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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方法，

涉及海藻养殖技术领域，包括以下步骤：中间育

成准备，中间育成，日常管理，中间育成结束；所

述中间育成准备包括裙带菜苗种长度达到0.5-

2cm，海水温度低于20℃；选择水深2-4米，透明度

为6-12米的养殖池塘，面积4-100亩为宜；使用养

殖筏袈作为中间育成装置，各筏袈间距2-4米，采

用平挂式挂苗方式，挂苗间绳间距30-40cm，根据

苗种大小和池塘透明度调整水层；日常管理包括

摆洗工作和数据测量工作；中间育成时间1-2周

以上，裙带菜长度为3-30cm，结束中间育成，开始

下一步底播工作，本发明具有培育出的贻贝附着

基裙带菜苗种，可用于裙带菜底播增殖，有效减

轻贻贝及裙带菜苗种脱落，有效提高出苗率的有

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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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准备工作

贻贝附着基裙带菜种经历室内低温自然培育，长度达到0.5-2cm，海水温度低于20℃

时，进行中间育成；

选择水深2-4米，透明度为6-12米的池塘作为养殖池塘，养殖池塘面积为4-100亩；

(2)中间育成

使用养殖筏袈作为中间育成装置，筏架间距2-4米，采用平挂式挂苗方式，挂苗间绳间

距30-40cm，根据苗种大小和养殖池塘透明度调整水层；

中间育成进行日常管理，所述日常管理包括摆洗工作和数据测量工作；

日常换水，4-10亩养殖池塘日换水量大于10％，10-30亩养殖池塘日换水量大于5％，30

亩以上的养殖池塘需满足正常养殖换水量；

(3)中间育成结束

中间育成时间至少达到1-2周，裙带菜长度达3-30cm，结束中间育成，开始底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中间育成过程中，在中间育成前期，裙带菜苗种水层挂苗水层较深，水层根据公式(1)进

行计算，

D＝0.03*K+0.7                (1)

D：挂苗水深；K：透明度；单位：米；

中间育成1周后，提升裙带菜苗种水层挂苗水层，水层根据公式(2)进行计算，调整水

层，

D＝0.03*K+0.2                (2)

D：挂苗水深；K：透明度；单位：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中养殖池塘透明度为10m，苗种挂在0.5m的水层。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摆洗工作是利用长钩带动裙带菜苗种，上下、左右各摆洗2-4次，每隔3-5天进行一次摆洗工

作。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数据测量工作是定期测量裙带菜苗种长度，裙带菜苗种长度适宜底播，停止中间育成，进行

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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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藻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海洋是最具价值的生态系统之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后空

间。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开发利用海洋的活动日益增多，导致了我国近海海域污染严

重。我国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和破坏，其中海水富营养化、海水酸

化、重金属污染等问题日益加重。

[0003] 裙带菜底播增殖可以有效地缓解目前存在的大多数海洋生态问题，裙带菜可有效

固定海水中的N、P、CO2，据报道指出，每千克裙带菜可固定吸收52g碳(C)、3 .54g氮(N)、

0.51g磷(P)，故裙带菜的底播增殖可有效的缓解海洋富营养化、海水酸化等海洋生态问题。

[0004] 浮筏式养殖裙带菜苗种的中间育成工作：附着在苗帘上的裙带菜在经过约2个月

的室内低温自然光培育，裙带菜个体长度达到0.5-2cm，自然常温海水低于20℃时，可将裙

带菜苗帘挂至外海筏架上，进行中间育成工作。养殖海区应选择潮流通畅、水流较大、水质

较为肥沃的海区。常规养殖方法存在的缺点是：①浮筏式养殖裙带菜苗种，只能用于浮筏式

养殖，并不能用于裙带菜的底播增殖；②浮筏式养殖裙带菜苗种的中间育成是在海区中进

行，水文条件不适合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的中间育成。

[0005] 目前，在海洋牧场的建立过程中，裙带菜的底播增殖技术仍属于空白的，急需基于

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育苗及底播技术是解决裙带菜底播增殖的问题，缓解海洋生态问

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方法，改进中间育成方法，有效

减轻贻贝及裙带菜苗种脱落，有效提高出苗率，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浮筏式样纸裙带菜苗种

不适于底播，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散播后容易脱落的技术问题。

[0007]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准备工作

[0009] 贻贝附着基裙带菜种经历室内低温自然培育，长度达到0.5-2cm，海水温度低于20

℃，进行中间育成；

[0010] 选择水深2-4米，透明度为6-12米的池塘作为养殖池塘，养殖池塘的面积为4-100

亩；

[0011] (2)中间育成

[0012] 使用养殖筏袈作为中间育成装置，筏架间距2-4米，采用平挂式挂苗方式，挂苗间

绳间距30-40cm，根据苗种大小和养殖池塘透明度调整水层；

[0013] 中间育成进行日常管理，所述日常管理包括摆洗工作和数据测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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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日常换水，4-10亩养殖池塘日换水量大于10％，10-30亩养殖池塘日换水量大于

5％，30亩以上池塘需满足正常养殖换水量；

[0015] (3)中间育成结束

[0016] 中间育成时间至少达到1-2周，裙带菜长度为3-30cm，结束中间育成，开始底播。

[0017]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案，步骤(2)中间育成过程中，在中间育成前期，裙带菜苗

种水层挂苗水层较深，水层根据公式(1)进行计算，

[0018] D＝0.03*K+0.7     (1)

[0019] D：挂苗水深；K：透明度；单位：米；

[0020] 中间育成1周后，提升裙带菜苗种水层挂苗水层，水层根据公式(2)进行计算，调整

水层，

[0021] D＝0.03*K+0.2     (2)

[0022] D：挂苗水深；K：透明度；单位：米。

[0023]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步骤(2)中养殖池塘透明度为10m，苗种挂在0.5m的水

层。

[0024]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摆洗工作是利用长钩带动裙带菜苗种，上下、左右

各摆洗2-4次，每隔3-5天进行一次摆洗工作。

[0025]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数据测量工作是定期测量裙带菜苗种长度，当裙

带菜苗种长度适宜底播后，停止中间育成，进行底播。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利用本发明所叙述的中间育成方法培育出的贻贝附着基裙带

菜苗种，可用于裙带菜的底播增殖，可缓解海洋生态问题；本发明利用养殖池塘进行贻贝附

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养殖池塘水文条件稳定，会有效减轻贻贝及裙带菜苗种脱落，能

够有效提高出苗率。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实施例的中间育成技术路线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实施例

[0030] 参阅附图1的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技术路线，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

苗种中间育成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1] 一、中间育成条件

[0032] 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0033] 1、裙带菜苗种大小：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经历约2个月的室内低温自然培育后，

裙带菜长度达到0.5-2cm。

[0034] 2、水温条件：自然常温海水温度低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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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3、苗种密度条件：裙带菜苗种超过0.5cm的数量以3-10株为宜。

[0036] 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可进行中间育成。

[0037] 二、中间育成的养殖池塘选择

[0038] 1、水深：水深应为2-4米。

[0039] 2、透明度：透明度应为6-12米。

[0040] 3、其他条件：养殖池塘大小应满足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使用，以4-100

亩为宜；换水量要求，4-10亩养殖池塘日换水量应大于10％，10-30亩养殖池塘日换水量应

大于5％，30亩以上池塘无需考虑日换水量问题，满足正常养殖换水量即可；养殖池塘应满

足无污染，营养盐丰富，浮游生物量为5000-10000个细胞/ml的要求。

[0041] 三、中间育成形式

[0042] 1、中间育成设施：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使用的设施主要为养殖筏架，

筏架间距2-4米，相邻筏袈的间距可容纳1-2根贻贝苗绳。

[0043] 2、裙带菜苗种挂苗方式：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采取平挂式挂苗方式，将贻贝苗

绳平铺挂在养殖池中，能够使其均匀受光，减小个体差异，挂苗间绳间距30-40cm，避免苗种

之间的摩擦。

[0044] 3、裙带菜苗种挂苗水层：根据苗种大小和养殖池塘透明度调整水层。

[0045] 在中间育成前期，裙带菜苗种水层挂苗水层较深，水层根据公式(1)进行计算，

[0046] D＝0.03*K+0.7     (1)

[0047] D：挂苗水深；K：透明度；单位：米；

[0048] 中间育成1周后，提升裙带菜苗种水层挂苗水层，水层根据公式(2)进行计算，调整

水层，

[0049] D＝0.03*K+0.2       (2)

[0050] D：挂苗水深；K：透明度；单位：米。

[0051] 透明度在10米左右的池塘，苗种应挂在0.5m左右的水层；在池塘透明度较低的情

况下，适当调高水层，根据公式(2)，计算选择适宜高度的养殖水层。

[0052] 四、日常管理

[0053] 1、摆洗工作：开始进行中间育成后，应每隔3-5天进行摆洗工作，摆洗工作为利用

长钩带动苗种，上下、左右各摆洗2-4次，主要目的为清除裙带菜苗种表面附泥、减少表面杂

藻、强健苗种等。

[0054] 2、数据测量工作：应定期测量裙带菜苗种长度，当裙带菜苗种长度达到适宜底播

的长度后，则停止中间育成，进行底播。

[0055] 五、中间育成结束

[0056] 中间育成结束时期根据裙带菜苗种长度而定，采取分批结束中间育成的方式，即

当裙带菜苗种生长至合适长度，同时满足移至池塘进行中间育成的时间在1-2周以上，可结

束中间育成。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时间至少为1-2周，才可使裙带菜苗种在贻贝附着基上附

着牢固。缺少本实施例的所述中间育成，裙带菜苗种附着不牢固，底播后会出现脱落现象。

裙带苗种长度达到3-30cm，同时育成时间至少达到1-2周，可结束中间育成。根据裙带菜苗

种长度与中间育成周期，采用分批结束中间育成的方式，确保所有的裙带菜苗种均符合底

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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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六、相关实验及数据

[0058] 1、实验设计

[0059] 为探究一种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育成的最佳养殖水层，选择透明度为10米

的养殖池塘，选择0.5米水层作为A组，1米水层作为B组，1.5米水层作为C组，进行实验，三组

的裙带菜苗种数量相同，苗种密度相同，中间育成的摆洗工作方式相同，三组之间区别仅在

于选择水层不同。实验过程中，分别在中间育成第10天、第20天、第30天、第40天，四次测量A

组、B组、C组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的出苗率及苗种平均长度，从而确定中间育成过程中最

佳水层。

[0060] 2、实验结果

[0061] ①不同水层对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出苗率的影响，结果参见表2。

[0062] 表2不同水层对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出苗率的影响(单位：％)

[0063]

[0064] 从表2可看出，A组四次测量的出苗率均高于其余两组同时期的出苗率，第一次测

量的出苗率为73.55％，第四次测量的出苗率达到93.55％，远高于其余两组第四次测量得

到的出苗率。可见从苗种的出苗率来看，透明度为10的养殖水塘，选择0.5m水层较为适宜，

[0065] ②不同水层对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平均长度的影响，结果参见表3。

[0066] 表3不同水层对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平均长度的影响(单位：cm)

[0067]

[0068] 从表3可看出，A组第一次测量苗种平均长度为7.59cm，第二次测量苗种平均长度

为22.55cm，第三次测量苗种平均长度为27.47cm，第四次测量的苗种平均长度为31.88cm，

四次测量得到苗种平均长度均长于其余两组同时期的苗种平均长度。从苗种平均长度来

看，透明度为10的养殖池塘，选择0.5m水层较为适宜。

[0069] 3、结果分析

[0070] ①利用SPSS18数理统计软件，就每次测量的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出苗率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各组之间，P＜0.05，差异显著，且0.5米水层的出苗率在三次测量中均为最

高值。

[0071] ②利用SPSS18数理统计软件，就每次测量的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总数量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各组之间，P＜0.05，差异显著，且0.5米水层的苗种平均长度在三次测量中

均为最高值。

[0072] 因此，透明度为10米的养殖池塘，最佳的养殖水层为0.5米。同时推出适用于不同

透明度的养殖池塘的养殖水层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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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D＝0.03*K+0.2，其中D：挂苗水深，K：透明度，单位：米

[0074] 运用上述公式计算不同透明度的养殖池塘应选择的适宜水层，达到裙带菜出苗率

高、裙带菜不从贻贝附着基脱落的目的。

[0075] 4.对比实验

[0076] 将裙带菜苗种分别运用实施例所述中间育成方法、常规的裙带菜苗种挂至海上进

行中间育成方式后进行底播，分别作为采取中间育成组与挂至海上育成组，进行比较，结果

见表4。

[0077] 表4两种养殖方式比较

[0078]

[0079] 表4中的采取中间育成组是采用实施例的中间育成法，挂至海上育成组是采用常

规的裙带菜苗直接挂至海上中间育成的方法；贻贝初始密度是每一绳贻贝苗的数量；苗种

底播前贻贝密度是指苗种生长到底播前期，每一绳贻贝的数量；裙带菜初始附着密度是指

裙带菜采苗后的密度，即最初密度；苗种底播前裙带菜密度是指苗种生长到底播前期，每一

个贻贝上的裙带菜苗种数量。由表4可见，采用本实施例所述中间育成方法裙带菜苗种出苗

率达96.35％，高于传统挂至海上中间育成后底播的出苗率1.60％。采用实施例的中间育成

方法的裙带菜苗种底播前密度高于传统的海上育成方式的苗种密度。

[0080] 因此，本实施例提供的育成方法适合用于裙带菜苗种底播。

[008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利用本发明所建立的中间育成方法培育出的贻贝附着基裙带

菜苗种，可用于裙带菜的底播增殖；本发明利用养殖池塘进行贻贝附着基裙带菜苗种中间

育成，养殖池塘水文条件稳定，会有效减轻贻贝及裙带菜苗种脱落，能够有效提高出苗率。

[008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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