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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

法，建立水质处理池，所述水质处理池与外界海

水和养殖池相通，定向培养高浓度单胞藻，优质

单胞藻供蛏摄食，阻断外界浒苔孢子进入养殖

池，防止养殖池塘浒苔滋生泛滥；在池塘中间内

部设置挡浪流网，所述挡浪流网方向与季节风垂

直，减少水流对成熟蛏性腺的刺激。与现有技术

相比，本发明建立水质处理池，该处理池与外界

海水和养殖池相通，定向培养高浓度优质单胞

藻，防止浒苔孢子在池塘生长繁殖，为养殖池缢

蛏提供优质饵料，有的放矢控制养殖池单胞藻的

浓度，延缓繁殖季节缢蛏性成熟，防止蛏埕阴干

和流水刺激，从而阻断或减少成熟的亲贝精卵排

放，提高缢蛏繁殖期成活率，促进非繁殖季节蛏

可持续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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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池塘水排至10公分以下，全池泼洒生石灰，消毒结束7-10天进水，施肥，培养基础生

物饵料，然后向池塘中播种蛏苗；

建立水质处理池，所述水质处理池与外界海水和养殖池相通，定向培养高浓度优质单

胞藻供蛏摄食，阻断外界浒苔孢子进入养殖池；

在池塘中间内部设置挡浪流网，所述挡浪流网方向与季节风垂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石灰在池塘中

的用量为50公斤/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如果所述池塘中包括

留塘蛏，则在繁殖期之前，蛏埕多次露干阴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单胞藻为舟形

藻、菱形藻等中的一种或几种硅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池塘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池塘形状为长方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浪流网隔一段

插入竹杆，上面网露出水面20cm，下面埋在蛏埕里。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池塘水进排水缓

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排水最低水位高于蛏

埕5c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经4-6月的池塘养殖，

在翌年2-5月起捕缢蛏可长至7cm以上，产值比现有养殖提高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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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蛏子，学名缢蛏，别名"小人仙"属软体动物，是双壳纲帘蛤目贝类动物，生活在海

洋之中，为常见的海鲜食材。贝壳脆而薄呈长扁方型，自壳顶到腹缘，有一道斜行的凹沟，故

名缢蛏。蛏子是贝类中的软体动物，肉质营养丰富，营养价值极高，在我国的养殖历史极为

悠久，是我国四大传统养殖贝类之一，市场极为畅销，养殖前景好。缢蛏的养殖具有成本低、

周期短、产量高等优点，全国的年产量在80万吨左右。

[0003] 缢蛏为雌雄异体，1年性成熟，繁殖季节因地而异，北方比南方早。辽宁缢蛏的繁殖

期在6月下旬，山东8～9月，浙江和福建自9月下旬开始一直延续至翌年1月为止，繁殖盛期

出现于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相当于寒露、霜降和立冬3个节气。以福建为例，蛏苗一年之内

养成体长4厘米左右，7-8月采收。成熟的亲贝在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

刺激，尤其降温、流水等刺激，引起大量精卵排放，造成亲贝体质衰弱而大量死亡。之后水温

低，蛏的天然饵料单胞藻繁殖下降，浒苔开始繁衍吸收水中营养盐，水质清瘦，蛏因饵料供

应不足再次出现大量死亡，因此个体大，品质好的缢蛏数量相当少，市场价格高供不应求。

[0004] 鉴于此，本发明提供的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根据缢蛏繁殖所需环境条件，阻

断或减少成熟的亲贝精卵排放，提高缢蛏繁殖期成活率，同时通过专用池塘培养高营养单

胞藻的蛏饵料供给蛏摄食，保证蛏可持续健康生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提高池塘缢蛏养

殖繁殖期间成活率和可持续健康生长，培育个体大、品质优的蛏子。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反季节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池塘水排

至10公分以下，全池泼洒生石灰，消毒结束7-10天进水，施肥，培养基础生物饵料，然后向池

塘中播种蛏苗；建立水质处理池，所述水质处理池与外界海水和养殖池相通，定向培养高浓

度优质单胞藻供蛏摄食，阻断外界浒苔孢子进入养殖池；在池塘中间内部设置挡浪流网，所

述挡浪流网方向与季节风垂直。

[0007] 优选的，所述生石灰在池塘中的用量为50公斤/亩。

[0008] 优选的，如果所述池塘中包括留塘蛏，则在繁殖期之前，蛏埕多次露干阴晒。

[0009] 优选的，所述单胞藻为舟形藻、菱形藻等中的一种或几种硅藻。

[0010] 优选的，所述池塘形状为长方形。

[0011] 优选的，所述挡浪流网隔一段插入竹杆，上面网露出水面20cm，下面埋在蛏埕里。

[0012] 优选的，所述池塘在蛏繁殖季节进排水缓慢。

[0013] 优选的，排水最低水位高于蛏埕5cm，防止蛏埕干露阴干。

[0014] 优选的，经4-6月的池塘养殖，在翌年2-5月起捕缢蛏可长至7cm以上，产值比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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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提高20％以上。

[0015] 本发明提供一种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池塘水排至10公分

以下，全池泼洒生石灰，消毒结束7-10天进水，施肥，培养基础生物饵料，然后向池塘中播种

蛏苗；建立水质处理池，所述水质处理池与外界海水和养殖池相通，定向培养高浓度单胞

藻，优质单胞藻供蛏摄食，阻断外界浒苔孢子进入养殖池，防止养殖池塘浒苔滋生泛滥；在

池塘中间内部设置挡浪流网，所述挡浪流网方向与季节风垂直，减少水流对成熟蛏性腺的

刺激。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建立水质处理池，该处理池与外界海水和养殖池相通，定向

培养高浓度优质单胞藻，防止浒苔孢子在池塘生长繁殖，为养殖池缢蛏提供优质饵料，有的

放矢控制养殖池单胞藻的浓度，延缓繁殖季节缢蛏性成熟，防止蛏埕阴干和流水刺激，从而

阻断或减少成熟的亲贝精卵排放，提高缢蛏繁殖期成活率，促进非繁殖季节蛏可持续健康

生长。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优选实施方案进行描述，但是

应当理解，这些描述只是为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特征和优点，而不是对本发明权利要求的

限制。

[0017]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池塘水排

至10公分以下，全池泼洒生石灰，消毒结束7-10天进水，施肥，培养基础生物饵料，然后向池

塘中播种蛏苗；建立水质处理池，所述水质处理池与外界海水和养殖池相通，定向培养高浓

度优质单胞藻供蛏摄食，阻断外界浒苔孢子进入养殖池；在池塘中间内部设置挡浪流网，所

述挡浪流网方向与季节风垂直。

[001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生石灰在池塘中的用量为50公斤/亩。

[0019] 作为优选方案，如果所述池塘中包括留塘蛏，则在繁殖期之前，蛏埕多次露干阴

晒。一方面是锻炼蛏苗的强状，另一方面是提高蛏埕土壤有机分解，一些有害物质被氧化，

更好地改善缢蛏的底栖环境。

[0020] 本发明建立水质处理池，防止浒苔孢子在池塘生长繁殖，同时为养殖池缢蛏提供

一定饵料，控制养殖池单胞藻的浓度，缓慢缢蛏性成熟，所述单胞藻为舟形藻、菱形藻等中

的一种或几种硅藻。

[0021] 对于池塘结构，由于福建缢蛏繁殖期在9月下旬，大部分时间属于东北风且风力

大。池塘结构优选为长方形，池边较长为西南方向，减少池塘里风浪强度，降低池塘内水流

强度。

[0022] 所述挡浪流网隔一段插入竹杆，上面网露出水面20cm，下面埋在蛏埕里。养殖池进

排水需要缓慢，尽量选择风平浪静的晴天中午，排水最低水位应高于蛏埕5cm，防止蛏埕干

露阴干，排水由于贝类排精卵喜欢暗环境。

[0023] 从以上方案可以看出，本发明提供一种缢蛏反季节池塘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池塘水排至10公分以下，全池泼洒生石灰，消毒结束7-10天进水，施肥，培养基础生物饵

料，然后向池塘中播种蛏苗；建立水质处理池，所述水质处理池与外界海水和养殖池相通，

定向培养高浓度单胞藻，优质单胞藻供蛏摄食，阻断外界浒苔孢子进入养殖池，防止养殖池

塘浒苔滋生泛滥；在池塘中间内部设置挡浪流网，所述挡浪流网方向与季节风垂直，减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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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对成熟蛏性腺的刺激。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建立水质处理池，该处理池与外界海水和

养殖池相通，定向培养高浓度优质单胞藻，防止浒苔孢子在池塘生长繁殖，为养殖池缢蛏提

供优质饵料，有的放矢控制养殖池单胞藻的浓度，延缓繁殖季节缢蛏性成熟，防止蛏埕阴干

和流水刺激，从而阻断或减少成熟的亲贝精卵排放，提高缢蛏繁殖期成活率，促进非繁殖季

节蛏可持续健康生长。实验结果表明，经4-6月的池塘养殖，在翌年2-5月起捕缢蛏可长至

7cm以上，产值比现有养殖提高20％以上。

[0024] 为了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

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受以下实施例的限制。

[0025] 本发明实施例采用的原料均为市购。

[0026] 实施例1

[0027] 1、蛏苗播种前，对蛏塘清淤整池，清除敌害生物、治病菌。用生石灰清塘，将池水排

至10公分以下，全池泼洒生石灰(50公斤/亩)，消毒结束7-10天，可开始进水，施肥，培养基

础生物饵料，然后进行蛏苗播种。若是留塘蛏，在繁殖期之前，蛏埕多次露干阴晒，一方面是

锻炼蛏苗的强状，另一方面是提高蛏埕土壤有机分解，一些有害物质被氧化，更好地改善缢

蛏的底栖环境。

[0028] 2、建立水质处理池，该处理池与外界海水和养殖池相通，并定向培养高浓度单胞

藻，降低池塘透明度，防止浒苔孢子在池塘生长繁殖，同时为养殖池缢蛏提供一定饵料，控

制养殖池单胞藻的浓度，缓慢缢蛏性成熟，所述单胞藻为舟形藻。

[0029] 3、池塘结构，由于福建缢蛏繁殖期在9月下旬，大部分时间属于东北风且风力大。

池塘结构为长方形，池边较长为西南方向，减少池塘里风浪强度，降低池塘内水流强度。

[0030] 4、池塘中间内部设置挡浪流(风浪和水流)网，网方向与季节风垂直，隔一段插入

竹杆，上面网露出水面20cm，下面将埋在蛏埕里。

[0031] 5、养殖池进排水需要缓慢，尽量选择风平浪静的晴天中午，排水最低水位高于蛏

埕5cm，排水由于贝类排精卵喜欢暗环境。

[0032] 采用上述的养殖方法，经4-6月的池塘养殖，在翌年2-5月起捕缢蛏可长至7cm以

上，产值比现有养殖提高20％以上。

[0033] 实施例2

[0034] 1、蛏苗播种前，对蛏塘清淤整池，清除敌害生物、治病菌。用生石灰清塘，将池水排

至10公分以下，全池泼洒生石灰(50公斤/亩)，消毒结束7-10天，可开始进水，施肥，培养基

础生物饵料。若是留塘蛏，在繁殖期之前，蛏埕多次露干阴晒，一方面是锻炼蛏苗的强状，另

一方面是提高蛏埕土壤有机分解，一些有害物质被氧化，更好地改善缢蛏的底栖环境。

[0035] 2、建立水质处理池，该处理池与外界海水和养殖池相通，并定向培养高浓度单胞

藻，降低池塘透明度，防止浒苔孢子在池塘生长繁殖，同时为养殖池缢蛏提供一定饵料，控

制养殖池单胞藻的浓度，缓慢缢蛏性成熟，所述单胞藻为菱形藻。

[0036] 3、池塘结构，由于福建缢蛏繁殖期在9月下旬，大部分时间属于东北风且风力大。

池塘结构为长方形，池边较长为西南方向，减少池塘里风浪强度，降低池塘内水流强度。

[0037] 4、池塘中间内部设置挡浪流(风浪和水流)网，网方向与季节风垂直，隔一段插入

竹杆，上面网露出水面20cm，下面将埋在蛏埕里。

[0038] 5、养殖池进排水需要缓慢，尽量选择风平浪静的晴天中午，排水最低水位高于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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埕5cm，排水由于贝类排精卵喜欢暗环境。

[0039] 采用上述的养殖方法，经4-6月的池塘养殖，在翌年2-5月起捕缢蛏可长至7cm以

上，产值比现有养殖提高20％以上。

[0040] 实施例3

[0041] 1、蛏苗播种前，对蛏塘清淤整池，清除敌害生物、治病菌。用生石灰清塘，将池水排

至10公分以下，全池泼洒生石灰(50公斤/亩)，消毒结束7-10天，可开始进水，施肥，培养基

础生物饵料。若是留塘蛏，在繁殖期之前，蛏埕多次露干阴晒，一方面是锻炼蛏苗的强状，另

一方面是提高蛏埕土壤有机分解，一些有害物质被氧化，更好地改善缢蛏的底栖环境。

[0042] 2、建立水质处理池，该处理池与外界海水和养殖池相通，并定向培养高浓度单胞

藻，降低池塘透明度，防止浒苔孢子在池塘生长繁殖，同时为养殖池缢蛏提供一定饵料，控

制养殖池单胞藻的浓度，缓慢缢蛏性成熟，所述单胞藻为舟形藻和菱形藻。

[0043] 3、池塘结构，由于福建缢蛏繁殖期在9月下旬，大部分时间属于东北风且风力大。

池塘结构为长方形，池边较长为西南方向，减少池塘里风浪强度，降低池塘内水流强度。

[0044] 4、池塘中间内部设置挡浪流(风浪和水流)网，网方向与季节风垂直，隔一段插入

竹杆，上面网露出水面20cm，下面将埋在蛏埕里。

[0045] 5、养殖池进排水需要缓慢，尽量选择风平浪静的晴天中午，排水最低水位高于蛏

埕5cm，排水由于贝类排精卵喜欢暗环境。

[0046] 采用上述的养殖方法，经4-6月的池塘养殖，在翌年2-5月起捕缢蛏可长至7cm以

上，产值比现有养殖提高20％以上。

[0047] 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

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

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饰也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0048]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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