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170803.0

(22)申请日 2019.11.26

(71)申请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

所

地址 266000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

106号

(72)发明人 任宪云　吕建建　高保全　徐垚　

洪宜展　李健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合创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7264

代理人 王晓晓

(51)Int.Cl.

A01K 61/59(2017.01)

A01G 3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锦绣龙虾与海葡萄混养的养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

的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养殖池的准备；

（2）海葡萄的投放；（3）锦绣龙虾苗的投放；（4）日

常管理；（5）病害防治；（6）海葡萄的采收。本发明

根据海葡萄和锦绣龙虾的生物学特性，应用可升

降养殖浮床接种海葡萄，通过调节养殖浮床的高

度达到海葡萄生长最适的光照，同时养殖浮床可

以给底栖的龙虾营造适宜的阴暗环境，并同时达

到最适于锦绣龙虾生长的光照强度。本发明所述

的养殖方法具有成本低、操作简便、节省饵料的

特点，能全年不间断生产海葡萄，且养殖的锦绣

龙虾存活率高、生长速度快、周期短、养殖效益

好，而且还可以提高养殖车间的利用率，有利于

规模化推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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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养殖池的准备：在养殖池的底部铺设栖息体，将所述养殖池和栖息体充分消毒后，

注入过滤海水；

（2）海葡萄的投放：海葡萄苗种去除附着杂藻后均匀投放于养殖浮床上，海葡萄苗种的

投放量为1.8~2.4  kg/养殖浮床，投放密度为1.3~2.3  kg/m
2；

（3）锦绣龙虾苗的投放：选择5.0~20.0g/尾的锦绣龙虾苗杀菌后，投入养殖池中与海葡

萄混养，其投放量为30~50尾/m2，当锦绣龙虾的体重超过400g/尾时进行分疏，每个养殖池

保留5~10尾/m2；

（4）日常管理

a、饵料投喂：锦绣龙虾的体重小于20g/尾时，每4h投喂一次；锦绣龙虾的体重不小于

20g/尾时，每天投喂4次，早晚各2次；

b、水质调控：保持水温为22~30℃，盐浓度为20~33‰，pH为7.8~8.5，溶解氧浓度为9~12 

mg/L，氨氮浓度小于0.2  mg/L；

c、光照控制：海葡萄的光照强度为3000~5000  lux，锦绣龙虾的光照强度为100~200 

lux；

（5）病害防治：每8~10d使用溴氯海因消毒养殖池水体，连用2~3次；

（6）海葡萄的采收：在海葡萄生长2~3个月后，采收海葡萄；

（7）锦绣龙虾的捕获：在养殖10~12个月后，捕获锦绣龙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中注入海水的高度为1.2~1.5  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中栖息体内部为空心，其材质为塑料、水泥、竹子、石头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栖息体的铺

设层数为1~3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养殖浮床由框架和网格构成，所述框架和网格通过塑料扎带进行固定连接，所述养殖

浮床的四周安装有升降托绳，能够调节养殖浮床的高度，所述网格的孔径不小于5m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浮

床的材质为塑料材质，所述升降托绳的材质为塑料材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在养殖初期，所述养殖浮床距离养殖池底80~100  cm；在经过海葡萄的萌芽期5~8天

后，海葡萄的直立茎每生长1cm，则向水面升高所述养殖浮床2~3cm；在养殖后期，提升所述

养殖浮床至距离水面35-40cm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锦绣龙虾苗的杀菌方法为使用25~35  ppm的聚维酮碘浸泡锦绣龙虾苗30~40  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4）中白天投喂量为总投喂量的30~40%，夜晚投喂量为总投喂量的60~70%；当锦绣龙虾体重

<20g/尾时，日投喂量为锦绣龙虾体质量的20~25%；锦绣龙虾的体重为20~50g/尾时，日投喂

量为锦绣龙虾体质量的10~15%；锦绣龙虾的体重为50~400g/尾时，日投饵量为锦绣龙虾体

质量的8~10%；锦绣龙虾的体重大于400g/尾时，日投饵量为锦绣龙虾体质量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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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4）中养殖池需要每天至少完成1次海水的更新，换水量为100%。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6）中采收时将整片养殖浮床从水里取出，仅采收海葡萄直立茎前8~10cm处，适当留种后继

续培养，并重复5~7次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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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锦绣龙虾与海葡萄混养的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体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锦绣龙虾与海葡萄混养的养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锦绣龙虾（Panulirus  ornatus）属于甲壳纲、十足目、龙虾科，龙虾属。我国沿海渔

民也将这种龙虾称为“青龙”、“花龙虾”或“七彩龙虾”。锦绣龙虾是龙虾属中体型最大者，其

体长可达60  cm，体重可达3  kg以上，其通常生活在珊瑚外围水深1-10  m的泥沙质地里，在

岩礁及礁斜面之静水处也比较多，而目前市面上的龙虾主要来自于野生捕捞。但锦绣龙虾

作为世界名贵的经济虾类，随着市场对龙虾需求量的不断增加，龙虾资源由于过度捕捞而

出现资源匮乏的迹象。因此，开展人工养殖龙虾势在必行。种苗繁育是人工养殖龙虾的先决

条件之一，但现在对锦绣龙虾的基础生物学特性和胚胎发育观察研究尚未成功，目前只能

依靠捕捞野生小苗开展龙虾人工养殖，该方法养殖规模小，周期长，成本高，不利于产业化

推广，所以需要寻求新的适合于锦绣龙虾工厂化养殖的方法。

[0003] 海葡萄（Caulerpa  lentillifera）也叫“长命草”、“绿色鱼子酱”，学名为长茎葡萄

蕨藻，隶属于绿藻门、蕨藻科、蕨藻属，原产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及日本的冲

绳等地。海葡萄是一种可食用藻类，所含热量极低、味道鲜美且营养价值高，不仅可以直接

食用，还可以作为拉面和海鲜盖饭等食物的配料。海葡萄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与维生

素、蛋白质、丰富的钙、钾、镁、铁等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具有净化血液、抗氧化、抗癌、抗肿瘤

作用，还能够降低血液胆固醇，是非常理想的保健食品。海葡萄人工繁殖起源于日本冲绳

县，虽然其养殖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由于海葡萄对生长环境、水质的要求极高，人工养殖

难度较大。目前海葡萄一般局限于室外池塘和室内水泥池养殖，室外池塘养殖受气候等因

素影响，存在养殖周期短、养殖产量低等缺陷，而工厂化养殖虽然可以避免上述的劣势，但

却存在着养殖模式单一、成本高的问题。

[0004] 而目前，在生产中还没有关于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报道和实例。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克服了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和问题，并填补了没有关于海葡萄与锦绣龙虾

混养的空白，提供了一种锦绣龙虾与海葡萄混养的养殖方法，该技术是在水泥池的底部养

殖锦绣龙虾，在上部养殖海葡萄，不仅可以缩短锦绣龙虾的自然生长周期，还可以增加海葡

萄的产量，提高车间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的具体技术方案：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海葡萄与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该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养殖池的准备：在养殖池的底部铺设栖息体，将养殖池和栖息体充分消毒后，注入

过滤海水；

（2）海葡萄的投放：海葡萄去除附着杂藻后，将海葡萄苗种均匀投放于养殖浮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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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苗种的投放量为1.8~2.4  kg/养殖浮床，投放密度为1.3~2.3  kg/m
2；

（3）锦绣龙虾苗的投放：选择5.0~20.0g/尾的锦绣龙虾苗杀菌后，投入养殖池中与海葡

萄混养，其投放量为30~50尾/m2，当锦绣龙虾的体重超过400g/尾时进行分疏，每个养殖池

保留5~10尾/m2；

（4）日常管理

a、饵料投喂：锦绣龙虾的体重小于20g/尾时，每4h投喂一次；锦绣龙虾的体重不小于

20g/尾时，每天投喂4次，早晚各2次；

b、水质调控：保持水温为22~30℃，盐浓度为20~33‰，pH为7.8~8.5，溶解氧浓度为9~12 

mg/L，氨氮浓度小于0.2  mg/L；

c、光照控制：海葡萄的光照强度为3000~5000  lux，锦绣龙虾的光照强度为100~200 

lux；

（5）病害防治：每8~10d使用溴氯海因消毒养殖池水体，连用2~3次；

（6）海葡萄的采收：在海葡萄生长2~3个月后，采收海葡萄；

（7）锦绣龙虾的捕获：在养殖10~12个月后，捕获锦绣龙虾。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中注入海水的高度为1.2~1.5  m。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中栖息体内部为空心，其材质为塑料、水泥、竹子、石头中

的至少一种，所述栖息体的铺设层数为1~3层。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中养殖浮床由框架和网格构成，所述框架和网格通过塑料

扎带进行固定连接，所述养殖浮床的四周安装有升降托绳，能够调节浮床的高度，所述网格

的孔径不小于5mm。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养殖浮床的材质为塑料材质，所述升降托绳的材质为塑料材质。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中，在养殖初期，所述养殖浮床距离养殖池底80~100  cm；

在经过海葡萄的萌芽期5~8天后，海葡萄的直立茎每生长1cm，则向水面升高所述养殖浮床2

~3cm；在养殖后期，提升所述养殖浮床至距离水面35-40cm处。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3）中锦绣龙虾苗的杀菌方法为使用25~35  ppm的聚维酮碘浸

泡锦绣龙虾苗30~40  min。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中白天投喂量为总投喂量的30~40%，夜晚投喂量为总投喂

量的60~70%；当锦绣龙虾体重<20g/尾时，日投喂量为锦绣龙虾体质量的20~25%；锦绣龙虾

的体重为20~50g/尾时，日投喂量为锦绣龙虾体质量的10~15%；锦绣龙虾的体重为50~400g/

尾时，日投饵量为锦绣龙虾体质量的8~10%；锦绣龙虾的体重大于400g/尾时，日投饵量为锦

绣龙虾体质量的5~6%。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中养殖池需要每天至少完成1次海水的更新，换水量为

100%。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6）中采收时将整片养殖浮床从水里取出，仅采收海葡萄直立

茎前8~10cm处，适当留种后继续培养，并重复5~7次采收。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根据锦绣龙虾喜阴的生活习性，在养殖池上方搭建养殖海葡萄的养殖浮床，通

过调节养殖浮床的高度以此来提供海葡萄生长最适的光照，同时养殖浮床也给锦绣龙虾提

供遮阴的环境，并结合本发明科学合理的投放密度和饵料投喂量，不仅提高了锦绣龙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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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生长速度和存活率，缩短锦绣龙虾的自然生长周期，还可以增加海葡萄的产量和质

量，能全年不间断生产海葡萄，适合于锦绣龙虾的工厂化养殖，另外还提高了养殖车间的利

用率，并且成本较低，有利于规模化推广，同时也能为下一步开展人工繁育奠定亲本储备基

础。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8] 本发明所述的海葡萄和锦绣龙虾混养的养殖方法，其步骤如下：

1、养殖池准备：在养殖池的底部铺设一层或多层空心的栖息体，以供锦绣龙虾栖息用；

将养殖池和栖息体充分消毒后，注入过滤好的海水，海水高度为1.2~1.5m。

[0019] 2、养殖浮床准备：养殖浮床由框架和网格构成，并通过塑料扎带进行固定连接，其

四周安装有升降托绳，可以用来调节养殖浮床的高度，养殖浮床所有配件的材质均为塑料，

可以防止海水对其的腐蚀，其中网格的孔径不小于5mm。

[0020] 3、海葡萄的投放：选择生长健壮的海葡萄作为苗种，去除附着杂藻。每个养殖浮床

投放1.8~2.4  kg的海葡萄苗种，其投放密度为1.3~2.3  kg/  m2。将海葡萄苗种均匀放置于

网格上，养殖浮床四周用网线缝起来，保持海葡萄苗种的固定。

[0021] 养殖初期，养殖浮床与养殖池底的距离为80~100  cm，经过海葡萄的萌芽期后，海

葡萄的直立茎每生长1cm，则向水面升高养殖浮床2~3cm，在海葡萄养殖后期，提升养殖浮床

至距离水面35-40cm处，避免因光照不足影响海葡萄整体的生长以及海葡萄过分遮挡锦绣

龙虾的光照的情况出现。

[0022] 4、锦绣龙虾苗的投放：选择5.0~20.0g/尾的锦绣龙虾苗，使用25~35  ppm的聚维酮

碘浸泡锦绣龙虾苗30~40  min，预防龙虾苗的病害，然后将锦绣龙虾苗投放入养殖池中，与

海葡萄混养，其投放量为5.0~20.0g/尾小苗30~50尾/m2，在养殖的过程中逐步分疏，当锦绣

龙虾的体重大于400g/尾时，每个养殖池保留5~10尾/m2。

[0023] 5、饵料投喂：当锦绣龙虾的体重小于20g/尾时，每4h投喂一次，日投喂量为锦绣龙

虾体质量的20~25%，投喂撬开壳的新鲜双壳贝类，如牡蛎、杂色蛤，菲律宾蛤仔等；当锦绣龙

虾的体重不小于20g/尾时，每天投喂4次，早晚各2次，其中锦绣龙虾的体重为20~50g/尾时，

日投喂量为锦绣龙虾体质量的10~15%，锦绣龙虾的体重为50~400g/尾时，日投饵量为锦绣

龙虾体质量的8~10%，锦绣龙虾的体重大于400g/尾时，日投饵量为锦绣龙虾体质量的5~6%，

此时除投喂双壳贝类外，还可以投喂新鲜的鱿鱼、青蟹及鱼类等；并且白天投喂量为总投喂

量的30~40%，夜晚投喂量为总投喂量的60~70%。

[0024] 6、水质调控：每天检测一次养殖池水质，并至少完成1次水量的更新，其中保持水

温为22~30℃，盐浓度为20~33‰，pH为7.8~8.5，溶解氧浓度为9~12  mg/L，氨氮浓度小于0.2 

mg/L。

[0025] 7、光照强度：海葡萄的生长光照强度为3000~5000  lux，锦绣龙虾的光照强度维持

在100~200  lux。

[0026] 8、病害防治：每8~10d使用溴氯海因消毒养殖池水体，连用2~3次。若海葡萄藻体附

着杂藻，则使用喷壶或水泵喷刷藻体，去除杂藻。

[0027] 9、海葡萄的采收：在海葡萄生长2~3个月后即可采收，收获时将整片养殖浮床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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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取出，部分采收，仅采收海葡萄直立茎前8~10cm，并适当留种，可以让海葡萄继续生长，以

此重复5~7次采收。

[0028] 10、锦绣龙虾的捕获：在养殖12个月后，捕获锦绣龙虾。

[0029] 实施例1

本实施例中，养殖地点选择在建筑面积为1000m2的养殖车间内，车间内设有24个4m×

4m×1.5m的水泥养殖池，养殖池呈锅底形，上方设有出水口管道，下方底部有出水口，水位

可调节。

[0030] 1、海水处理系统准备：由养殖车间向海底铺设约200m的取水管道，抽取海水上来

需先经过初级沉淀池，沉淀后的海水进入第一个砂滤罐进行初过滤，再进入第二个砂滤罐

进行深度过滤，然后经过软水处理系统，最后进入海水储水罐待用。

[0031] 2、养殖池准备：在养殖池的底部铺一圈空心砖供锦绣龙虾栖息用；将养殖池和空

心砖消毒后注入处理好的海水，海水高度为1.5m。

[0032] 3、养殖浮床准备：每个养殖池放置6个规格为1.2m×1m的养殖浮床。养殖浮床是由

饮用水管道和塑料网格制成的，具体为使用饮用水管道做浮床框架，在框架中间铺设2片塑

料网格。由于要将海葡萄的苗种置于网格上，所以设置网格的孔径为5mm。在放置好苗种后，

塑料网格与饮用水管道之间通过塑料扎带进行固定，浮床的吊绳及其他配件均使用塑料材

质以防止海水的腐蚀，并且养殖浮床可通过升降托绳来调节。

[0033] 4、海葡萄的投放：选用体长平均为10cm、生长健壮的海葡萄作为苗种。在养殖前，

需要处理掉海葡萄苗上附着的杂藻。初始每个浮床投放海葡萄2.4kg，平均投放密度为2 

kg/m2。养殖初期浮床控制在距离养殖池底80cm的高度，经过5~8天的萌芽期，直立茎每生长

1cm，浮床向水面升高  3cm，同时提高海葡萄和锦绣龙虾的光照强度。在养殖后期，海葡萄茎

的延长会使藻体铺满浮床，藻体密度明显增加，藻体间相互遮光使部分藻体受光不足，为避

免影响整体的生长速度以及锦绣龙虾的生长，提升浮床至距离水面40cm来避免藻体间相互

遮光使部分藻体受光不足以及藻体下方的锦绣龙虾无光照。

[0034] 5、清除杂藻：在海葡萄养殖生长期间，主要会受底栖硅藻等杂藻的附着影响，这不

仅影响海葡萄藻体的外观并降低品质，还会影响藻体的生长，严重时会造成藻体的白化腐

烂甚至死亡。若发现硅藻附着海葡萄藻体时，可通过喷洗海葡萄藻体、养殖池的池底池壁以

及浮床，降低光照强度来改善和清除杂藻。

[0035] 6、锦绣龙虾苗的投放：将体重达到5  g以上的锦绣龙虾苗使用30ppm的聚维酮碘浸

泡处理30min后，放入养殖池中，与海葡萄进行混养，放养初始密度为30尾/m2，在养殖过程

中逐渐分疏，当龙虾规格大于400g/尾时，每个养殖池放养密度为5尾/m2。

[0036] 7、饵料投喂：投饵时一般选择每天投喂4次，早晚各2次，白天投喂量为总投喂量的

30%，夜晚投喂量为总投喂量的70%。在养殖前期龙虾体重<20g/尾时，投喂新鲜的双壳贝类，

如牡蛎、杂色蛤，菲律宾蛤仔等，但需撬开壳投喂，此时需每4  h投喂一次，日投喂量为龙虾

体质量的20%；在龙虾体重在20-50g/尾时，日投饵量为龙虾体质量的10%~15%；在养殖中期

（50~400g/尾）时，日投饵量为龙虾体质量的8%~10%；在养殖后期（>400g/尾）时，日投饵量为

龙虾体质量的5%，此时除双壳贝类外，可以投喂新鲜的鱿鱼、青蟹及鱼类等饲料。

[0037] 8、水质调控：适当地充气及流水培养是培育出优质海葡萄和锦绣龙虾的必备条

件。养殖池需要每天检测一次水质，并至少完成1次水量的更新，换水量为100%，其中水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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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22~30℃，盐浓度维持在20~33‰，pH保持在7.8~8.5，溶解氧浓度为9~12  mg/L，氨氮浓

度小于0.2  mg/L。

[0038] 9、光照控制：海葡萄的光照强度维持在3000~5000  lux；锦绣龙虾的光照强度维持

在100~200  lux。

[0039] 10、病害防治：锦绣龙虾抗病能力强，养殖周期一般不会发生病害，主要以防治为

主。预防措施为：每10d左右使用30ppm溴氯海因消毒水体，连用2次。锦绣龙虾易得的疾病主

要为烂鳃病、纤毛病和烂尾病等，治疗方法如下：烂鳃病：使用1.5~2.0  mg/L的诺氟沙星，每

天1次，连用3d；烂尾病：在最初感染时，使用30ppm的聚维酮碘消毒浸泡；纤毛病：用0.8~1.2 

mg/L无水硫酸锌或0.5~1.5  mg/L螯合铜，每天1次，连用3天，均在每次换水后施药；其他寄

生虫病：用3~5  mg/kg的高锰酸钾浸泡锦绣龙虾30min。

[0040] 11、海葡萄的采收：海葡萄经过2个月的养殖收获，每次收获的重量一般为投放苗

种重量的3倍以上，此时海葡萄直立茎的长度在16~20  cm。收获时将整片浮床从水里取出，

采摘前面10cm的海葡萄直立茎，剩余部分留种，供海葡萄继续生长，以便于进行多次采收。

[0041] 在本实施例中，总共放养2000尾锦绣龙虾苗，经过12个月的养殖，收获锦绣龙虾

1663尾，养殖成活率为83.2%，个体锦绣龙虾重量均达到400g以上，共收获锦绣龙虾1663.2 

kg，单位面积产量达4.33  kg/m2；共收获海葡萄6茬，产量2177.3kg，海葡萄的平均每茬产量

达2.1  kg/m2。

[0042] 实施例2

2018年8月-2019年7月份期间在海南博鳌养殖车间开展的锦绣龙虾与海葡萄人工养殖

试验。选择建筑面积400m2的养殖车间内，设有10个5m×5m×1 .2m的水泥养殖池，养殖池呈

锅底形，上方设有出水口管道，下方底部有出水口，水位可调节。

[0043] 1、养殖池准备：水泥空心砖充分消毒后，在池低铺两圈水泥空心砖，供龙虾栖息

用。养殖所用海水从海水沙井中抽取，经过暗沉淀，再经过滤罐处理。

[0044] 2、种藻挑选：将运输回的海葡萄立即拆装，及时放入海水中，清洗、剔除烂珠，并选

择颜色正常、健康的藻体进行投放。

[0045] 3、藻种投放：将挑选好的海葡萄均匀铺设在组装好的浮床中。共铺设  6个浮床，浮

床规格为  1.4  m×0.8  m，其中每个浮床放海葡萄  1.8  kg，平均投放密度为  1.6  kg/m2，投

放时尽量避免藻种集中，然后将四周用网线缝起来，使海葡萄固定在框架中。养殖初期，浮

床与养殖池底的距离为80~100  cm，经过海葡萄的萌芽期后，海葡萄的直立茎每生长1cm，浮

床则向水面升高2~3cm。

[0046] 4、锦绣龙虾与海葡萄混养：前期锦绣龙虾在育苗池中进行暂养，当锦绣龙虾平均

体长达到7  cm后，将锦绣龙虾和挑选的海葡萄放入养殖池中进行混养，锦绣龙虾放养初始

密度为50尾/m2，养殖过程中要逐步分疏，当龙虾体重超过400g/尾时保留5尾/m2。

[0047] 5、日常管理

（1）洗池和换水：藻种投放第  3 天进行洗池换水，轻轻抖动一下框架，使烂掉的藻体分

离出来，再放水，放水时冲涮一下池底和池壁，水排完后，放新水再冲刷。日常管理中若发现

有硅藻或杂藻附着，也应及时冲洗，如发现藻体中有附着硅藻，使用喷壶或水泵喷刷藻种，

喷水力度要适中，避免使藻体受伤。

[0048] （2）光照调节：每天用照度计测定光照强度，保持海葡萄光照在3000~5000  lux，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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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避免阳光直射，还可通过黑色遮阳布进行调节；同时保持锦绣龙虾的光照强度在100~
200  lux。

[0049] （3）水温和盐浓度：每天对水温和海水盐度进行测量，养殖期间水温控制在23.5~
30.6  ℃之间，盐度在20~32‰。

[0050] （4）病害防治：与实施例1中的病害防治相同。

[0051] 本实施例中，总共放养1500尾锦绣龙虾苗，经过12个月的养殖，收获锦绣龙虾1242

尾，养殖成活率为82.8%，个体锦绣龙虾重量达到450g以上，共收获锦绣龙虾573.8  kg，单位

面积产量达2.3  kg/m2；共收获海葡萄6茬，产量972.8kg，海葡萄的平均每茬产量达2.41 

kg/m2。

[0052]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行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依然可以对前述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替

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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