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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装置及其

移苗方法，移苗装置包括三通、三通插管、直插管

和筛绢网袋，培育池的底部设有排水口，排水口

外接三通，三通的上通口在移苗时与三通插管连

接、在向培育池注水时与直插管连接，三通插管

和直插管的顶端与培育池顶部边沿等高，三通插

管的水平管套有筛绢网袋。移苗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移苗时间选择当晚19:00至翌日4:00；将三通

插管与三通插接，将筛绢网袋绑定到三通插管的

水平管；打开排水口向外排水，大竹蛏贝苗随水

流进入筛绢网袋得到收集；拆下三通插管，将直

插管与三通插接，通过直插管从培育池底部进行

涨潮式进水；根据情况重复步骤(b)～步骤(d)。

本发明降低移苗过程对大竹蛏贝苗的损伤，实现

高效移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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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方法，使用了大竹蛏倒池移苗装置，所述移苗装置包括三通

(5)、三通插管(13)、直插管(4)和筛绢网袋(6)，其特征在于：培育池(1)的底部设有排水口

(2)，所述排水口(2)外接三通(5)，所述三通(5)的上通口在移苗时与三通插管(13)连接、在

向培育池(1)注水时与直插管(4)连接，所述三通插管(13)和直插管(4)的顶端与培育池(1)

的顶部边沿等高，所述三通插管(13)的水平管套有筛绢网袋(6)，包括以下步骤：

(a)移苗时间选择：根据大竹蛏稚贝黑暗条件下浮游的生物特性，选择当晚19:00至翌

日4:00作为大竹蛏倒池移苗操作时间；

(b)移苗装置准备：将三通插管(13)与三通(5)插接，将筛绢网袋(6)绑定到三通插管

(13)的水平管；

(c)排水收集贝苗：打开排水口(2)向外排水，大竹蛏贝苗随水流进入筛绢网袋(6)得到

收集，排尽培育池(1)内养殖水并分批收集流出的大竹蛏贝苗；

(d)注水：拆下三通插管(13)，将直插管(4)与三通(5)插接，通过直插管(4)从培育池

(1)底部进行涨潮式进水；

(e)根据培育池(1)中的大竹蛏贝苗移苗收集情况重复步骤(b)～步骤(d)完成大竹蛏

贝苗移苗收集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培育池(1)为底

部倾斜的结构，所述排水口(2)设置于培育池(1)倾斜底部的低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筛绢网袋(6)为

梯形网，筛绢网袋(6)的大开口端与三通插管(13)的水平管绑定、另一端设有带钩(8)，所述

带钩(8)上连接有绳索，所述绳索通过调节缠绕在木柄刷(7)上的长度控制筛绢网袋(6)高

度，所述木柄刷(7)呈T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口(2)的排

水进水端设有可控制打开和关闭的橡皮塞(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三通(5)的水平

管一端与排水口(2)连接、另一端可打开排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方法，其特征在于：相邻培育池(1)的排

水口(2)邻近设置，相邻两套移苗装置之间设有进水管(14)，所述进水管(14)头端的进水管

阀门(9)通过旋转阀(10)转动实现转向能够分别向两套移苗装置的直插管(4)注水。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插管(4)的

顶端设有上端开口较大的漏斗(1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的移苗

时间选择为当晚19:00至22:00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中对筛

绢网袋(6)的高度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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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装置及其移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大竹蛏育苗移池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装置及

其移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常见双壳类贝类人工育苗要经过浮游生活、附着变态和底栖生活阶段。浮游幼虫

通过面盘在培育水体中浮游生活，幼虫附着变态后，其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生理机能和生

活习性等都发生巨大变化。附着变态也就是幼体从空间向底面集中的过程，最后完全转化

为底栖生活。附着后以泥为底质营埋栖生活。随着培育过程的开展，前期会每隔5～10天进

行一个倒换池，后期也会15～20天倒换池，倒换池的过程往往是通过1寸水泵将泥带贝苗一

起冲出培育池，通过培育池管道进入不同孔径的网袋中实现泥苗分离。

[0003] 不同于其他双壳类贝苗，大竹蛏稚贝壳脆薄稚嫩，运用常规的水冲法会造成损伤，

影响存活率；同时大竹蛏稚贝1～2mm以后，随着倒换池的时间相应变长，投饵方式从形式单

一的人工单胞藻投喂到鱼虾肥水的混合投喂，培育池中投喂过剩的饵料、排泄的假粪、换水

过程中带入了沙蚕幼体、裸赢蜚等其他生物相继长成使得底质结构复杂，粘连物质增多，仅

采用不同孔径网袋实现泥苗分离，获得较干净的稚贝已不大可能，因此会经常反复冲洗，甚

至用筛盘筛除杂质，转手几遍才能获得较为干净的稚贝。另外，3～4mm以后的大竹蛏苗种有

时还会放到沙层中培育养殖，由于目前没有较好方法实现沙苗分离，这种以沙子作为底质

的培育也给倒换池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现有方法不管是小苗时的简单冲洗，还是大苗时

的反复筛洗，对壳薄稚嫩的大竹蛏稚贝而言都不甚理想。多年实践发现大竹蛏附着后存在

着与一般双壳类贝类不同的习性：大竹蛏附着苗白天会埋栖在池底的附着基内生活，在黑

暗条件下又会重新浮游于水体中。这为克服大竹蛏天生壳薄易损伤的缺陷，寻找一种可靠

便捷的倒池移苗方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装置及其移苗方法，降低

倒池过程对大竹蛏育苗的损伤，实现高效移苗。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装置，包括

三通、三通插管、直插管和筛绢网袋，培育池的底部设有排水口，所述排水口外接三通，所述

三通的上通口在移苗时与三通插管连接、在向培育池注水时与直插管连接，所述三通插管

和直插管的顶端与培育池的顶部边沿等高，所述三通插管的水平管套有筛绢网袋。

[0006]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培育池为底部倾斜的结构，所述排水口设

置于培育池倾斜底部的低位。

[0007]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筛绢网袋为梯形网，筛绢网袋的大开口端

与三通插管的水平管绑定、另一端设有带钩，所述带钩上连接有绳索，所述绳索通过调节缠

绕在木柄刷上的长度控制筛绢网袋高度，所述木柄刷呈T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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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排水口的排水进水端设有可控制打开和关

闭的橡皮塞。

[0009]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三通的水平管一端与排水口连接、另一端

可打开排污。

[0010]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相邻培育池的排水口邻近设置，相邻两套移苗

装置之间设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头端的进水管阀门通过旋转阀转动实现转向能够分别向

两套移苗装置的直插管注水。

[0011]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直插管的顶端设有上端开口较大的漏斗。

[0012]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另一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上述大竹蛏倒池移苗

装置的移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a)移苗时间选择：根据大竹蛏稚贝黑暗条件下浮游的生物特性，选择当晚19:00至

翌日4:00作为大竹蛏倒池移苗操作时间；

[0014] b)移苗装置准备：将三通插管与三通插接，将筛绢网袋绑定到三通插管的水平管；

[0015] c)排水收集贝苗：打开排水口向外排水，大竹蛏贝苗随水流进入筛绢网袋得到收

集，排尽培育池内养殖水并分批收集流出的大竹蛏贝苗；

[0016] d)注水：拆下三通插管，将直插管与三通插接，通过直插管从培育池底部进行涨潮

式进水；

[0017] e)根据培育池中的大竹蛏贝苗移苗收集情况重复步骤(b)～步骤(d)完成大竹蛏

贝苗移苗收集工作。

[0018]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步骤(a)的移苗时间选择为当晚19:00至

22:00之间。

[0019]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步骤(b)中对筛绢网袋的高度进行调节。

[0020] 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利用了大竹蛏稚贝黑暗条件下浮游的生物特性，通过池底排水的方式将贝

苗随流水转移到筛绢网袋中进行收集，避免了压力水泵冲池，一方面能够降低对大竹蛏贝

苗的损伤，另一方面该移苗过程培育池水相对平稳，避免了池底底质的大量排出，有利于获

得干净无杂质的贝苗，节省了筛洗除杂质的时间，便捷高效。本发明结构简单，装置成本低，

操作方便，有利于节约劳动力。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移苗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注水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的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筛绢网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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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

[0027] 如图1-4所示的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装置，包括三通5、三通插管13、直插管4和筛

绢网袋6。

[0028] 培育池1为6m×4m长条形水泥池，水泥池底部为一角向下倾斜的结构，排水口2设

置于水泥池低位的一角靠下水道处。排水口2的排水进水端设有橡皮塞3，可控制排水的打

开和关闭。

[0029] 排水口2外接三通5，三通5的水平管一端与排水口2连接、另一端可打开排污，三通

5的上通口在移苗时与三通插管13连接，在向培育池1注水时与PVC直插管4连接，三通插管

13和直插管4的顶端与培育池1顶部边沿等高。

[0030] 三通插管13的水平管套有筛绢网袋6，筛绢网袋6为梯形网，长1.95m。筛绢网袋6的

大开口端直径为24cm，大开口端穿60cm长气管线用于与三通插管13的水平管绑定，小开口

端开口直径为12cm，小开口端距开口5cm处设有带钩8，带钩8上连接有绳索，绳索通过调节

缠绕在木柄刷7上的长度控制筛绢网袋6高度，木柄刷7呈T型，防止因筛绢网袋6重力变化引

起木柄刷7产生旋转。筛绢网袋6可为100目、80目网袋，视稚贝大小选取不同规格。

[0031] 相邻培育池1的排水口2邻近设置，相邻两套移苗装置之间设有进水管14，进水管

(14)头端的进水管阀门9通过旋转阀10转动实现转向能够分别向两套移苗装置的直插管4

注水，直插管4的顶端设有上端开口较大的漏斗12，进水管阀门9通过软管11向漏斗12进水。

[0032] 下面提供一种大竹蛏倒池移苗装置的移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a)移苗时间选择：根据大竹蛏稚贝黑暗条件下浮游的生物特性，选择当晚19:00至

翌日4:00作为大竹蛏倒池移苗操作时间，大竹蛏稚贝大量浮游于水体中，一般选22:00之前

的前半夜移苗为宜。

[0034] b)移苗装置准备：将三通插管13与三通5插接，将筛绢网袋6绑定到三通插管13的

水平管，通过木柄刷7调节绳索的缠绕长度控制筛绢网袋6在下水道里的高度。

[0035] c)排水收集贝苗：拔出橡皮塞3打开排水口2向外排水，大竹蛏贝苗随水流进入筛

绢网袋6得到收集，排尽培育池1内养殖水并分批收集流出的大竹蛏贝苗。分批集苗的收集

量以5～6斤重为宜，以免苗量大、分量重，相互挤压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0036] d)注水：拆下三通插管13，将直插管4与三通5插接，通过直插管4从培育池1底部进

行涨潮式进水，进水量50～60cm深度。涨潮式进水水体相对缓和，能够有效避免培育池1池

底底质被冲起，方便继续继进行下一次移苗，缩短等待时间。

[0037] e)根据培育池1中的大竹蛏贝苗移苗收集情况重复步骤(b)～步骤(d)完成大竹蛏

贝苗移苗收集工作。

[0038] 该移苗方法利用了大竹蛏稚贝黑暗条件下浮游的生物特性，通过池底排水的方式

将贝苗随流水转移到筛绢网袋6中进行收集，避免了压力水泵冲池，一方面能够降低对大竹

蛏贝苗的损伤，另一方面该移苗过程培育池水相对平稳，避免了池底底质的大量排出，有利

于获得干净无杂质的贝苗，节省了筛洗除杂质的时间，便捷高效。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7372243 B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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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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