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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及养殖方

法，涉及水产养殖。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

设有池底分隔装置、上下层排水装置、栖息沙层、

氧气与喷淋装置。将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

搭建好，向池中排放海水浸没沙层，消毒，浸泡，

用淡水将沙层清洗，再排放沙滤海水并投放螺

苗；若是投放为刚附着变态不久的螺苗，则在第

一个月选择投喂新鲜的牡蛎以促进其快速生长；

每天全池排水一次，清理完残饵后拔掉止水管，

水通过沙层从胶板下层的排水管排水门中流出；

当池中水位排放到距沙面2～3cm时，插上止水管

并打开进水管开关，待水位加到接近排水管深度

时，再关闭进水管开关并打开喷淋管开关进行喷

淋，最终超出的水量将会通过止水管的排水孔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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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所述东

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设有池底分隔装置、上下层排水装置、栖息沙层、氧气与喷淋装

置；

所述池底分隔装置为在池底平铺一层塑料胶板，各胶板间紧密排列并与池壁紧密相

贴，所述塑料胶板的表面为多孔面，塑料胶板下方设有支撑脚，在底部形成一层镂空的架空

层，当从下层排水时会对上层沙层起到清洗净化作用；

所述上下层排水装置为在排水口的垂直上方铺设一块中空的胶板，中空处设有一直径

略大于排水口的排水管，排水管的下端开有深度与胶板高度相同的四道门，排水管上端的

高度控制养殖池的水深，在排水管中插有止水管，止水管同排水管上端等高位置钻一周孔，

当需全池换水时拔去止水管，水从排水管底部排出；平时插上止水管，多余的水从止水管孔

洞中流出；

所述栖息沙层为在塑料胶板层上铺一层筛绢，在筛绢上铺沙层，选择粒径稍大于筛绢

孔的河沙；

所述氧气与喷淋装置为在养殖池表面距两边1/3处分别吊一排气石，气石的设置保持

每平方米至少1个；在养殖池上端吊一根PVC喷淋管，在管两侧面交错钻孔，每米长度内等间

距钻孔4～6个；

所述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在投放东风螺苗之前将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搭建好，然后向池中排放海水浸

没沙层，消毒，浸泡，再用淡水将沙层清洗，最后再排放沙滤海水并投放螺苗；

2）若是投放为刚附着变态不久的螺苗，则在第一个月选择投喂新鲜的牡蛎以促进其快

速生长，当稚螺长到1  cm后改为投喂冰冻的小杂鱼；每天下午进行投喂一次，投喂量为养殖

量的10%，并根据东风螺的摄食和生长情况相应调整，控制没有饵料剩余，在第二天早上及

时清理出残饵；

3）每天全池排水一次，清理完残饵后拔掉止水管，水通过沙层从胶板下层的排水管排

水门中流出，并对沙层起到冲洗清除其中的有机物而达到自净清洁防止沙层变黑的作用；

当池中水位排放到距沙面2～3  cm时，插上止水管并打开进水管开关，待水位加到接近排水

管深度时，再关闭进水管开关并打开喷淋管开关进行喷淋，最终超出的水量将会通过止水

管的排水孔排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塑料胶板的尺寸为

50  cm×50  cm×10  c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管采用PVC排水

管，排水管的直径为20  cm，高40  cm，开门深度10  cm，脚部两边宽度5  c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止水管高度接近池

深，直径为16  cm，钻孔高度距底边为45  cm，钻孔直径为1.0  c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筛绢的孔径为60目，

贴池壁四边褶皱宽度为10  c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沙层的厚度为5～6 

c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管为2寸的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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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钻孔直径为4  m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所述消毒采

用高锰酸钾对沙层进行消毒，消毒的浓度为5  ppm。

9.如权利要求1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所述浸泡的

时间至少1h；所述投放的密度为1000～1200粒/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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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及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尤其是涉及适合底栖于沙层中的东风螺养殖的一种自净式

喷淋养殖设施及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东风螺俗称花螺、旺螺，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价格昂贵，并且养殖周期较短，近年其养殖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腹足类重要的经济养殖品

种。东风螺为底栖潜沙型种类，除摄食和少量活动外，其余时间基本潜伏在沙层中，因此养

殖池沙层的环境对养殖东风螺至关重要。对于东风螺的养殖，从稚螺投放到养成达到上市

规格一般需要5～6月，在此期间主要以投喂冰冻小杂鱼为饵料来源。但在养殖过程中，食物

残渣及东风螺的排泄废物会直接排入沙层内，其分解后会产生含氮、磷的混合物，导致沙层

变黑、池水污染，而养殖污染物的清理非常困难。特别是长时间的污染积累或较高密度的养

殖都会给养殖东风螺带来严重的疾病问题。这是东风螺养殖病害发生、成活率低的重要影

响因素。因此，在东风螺养殖周期内保持养殖池内沙层良好、稳定的栖息环境是东风螺养殖

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技术需要。

[0003] 目前，东风螺的养殖普遍采用陆地水泥池内铺沙的工厂化养殖模式，缺少有效的

稳定水质环境和沙层清污技术。近年在东风螺的养殖中有一定的技术改进，如中国专利

CN200920194434.4公开一种东风螺新模式养殖池，但这种养殖池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用

水泥四脚砖在池底形成架空层，砖块间的铺设间距仅为1～2cm，这在排水时底层排水效率

低，沙层得不到有效的净化清污；二是沙层以上的水层为静止而非流动态，喂食后水体中的

残饵和油污不能及时排出，容易造成水体污染引发病害；三是养殖过程需要隔天冲池一次，

容易引起东风螺应激，不利于其稳定生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可解决现有技术中使用沙质作为养殖基质造成养殖过程

中产生的残饵和粪便不易清理等弊端，保持东风螺良好、稳定生长环境的一种东风螺自净

式喷淋养殖设施及养殖方法。

[0005] 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设有池底分隔装置、上下层排水装置、栖息沙层、

氧气与喷淋装置；

[0006] 所述池底分隔装置为在池底平铺一层塑料胶板，各胶板间紧密排列并与池壁紧密

相贴，所述塑料胶板的表面为多孔面，塑料胶板下方设有支撑脚，在底部形成一层镂空的架

空层，当从下层排水时会对上层沙层起到清洗净化作用；

[0007] 所述上下层排水装置为在排水口的垂直上方铺设一块中空的胶板，中空处设有一

直径略大于排水口的排水管，排水管的下端开有深度与胶板高度相同的四道门，排水管上

端的高度控制养殖池的水深，在排水管中插有止水管，止水管同排水管上端等高位置钻一

周孔，当需全池换水时拔去止水管，水从排水管底部排出；平时插上止水管，多余的水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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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孔洞中流出；

[0008] 所述栖息沙层为在塑料胶板层上铺一层筛绢，在筛绢上铺沙层，一般选择粒径稍

大于筛绢孔的河沙；

[0009] 所述氧气与喷淋装置为在养殖池表面距两边约1/3处分别吊一排气石，气石的设

置保持每平方米至少1个；在养殖池上端吊一根PVC喷淋管，在管两侧面交错钻孔，每米长度

内等间距钻孔4～6个。

[0010] 所述塑料胶板的尺寸可为50cm×50cm×10cm。

[0011] 所述排水管可采用PVC排水管，排水管的直径可为20cm，高40cm，开门深度10cm，脚

部两边宽度5cm；所述止水管高度接近池深，直径可为16cm，钻孔高度距底边可为45cm，钻孔

直径可为1.0cm。

[0012] 所述筛绢的孔径可为60目，贴池壁四边褶皱宽度为10cm。所述沙层的厚度可为5～

6cm。

[0013] 所述喷淋管可为2寸的PVC管，钻孔直径可为4mm。

[0014] 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在投放东风螺苗之前将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搭建好，然后向池中排放海

水浸没沙层，消毒，浸泡，再用淡水将沙层清洗，最后再排放沙滤海水并投放螺苗；

[0016] 在步骤1)中，所述消毒可采用高锰酸钾对沙层进行消毒，消毒的浓度可为5ppm；所

述浸泡的时间可至少1h；所述投放的密度可为1000～1200粒/m2。

[0017] 2)若是投放为刚附着变态不久的螺苗，则在第一个月选择投喂新鲜的牡蛎以促进

其快速生长，当稚螺长到1cm后改为投喂冰冻的小杂鱼；每天下午进行投喂一次，投喂量为

养殖量的10％左右，并根据东风螺的摄食和生长情况相应调整，控制没有饵料剩余，在第二

天早上及时清理出鱼骨等残饵；

[0018] 3)每天全池排水一次，清理完残饵后拔掉止水管，水通过沙层从胶板下层的排水

管排水门中流出，并对沙层起到冲洗清除其中的有机物而达到自净清洁防止沙层变黑的作

用；当池中水位排放到距沙面2～3cm时，插上止水管并打开进水管开关，待水位加到接近排

水管深度时，再关闭进水管开关并打开喷淋管开关进行喷淋，最终超出的水量将会通过止

水管的排水孔排出。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突出技术效果：

[0020] 1、本发明采用整块镂空结构胶板，易于搭建，排水效率高，沙层自净面广。

[0021] 2、本发明采用上下两种排水方式，下层排水会对沙层起到清洗排除其中的有机物

废物而达到防止沙层变黑引发病害的作用；上层排水能够及时将水体中因投喂而产生的残

留物排出，通过上下两层排水设置能够保持良好的养殖环境。

[0022] 3、本发明采用外加喷淋的方式，不但能够提供稳定的养殖水环境，而且节约用水

量而减少成本。

[0023] 4、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有效减少病害发生，整个养成期间无需冲池或倒

池，减少工作量、便于管理，养殖成活率高。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的侧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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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2为本发明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的俯视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的镂空胶板的整体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的排水管整体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的止水管的整体示意图。

[0029] 在图1～5中，各标记表示：1.水泥池；2.水层；3.沙层；4.筛绢网；5.镂空胶板；6.止

水管；7.上层排水孔；8.排水管；9.下层排水门；10.排水道；11.吊绳；12.尼龙胶绳；13.喷淋

管；14.进水管；15.喷淋孔；16.气石；17.排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实施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1] 参见图1～5所示，本发明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实施例设有池底分隔装

置、上下层排水装置、栖息沙层、氧气与喷淋装置。

[0032] 所述池底分隔装置由镂空胶板5铺设而成，镂空胶板5与侧壁共同形成一层架空

层。筛绢网4则铺设在胶板上，且筛绢网4面积略大于池底面积，使筛绢网4在池壁的四边能

够被褶皱8～10cm，以便沙子不会掉落。沙层3铺于筛绢网4上。在排水口17处设置上下层排

水装置，上下排水装置由外部排水管8和内部止水管6构成。排水管8的直径略大于止水管6，

在排水管8的底部开设下层排水门9，当进行全池排水时则拔去止水管6，水则通过排水门9

经排水道10排出池外。在止水管6紧靠排水管8上端位置开设上层排水孔7，当水层2水位超

过排水管深度时，则水从排水孔7中流出。此外，两排气石16分别由尼伦胶绳12吊在养殖池

上表面距两边约1/3处，喷淋管13则通过吊绳11吊在水泥池1中央上方。在全池排水后则打

开进水管14进水，当进水完成后则关闭进水管14并打开喷淋管13，水通过喷淋孔15对全池

进行喷淋。

[0033] 作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优选方案，如图3～5所示，镂空胶板5的尺寸为50cm×50cm

×10cm。排水管8直径为20cm，高40cm，开门深度10cm，脚部两边宽度5cm；止水管6高度接近

池深高度A，直径16cm，钻孔高度距底边约45cm，钻孔数为20个，排水孔直径为1.0cm，筛绢为

60目(筛孔尺寸为0.25mm)，贴池壁四边褶皱宽度为10cm，沙层选择粒径稍大于筛孔尺寸的

河沙铺设。喷淋管为2寸PVC管，喷淋孔直径为4mm，每米长度两侧交替等距钻孔5个。

[0034] 所述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方法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35] 1)在投放东风螺苗之前将东风螺自净式喷淋养殖设施搭建好，然后向池中排放海

水浸没沙层，消毒，浸泡，再用淡水将沙层清洗，最后再排放沙滤海水并投放螺苗；所述消毒

采用高锰酸钾对沙层进行消毒，消毒的浓度为5ppm；所述浸泡的时间至少1h；所述投放的密

度为1000～1200粒/m2。

[0036] 2)若是投放为刚附着变态不久的螺苗，则在第一个月选择投喂新鲜的牡蛎以促进

其快速生长，当稚螺长到1cm后改为投喂冰冻的小杂鱼；每天下午进行投喂一次，投喂量为

养殖量的10％左右，并根据东风螺的摄食和生长情况相应调整，控制没有饵料剩余，在第二

天早上及时清理出鱼骨等残饵；

[0037] 3)每天全池排水一次，清理完残饵后拔掉止水管，水通过沙层从胶板下层的排水

管排水门中流出，并对沙层起到冲洗清除其中的有机物而达到自净清洁防止沙层变黑的作

用；当池中水位排放到距沙面2～3cm时，插上止水管并打开进水管开关，待水位加到接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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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深度时，再关闭进水管开关并打开喷淋管开关进行喷淋，最终超出的水量将会通过止

水管的排水孔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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