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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

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养殖

前养殖用水与底沙活化；(2)方斑东风螺苗种放

养与投喂；(3)环境控制。该方法为生态养殖方

法，其在陆基工厂化养殖条件下以东风螺养殖为

主，混养玉足海参以改良底质，混养海藻(江蓠)

以改良水质，从而降低方斑东风螺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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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1)养殖前养殖水与底沙活化：选取养殖池，进养殖水没过养殖池的沙面10～20cm，放

玉足海参，放养密度为1～3尾/m2，同时投放江蓠，投放密度为500～800g/m2，然后每天流水2

～3小时进行养殖水和底沙活化；

(2)方斑东风螺苗种放养与投喂：养殖水和底沙活化3～7天后投放方斑东风螺苗种，放

养密度1000～1200粒/m2，方斑东风螺苗种饵料以新鲜小杂鱼为主，定时和不定时停饵，玉

足海参无需喂食，江蓠养殖无需另加营养盐；定时和不定时停饵为第1个月每周停饵1天，以

后每投喂3天停饵1天，遇台风、大雨极端天气停饵；水温23℃以下每投喂1天停饵1天；

(3)环境控制：养殖过程中调节光照强度4000～6000Lx，流水培育，换水率依养殖日期

调整，养殖水温22～32℃，海水pH值7.8～8.2，海水盐度25～33，保持连续充气，控制溶解氧

5mg/L以上，至收获方斑东风螺、玉足海参和江蓠；

所述流水培育，换水率依养殖日期调整具体为：每天早上和下午各流水1次，每次4小

时，每天换水率第一个月为100％，第二个月为150％，第三个月为200％，第四个月及以后为

300％；每天投饵2小时后及时清除残饵，以减少残饵污染，每7天排干池水1次，排出池底水

体后立即加水，以保持池底水体良好水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1)中所述养殖水为无污染海域的海水，经沙滤、沉淀后流入养殖池使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1)中所述养殖池为长方形养殖池，所述长方形养殖池底部设有漏水底板，所述漏水底

板上设有筛网，所述筛网上设有细沙，所述养殖池的池底每2～2.5m2设有供气管1个，所述

养殖池前后分别设有进水管和排水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其特征是：

所述长方形养殖池的池高为60～80cm，所述筛网为60或80目筛网，所述细沙经过消毒处理，

且所述细沙的厚度为4～5cm，粒径为1～2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2)中所述方斑东风螺苗种为壳高0.8～1.2cm，个体差异不大，花纹较深，色泽亮，壳形

完整，活力强的方斑东风螺螺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2)中方斑东风螺苗种的饵料以新鲜小杂鱼为主，虾、蟹、贝类为辅，小杂鱼和蟹切块，

虾和贝类取肉，每天16:00～17:00投饵1次，投饵量为方斑东风螺苗种总质量的3～10％，根

据水温、天气和摄食情况调整，投喂时饵料不要投放在江蓠上，投喂后分别在1小时和2小时

检查残饵情况并记录，以调整下次投饵量，合适投饵量标准为投喂1小时后略有剩余，2小时

后无残饵。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其特征是：

步骤(3)中在养殖池顶部和四周配置遮阳网，调节光照强度4000～6000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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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混合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

化混养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方斑东风螺(Babylonia  areolata)俗称花螺，是软体动物门腹足纲动物，其肉质

鲜美、酥脆爽口、营养丰富，广受人们的喜爱。目前方斑东风螺成为中国南方沿海海水贝类

养殖的重要品种之一。然而，伴随着养殖产业的发展，养殖过程中各种病害频发，病害已成

为制约方斑东风螺工厂化养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海南，连续几年暴发恶性病害，许多

养殖场发病死亡率超过50％，甚至全军覆没，经济损失惨重。病害的发生是养殖动物、病原

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海水养殖系统的稳定对病害的控制、健康养殖具有重要的作用。

[0003] 从目前方斑东风螺病害研究结果看，肿吻症和翻背症的主要病原是细菌；壳肉分

离症是由多因素综合引起的，其中细菌的作用不可小觑。研究表明，细菌的暴发常与养殖环

境的恶化密切相关，改善养殖环境，一方面可以维持良好而相对稳定的微生物群落结构，降

低病原菌暴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养殖动物自身的抵抗力与免疫力。

[0004] 目前，方斑东风螺工厂化养殖方式以陆基水泥池流水养殖为主，养殖种类过于单

一，养殖池内仅养殖东风螺，池内饵料残渣尚可依靠人工清理，而东风螺排泄废物不能清

理，残饵废物清理不及时容易污染养殖水体和沙层。

[0005] 因此，现有的东风螺养殖方式已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亟待探索新的养殖模式，改

善东风螺的养殖环境，这样才可能有效解决其病害问题，促进东风螺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

的方法，该方法为生态养殖方法，其在陆基工厂化养殖条件下以东风螺养殖为主，混养玉足

海参以改良底质，混养海藻(江蓠)以改良水质，从而降低方斑东风螺的发病率。

[0007] 本发明的所要解决的上述技术问题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方斑东风

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养殖前养殖用水与底沙活化：选取养殖池，进养殖水没过养殖池的沙面10～

20cm，放玉足海参，放养密度为1～3尾/m2，同时投放江蓠，投放密度为500～800g/m2，然后每

天流水2～3小时进行养殖用水和底沙活化；

[0009] (2)方斑东风螺苗种放养与投喂：养殖用水和底沙活化3～7天后投放东风螺螺苗，

放养密度1000～1200粒/m2，方斑东风螺饵料以新鲜小杂鱼为主，定时和不定时停饵，玉足

海参无需喂食，江蓠养殖无需另加营养盐；

[0010] (3)环境控制：养殖过程中调节光照强度4000～6000Lx，流水培育，换水率依养殖

日期调整，养殖水温22～32℃，海水pH值7.8～8.2，海水盐度25～33，保持连续充气，控制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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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氧5mg/L以上，至收获方斑东风螺、玉足海参和江蓠。

[0011] 本发明上述方法是本申请发明人通过对方斑东风螺与其它生物混养试验，筛选出

混养效果显著的品种——玉足海参和江蓠，经过3年对养殖试验条件的优化设计获得，该方

法为一套适用于工厂化条件下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混养的方法。

[0012] 在上述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中：

[0013] 步骤(1)中所述养殖水优选为无污染海域的海水，水质符合《渔业水质标准》和《无

公害食品海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标准，经沙滤、沉淀后流入养殖池使用。

[0014] 步骤(1)中所述养殖池优选为长方形养殖池，所述长方形养殖池底部设有漏水底

板，所述漏水底板上设有筛网，所述筛网上设有细沙，所述养殖池的池底每2～2.5m2设有供

气管1个，所述养殖池前后分别设有进水管和排水管。

[0015] 所述长方形养殖池的池高优选为60～80cm，所述筛网优选为60或80目筛网，所述

细沙经过消毒处理，且所述细沙的厚度优选为4～5cm，粒径优选为1～2mm。

[0016] 即本发明中在养殖用水与底沙活化前先进行养殖水环境与养殖池准备，其中养殖

用水为无污染海域的海水，水质符合《渔业水质标准》和《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产地环境条

件》标准，经沙滤、沉淀后，流入养殖池使用；养殖池为长方形养殖池，池高60～80㎝，池底铺

一层塑料漏水底板，底板上覆盖固定一层60目筛网，筛网上铺一层4～5cm厚粒径1～2mm经

消毒处理的细沙，池内每2～2.5m2布设供气管1个，养殖池前后分别布设进水管和排水管。

[0017] 消毒后的养殖池与底沙用海水冲洗干净，再经太阳暴晒3天后进水，浸没沙面10～

20cm；然后均匀投放玉足海参，放养密度1～3尾/m2；均匀成团投放江蓠，每团约500～800g，

放养密度500～800g/m2；每天流水2～3小时进行养殖用水和底沙活化3～7天后投放东风螺

苗。

[0018] 步骤(2)中所述东风螺螺苗优选为壳高0.8～1.2cm，个体差异不大，花纹较深，色

泽亮，壳形完整，活力强的东风螺螺苗。

[0019] 放苗时注意防止螺苗损伤。

[0020] 步骤(2)中东风螺的饵料优选以新鲜小杂鱼为主，虾、蟹、贝类为辅，小鱼和蟹切

块，虾和贝取肉，每天16:00～17:00投饵1次，投饵量为东风螺螺体总质量的3～10％，根据

水温、天气和摄食情况调整，投喂时饵料不要投放在江蓠上，投喂后分别在1小时和2小时检

查残饵情况并记录，以调整下次投饵量，合适投饵量标准为投喂1小时后略有剩余，2小时后

无残饵。

[0021] 步骤(2)中定时和不定时停饵优选为第1个月每周停饵1天，以后每投喂3天停饵1

天，遇台风、大雨极端天气停饵；水温23℃以下每投喂1天停饵1天。

[0022] 步骤(3)中优选在养殖池顶部和四周配置遮阳网，调节光照强度4000～6000Lx。

[0023] 步骤(3)中流水培育，换水率依养殖日期调整具体优选为：每天早上和下午各流水

1次，每次4～8小时，每天换水率第一个月为100％，第二个月为150％，第三个月为200％，第

四个月及以后为300％；每天投饵2小时后及时清除残饵，以减少残饵污染，每7天排干池水1

次，排出池底水体后立即加水，以保持池底水体良好水质。

[0024] 养殖全程不使用消毒剂和药物。

[0025] 实施过程中的工厂化养殖水质管理标准：每天进行水温、盐度、pH和溶解氧测定，

定期进行水体NO2-N、NO3-N、NH4-N、PO4-P、DIN(溶解无机氮)和IP(无机磷)以及底沙总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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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和硫化物等化学因子的含量测定，采样及样品分析均按《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

2007)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水质的标准参照我国公布的《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和

《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NY  5362-2010)》。当上述中的个别或一些水化因子超

出限定范围，通过蓄水池处理过的海水进行额外换水。

[0026] 以下是在实施过程中参照实施的一些标准：

[0027] GB  17378   海洋监测规范

[0028]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0029] NY  5362   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

[0030]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31] (1)本发明方法注意把握工厂化养殖过程中病害发生的关键条件，利用玉足海参

对沉积物具有很强的选择摄食能力，在东风螺养殖系统中充当清道夫的角色，设计合适混

养密度吸收消化养殖池中的残饵、残渣等有机质，达到净化底沙的效果，有效防止养殖底质

的恶化；

[0032] (2)本发明方法在东风螺养殖中，混养大型藻类—江蓠，一方面可以吸收CO2，增加

养殖水体的溶解氧含量；另一方面，东风螺残饵、残渣及粪便沉积池底，经玉足海参消化及

细菌分解后，极易产生对东风螺有害的氨氮、亚硝酸盐、硫化氢等物质，而江蓠可将氨氮作

为肥料而吸收，产生的氧气氧化硫化氢，从而净化水质；

[0033] (3)本发明方法中混养玉足海参和江蓠后，改良了方斑东风螺生活的环境，促进了

东风螺的生长，提高了东风螺的免疫力与体抗力，降低了东风螺的发病几率；同时玉足海参

和江蓠无需额外提供饵料或营养盐而获得增长，也增加了养殖产出；

[0034] (4)另外，本发明方法运用生物作用改善底质，降低了换水率，节约能源；养殖全程

不使用消毒剂和药物，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且所生产的商品螺是健康、无公害的；

[0035] (5)本发明方法通过3年养殖实践证明，与传统工厂化养殖相比，可显著降低发病

几率，生产成本降低10～20％；

[0036] (6)本发明方法通过养殖模式的改变，结合传统工厂化东风螺养殖技术，运用生态

养殖模式有效改善了东风螺的养殖环境，降低了东风螺养殖病害的暴发频率，对东风螺养

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实施例1

[0038] 本实例提供的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9] (1)养殖前养殖用水与底沙活化：按一般工厂化养殖取水，准备养殖池后，进水没

过沙面，投放玉足海参，放养密度2尾/m2，投放江蓠，500g/m2，每天流水2小时进行养殖用水

和底沙活化；

[0040] (2)方斑东风螺苗种放养与投喂策略：挑选健康方斑东风螺螺苗，放养密度1000

粒/m2；方斑东风螺饵料以新鲜小杂鱼为主，定时和不定时停饵策略；玉足海参无需喂食；江

蓠养殖无需另加营养盐；

[0041] (3)环境控制策略：调节光照强度4000Lx；流水培育，换水率依养殖日期调整；养殖

水温22～32℃，海水pH值7.8～8.2，海水盐度25～33，保持连续充气，控制溶解氧5mg/L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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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0042] 步骤(1)养殖用水与底沙活化方法具体为：

[0043] A.养殖水环境与养殖池准备：养殖用水为无污染海域的海水，水质符合《渔业水质

标准》和《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标准，经沙滤、沉淀后，流入养殖池使用；养殖

池为长方形养殖池，池高60㎝，池底铺一层塑料漏水底板，底板上覆盖固定一层60目筛网，

筛网上铺一层4～5cm厚粒径1～2mm经消毒处理的细沙，池内每2m2布设供气管1个，养殖池

前后分别布设进、排水管。

[0044] B.养殖用水与底沙活化：消毒后的养殖池与底沙用海水冲洗干净，再经太阳暴晒3

天后进水，浸没沙面10cm；然后均匀投放玉足海参，放养密度2尾/m2；均匀成团投放江蓠，每

团约500g，放养密度500g/m2；每天流水2小时进行养殖用水和底沙活化3～7天后投放东风

螺苗。

[0045] 步骤(2)中东风螺苗种放养与投喂策略方法：

[0046] A.方斑东风螺苗种放养：选择壳高0.8～1.2㎝，个体差异不大，花纹较深，色泽亮，

壳形完整，活力强的螺苗，放养密度1000粒/m2，放苗时注意防止螺苗损伤；

[0047] B.投喂方法：东风螺饵料以新鲜小杂鱼为主，虾、蟹、贝类为辅。小鱼和蟹切块，虾

和贝取肉，每天16:00～17:00投饵1次，一般投饵量为螺体质量的3～10％，根据水温、天气

和摄食情况调整，投喂时注意饵料不要投放在江蓠上，投喂后分别在1小时和2小时检查残

饵情况并记录，以调整下次投饵量，合适投饵量标准为投喂1小时后略有剩余，2小时后无残

饵；玉足海参无需喂食；江蓠无需另加营养盐。

[0048] C.停饵策略：第1个月每周停饵1天，以后每投喂3天停饵1天，遇台风、大雨等极端

天气停饵；水温23℃以下每投喂1天停饵1天。

[0049] 步骤(3)中环境控制策略方法：

[0050] A.光照控制：养殖区顶部和四周适当配置遮阳网，调节光照强度4000Lx；

[0051] B.水质管理：采用流水方式进行养殖，每天早上和下午各流水1次，每次4-8小时，

每天换水率第一个月100％，第二个月150％，第三个月200％，第四个月及以后300％；每天

投饵2小时后及时清除残饵，以减少残饵污染；每7天排干池水1次，排出池底水体后立即加

水，以保持池底水体良好水质；养殖水温22～32℃，海水pH值7.8～8.2，海水盐度25～33，保

持连续充气，控制溶解氧5mg/L以上；养殖全程不使用消毒剂和药物。

[0052] 实施例2

[0053] 本实施例提供的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1)养殖前养殖用水与底沙活化：按一般工厂化养殖取水，准备养殖池后，进水没

过沙面，投放玉足海参，放养密度3尾/m2，投放江蓠，500g/m2，每天流水3小时进行养殖用水

和底沙活化；

[0055] (2)方斑东风螺苗种放养与投喂策略：挑选健康方斑东风螺螺苗，放养密度1100

粒/m2；方斑东风螺饵料以新鲜小杂鱼为主，定时和不定时停饵策略；玉足海参无需喂食；江

蓠养殖无需另加营养盐；

[0056] (3)环境控制策略：调节光照强度5000Lx；流水培育，换水率依养殖日期调整；养殖

水温22～32℃，海水pH值7.8～8.2，海水盐度25～33，保持连续充气，控制溶解氧5mg/L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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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步骤(1)养殖用水与底沙活化方法具体为：

[0058] A.养殖水环境与养殖池准备：养殖用水为无污染海域的海水，水质符合《渔业水质

标准》和《无公害食品海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标准，经沙滤、沉淀后，流入养殖池使用；养殖

池为长方形养殖池，池高80㎝，池底铺一层塑料漏水底板，底板上覆盖固定一层60目筛网，

筛网上铺一层4～5cm厚粒径1～2mm经消毒处理的细沙，池内每2m2布设供气管1个，养殖池

前后分别布设进、排水管。

[0059] B.养殖用水与底沙活化：消毒后的养殖池与底沙用海水冲洗干净，再经太阳暴晒3

天后进水，浸没沙面15cm；然后均匀投放玉足海参，放养密度2尾/m2；均匀成团投放江蓠，每

团约500g，放养密度500g/m2；每天流水3小时进行养殖用水和底沙活化3～7天后投放东风

螺苗。

[0060] 步骤(2)中东风螺苗种放养与投喂策略方法：

[0061] A.方斑东风螺苗种放养：选择壳高0.8～1.2㎝，个体差异不大，花纹较深，色泽亮，

壳形完整，活力强的螺苗，放养密度1100粒/m2，放苗时注意防止螺苗损伤；

[0062] B.投喂方法：东风螺饵料以新鲜小杂鱼为主，虾、蟹、贝类为辅。小鱼和蟹切块，虾

和贝取肉，每天16:00～17:00投饵1次，一般投饵量为螺体质量的3～10％，根据水温、天气

和摄食情况调整，投喂时注意饵料不要投放在江蓠上，投喂后分别在1小时和2小时检查残

饵情况并记录，以调整下次投饵量，合适投饵量标准为投喂1小时后略有剩余，2小时后无残

饵；玉足海参无需喂食；江蓠无需另加营养盐。

[0063] C.停饵策略：第1个月每周停饵1天，以后每投喂3天停饵1天，遇台风、大雨等极端

天气停饵；水温23℃以下每投喂1天停饵1天。

[0064] 步骤(3)中环境控制策略方法：

[0065] A.光照控制：养殖区顶部和四周适当配置遮阳网，调节光照强度5000Lx；

[0066] B.水质管理：采用流水方式进行养殖，每天早上和下午各流水1次，每次4～8小时，

每天换水率第一个月100％，第二个月150％，第三个月200％，第四个月及以后300％；每天

投饵2小时后及时清除残饵，以减少残饵污染；每7天排干池水1次，排出池底水体后立即加

水，以保持池底水体良好水质；养殖水温22～32℃，海水pH值7.8～8.2，海水盐度25～33，保

持连续充气，控制溶解氧5mg/L以上；养殖全程不使用消毒剂和药物。

[0067] 实施例3

[0068] 实施地点：方斑东风螺工厂化混养中试地址位于海南省万宁市山根镇，其周年海

水盐度不低于20，水质清澈，潮流通畅，海水无污染；陆基水泥池位于离岸300m处。

[0069] 2016年5月初进行养殖池清理与准备。养殖池为长方形养殖池，每个池16m2，池高

60～80㎝，池底铺一层漏水底板，底板上覆盖一层60目筛网，筛网上铺一层4～5cm厚粒径1

～2mm的细沙，池内每2m2布设供气管1个，养殖池前后分别布设进、排水管。

[0070] 进水后用高锰酸钾消毒24小时，然后反复用海水冲洗干净，再暴晒3天后进水，浸

没沙面15～20cm。

[0071] 5月19日投放玉足海参和江蓠，海参放养密度2尾/m2，全池均匀分散放养，江蓠成

团放养，每团500g，放养密度500g/m2。每个池16m2，放养海参32尾，平均体质量183g，成团放

养江蓠8000g，每天流水2～3小时。

[0072] 放养东风螺苗前在养殖区顶部和四周适当配置遮阳网，调节光照强度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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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Lx。5月27日进行螺苗的挑选放养，选择壳高0.8～1.2㎝，平均体质量0.132g，规格差异

不大，花纹较深，色泽亮，壳形完整，活力强的螺苗；螺苗密度1000粒/m2，每池放养16000粒，

共养殖19个水池，其中对照池4个。

[0073] 养殖第一周以新鲜牡蛎与小杂鱼混合投喂，逐日增加小杂鱼投喂比例，减少牡蛎

投喂比例；以后以小杂鱼为主，虾、蟹、贝类为辅，小鱼和蟹切块，虾和贝取肉；每天投饵1次，

16:00～17:00时投喂，投喂时注意不要将饵料投放在江蓠上，投饵量为螺体质量的3～

10％，根据水温、天气和摄食情况调整，投喂后分别在1小时和2小时检查残饵情况并记录，

根据记录调整下次投饵量，以投喂1小时后略有剩余，2小时后无残饵为标准；第一个月每周

停饵一天，以后每投喂3天停饵一天，遇台风、大雨等极端天气停饵；海参无需喂食；江蓠无

需施加营养盐。

[0074] 放养后即采用流水方式进行培育，每天早上和下午各流水1次，每次4-8小时，每天

换水率第一个月100％，第二个月150％，第三个月200％，第四个月及以后300％；每天投饵2

小时后及时清除残饵、鱼骨等杂物，以减少残饵污染；每7天排干池水一次，排出池底水体后

立即加水，以保持池底积水良好水质；养殖水温22～30℃，海水pH值7.8～8.2，海水盐度25

～33，保持连续充气，控制溶解氧5mg/L以上。

[0075] 2016年10月30日，经5个月养殖后收获。4个单养池共收获东风螺3.72万粒，规格

138粒/kg，产量269.6kg，总养殖成活率58.19％。15个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混养池

共收获东风螺18.05万粒，规格144粒/kg，总产量1251.1kg，总养殖成活率75.22％；玉足海

参成活率100％，平均体质量320g；江蓠收获21.2kg。

[0076]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特定的实施方案的范围内，上述实施方案仅仅是为了能够

对本发明的方斑东风螺与玉足海参、江蓠工厂化混养的方法及过程进行详细地说明。事实

上，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前文的描述，就能够在各自条件不同的陆基工厂化海水养殖池中，

把方斑东风螺养成优质无公害商品螺，这些都应在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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