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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双

线紫蛤是名贵的海珍品，对于目前资源日益枯竭

的问题，本发明通过科学的培育方法使双线紫蛤

的育苗达到了规模化苗种的生产效果，从亲贝采

捕到人工催产以及幼体培育的整体过程组成一

套规范化的人工育苗方法，具有独创性和先进

性，使得苗种人工繁育过程不再盲目随意，对养

殖产业具有促进和规范作用。本发明育苗方法主

要包括以下步骤：亲体强化、人工催产、人工孵

化、D型幼体选优、幼体培育、附着变态、稚贝培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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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一)亲体强化：

采捕自然海区或池塘中的成熟双线紫蛤亲贝，利用含碘量10％的100PPM聚维酮碘溶液

或10PPM高锰酸钾溶液对亲贝体表进行消毒，消毒后送入培养池中；

亲贝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放置50粒，每日给亲贝投喂单细胞藻类，投喂量为30万细胞/

毫升水体，每天投喂2～3次；

每天上午6～10点之间进行全量换水，并保持低位流水5分钟；

培养池的海水参数为水深40～60厘米，底层铺有细沙15厘米，水温在18～23℃之间，海

水盐度在23‰～32‰之间，pH值在8.0～8.5之间；

步骤一中所述成熟亲贝为2～3龄的亲贝；

(二)人工催产：

取样检查亲贝性腺发育情况，当腺体饱满时则解剖检查性腺成熟情况，确定亲贝性腺

发育进入排放期，则将亲贝挖起并洗净，用10PPM高锰酸钾溶液进行体表消毒，阴干2～4小

时，进行流水刺激1小时，流水量为没过亲贝10厘米，后将亲贝转入100PPM氨海水水体中浸

泡30分钟，再转入新鲜海水中，大充气20分钟后逐步分装雌雄亲贝；

根据亲贝排精卵时排出物呈烟雾状或颗粒状，按照雌雄亲贝10：1的比例将亲贝分装到

产卵蓝内并挂于产卵池中产卵；

产卵池中投放亲贝的密度为每30立方米投放亲贝总量≤10公斤；

产卵池的海水参数为水容积为30立方米，水温为25～29℃，盐度为25‰～30‰，pH值为

8.0～8.3，溶解氧>5～6mg/L，亚硝酸盐含量低于0.15ug/L的海水；

(三)人工孵化：

受精卵在产卵池中孵化，孵化密度为≤20个受精卵/毫升水体，期间不间断充气；

调整产卵池的参数为盐度28‰、水温26～28℃；在产卵池中静置18～19小时，个体成长

基本为35～40微米，进入下一步骤；

(四)D型幼体选优：

人工孵化24小时后，采用350目网布捞取或采用虹吸方法收集幼体，并将收集的幼体送

入育苗池中培育；

育苗池的海水参数为水温在25～29℃之间、盐度为25‰～30‰、pH值为8.0～8.3、溶解

氧>5mg/L、氨氮含量低于0.1mg/L,光照为500～1000勒克司；

(五)幼体培育：

幼体前期培育密度为每毫升水体5～10个幼体，投喂单细胞饵料，投饵密度为2.5～10

万个细胞/毫升育苗池水体，每天投饵2～3次；

幼体前期培育，日换水1次，换水量为总水体的20～30％，中后期培育，日换水量为总水

体的40～50％；

步骤五中所述饵料为单胞藻饵料；

所述藻饵料为金藻、角毛藻中的一种或多种；(六)附着变态：

待眼点幼体发育到180～220um时，用180目筛绢网袋收集，转入预先在育苗池底备好附

着基的池中培育，促使幼体附着变态；

附着基采用0.1～0.15cm粒径的细沙，用80目网筛选并洗净，再用100ppm二氧化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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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后使用，布沙厚度为0.3cm；

(七)稚贝培育：

每日换水1～2次，每日投饵2～3次，每5～7天倒池一次，连续充气，稚贝经过30天培育，

待苗种壳长达到3mm以上时，即可出苗养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检查亲贝性

腺为使用阴干法检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七中所述每日换水的

换水量为100～150％，每次换水量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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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双线紫蛤是一种名贵的贝壳类，贝壳表具橄榄绿色壳皮，有光泽，壳皮略带深紫色

底，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经济价值高。在我国仅分布于浙江、福建及广东海域。

[0003] 近年来，随着海域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人们对双线紫蛤的滥捕，资源得不到合理

的保护，严重破坏了其正常的生长、繁衍，以致双线紫蛤资源面临着灭绝的危机，被列为福

建省水生野生重点保护动物。作为名贵海珍品的双线紫蛤，由于资源日益枯竭，无法满足市

场需求，其价位一路攀升。

[0004] 双线紫蛤采取营埋栖式生活，喜细沙底质，非常适合进行池塘人工养殖。因此，开

展双线紫蛤人工育苗技术研究是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目前这方面的

技术研究仍属于空白状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对双线紫蛤从采捕亲贝、人工催产、产卵

培育的整体过程组成一套规范化的人工育苗方法，具有独创性和先进性，使得人工培育过

程不再盲目随意，对养殖产业具有促进和规范作用。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一)亲体强化：

[0008] 采捕自然海区或池塘中的成熟双线紫蛤亲贝，利用含碘量10％的100PPM聚维酮碘

溶液或10PPM高锰酸钾溶液对亲贝体表进行消毒，消毒后送入培养池中；

[0009] 亲贝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放置40～50粒，每日给亲贝投喂单细胞藻类，投喂量为

30万细胞/毫升水体，每天投喂2～3次；

[0010] 每天上午6～10点之间进行全量换水，并保持低位流水5分钟；

[0011] 培养池的海水参数为水深40～60厘米，底层铺有细沙15厘米，水温在18～23℃之

间，海水盐度在23‰～32‰之间，pH值在8.0～8.5之间；

[0012] (二)人工催产：

[0013] 取样检查亲贝性腺发育情况，当腺体饱满时则解剖检查性腺成熟情况，确定亲贝

性腺发育进入排放期，则将亲贝挖起并洗净，用10PPM高锰酸钾溶液进行体表消毒，阴干2～

4小时，进行流水刺激1小时，流水量为没过亲贝10厘米，后将亲贝转入100PPM氨海水水体中

浸泡30分钟，再转入新鲜海水中，大充气20分钟后逐步分装雌雄亲贝；

[0014] 根据亲贝排精卵时排出物呈烟雾状或颗粒状，按照雌雄亲贝10：1的比例将亲贝分

装到产卵蓝内并挂于产卵池中产卵；

[0015] 产卵池中投放亲贝的密度为每30立方米投放亲贝总量≤10公斤；

[0016] 产卵池的海水参数为水容积为30立方米，水温为25～29℃，盐度为25‰～30‰，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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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8.0～8.3，溶解氧>5～6mg/L，亚硝酸盐含量低于0.15ug/L的海水；

[0017] (三)人工孵化：

[0018] 受精卵在产卵池中孵化，孵化密度为≤20个受精卵/毫升水体，期间不间断充气；

[0019] 调整产卵池的参数为盐度28‰、水温26～28℃；在产卵池中静置18～19小时，个体

成长基本为35～40微米，进入下一步骤；

[0020] (四)D型幼体选优：

[0021] 人工孵化24小时后，采用350目网布捞取或采用虹吸方法收集幼体，并将收集的幼

体送入育苗池中培育；

[0022] 育苗池的海水参数为水温在25～29℃之间、盐度为25‰～30‰、pH值为8.0～8.3、

溶解氧>5mg/L、氨氮含量低于0.1mg/L,光照为500～1000勒克司；

[0023] (五)幼体培育：

[0024] 幼体前期培育密度为每毫升水体5～10个幼体，投喂单细胞饵料，投饵密度为2.5

～10万个细胞/毫升育苗池水体，每天投饵2～3次；

[0025] 幼体前期培育，日换水1次，换水量为总水体的20～30％，中后期培育，日换水量为

总水体的40～50％；

[0026] (六)附着变态：

[0027] 待眼点幼体发育到180～220um时，用180目筛绢网袋收集，转入预先在育苗池底备

好附着基的池中培育，促使幼体附着变态；

[0028] 附着基采用0.1～0.15cm粒径的细沙，用80目网筛选并洗净，再用100ppm二氧化氯

消毒，后使用，布沙厚度为0.3cm；

[0029] (七)稚贝培育：

[0030] 每日换水1～2次，每日投饵2～3次，每5～7天倒池一次，连续充气，稚贝经过30天

培育，待苗种壳长达到3mm以上时，即可出苗养成。

[0031] 优选地，步骤一中所述成熟亲贝为2～3龄的亲贝。

[0032] 优选地，步骤一中所述亲贝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放置50粒。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

的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检查亲贝性腺为使用阴干法检查。

[0033] 优选地，步骤五中所述饵料为单胞藻饵料。

[0034] 优选地，所述藻饵料为金藻、角毛藻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5] 优选地，步骤七中所述每日换水的换水量为100～150％，每次换水量逐步增加。

[0036] 优选地，步骤一中所述亲贝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放置50粒。从上述描述可见，本发

明首先利用聚维酮碘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对亲贝消毒，剔除病菌，提高亲贝存活率，使得存

活率可达93％；接着将性腺发育成熟的亲贝转入氨海水浸泡，按照一定的雌雄比例分配，可

以提高快速产卵和受精效率；然后控制适宜的受精卵孵化密度从而提高孵化率；再对孵化

后的幼体进行选优即可获得质量较高的幼体；设定海水要求科学调控育苗用水，可以加快

幼体生长，还能提高幼体存活率；最后幼虫变态成稚贝，通过投放附着基提高变态效果，经

过多次倒池，稚贝培育出苗，最终培养成为可食用的双线紫蛤成贝。

[0037] 本发明对双线紫蛤从采捕亲贝、人工催产、产卵培育的整体过程组成一套规范化

的人工育苗方法，具有独创性和先进性，使得人工培育过程不再盲目随意，对养殖产业具有

促进和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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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双线紫蛤是名贵的海珍品，对于目前资

源日益枯竭的问题，本发明通过科学的培育方法使双线紫蛤的育苗达到了规模化苗种生产

的效果，从亲贝采捕、人工催产以及幼体培育的整体过程组成一套规范化的人工育苗方法，

具有独创性和先进性，使得苗种人工繁育过程不再盲目随意，对养殖产业具有促进和规范

作用。

[0039] 本发明的一种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一)亲体强化：

[0041] 采捕自然海区或池塘中的成熟双线紫蛤亲贝，利用含碘量10％的100PPM聚维酮碘

溶液或10PPM高锰酸钾溶液对亲贝体表进行消毒，消毒后送入培养池中；

[0042] 亲贝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放置40～50粒，每日给亲贝投喂单细胞藻类，投喂量为

30万细胞/毫升水体，每天投喂2～3次；

[0043] 每天上午6～10点之间进行全量换水，并保持低位流水5分钟；

[0044] 培养池的海水参数为水深40～60厘米，底层铺有细沙15厘米，水温在18～23℃之

间，海水盐度在23‰～32‰之间，pH值在8.0～8.5之间。

[0045] 在步骤一中，优选地，该成熟亲贝为2～3龄的亲贝；该单细胞藻类的投喂量为30万

细胞/毫升水体，每天投喂2～3次；全量换水时间为6～7点之间；亲贝的放置密度为每平方

米放置50粒。

[0046] 培养池参数优选为水深为50厘米，水温在22℃，海水盐度在25‰，pH值在8.2。

[0047] 其中，保持低位流水5分钟中的“低位”是指沙层面的高度。

[0048] 自然海区或池塘中采捕的亲贝，在自然海区采捕的一般可以为海区内人工饲养划

线的亲贝，池塘一般为人工饲养。

[0049] 该单细胞藻类是指通过引种、保种后人工扩大培养的金藻、角毛藻、扁藻和小球藻

等单细胞藻类，本步骤所使用的单细胞藻类可以为金藻、角毛藻、扁藻或小球藻中的一种或

多种。

[0050] (二)人工催产：

[0051] 取样检查亲贝性腺发育情况，当腺体饱满时则解剖检查性腺成熟情况，确定亲贝

性腺发育进入排放期，则将亲贝挖起并洗净，用10PPM高锰酸钾溶液进行体表消毒，阴干2～

4小时，进行流水刺激1小时，流水量为没过亲贝10厘米，后将亲贝转入100PPM氨海水水体中

浸泡30分钟，再转入新鲜海水中，大充气20分钟后逐步分装雌雄亲贝；

[0052] 根据亲贝排精卵时排出物呈烟雾状或颗粒状，按照雌雄亲贝10：1的比例将亲贝分

装到产卵蓝内并挂于产卵池中产卵；

[0053] 产卵池中投放亲贝的密度为每30立方米投放亲贝总量≤10公斤；

[0054] 产卵池的海水参数为水容积为30立方米，水温为25～29℃，盐度为25‰～30‰，pH

值为8.0～8.3，溶解氧>5～6mg/L，亚硝酸盐含量低于0.15ug/L的海水。

[0055] 在步骤二中，优选地，检查亲贝性腺为使用阴干法检查；亲贝阴干2～4小时中阴干

时间为根据亲贝大小决定，较大的阴干时间长些，较小的阴干时间短，中等大小的优选阴干

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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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产卵池的参数优选为水温28℃，盐度28‰，pH值为8.2，溶解氧>5.8mg/L亚硝酸盐

含量0.13ug/L的海水。

[0057] 一般来说，产卵池的亲贝在1～2个小时内可以陆续排精产卵完成受精。

[0058] (三)人工孵化：

[0059] 受精卵在产卵池中孵化，孵化密度为≤20个受精卵/毫升水体，期间不间断充气；

[0060] 调整产卵池的参数为盐度28‰、水温26～28℃；在产卵池中静置18～19小时，个体

成长基本为35～40微米，进入下一步骤。

[0061] 在步骤三中，受精卵在盐度28‰、水温26～28℃的情况下，约20～30分钟出现第一

极体，3～4个小时进入囊胚期，16个小时发育成担轮幼虫，18～19小时即可发育到D形幼虫，

个体大小在35～40微米。

[0062] (四)D型幼体选优：

[0063] 人工孵化24小时后，采用350目网布捞取或采用虹吸方法收集幼体，并将收集的幼

体送入育苗池中培育；

[0064] 育苗池的海水参数为水温在25～29℃之间、盐度为25‰～30‰、pH值为8.0～8.3、

溶解氧>5mg/L、氨氮含量低于0.1mg/L,光照为500～1000勒克司。

[0065] 育苗池的海水优选参数为水温在26℃之间、盐度为26‰、pH值为8.3、溶解氧>5mg/

L、氨氮含量低于0.1mg/L，光照为500～1000勒克司；

[0066] 在步骤四中，人工孵化后，受精卵的质量有好有差，质量差的在后续培育难度大，

存活率小，同时质量较差的受精卵会沉在产卵池的中下部，因此利用350目网布或虹吸方法

打捞经过受精卵孵化后的上层幼体，能更好地提高产量。

[0067] (五)幼体培育：

[0068] 幼体前期培育密度为每毫升水体5～10个幼体，投喂单细胞饵料，投饵密度为2.5

～10万个细胞/毫升育苗池水体，每天投饵2～3次；

[0069] 幼体前期培育，日换水1次，换水量为总水体的20～30％，中后期培育，日换水量为

总水体的40～50％；

[0070] 在步骤五中，优选地，每毫升水体放置7个幼体，投饵密度根据幼体的个体大小、幼

体密度、摄食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一般情况下，中等大小、密度、摄食的幼体，每次投饵密

度为4.2万个细胞/毫升育苗池水体，每天投饵3次。

[0071] 优选地，投喂单细胞饵料主要投喂金藻、角毛藻中的一种或多种。

[0072] (六)附着变态：

[0073] 待眼点幼体发育到180～220um时，用180目筛绢网袋收集，转入预先在育苗池底备

好附着基的池中培育，促使幼体附着变态；

[0074] 附着基采用0.1～0.15cm粒径的细沙，用80目网筛选并洗净，再用100ppm二氧化氯

消毒，后使用，布沙厚度为0.3cm。在步骤六中，附着基优选采用0.10～0.15cm粒径的细沙，

布沙厚度为0.3cm。

[0075] (七)稚贝培育：

[0076] 每日换水1～2次，每日投饵2～3次，每5～7天倒池一次，连续充气，稚贝经过30天

培育，待苗种壳长达到3mm以上时，即可出苗养成。

[0077] 本育苗方法所分的7个步骤，是按照常识性进行的区分，并不是生态环境中实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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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步骤；每个步骤之间具有紧密关系，均是一步紧接着下一步进行。

[0078] 在步骤七中，优选在每6.5天进行一次倒池，确保了稚贝底质环境的优质化，保证

了稚贝的安全、健康快速生长。

[0079] 在步骤七中，有经验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观察池内残饵数量和幼体的摄食

情况，及时调整投饵量，通过科学地调控优质和适量的饵料促进稚贝的快速生长，有效地缩

短了稚贝的培育时间，提早出库。

[0080] 从上述过程可见，本发明首先利用聚维酮碘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对亲贝消毒，剔

除病菌，提高亲贝存活率，使得存活率可达90％；接着将性腺发育成熟的亲贝转入氨海水浸

泡，按照一定的雌雄比例分配，可以快速提高产卵和受精效率；然后按照放置的密度提高亲

贝孵化率；再对孵化后的幼体进行选优即可获得质量较高的幼体；设定海水要求制备育苗

池水，可以加快幼体生长，还能提高幼体存活率；最后幼虫变态成稚贝，通过附着基提高变

态效果，经过多次倒池，稚贝培养出苗，最终培养成为成熟可食用的双线紫蛤商品成贝。

[0081] 本发明对双线紫蛤从采捕亲贝、人工催产、产卵培育的整体过程组成一套规范化

的人工育苗方法，具有独创性和先进性，使得人工培育过程不再盲目随意，对养殖产业具有

促进和规范作用。

[0082] 下面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以便更好说明本发明的方法，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83] 步骤一：

[0084] 制备培养池：设定为水深50厘米，底层铺有细沙15厘米，水温在22℃，海水盐度在

25‰，pH值在8.2的海水；

[0085] 亲体强化：采捕海区中的3龄成熟双线紫蛤亲贝，利用含碘量10％的100PPM聚维酮

碘溶液地亲贝进行消毒，消毒后送入该培养池；亲贝在培养池中放置的密度为50粒，每日向

亲贝投喂角毛藻，每天上午7点进行全量换水，保持低位流水5分钟。

[0086] 步骤二：

[0087] 制备产卵池：设定为水容积为30立方米，水温为28℃，盐度为28‰，pH值为8.1，溶

解氧>5.8mg/L，亚硝酸盐含量低于0.13ug/L的海水；

[0088] 人工催产：取样采用阴干法检查亲贝性腺发育情况，当腺体饱满则解剖检查性腺

成熟情况，确定亲贝性腺进入排放期时，则将亲贝挖起并洗净，用10PPM高锰酸钾溶液进行

体表消毒，阴干3小时，再通过流水刺激1小时，流水量为没过亲贝10厘米，然后将亲贝转入

100PPM氨海水水体中浸泡20分钟，再转入新鲜海水中大充气刺激20分钟，开始排精产卵；

[0089] 经过上述刺激催产处理，亲贝便陆续开始排精产卵，亲贝排精产卵初期可以观察

到排出物，雄亲贝排出物是烟雾状，雌亲贝排出物是颗粒状，按雌雄10:1的比例将亲贝分装

到产卵蓝内，挂于该产卵池中产卵，亲贝投放密度为每30立方米投放亲贝总量≤10公斤。

[0090] 步骤三：

[0091] 人工孵化：受精卵可以在产卵池中孵化，孵化密度为每毫升水体放置13个，不间断

充气，保持产卵池中盐度为28‰左右，水温在28℃左右；

[0092] 观察和检查可见：在第22分钟左右出现第一极体，在第3～4小时进入囊胚期，接着

在第16小时发育成担轮幼虫，在18～19小时可以发育成D形幼虫，个体大小长度平均在35～

40微米左右。

[0093]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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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制备育苗池环境条件：设定为水温在26℃之间、盐度为26‰、pH值为8.3、溶解氧>

5mg/L、氨氮含量低于0.1mg/L，光照为750勒克司；

[0095] D型幼体选优：经过人工孵化的24小时后，采用350目网布捞取幼体，并将收集的幼

体根据幼体培育密度要求，分别送入相应的该育苗池中培育。

[0096] 步骤五：

[0097] 幼体放置密度为每毫升海水放置7个幼体，投喂单细胞饵料-金藻，投饵密度为4.2

万个细胞/毫升育苗池水体，每天投饵3次；

[0098] 前期幼体培育，每日换水一次，每次的换水量为总量的20～30％，中后期幼体培

育，每日换水一次，＝每次的换水量为总量的48％；

[0099] 步骤六：

[0100] 制备附着基：采用0.10cm粒径的细沙，用80目网筛选并洗净，再用100ppm二氧化氯

消毒后使用，布沙厚度为0.3cm；带水分布于育苗池池底待用；

[0101] 附着变态：待幼体平均发育成200um左右的幼虫时，观察可见幼虫面盘已经开始萎

缩，斧足在两壳缘间伸缩，用180目筛绢网袋收苗，将苗转入预先在育苗池底备好的附着基

池中继续培育；

[0102] 步骤七：

[0103] 稚贝培育：每日换水，每日投喂3次，连续充气，每6天进行一次倒池，稚贝培育30天

后，苗种壳达到3mm以上，即可出苗；

[0104] 最后养殖成成熟的可供食用的双线紫蛤，整个养殖过程完成。

[0105] 通过本实施例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在福建省莆田市海域2014年进行了双线紫蛤

育苗实验和验收：经过40多天的培育，双线紫蛤平均壳长在0.43厘米，每公斤10.18万粒，共

培育出双线紫蛤种苗339万粒，实现双线紫蛤规模化人工育苗，相对于现有的育苗方式，本

发明的育苗方法是双线紫蛤领域中的重大突破。

[0106]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双线紫蛤的育苗方法的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本

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

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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