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湾魁蚶吊笼与底播增殖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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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进行魁蚶吊笼养殖试验, 研究分析了不同入笼规格、挂养水层及放养密度对魁蚶的生
长及存活率的影响, 比较了魁蚶吊笼养殖与底播养殖模式的不同差异。试验表明, 吊笼魁蚶的最适入
笼规格为 1.5 cm; 越冬最适挂养水层为 3.5 m 以上, 度夏最适水层为 2.5~3 m; 第一次越冬最适密度为
1 000 粒/层, 第一次度夏最适密度为 500 粒/层, 第二次越冬最适密度为 200 粒/层, 第二次度夏最适密
度为 100 粒/层; 通过吊笼养殖至 3~4 cm 规格后进行底播养殖, 能够有效提高魁蚶成活率, 由此可见,
吊笼—底播接力养殖, 是提高魁蚶养殖效益的一种有效养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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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蚶(Scapharca broughtonii), 俗称赤贝、血贝,

殖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以良好的海岸带生态环境作

是一种大型底栖经济贝类。近年来, 贝类产业在促进

为支撑前提, 更重要的是在严格执行海水养殖业规

沿海区域经济发展、近海环境改善、渔民收入增加

划的基础上, 养殖规模要适度, 推广先进的养殖技

[1]

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魁蚶因其个体肥

术, 降低乃至消除养殖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从而实

大, 肉嫩味美, 营养丰富, 近十余年来一直是黄渤海

现海水养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近年来滩涂底

区渔民的兼捕对象, 也是我国对外出口的一种重要

质环境恶化, 对贝类的养殖模式结构进行合理的调

[2]

整可以有效地改善近岸滩涂的富营养化现状 [16]。 

水产品 。
由于对魁蚶资源过度采捕, 致使其自然资源遭到

上述现实状况表明, 一种新的魁蚶养殖模式的

破坏, 几近枯竭[3]。为了恢复魁蚶自然资源, 魁蚶海区

建立显得尤为重要, 吊笼养殖魁蚶可以缓解底播压

底播增养殖技术研究及试验已广泛开展和实施[4-7]。

力, 在不超过底播容纳量的同时, 增加魁蚶的养殖

但是由于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缺乏科学养殖管

规模, 更新魁蚶的养殖方式。长岛贝类养殖以栉孔扇

理, 导致水产养殖环境恶化, 养殖环境日益破坏, 海

贝和虾夷扇贝为主, 底播养殖较早, 养殖结构比较

水养殖与环境生态关系日趋紧张, 近年来, 我国的

单一 [17], 近年来发展旅游业, 而夏季高温贝类较少。

海产贝类养殖业呈现“面积扩大, 产量增加”的特点,

本研究根据长岛海区实际情况, 为解决魁蚶养殖模

其中牡蛎、蛤仔、扇贝和蚶类的养殖份额最大化 [8-9]。

式单一问题, 建立一种魁蚶吊笼养殖模式, 经过 18

底层水中溶解氧含量是影响底栖生物的主要因素,
不同底质条件是影响底栖生物生物量和群落结构的
重要因素 [10], Dame 等

[11]

分别提出了估算海区养殖

容量的 NPZ 模型和盒式模型, Smith 等

[12]

通过研究表

明, 贝类养殖对环境的影响十分重要, 而与此同时,
在生态平衡方面, Yang 等 [13] 也提出, 传统海洋养殖
业对海洋生态平衡构成危害, 需要改变这种粗放式养
殖模式, 完善海水养殖业发展规划, 此后 Hansen 等[14]
也指出, 应在海洋资源承载力的范围内健康发展海
水养殖业。
面对海水养殖现状及环境生态要求, 海水养殖
业发展对策研究逐渐展开, 宁修仁等 [15] 认为海水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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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左右的养殖, 达到 5 cm 左右时, 即可进行出售,

层梯度分别是: 2、2.5、3、3.5、4 m。平均规格大小

增加夏季旅游旺期的贝类品种, 在改善海区自然环

为 1.5 cm, 每层放苗 500 粒。

境的同时, 可以显著提高魁蚶的养殖经济效益。

1.4.3

1
1.1

研究方法

力随着培育密度的升高而逐渐下降, 而 Raillard 等 [20]
也研究发现, 随着法国牡蛎放养量的增加, 生长率

海区条件
试验地点选择在长岛县乐园海区, 该海域自然

条件适宜, 水流通畅, 风浪较小, 饵料丰富, 无污染;
杂贝、杂藻生物较少, 不会造成贻贝等生物大量附着
影响水流交换, 从而影响魁蚶生长。底播对照海区底
质为泥沙底, 符合魁蜡养殖环境的需要。

1.2

养殖密度对比试验
赵越等 [19] 研究发现, 四角蛤蜊幼虫生长存活能

养殖材料

呈下降趋势, 养殖密度对养殖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由
于养殖过程中要进行 3 次分苗, 所以养殖密度对比
试验分 4 个阶段进行: 2 次越冬、2 次度夏养殖, 每次
越冬度夏独立设置密度对比实验组合。
第一次越冬: 平均规格 1.2 cm, 挂养水层 4 m,
设置 1~6 六个实验组合, 密度梯度为: 800、1 000、
1 200、1 500、1 800、2 000 粒/层;

吊笼采用扇贝养殖笼, 外罩牵伸网衣网眼边长

第一次度夏: 所用苗种为第一次越冬后最适密度

8 mm, 层距为 15 cm 左右, 每层为直径 34 cm 的圆

组的苗种, 挂养水层 2.5 m, 同样设置 1~6 六个实验组合,

形, 每笼吊养 12~15 层, 底播魁蚶每个实验组设置 5

密度梯度为: 200、400、500、600、800、1 000 粒/层;
第二次越冬: 平均规格 3.2 cm, 挂养水层 4 m,

个重复, 每个重复实验个体数与吊笼数量一致。整个
生长过程中需要进行 3 次分苗, 及时对吊笼网目进

试验设置同上, 密度梯度为: 80、100、200、300、400、

行调整。吊笼养殖筏架采用现有的扇贝吊笼养殖筏

500 粒/层;
第二次度夏: 平均规格 3.6 cm, 挂养水层 4 m, 试验

架, 养殖笼挂在平行的筏架上, 筏架上设有浮子, 浮
子与筏架之间用浮绳连接, 筏架间距 8~10 m。

设置同上, 密度梯度为: 50、80、100、150、200 粒/层。

1.3

1.5

苗种选择

养殖方法日常管理

苗种个体选择标准为大小均匀, 体色鲜亮, 无

魁蚶进入养成阶段, 每笼的重量也在逐步增长,

畸形, 在水中开壳、闭壳活跃, 壳表面光滑、均匀, 咬

此时应定期出海进行巡查, 检查浮球、笼具, 及时补

合力强, 壳表绒毛整齐, 无大量脱落。

充浮球以免下沉。定期查看魁蚶生长情况, 根据贝类

1.4
1.4.1

养殖经验, 入笼或底播后的 15 d, 有一个死亡高发

试验设置

期, 度过此时间段后, 贝类生长会趋于稳定, 如无剧

养殖规格对比试验

烈的环境刺激或病害发生, 一般不会有大量死亡现

对入笼规格, 同时设置 5 个规格组(为 1、2、3、
4、5 实验组): 1、1.5、2、2.5、3 cm。放养密度都为

象出现。因此在入笼 15 d 时取样一次, 以后每个月
取样一次, 查看生长和存活情况。

每层 100 粒, 分越冬和度夏两个阶段进行对照: 越冬
挂养水层 4 m, 度夏挂养水层 2.5 m。
对照组为底播养殖, 也设置 5 个不同的规格组
(为 1、2、3、4、5 对照组): 1、1.5、2、2.5、3 cm, 放
养密度及越冬度夏挂养水层同上。
1.4.2

生长情况。冬季, 水温较低时, 魁蚶停止生长, 水环
境也差异不大; 5~10 月份, 是魁蚶主要生长期, 而且
环境因子变化较大, 每月检测一次水环境因子的变
化。用 YSI-Pro10(美国)测定海区环境因子(水温、溶

养殖水层对比试验

解氧、盐度和 pH)。采集水样, 按照《海洋监测规范》

孙宁等研究了养殖水温、盐度对贝类生长具有
重要影响 [18], 因此在不同水质条件下, 设置不同养
殖水层实验组合(为 1、2、3、4、5 组实验), 当年苗
种, 在 11 月中下旬结束海上暂养进行入吊笼养殖, 水
层梯度分别是: 2、2.5、3、3.5、4 m。平均规格 1.2 cm,
每层放苗 1 000 粒。
第二年 5 月, 水温开始升高时, 进行夏季不同水
层吊笼养殖试验(为 1、2、3、4、5 组实验), 养殖水
16

检测水质, 包括温度、盐度等, 每月查看苗种的

(GB17378 一 2007)的要求进行分析, 分别采用次嗅
酸钠氧化法、锌-镉还原法和重氮偶氮法测定 NH-N、
NO3-N 和 NO2-N, 总溶解无机氮(DIN)浓度为 NH-N、
NO3-N 和 NO2-N 浓度之和; 采用磷钼蓝法测定 PO4-P;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叶绿素 a。

1.6

数据处理
壳长、壳宽是影响贝龄贝类体质量的主要因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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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采用 SPSS17.0 分析所得的实验数据。使用单

10.26, 总氮变化范围 7.64~12.13, 总磷变化范围 0.48~

因素方差分析和 Duncan 多重比较检验不同养殖模式

1.15, 水中溶氧、氮磷含量均表现表层高于底层; 叶

及试验条件下魁蚶的生长壳长、湿重及存活率差异。

绿素 a 的变化范围为 0.41~6.57, 由下表可见, 5/6 月

所有数据以平均值±标准误差(x±ES)表示, 显著性水

份上层及底层的叶绿素 a 含量均较低, 在 1.0 μg/L 以

平设置为 P<0.05。

下, 7、8、9 月份的叶绿素 a 含量逐步上升, 而 10 月

在实验开始半月后, 对每组实验壳长湿重数据

其含量有所降低, 与 8 月份持平, 光合作用效率逐步

进行抽样统计各增长率, 作为半月增长率; 在越冬

提高, 综上所述, 水中叶绿素 a 含量的总趋势是秋季

或度夏完成时, 对每组实验壳长湿重数据进行抽样

较高, 春夏较低, 表层高于底层。

统计各增长率, 作为累计增长率。

2

2.2

结果

2.1

附着生物
养 殖笼 上 的 附 着生 物 群 落 由复 杂 的 种 类组 成,

环境因子变化

包括藻类、海鞘类、苔藓虫类、环节动物、腔肠动

由表 1 可以看出, 除了盐度和 pH 没有明显的季

物、软体动物、甲壳动物和海绵动物。海鞘类是夏

节变化和水层差异外, 其他几种环境因子受季节和

季附着生物群落中的优势种, 主要种类为玻璃海鞘

水层影响较大。其中, 水温随季节变化明显, 且底层

和柄海鞘。随水温逐渐降低, 海鞘迅速消退, 紫贻贝

水温明显低于表层水温; 溶解氧变化范围为 7.42~

成为附着生物群落中的优势种。

表 1 不同水层各环境因子的季节变化
Tab. 1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different water layers
温度(℃)

时间

盐度

pH

溶解氧(mg/L)

总氮(μmol/L)

总磷(μmol/L)

叶绿素 a(μg/L)

上层

底层

上层

底层

上层

底层

上层

底层

上层

底层

上层

底层

上层

底层

5月

12.5

11.3

31.83

31.82

7.92

8.03

8.61

7.42

9.62

9.15

0.56

0.48

0.45

0.41

31.22

31.16

8.13

8.04

9.51

7.62

12.13

10.56

0.89

0.95

0.86

0.65

6月

14.3

12.5

7月

18.6

16.8

32.15

32.13

7.94

7.92

8.89

7.96

10.45

10.15

0.74

0.74

2.14

1.84

8月

28.1

27.9

30.94

31.12

7.84

7.82

10.26

9.51

11.13

11.32

1.15

1.08

4.23

4.11

9月

20.3

19.6

31.51

31.48

8.04

8.06

8.84

8.61

10.82

8.95

0.87

0.78

6.57

6.28

10 月

15.4

14.8

31.1

31.72

8.11

8.11

7.95

6.82

8.64

7.64

0.75

0.66

4.25

3.81

显著差异, 具体如表 2 所示。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附着生物包括玻璃海鞘、柄
海鞘、鲍枝螅、江蓠、软丝藻、石莼、孔石莼、紫

随着入笼规格的不断增大, 壳长及湿重表现出

贻贝、长牡蛎、刺麦秆虫、沙蚕、海绵、钩虾、偏

显著的生长差异性, 试验结果表明在 1~2 cm 规格大

顶蛤等。

小范围的吊笼魁蚶增长率及存活率较 2~3 cm 规格大

2.3

小范围的吊笼魁蚶高, 鉴于度夏期间是魁蚶的快速

养殖规格

生长期, 因此, 在 1.5 cm 的入笼规格时, 吊笼魁蚶的

魁蚶吊养在不同的入笼规格大小时, 在越冬和
度夏 2 个阶段, 壳长增长率和成活率两者均存在着

生长效果最佳。

表 2 越冬不同入笼规格养殖结果(%)
Tab. 2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different sizes during winter(%)
入笼规格
(cm)

越冬壳长
半月增长率
a

越冬湿重

累计增长率

80.30±1.51a
78.20±1.56b

2.00±0.09a

9.33±0.09b

2.40±0.06b

7.20±0.14b

86.10±1.40b

2.0

3.50±0.15

b

c

c

c

c

2.5

2.80±0.10a

7.20±0.08d

1.44±0.09d

4.55±0.62d

3.0

b

c

d

e

8.00±0.20

1.45±0.16

8.19±0.35
6.69±1.47

87.10±1.37
85.20±1.43

83.40±1.44d
85.80±1.39

累计增长率

a

1.5

2.85±0.12

7.89±0.06

a

半月增长率

3.00±0.12

8.00±0.22

2.63±0.07

a

越冬存活率

累计增长率

1.0

3.67±0.12

10.00±0.14

a

半月增长率

b, c

81.1±1.49a
77.30±1.55b
78.30±1.50b

注: 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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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存活率在规格 1~2.5 cm 范围时, 总体表现
出递减的趋势且存在显著差异, 在 3 cm 时, 存活率

有所提升。度夏存活率则表现更为直接, 随着规格的
增大呈现递减趋势。

表 3 度夏不同入笼规格养殖结果(%)
Tab. 3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different sizes during summer(%)
度夏壳长

入笼规格
(cm)

度夏湿重

半月增长率

累计增长率

半月增长率

1.0

9.00±0.11a

153.00±10.10a

10.98±0.09a

1.5

10.67±0.10b

142.00±11.1b

8.21±0.10b

度夏存活率

累计增长率

半月增长率

累计增长率

359.76±10.42a

93.4±0.72a

87.5±4.42a

563.43±14.5b

92.2±0.81b, c

84.3±3.16b

2.0

9.00±0.13a

128.50±13.3c

4.61±0.17c

482.57±12.8c

92.6±0.77b

80.4±4.24c

2.5

6.80±0.11c

117.20±13.1d

9.15±0.23d

431.12±16.3d

91.8±0.82c

75.6±3.33d

3.0

8.00±0.13d

91.00±10.2e

7.36±0.33e

358.86±13.4a

93.4±0.75a

68.5±4.36e

注: 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表 4 底播越冬养殖结果(%)
Tab. 4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bottom sowing culture during winter(%)
入笼规格(cm)

越冬壳长增长率

越冬湿重增长率

a

18.37±0.09a

1.0

1.92±0.04

1.5

1.94±0.03a

4.36±0.09b

22.3±0.11b

2.0

1.18±0.03

b

c

25.4±0.15c

2.5

1.45±0.03c

3.41±0.07d

26.8±0.21d

3.0

d

b

33.58±0.34e

1.73±0.03

4.09±0.06

越冬存活率

a

4.58±0.07
4.30±0.04

注: 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表 5 底播度夏养殖结果(%)
Tab. 5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bottom sowing culture during summer(%)
入笼规格(cm)

度夏壳长增长率

度夏湿重增长率

1.0

144.20±11.95

a

337.60±37.55

1.5

128.00±13.63b

596.40±5.86b

c

496.80±23.86

a

度夏存活率
23.58±0.21a
33.52±0.18b

c

35.37±0.22c

2.0

117.40±9.56

2.5

108.53±7.15d

381.80±63.13a

36.19±0.31d

3.0

e

a

38.05±0.19e

88.00±8.33

335.00±27.90

注: 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底播结果表明, 随着 1~5 实验组合个体规格的不

果表明, 2 m 水层的生长率和存活率都较低, 各水层的

断增大, 越冬阶段壳长增长率先升后降, 在 2~3 cm

生长速度、存活率存在显著性差异, 随着水层深度的递

规格时又呈现递增趋势, 但仍显著低于 1~1.5 cm 规

增逐渐提升, 在 3 m 及以下水层的存活率显著偏低。结

格时的增长率; 湿重增长率在 1~2 cm 表现递增趋势,

果说明, 魁蚶吊笼养殖越冬水层要在 3.5 m 以上。

2~3 cm 规格时则逐渐递减; 存活率随规格增大, 表

度夏阶段魁蚶初始壳长 1.29 cm, 湿重 1.35 g。
结果表明, 2.5 m 水层的生长速度和存活率最高, 3 m

现递增趋势。
在度夏阶段, 底播增殖魁蚶壳长增长率随规格

水层次之, 2 m 水层的存活率最低, 3.5、4 m 水层的生

增大呈现递减趋势, 1~1.5 cm 规格时的增长率明显高

长和存活也较低, 经 spss 方差分析表明, 水层在 2、

于 2 cm 以上规格的增长率; 湿重增长率、存活率与

3.5、4 m 时与 2.5、3 m 时的壳长、湿重、存活率均

越冬表现一致, 在 1.5 cm 规格时, 具有最大湿重增

有显著差异性, 说明魁蚶吊养度夏的最佳水层在

长率, 随规格增大, 存活率表现出递增趋势。

2.5~3 m。

2.4

2.5

挂养水层
越冬阶段魁蚶初始壳长 1.15 cm, 湿重 1.14 g。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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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密度
第一次越冬初始魁蚶壳长 1.2 cm, 湿重 1.1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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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结果显示, 每层放 2 000、1 800、1 500 粒(即第

其他组, 各组合间壳长、湿重差异性显著, 在 800~

4、5、6 实验组合)时, 生长速度和存活率都显著低于

1 200 粒时累计存活率在 80%以上。

表 6 越冬不同挂养水层试验结果(%)
Tab. 6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different layers during winter(%)
水层(cm)

半月壳长增长率

累计客场增长率
10.46±0.04
11.39±0.04

b

1.82±0.03

b

累计存活率

2.5

0.31±0.03

3.0

0.37±0.04c

11.74±0.05c

1.50±0.03c

9.18±0.05c

81.7±1.31a

67.62±0.09c

3.5

0.69±0.35

a

d

d

d

a

78.67±0.05d

4.0

0.50±0.04d

81.1±1.35a

79.34±0.06e

半月存活率

累计存活率

2.13±0.07

13.91±0.09e

8.48±0.05
9.30±0.11

b

11.52±0.03

1.94±0.35e

a

半月存活率

b

13.50±0.47

2.69±0.04

a

累计湿重增长率

0.69±0.04

2.0

a

半月湿重增长率

a

81.3±1.33

a

57.32±0.07a

80.6±1.37

a

64.17±0.08b

82.3±1.36

11.96±0.06e

注: 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表 7 度夏不同挂养水层试验结果(%)
Tab. 7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different layers during summer(%)
水层(cm)

半月壳长增长率

累计客场增长率

17.45±0.08

2.5

17.06±0.08

b

3.0

16.58±0.07c

178.20±0.29c

24.50±0.25b

3.5

16.58±0.10

d

d

c

4.0

17.14±0.04b

2.0

163.94±0.86

a

179.89±1.01

b

半月湿重增长率

a

170.23±0.71

23.18±0.78

a

24.75±0.23

b

22.31±0.28

167.59±1.01e

累计湿重增长率
344.04±3.24

a

411.90±6.21

b

410.59±3.17b
394.94±10.66

22.93±0.23a, c

396.25±4.48c

c

86.4±1.22

a

71.3±1.43a

87.2±1.19

a

86.7±1.38b

84.9±1.37a

85.1±1.34c

a

83.7±1.39d

86.7±1.21a

82.3±1.41e

85.7±1.36

注: 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表 8 第一次越冬结果(%)
Tab. 8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over-wintering age(%)
密度(粒/层)

壳长半月增长率

壳长累计增长率

湿重半月增长率

湿重累计增长率

半月存活率

累计存活率

2000

1.08±0.05a

3.62±0.04a

1.63±0.04a, b

9.09±0.03a

83.5±1.12a

62.18±1.31a

1800

0.83±0.04b

4.24±0.04b

1.69±0.07b, c

10.14±0.09b

84.6±1.13b

66.54±1.33b

1500

1.46±0.04

c

c

c

c

72.35±1.30c

1200

1.50±0.06c

7.24±0.06d

1.63±0.07a, b

13.40±0.27d

88.3±1.09d

80.25±1.32d

1000

1.25±0.05d

7.16±0.05e

1.76±0.04c

17.57±0.11e

87.2±1.12e

81.26±1.31e

800

e

f

f

d

80.67±1.32f

1.58±0.06

5.47±0.07

7.53±0.07

1.50±0.06

1.57±0.06

d

11.93±0.05

a, d

17.96±0.07

86.5±1.11

88.2±1.10

注: 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第一次度夏魁蚶初始壳长 1.29 cm, 湿重 1.4 g,

而 200 粒/层时生长及存活率结果均较为理想。因

结果表明, 整体趋势是密度越小, 生长速度和存活

此, 结合养殖成本, 第二次越冬时, 每层放苗 200

率越高。每层放 1 000~600 粒时, 累计生长速度和存

粒较好(表 10)。
第二次度夏魁蚶初始壳长 3.94 cm, 湿重 8.03 g。

活率都显著低于其他组, 其他组之间壳长无显著差异,
但湿重差异明显。根据结果显示, 在 200~500 粒/层

表 11 结果表明, 每层放 200、150 粒(即 4、5 实验组

时累计壳长湿重均较为理想且存活率在 80%以上,

合)时, 魁蚶的生长速度和存活率都显著低于其他组,

因此, 结合养殖成本, 第一次越冬时, 每层放苗 500

每层放养 80 粒时壳长湿重增加率均达到最大(表 11)。

粒较好(表 9)。
第二次越冬魁蚶初始壳长 3.6 cm, 湿重 7.15 g。

2.6

吊笼养殖与底播养殖对比

结果表明, 每层放 80~500 粒时, 随密度的增加, 生

长岛水深, 水温整体偏低, 底播魁蚶 3 年。吊笼

长速度显著降低, 存活率呈现先增后降趋势。300~

养殖魁蚶在适宜水层和适宜密度等条件下, 相较底

500 粒/层时生长及存活率与其他组比较, 明显较低,

播魁蚶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及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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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第一次度夏结果(%)
Tab. 9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over-summer(%)
密度(粒/层)

壳长半月增长率

壳长累计增长率

a

153.02±3.42

湿重半月增长率

a

半月存活率

68.14±1.33a

800

5.54±0.05a

162.02±5.45b

7.46±0.03a

317.86±4.66b

95.1±1.04a

72.58±1.31b

600

5.74±0.05

b

c

b

c

a

77.62±1.32c

500

5.97±0.05c

179.17±1.35d

7.64±0.08c

402.48±3.59d

94.2±1.02a

84.39±1.33d

400

5.81±0.07

b

d

d

e

a

83.47±1.32d

200

5.74±0.05b

96.2±1.01a

85.24±1.33d

半月存活率

累计存活率

181.11±1.32

7.89±0.09

179.56±0.68d

371.21±6.00
410.91±2.97

7.46±0.05a

409.79±2.85e

94.6±1.02

累计存活率

a

5.58±0.06

7.29±0.07

305.62±3.84

a

1000

167.23±1.23

7.50±0.05

湿重累计增长率

a

93.8±1.01
94.6±1.03

注: 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表 10 第二次越冬结果(%)
Tab. 10 The results of the second over-wintering age(%)
密度(粒/层)

壳长半月增长率

壳长累计增长率
5.91±0.06
6.62±0.03

b

400

3.24±0.04

b

300

3.49±0.05c

7.50±0.09c

3.14±0.05c

10.64±0.05c

93.6±1.02a

66.48±1.14e

200

3.01±0.04

d

d

b

d

a

68.25±1.12f

80

3.33±0.05e

9.31±0.04

2.63±0.04

a

3.02±0.06

b

湿重累计增长率

3.13±0.03

500

a

湿重半月增长率

a

3.01±0.05

9.53±0.08f

7.11±0.05

a

8.45±0.06
12.22±0.03

b

93.3±1.01

a

58.95±1.12a

94.1±1.03

a

62.13±1.11c

95.2±1.03

3.24±0.04d

12.46±0.03e

93.5±1.01a

60.52±1.11b

湿重半月增长率

湿重累计增长率

半月存活率

累计存活率

注: 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表 11 第二次度夏结果(%)
Tab. 11 The results of the second over-summer(%)
密度(粒/层)

壳长半月增长率

壳长累计增长率

1.67±0.04

a

150

1.78±0.07

b

100

1.89±0.07c

49.71±0.57c

1.94±0.09b

360.04±1.29c

93.8±0.34a, b

73.82±0.17e

80

1.80±0.05b

50.69±0.26d

2.03±0.06b

370.84±2.31d

94.9±0.29c

71.53±0.15d

e

b

e

c

66.58±0.18b

200

50

1.82±0.04

b, c

32.63±0.98

a

40.68±0.21

b

52.14±0.77

2.17±0.06

a

2.00±0.09

b

2.04±0.10

253.13±2.06
275.20±1.11

a

b

367.18±1.46

93.5±0.32

a

62.34±0.06a

94.1±0.25

b

67.51±0.24c

95.1±0.22

注: 同一列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性显著

当年繁育的魁蚶苗种, 一般经过海上保苗、第一

在壳长、湿重生长指标还是存活情况, 吊笼养殖模式

次分苗、第二次分苗、第三次分苗、出售的过程。

均表现出突出优势, 单位面积产量明显增加, 经济

根据表 12 可以看出, 吊笼养殖魁蚶与底播魁蚶无论

效益显著。

表 12 不同养殖模式结果
Tab. 12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cultural models
壳长增长率(%)

湿重增长率(%)

存活率(%)

亩产量(kg)

亩效益(元)

底播魁蚶

117.146

429.52

30.07

750

9000

吊笼养殖魁蚶

376.65

2794.05

68.36

1800

27000

3
3.1

讨论
魁蚶入笼规格对其生长速度及存活率
具有显著性的影响
试验表明, 越冬阶段, 在 1~2 cm 规格范围内,

壳长湿重增长率较 2~3 cm 规格时明显偏高, 总体表
现出递减趋势。由图 1、图 2、图 3 可见, 随着 1~5
20

Fig. 1

图 1 越冬壳长增长率
The growth rate of shell length during winter

海洋科学 / 2017 年 / 第 41 卷 / 第 11 期

Fig. 2

Fig. 3

图 2 越冬湿重增长率
The growth rate of wet weight during winter

图 3 魁蚶越冬存活率
The survival rate of Scapharca broughtonii during winter

Fig. 5

Fig. 6

图 5 度夏湿重增长率
The growth rate measured by wet weight during summer

图 6 魁蚶度夏存活率
The survival rate of Scapharca broughtonii during
summer

实验组合个体规格的增大, 吊笼魁蚶的越冬生长速
率最大, 而越冬存活率呈递减趋势, 根据图示可以

综上越冬和度夏结果可见, 魁蚶入笼规格的大

看出, 吊笼养殖相对底播增殖在越冬阶段存在着明

小对其生长速度和存活率有着显著性影响, 最适入

显的优势。

笼规格为第 2 实验组合(即 1.5 cm 规格), 此时拥有显

而度夏阶段, 如图 4~图 6 所示, 吊笼养殖魁蚶
存活率随着规格的递增而呈现递减趋势, 壳长增长
率总体也表现出递减的趋势, 湿重在 1、2 组合时增
长率呈上升趋势, 在 2 实验组合(即 1.5 cm 规格)时,
获得最大湿重增长率。随着入笼规格的增大, 生长速
度逐渐减缓, 其存活率显著降低, 由 87.5%逐渐降低
至 68.5%。
底播增殖在度夏阶段壳长湿重增长率与吊笼养

著性的生长优势, 同时具有较高的存活率。

3.2

魁蚶吊笼养殖模式的最适水层分析
越冬水层实验结果如图 7 所示, 魁蚶初期累计

壳长为 1.27~1.31 cm, 湿重为 1.24~1.28 mg, 随着挂
养水层的递增, 生长速度逐渐加快, 在 2~3 cm 水层
时的生长速度明显低于 3.5 以上水层, 累计存活率随
挂养水层的增加而增加, 在 57.32%~79.34%。

殖表现基本一致, 在 2 实验组合(即 1.5 cm 规格)时的
湿重增长率达到最大, 之后随规格增大表现递减趋
势。魁蚶底播度夏影响相对较弱, 其存活率稍有增长,
但仍明显低于吊笼养殖存活率。

Fig. 7

图 7 越冬不同挂养水层分析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water-course during winter

随着温度的上升, 魁蚶的生长速度加快, 如图 8
所示, 在 2.5~3 m 挂养水层时的累计壳长、湿重最高,
Fig. 4

图 4 度夏壳长增长率
The growth rate of shell during summer

较其他水层有明显生长优势, 累计存活率相对越冬
有较大提升, 在 71.3%~86.7%, 随着挂养水层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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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成活率逐步提高。

效益最佳, 既节约了成本, 又可达到最佳养殖经济
效益。

图 8 度夏不同挂养水层分析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water-course during summer

Fig. 8

综上所述, 魁蚶吊笼养殖越冬水层应在 3.5 cm

Fig. 10

图 10 第一次度夏密度实验分析
The analysis of density test during the first summer

Fig. 11

图 11 第二次越冬密度实验分析
The analysis of density test during the second winter

Fig. 12

图 12 第二次度夏密度实验分析
The analysis of density test during the second summer

以上, 度夏的适宜水层应为 2.5~3 m, 既可使得生长
速度最大化, 也保证了较高的苗种存活率。

3.3

吊笼魁蚶最佳养殖密度
试验表明, 养殖密度过大影响养殖魁蚶的生长

发育, 导致存活率的降低, 过低的密度魁蚶生长发
育较好, 但是不利于产量提高。本研究表明, 结合养
殖成本和养殖效益综合分析, 如图 9(第一次越冬分
析)所示, 在第一次越冬时, 第 2 实验组合之后增长
率、存活率显著下降, 由此可见, 每层放苗 1 000 粒
较好。

Fig. 9

图 9 第一次越冬密度实验分析
The analysis of density test during the first winter

而根据图 10(第一次度夏分析)结果显示, 在 200~

3.4

吊笼-底播的接力养殖模式优势分析

500 粒/层(即第 1~3 实验组合)时累计壳长湿重均较

虽然吊笼养殖不能养成出口商品规格, 但养至

为理想且存活率在 80%以上, 因此, 结合养殖成本,

3~4 cm 再底播(即第一次度夏后再底播), 可以弥补

第一次度夏时, 每层放苗 500 粒较好。

底播成本限制, 提供较大规格苗种进行底播养殖,

第二次越冬时, 各密度实验组合分析如图 11 所

成活率将大幅提高, 魁蚶吊笼养成至 5 cm 规格左右

示, 第 3 实验组合之后魁蚶壳长、湿重增长率、存活

即可出售或底播。这样进行接力养殖, 或可成为提高

率均开始显著降低, 结合养殖成本, 因此, 每层放苗

魁蚶养殖效益的一种有效养殖模式。
夏季是长岛旅游高峰期, 也是扇贝死亡高峰期,

200 粒较好。
第二次度夏时, 如图 12 所示, 在第 3 实验组合

扇贝存笼量少, 加上现今禁渔力度加大, 大部分地

之后开始降低, 即每层放苗 100 粒时, 魁蚶吊笼养殖

区处于禁渔期, 海鲜较少。因此, 通过吊笼加底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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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养殖模式, 可以在丰富魁蚶养殖模式的同时,
也能一定程度上丰富旅游热季的海鲜供给, 对于提
高长岛县旅游经济效益,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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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research of the cage culture and bottom sowing
culture of Scapharca broughtonii in Bohai Gulf
ZHAO Chun-nuan, CAI Zhong-qiang, ZHENG Yan-xin, YU Tao, LIN Jian-guo
(Changdao Enhancement and Experiment St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Yantai 265800,
China)
Received: Jul. 12, 2017
Key words: Scapharca broughtonii; hoisting cage; growth; survival rat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experiment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age inputting specifications on
the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s of Scapharca broughtonii. The study also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cage culture
and bottom sowing cultur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best cage inputting specification was 1.5cm. The cage
inputting specification should be greater than 3.5cm during winter, but the best choice during summer was between
2.5cm and 3cm. The optimum density was 1000 ind/layer during the first summer and 500 ind/layer during the first
winter. The optimal density during the second winter and summer period were 200 ind/layer and 100 ind/layer,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farming in hoisting cages, there could be greater survival rates if one begins
bottom sowing culture when the length of S. broughtonii was between 3cm and 4cm. Therefore,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relay breeding of S. broughtonii in the hoisting cage and the bottom of the sea could be an effective
farming mode that could raise the efficiency of farming S. broughtonii.
(本文编辑: 李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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