳长为5～10cm。从1年龄的牡蛎开始生态净化方

法的养殖，可以将养殖水体中的金属离子含量降低，降低其在贝类中的累积，既可以提升贝

类的肉质和口感，还可以降低其对人体的损害，贝类产品质量得到提升。

[0044] 实施例2：

[0045] 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6] 1)按照MS培养基配方配制培养基，以消毒海水替代蒸馏水作为基质，同时添加浓

度占比分别为1％和0.7％的对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为生物促进剂，将益生菌活化以

后，按10％的接种量接入上述配制的培养基中，在35℃下振荡培养15d，然后将培养体系置

于其中一种极端环境下培养12h，然后移取至正常培养环境，在35℃下振荡培养15d，再将培

养体系置于另一种极端环境下培养12h，然后移取至正常培养环境，重复交替培养65d，即可

完成，上述极端环境具体包括以下：温度7℃、Cl‑浓度1.5％、H2O2浓度0.5mmol/L和38℃、Cl‑

浓度1％、H2O2浓度0.3mmol/L，上述益生菌包含光合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

[0047] 2)将植物秸秆粉碎至100目后，进行分段高温碳化，然后用酸性液体漂洗10min后，

再用去离子水漂洗至中性，最后在温度为120℃的条件下干燥1h即得碳化秸秆，上述分段高

温碳化的反应条件为：以10℃/min的速率升温至150℃后，保温1h；然后以10℃/min的速率

升温至300℃，保温2h；最后以10℃/min的速率升温至450℃，保温1h；

[0048] 3)向完成培养的益生菌及培养液中加入微藻混匀，然后分别加入重量占比为50％

的碳化秸秆、1.5％的海藻酸钠和1％的甘油，混匀后离心，抽提过量消毒海水，即得固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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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态制剂，上述微藻为金藻、小球藻等比例混合，微藻数量为95万藻细胞/mL；

[0049] 4)选择1年龄、平均壳长为5～10cm的牡蛎吊养在养殖池中，按500mg/m2的比例向

池中投入固定化微生态制剂，直至牡蛎收获，期间每个月补充初始投入量30％的固定化微

生态制剂。

[0050] 实施例3：

[0051] 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2] 1)按照MS培养基配方配制培养基，以消毒海水替代蒸馏水作为基质，同时添加浓

度占比分别为0.75％和0.55％的对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为生物促进剂，将益生菌活

化以后，按8.5％的接种量接入上述配制的培养基中，在33℃下振荡培养12d，然后将培养体

系置于其中一种极端环境下培养8h，然后移取至正常培养环境，在33℃下振荡培养12d，再

将培养体系置于另一种极端环境下培养8h，然后移取至正常培养环境，重复交替培养60d，

即可完成，上述极端环境具体包括以下：温度7℃、Cl‑浓度1％、H2O2浓度0.1mmol/L和38℃、

Cl‑浓度1.5％、H2O2浓度0.7mmol/L，上述益生菌包含光合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

[0053] 2)将植物秸秆粉碎至80目后，进行分段高温碳化，然后用酸性液体漂洗5min后，再

用去离子水漂洗至中性，最后在温度为110℃的条件下干燥1.5h即得碳化秸秆，上述分段高

温碳化的反应条件为：以10℃/min的速率升温至150℃后，保温1.5h；然后以10℃/min的速

率升温至300℃，保温2h；最后以10℃/min的速率升温至450℃，保温1.5h；

[0054] 3)向完成培养的益生菌及培养液中加入微藻混匀，然后分别加入重量占比为45％

的碳化秸秆、1.2％的海藻酸钠和0.8％的甘油，混匀后离心，抽提过量消毒海水，即得固定

化微生态制剂，上述微藻为金藻、小球藻和角毛藻等比例混合，微藻数量为85万藻细胞/mL；

[0055] 4)选择1年龄、平均壳长为5～10cm的牡蛎吊养在养殖池中，按450mg/m2的比例向

池中投入固定化微生态制剂，直至牡蛎收获，期间每个月补充初始投入量25％的固定化微

生态制剂。

[0056] 实施例4：

[0057] 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对微生态制剂固定步骤进行如下优化：向完成培养的

益生菌及培养液中加入微藻混匀，然后分别加入重量占比为45％的碳化秸秆、1.2％的海藻

酸钠、0.15～0.3％的L‑甘露醇、0.2～0.8％的甲基丙酮和0.8％的甘油，混匀后离心，抽提

过量消毒海水，即得固定化微生态制剂，上述微藻为金藻、小球藻和角毛藻等比例混合，微

藻数量为85万藻细胞/mL；海藻酸钠的作用在于促进碳化秸秆对微藻和益生菌的固定化，使

其形成藻菌凝胶体，L‑甘露醇和甲基丙酮的作用是降低体系粘度，渗透进碳化秸秆表面微

孔中，利用羧基、硫酸根、羟基、羰基及与羰基相邻接的活泼氢等官能团之间相互作用，打破

秸秆表面羟基有序排列形成的附加电层，降低秸秆表面势能，使得带负电荷的细菌和微藻

更紧密地与秸秆结合成整体，以此增加秸秆与微藻、益生菌之间固定位点的数量，增加了微

生态制剂的固载量和固定化程度，同时也将易发生歧变的官能团以配位的方式钝化，使得

形成的藻菌凝胶体不易破碎，阻止了微藻和益生菌在保存中的流失，延长了固定化微生态

制剂的保存时间。

[0058]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进行优化试验，其他步骤与实施例3中一致，进行

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

[0059]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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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方法，其中益生菌培养基配制中未添加作为生物促进剂的对

羟基苯甲醛和邻硝基苯酚钠。

[0061]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进行对比试验，其他步骤与实施例3中一致，进行

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

[0062] 实施例6：

[0063] 牡蛎养殖的生态净化试验

[0064] 在某水产养殖基地，随机选择4个塘口为试验塘，将实施例3～5分别设为试验组1

～3，将不投放益生菌和微藻的组别设为对照组，每个塘口放养相同数量的1年龄、平均壳长

为5～10cm的牡蛎，在相同条件下养殖6个月，试验结束后，对试验组和对照组的牡蛎进行增

肥率和重金属检测，结果如下表1，对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养殖水体进行检测，结果如下表2。

[0065] 表1生态净化养殖对牡蛎生长的影响

[0066]   实验前 试验组1 试验组2 试验组3 对照组

镉mg/Kg 1.24 1.19 1.11 1.32 1.75

铅mg/Kg 0.87 0.63 0.61 0.71 0.75

铜mg/Kg 172 104 95 159 284

砷mg/Kg 0.15 0.12 0.11 0.10 0.11

平均重量g 84 231 242 215 196

增重率％ ‑ 175 188 156 133

成活率％ ‑ 84 83 80 77

[0067] 由上表1可知，经过试验组的生态净化养殖后，试验组和对照组的砷含量没有显著

性的变化，各项数值间差异不明显；试验组镉、铅、铜含量在养殖期间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

性下降，其中试验组3下降幅度最小，而对照组金属含量除铅以外，均显著性增加，说明生态

净化方法的养殖能够有效移除牡蛎体内的重金属，对牡蛎的品质和安全性有增益作用。在

相同条件下进行养殖，试验组的成活率能达到80％以上，而对照组仅为77％，并且试验组的

增重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该生态净化养殖方法对牡蛎的增重能产生有益影响。

[0068] 表2牡蛎养殖前后水体指标对比

[0069]   总氮mg/L 总磷mg/L 氨氮mg/L CODmg/L

试验组1 177.2 7.3 24.6 297.6

试验组2 176.4 7.5 25.8 299.5

试验组3 189.4 7.1 26.6 301.9

对照组 227.6 9.8 85.1 389.5

[0070] 由表2可知，试验组水体在养殖完成后，各种污染物的含量之间差异不明显，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养殖水体，说明采用试验组的养殖方法，有净化养殖水质的作用，对养殖

水体的污染减轻，可以降低养殖污水净化的成本，有显著地经济效益。

[0071] 上述实施例中的常规技术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现有技术，故在此不再详细

赘述。

[0072]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等同

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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