疣荔枝螺(Thais clavigera Kuster)人工繁育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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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实验开展了疣荔枝螺(Thais clavigera Kuster)室内全人工繁育技术研究; 具体包括亲螺人工促
熟蓄养、卵囊采集、孵化、幼虫培育、变态和采苗等技术研究, 同时, 还开展了后期面盘幼虫对不同
附着基的喜好选择性实验, 以及不同饵料和光照对幼虫附着的影响研究。研究表明: 雌螺分批产卵, 单
个雌螺平均每次产出受精卵为 61 750 粒; 在水温 27~29℃时, 面盘幼虫经过 20 d 左右的生长发育, 壳
长达到约 600 μm, 此时开始附着变态, 由浮游生活转变为底栖生活; 附着后 10 d 左右变态为稚螺。后
期面盘幼虫对附着基的选择性实验表明, 固着牡蛎苗的栉孔扇贝壳和附有底栖硅藻的波纹板, 是稚螺
理想的附着基。不同饵料和光照对幼虫附着影响实验结果表明: 在附着变态期间, 自然光照有利于幼
虫附着变态; 同时, 连续投喂糠虾肉糜可显著提高幼虫变态率和稚螺成活率。本研究结果为今后疣荔
枝螺产业化繁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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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水产养殖第一大国, 如今我国水产

增养殖技术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疣荔枝螺的研究内

养殖量占世界水产养殖总量的 80%, 其中海水养殖

容主要集中在其生态习性 [3-4]、营养药用价值 [5-6]、性

量约占我国水产养殖总量的四成, 而贝类养殖在海

畸变 [7-8] 和染色体分析 [9] 等方面, 未见有关苗种繁育

水养殖中占比最高。近年来, 由于人们消费水平的提

方面的报道。本实验主要开展了疣荔枝螺室内人工

高, 水产品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 许多野捕贝类的产

繁育方面的研究, 以期为疣荔枝螺资源修复及人工

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开展养殖新品种人

增养殖产业化提供理论及技术支持。

工繁育技术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也在这方面取得

1

了 不 菲 的 成 就 , 先 后 成 功 突 破 了 大 竹 蛏 [1](Solen
grandis)、管角螺(Hemifusus tuba)[2]等重要经济贝类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条件
实验在青岛城阳区一处贝类育苗车间进行, 育

的人工繁育技术。
疣 荔 枝 螺 (Thais clavigera Kuster) 隶 属 腹 足 纲

苗池长宽高为 2 m×6 m×1 m。单胞藻饵料品种包括

(Gastropoda) 、 新 腹 足 目 (Neogastropoda) 、 骨 螺 科

纤 细 角 毛 藻 (Chaetoceros gracilis) 、 湛 江 等 鞭 金 藻

(Muricidae), 为我国习见种, 中国沿海均有分布, 黄

(Isochrysis zhanjiangensis)、亚心形扁藻(Platymonas

海、渤海数量较多。该种贝类生长速度快; 肉略显辣
味, 俗称“辣螺”。因其肉有“辣味”和特殊的口感,
加之营养丰富, 广受人们的喜爱。随着人们对疣荔枝
螺消费量的增加, 采捕强度连年增强, 致使疣荔枝
螺资源量锐减, 目前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
价格也随之飞涨。价格的攀升更刺激人们加大了捕
捞强度, 使得疣荔枝螺资源呈现枯竭态势。针对疣荔
枝螺资源与市场需求间的矛盾, 为补充疣荔枝螺的
苗种资源, 有必要开展疣荔枝螺规模化人工繁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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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cordiformis)、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和光合细
菌等, 单胞藻饵料在水泥池和白色塑料桶内培养;
代用饵料包括盐藻粉和螺旋藻粉。育苗用水经沉淀
池沉淀 24 h 后, 再通过砂滤池过滤 2 次后使用。充
气设施主要包括罗茨鼓风机、送风管、充气软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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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石; 在培育池内平均每 2 m2 布设一个气石。室内

为被摄食个体的整体质量, 死亡质量为死亡个体的

光照强度控制在 1 000~1 500 lx, 培育用海水盐度为

整体质量。

30~33, 水温为 27~30 ℃, pH 值为 7.6~8.4。

1.2

实验重复 3 次, 最后取 3 次的平均值进行统计
分析。

亲螺来源与运输
亲螺于 2017 年 7 月采自青岛和烟台海区, 共进

1.4

亲螺产卵与孵化

亲螺 20 kg; 其中, 10 kg 亲螺用于摄食喜好选择实验,

采集亲螺卵囊的附着基为培育篮和篮内放置的

另 10 kg 亲螺用于繁育实验。个体平均体重为 10.1 g,

波纹板。在采集卵囊的过程中, 观察卵囊的颜色; 定

壳高 38.28 mm, 壳宽 21.33 mm。采用低温干运方法

期取样测量卵囊大小, 统计每个卵簇内卵囊的数量,

将亲螺运送到实验场地。

观察统计每个卵囊内受精卵数量。

1.3

亲螺培育

1.3.1

亲螺蓄养

将附着有卵囊的培育篮和波纹板, 用砂滤海水
冲洗干净后, 移入孵化池中孵化。孵化期间, 保持孵

亲螺经洗刷和消毒等处理后, 放入培育篮中,
在培育池中用砂滤海水进行蓄养。
培育篮为自制的镂空塑料篮, 形状为长方体,

化池水位在 85~90 cm。每天换水 1 次, 换水量为水体
的 1/3。孵化用海水盐度为 30~33, 水温为 27~29℃。

1.5

幼虫培育与采苗

长宽高为 30 cm×20 cm×10 cm, 培育篮六面开有方形

待卵囊孵化出足够量的幼虫后, 将培育篮和波

的小孔与外界相通, 小孔直径小于螺体壳宽。培育篮

纹板转移到新的孵化池继续孵化。把孵化完毕的孵

通过吊绳悬吊在浮漂下方; 为保障水体环境相对稳

化池内的幼虫进行选优, 把选优收集的幼虫放到培

定, 通过调整浮漂吊绳的长度, 使培育篮悬挂于培

育池开始幼虫培育。

育池的中间水层。

幼虫培育密度控制在 0.2~0.3 个/mL。在培育期

每篮放亲螺 1~2 kg, 约 100~200 只/篮。

间, 每天换水 2 次, 每次换水 1/3。

每天 16: 00 投喂鲜活的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幼虫饵料种类为金藻、扁藻和光合细菌等生物

philippinarum)和四角蛤蜊(Mactra veneriformis)等活

饵料, 每天添加盐藻粉和螺旋藻粉等代用饵料; 采

体贝类。投喂前, 先检查残饵情况, 清除摄食后残留

取混合投喂的方式培育。

的贝壳及死亡的亲螺。

每天 7: 00、15: 00 和 23: 00 各投喂一次, 根据

在亲螺蓄养期间, 培育池水深控制在 80 cm 左
右。日换水量为池水的 30%~40%, 每 4 d 换池一次。
1.3.2

残饵、水色及镜检幼虫肠胃内含物多少进行调整具
体投喂量, 一般绝大多数的幼虫满胃即可。

亲螺摄食喜好选择实验

每天用显微镜观察记录幼虫生长情况。

在亲螺培育过程中, 开展亲螺对不同饵料种类
的摄食喜好选择实验。

幼虫经过 12 d 左右的生长, 幼虫壳长平均约
600 μm, 有 3/4 发育至三螺层幼虫初期, 此时幼虫面

饵料种类选取市面上常见的菲律宾蛤仔、四角

盘持续增大并拉长。17 d 左右, 幼虫单个面盘长度超

蛤蜊、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中国蛤蜊(Mactra

过体宽, 并且出现亲壁和上浮现象, 此时陆续开始

chinensis)、文蛤(Meretrix meretrix)、长牡蛎(Crassostrea

投放附着基。并开展不同附着基附苗效果实验、不

gigas)和青蛤(Cyclina sinensis)等活体贝类。

同饵料和光照对幼虫诱导附着变态作用的影响实验

实验亲螺共 10 kg。以上述活体贝类为饵料, 采
取混合投喂的方式, 每种饵料的投喂量皆为 150 g,
每次实验的时间为 24 h, 重复 3 次。

和不同饵料对幼虫变态的影响效果实验。
1.5.1

幼虫对附着基选择及采苗效果实验
实验用附着基分为光板波纹板(指没有附着任何

每次实验于亲螺连续摄食 24 h 后, 统计疣荔枝

生物和饵料的波纹板)、附着底栖硅藻的波纹板、

螺亲螺摄食情况。分别称量各种饵料投喂前的初始

光片栉孔扇贝贝壳串(指贝壳未固着牡蛎苗)、固着

质量、剩余质量及死亡质量, 三者差值即为亲螺当次

有牡蛎苗的栉孔扇贝贝壳串和固着有牡蛎苗的虾

实验的摄食质量。其中, 剩余质量为剩余活体饵料的

夷扇贝贝壳串。以上各组实验的幼虫培育密度均为

整体质量(包括贝壳质量和软体部质量), 摄食质量

0.2 个/mL。实验中, 观察幼虫附着及采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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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午 16: 00 各投喂一次。观察稚螺的变态率。

不同饵料和光照对幼虫诱导附着作用
实验容器为 70 L 的白色聚乙烯桶; 共分 6 个实

验组, 每个实验组包含两个平行组。实验材料选用的
是即将变态的后期面盘幼虫。在不同光照条件下和
投喂不同饵料情况下, 观察比较 72 h 内幼虫的附着
变态率。对于强光照实验组, 光照昼夜变动范围为
0~10 000 lx, 水温平均为 29.9℃; 在低光照实验组,
光照昼夜变化范围为 0~100 lx, 水温平均为 29.7℃。
投喂的饵料分别为糠虾和牡蛎肉榨取汁以及螺旋藻,

1.6

稚螺培育
投放附着基 5~7 d 后, 水体中的浮游幼虫转为匍

匐生活; 在波纹板和贝壳上可以看到黑色稚螺, 此
时进入稚螺培育阶段。
稚螺培育前期, 在稚螺个体小于 1 mm 时, 每天
换水 2 次, 每次换水 1/2, 每隔 3 d 换池一次。稚螺采
用盐藻粉、蛋黄、糠虾榨取汁和新鲜蛤蜊肉榨取汁等
作为饵料, 进行混合投喂。盐藻粉和蛋黄使用 200 目

榨取汁和螺旋藻用 300 目筛绢过滤后投喂, 投喂 1 h

筛绢过滤后投喂; 糠虾和新鲜蛤蜊肉的榨取汁系把

后换水 80%, 然后各组均投入相同密度的金藻。每天

糠虾和新鲜蛤蜊肉用搅拌机打碎后再经 200 目筛绢

早上 8: 00 和下午 16: 00 各投喂一次。糠虾和牡蛎肉

过滤后制成。

的榨取汁系把糠虾和牡蛎肉用搅拌机打碎后再经

当稚螺生长达到 1 mm 时, 用软毛刷将其轻轻从

300 目筛绢过滤后制成。

附着基上刷下, 池壁上的稚螺用水冲下后在排水口

1.5.3

外用 80 目筛网收集, 将其转移到鲍鱼培育网箱内培

不同饵料对幼虫变态的影响效果
实 验 材 料 选择 即 将 附 着变 态 的 后 期面 盘 幼 虫 ,

育。此时, 每天将稚螺连同网箱倒入新的培育池。饵

壳高平均为 650~700 μm。实验容器为 70 L 的聚乙烯

料为蛋黄、糠虾和蛤蜊肉榨取汁。

白桶。幼虫密度平均为 0.2 个/mL。每种饵料设三个

2

平行组, 共 9 桶。投喂的饵料分别为糠虾和牡蛎榨取
汁以及鲍鱼微颗粒饲料, 榨取汁和鲍鱼微颗粒饲料

2.1

亲螺摄食喜好研究
亲螺对缢蛏、菲律宾蛤蜊、四角蛤蜊、中国蛤蜊、

用 200 目筛绢过滤后投喂, 投喂 1 h 后换水 80%, 然
后各组均投入相同密度的金藻。每天早上 8: 00 和下

结果与分析

文蛤、长牡蛎和青蛤等贝类的喜好选择结果见表 1。

表 1 疣荔枝螺对七种贝类的摄食喜好选择
Tab. 1 Comparison of the feeding preferences of seven species of shellfish of Thais clavigera
实验项目

初始质量/g

剩余质量/g

死亡质量/g

摄食质量/g

缢蛏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150.0

21.2±7.6

0.0±0.0

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150.0

118.8±23.2

3.1±4.3

四角蛤蜊 Mactra veneriformis

150.0

21.2±6.7

0.0±0.0

文蛤 Meretrix meretrix

150.0

113.4±26.4

0.0±0.0

36.6±26.4

长牡蛎 Crassostrea gigas

150.0

136.8±18.7

0.0±0.0

13.2±18.7

中国蛤蜊 Mactra chinensis

150.0

20.5±12.4

0.0±0.0

129.5±12.4

青蛤 Cyclina sinensis

150.0

0.0±0.0

1.7±2.5

由表 1 可以看出, 疣荔枝螺较为喜欢摄食缢蛏、

148.3±2.5

128.8±7.6
28.1±20.2
128.8±6.7

产卵过程中每个卵簇所含卵囊数目不同, 一个

四角蛤蜊和中国蛤蜊, 而对于菲律宾蛤仔、文蛤和长

卵簇所含卵囊数最少为 72 个, 最多为 538 个, 平均

牡蛎摄食较少, 青蛤则极少摄食。

每个卵簇有 250 个卵囊。每个卵囊的平均重量约为

2.2

9.7 mg。

亲螺培育与产卵
经观察, 水温在 24℃及以上时, 疣荔枝螺开始

不同长度卵囊的怀卵量差异较大(具体见表 2)。
卵囊怀卵量总体趋势为: 卵囊越长, 其怀卵量越大。

大规模产卵。
在培育池内, 亲螺交配后, 雌螺在附着基上产

每个卵囊所含受精卵数最少为 133 粒, 最多为 401 粒,

出淡黄色瓶状卵囊, 多个卵囊聚成卵簇。卵囊长

平均每个卵囊含有 247 粒受精卵, 每个亲螺平均每

4~8 mm, 直径为 0.5~1.5 mm。

次产卵量为 61 750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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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疣荔枝螺不同大小卵囊的受精卵数量
Tab. 2 The zygote number of Thais clavigera in different length eggbag
卵囊长度/mm

4.5±0.2

5.0±0.2

5.5±0.2

6.0±0.2

6.5±0.2

7.0±0.2

7.5±0.2

8.0±0.2

受精卵数量

133±20

166±30

197±21

231±22

270±31

305±29

366±34

401±29

卵囊从产出到孵化, 其颜色由淡黄色逐渐变为黑

变态幼虫这四个时期。见表 3。
由表 3 可知, 浮游幼虫在水温 27~28℃条件下,

色。在 27℃水温下, 卵囊经过 13 d 左右孵出面盘幼虫,
面盘幼虫在水中营浮游生活。至此, 进入幼虫培育阶段。

2.3

浮游期为 15~20 d, 变态期为 10~15 d。附着后的疣荔
枝螺稚螺有 3 个螺层, 刚完成变态稚螺的壳高约为

疣荔枝螺个体发育过程

1 000 μm。此时, 稚螺习性与成螺完全一致, 营底栖

幼虫从卵囊出膜后, 营浮游生活; 此后, 主要经

生活, 为肉食性螺类。

历初期面盘幼虫、中期面盘幼虫、后期面盘幼虫和

疣荔枝螺胚胎及幼虫和稚螺发育全过程见图 1。

表 3 疣荔枝螺幼虫发育情况(27~28℃)
Tab. 3 Stages of larval development of Thais clavigera (27~28℃)
发育阶段

出膜后时间

幼虫大小/μm

初期面盘幼虫

1d

300~330

1 个螺层, 具有两个椭圆形面盘

中期面盘幼虫

3~5 d

370~430

2 个螺层, 面盘增大呈蝶形

后期面盘幼虫

8~15 d

470~600

3 个螺层, 面盘继续增大, 并且拉长, 依然呈蝶形, 面盘腹足皆可运动

变态幼虫

16~25 d

800~1 000

稚螺

25 d+

Fig. 1

1 000+

主要形态特征

开始沉底附着, 幼虫存在面盘且逐渐退化, 但只用腹足运动
3 螺层, 底栖生活, 吸附力强

图 1 疣荔枝螺卵、胚胎和幼虫的形态
The morphology of eggs, embryos and larvae of Thais clavigera Kuster

注: a. 卵囊; b. 受精卵; c. 排出极体; d. 胚盘形成; e. 2 细胞期; f. 4 细胞期; g. 8 细胞期; h. 16 细胞期; i. 32 细胞期; j. 多细胞期; k. 囊胚
期; l. 原肠期; m~n. 膜内担轮幼虫期; o~q. 膜内面盘幼虫; r. 孵出幼虫后的卵囊; s. 前期面盘幼虫; t. 后期面盘幼虫; u. 后期面盘幼虫
(变态期幼虫) v. 稚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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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幼虫生长情况

幼虫对附着基选择及采苗效果实验结果见表 4。

疣荔枝螺浮游时期幼虫壳长生长情况见图 2。从
图 2 可知, 幼虫在第 1~5 d 时生长缓慢; 但随后第 6 d
开始, 幼虫生长进入快速生长期, 并一直持续到第
20 d。 在 整 个 幼 虫 浮 游 时 期 , 壳 长 平 均 每 天 生 长

幼虫对附着基选择及采苗效果

表 4 不同附着基采苗效果比较
Tab. 4 Comparison of seedling effects using different
attachment substrates

16.35 μm, 其中在 1 螺层生长到 2 螺层期间壳长生长
快, 平均每天生长 33.67 μm。

幼虫

附苗器材

最慢, 平均每天生长 6.67 μm; 2 螺层后期生长速度最

采苗

平均采

数量/k 数量/k 苗率/%

光板波纹板

1 000

80

8

附着底栖硅藻波纹板

1 250

350

28

光片栉孔扇贝贝壳串

2 000

100

5

固着牡蛎苗的栉孔扇贝贝壳串

4 000

1 000

25

固着牡蛎苗的虾夷扇贝贝壳串

500

50

10

由表 4 可以看出, 固着底栖硅藻的波纹板采苗率最
高, 为 28%; 其次是固着有牡蛎苗的栉孔扇贝贝壳串,
为 25%; 光片栉孔扇贝贝壳串采苗效果最差。

Fig. 2

图 2 浮游期幼虫壳长生长(27~28℃)
Larval shell lengths over time during planktonic
period (27~28℃)

2.6

不同饵料和光照对幼虫诱导附着作用
不同饵料和光照对幼虫诱导附着作用实验结果

见表 5。

表 5 不同饵料及光照对幼虫 72 h 内附着变态影响
Tab. 5 Effects of different feeds and light intensities on larval attachment and metamorphosis within 72 h
条件

强光照条件附着率/%

时间

24 h

糠虾肉

21.7 ± 6.2

48 h

低光照条件附着率/%
24 h

48 h

72 h

36.7 ± 10.2

43.3 ± 8.5

72 h

0.0 ± 0.0

0.0 ± 0.0

6.6 ± 7.1

牡蛎肉

10 ± 4.1

20 ± 7.1

28.3 ± 6.2

0.0 ± 0.0

0.0 ± 0.0

4.3 ± 0.9

螺旋藻

1.7 ± 0.9

3.0 ± 1.4

5.0 ± 0.8

0.0 ± 0.0

0.0 ± 0.0

3.6 ± 0.9

由表 5 可见, 在强光照环境下, 同时间段幼虫的
整体附着率好于低光照环境。在强光照和低光照环
境下, 三种饵料对于幼虫诱导附着效果的顺序一致,
皆为糠虾榨取汁>牡蛎肉榨取汁>螺旋藻。各组幼虫
存活率均大于 95%。
由 于 螺 旋 藻对 幼 虫 诱 导附 着 变 态 的效 果 较 差 ,

表 6 不同饵料投喂下稚螺率
Tab. 6 Rate of metamorphosis with different feeds
饵料

糠虾榨取汁 牡蛎肉榨取汁 鲍鱼微颗粒饲料

变态率/%

2.8

52.3 ± 8.8

31.3 ± 3.4

65.0 ± 4.1

人工育苗情况
2017 年, 实验育苗水体为 72 m3, 共孵化初期面

因此, 在后续的相关实验中, 不再使用螺旋藻, 而改
用鲍鱼微颗粒饲料(30~40 μm 球状颗粒饲料)。

盘幼虫 2 470 万只, 后期面盘幼虫 988 万只, 培育出

2.7

壳高 1 mm 以上大小的稚螺约 140 万只。

不同饵料对幼虫变态率的影响效果
在强光照条件下, 开展不同饵料对幼虫变态影

响效果实验。结果见表 6。
由表 6 可知, 实验选取的三种饵料对疣荔枝螺
幼虫变态率作用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 鲍鱼微颗
粒饲料、糠虾榨取汁和牡蛎肉榨取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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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讨论
疣荔枝螺繁殖力
繁殖力是表示动物生殖机能的强弱和生育后代

的能力, 亦称生殖力; 由一系列生理现象和许多性

海洋科学 / 2020 年 / 第 44 卷 / 第 6 期

能指标构成, 其中排卵量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0]。魏

在青蛤人工育苗附着基的选择中发现黄沙、海泥和水

等报道脉红螺平均每个卵囊长度为 18 mm,

泥墙壁这三者中海泥更适合青蛤附着; 沈永龙等 [17]

其所含受精卵数量平均为 1 149 粒, 每个亲螺每次产

在研究不同孵化方式、培育密度和附着基对瘤背石磺

卵量约为 75.4 万粒, 卵囊内所含受精卵数目与卵囊

(Onchidium struma)人工繁育的影响时, 指出大孔径

长度有很大差异。相比较而言, 疣荔枝螺个体比脉红

的海绵组的幼虫附着效果和存活率高于小孔径海

螺小许多, 卵囊较小, 卵囊平均长度为 5.95 mm, 每

绵组。

利平

[11]

只亲螺每次怀卵量为 6 万余粒。由此推测, 亲螺卵囊

因此, 在疣荔枝螺苗种培育过程中, 选择合适

长度和怀卵量与个体大小存在一定关系, 而且, 亲

的附着基是提高稚螺产量的重要措施。而且, 对于特

螺个体越大, 产出的卵囊越长, 怀卵量越高。

定的附着基, 其上提前采集底栖硅藻或固着一定数

3.2

量的牡蛎苗, 对于提高稚螺附着量以及满足变态稚

疣荔枝螺幼虫生长速度
疣荔枝螺面盘幼虫刚从卵囊孵出后, 壳长为

300 μm 左右, 与已有报道的脉红螺(Rapana venosa)[12]

螺的摄食具有重要意义。

3.4 光照环境及饵料种类对幼虫变态影响

和瘤荔枝螺(Thais bronni)[13] 相似, 但是三者之间在

在水产动物育苗过程中, 光照条件 [18-19] 和饵料

变态幼虫壳长及刚完成变态的稚螺的壳长差异明

种类

[20-21]

显。疣荔枝螺幼虫变态时壳长最小, 约为 600 μm; 瘤

饵料条件下, 强光照条件的幼虫附着率和变态率都

荔枝螺的较大, 约为 900 μm; 脉红螺变态幼虫的壳

明显高于低光照条件的情况; 相同光照条件下, 糠

长最大, 约为 1 200 μm。这表明幼虫变态时的大小可

虾碎屑对幼虫附着变态效果较好。

能与成螺大小间具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成螺较大的

是生产的重要管理环节。在本实验中, 相同

本实验结果与方斑东风螺的类似研究结果相似,

品种, 幼虫变态时壳长较大。但这种关系对方斑东风

如魏永杰等 [22]发现在 0~10 000 lx 光照强度范围内,

螺(Babylonia areolata)[14]来说则刚好相反, 即刚孵出

方斑东风螺幼体摄食率随光照强度增强而升高。但本

幼虫的壳长及变态幼虫的壳长均大于脉红螺, 但方

实验有关光照条件对幼虫变态影响的结果与有些贝

斑东风螺的成螺个体远小于脉红螺。关于幼虫变态

类苗种繁育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如劳赞等 [23]

时的大小与成螺大小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 有待进

研究珠母贝人工繁育优化技术时指出, 强光不利于

一步研究。

幼虫的变态和稚贝的存活; 严正凛 [24] 在研究光照强

疣荔枝螺浮游幼虫在 27~29 ℃水温条件下, 壳

度对九孔鲍(Haliotis diversicolor)幼虫及幼鲍生长存

长日生长约为 16 μm, 约浮游生活 20 d 后开始附着

活的影响时发现, 高温长光照下, 光照强度高时幼

变态, 比瘤荔枝螺和脉红螺都要快, 这可能与培育
条件和种间差异存在一定关系。
从图 2 看出, 20 d 后幼虫壳长的测量结果变小;
其原因可能由于此时绝大部分较大个体幼虫已经附
着到附着基上, 取样测量的样本主要为生长较慢个
体所致。

3.3

疣荔枝螺变态期幼虫对附着基的选择性

鲍存活率显著下降; 缪志前等 [25] 发现缢蛏稚贝生长
过程中最适的光照强度为 380±145 lx, 高于或低于
此光照范围, 稚贝生长都会受到抑制。这些差异可能
是由于种间差异造成的, 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投喂不同饵料情况下, 疣荔枝螺幼虫变态率
有明显的差异。与投喂糠虾和牡蛎肉相比, 投喂螺旋
藻饵料时幼虫的变态率较低; 这可能是由于动物性
蛋白在幼虫的变态生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

实验表明, 疣荔枝螺变态期幼虫对附着基的选

用。脉红螺同样具有食性转换特征, 杨智鹏等 [26]认为

择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附有底栖硅藻的波纹板和固

在变态期间适当的投喂一些动物性饵料可以帮助幼

着有牡蛎苗的栉孔扇贝壳上附着的幼虫数量明显多

虫更好的变态。在饵料对稚螺变态作用实验中, 投喂

于其他附着基。刘晓赫等 [15] 在研究脉红螺室内人工

鲍鱼微颗粒饲料时成螺率最高。可能由于该商品饲

育苗技术时, 同样发现附着底栖硅藻的波纹板采苗

料中含有鱼粉和诱食剂成分, 且营养成分比单一饵

效果明显好于普通波纹板。这可能是由于附着基上

料更加均衡。因此, 在疣荔枝螺苗种培育过程中, 可

的饵料对幼虫附着具有一定的诱导作用。

以采用混合投喂的方式, 丰富和强化幼虫的营养,

除了饵料因素以外, 附着基的材质和附着基形
态结构对采苗效果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陈坚等

[16]

对提高幼虫变态率和稚螺成活率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饵料蛋白质的结构、形态和物理特性等可

Marine Sciences / Vol. 44, No. 6 / 2020

127

能与肉食性螺类的消化率存在一定关系。柯才焕等 [27]
研究发现, 波部东风螺(Babylonia formosae habei)对
于菲律宾蛤仔肉、罗非鱼肉、枪乌贼肉等 5 种饵料
的蛋白消化率较高, 而对虾肉蛋白消化率低。在生产
实践中发现, 疣荔枝螺对于动物性饵料的摄入具有

[7]

较强的选择性, 其主要摄食种类为甲壳类和贝类;
其原因可能跟这些饵料对疣荔枝螺具有较好的诱食
性有关。有关疣荔枝螺对甲壳类和贝类蛋白的消化
率有待进一步研究。

4

[8]

结论
本实验研究了室内条件下疣荔枝螺的人工繁育

[9]

技术, 获得了疣荔枝螺繁殖生物学等方面研究结果,
探明了幼虫生长发育的规律, 开展了幼虫可口饵料
的研究, 解决了稚螺食性转化的技术瓶颈, 筛选出
稚螺的适口饵料。期望本研究结果为今后疣荔枝螺
规模化繁育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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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udied the indoor artificial seedling technology of Thais clavigera Kuster,

including

artificial ripening, oocyst collection, hatching, larval cultivation, metamorphosis, and seedling collec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on the preference and selectivity of veliger larvae to different attachment bases in late stages,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eeds and lights on larval attach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emale snails lay eggs in
batches, and a single female snail produced 61750 fertilized eggs on average each time. At a water temperature of
27 to 29 ℃, after about 20-da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shells of the veliger larvae reached about 600 μm in
length. At this time, attachment metamorphosis occurred and snails changed from planktonic life to benthic life.
Metamorphosis into juveniles occurred about 10 days after attachment.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Chlamys Farreri
shells with oyster seedlings and corrugated plate with benthic diatoms were ideal attachment substrates for juvenile
snails. Results of an experiment o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eeds and light intensities on the larval attachment
showed that during the attachment metamorphism, natural light was conducive to the larval attachment metamorphosis; and continuous feeding of mycelium minced mea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arval metamorphosis rate
and juvenile snail survival rat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industrial breeding of Thais clavigera K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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