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地方标准《池塘缢蛏底铺网养殖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立项背景 

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 Lamark）俗称蛏，隶属于瓣鳃纲、异齿亚

纲、帘蛤目、竹蛏科，是我国重要养殖贝类之一。缢蛏养殖具有成本低、周期短、

产量高、收益大、管理简便、生产稳定安全等特点，生产技术易于推广普及，有

较为广阔的销售市场，是浙江省沿海地区海水养殖的重要支柱。随着海水养殖环

境条件的改变和技术的创新进步，为满足市场需求，缢蛏养殖从滩涂养殖、滩涂

蓄水养殖向池塘养殖转变。2020年浙江省渔业经济统计资料显示，蛏类（缢蛏）

养殖产量为31.5万吨，是浙江省海水养殖中产量最大和占比最高的品种。 

缢蛏是穴居动物，生活在中潮区以下的泥沙质滩涂里，自然生长条件下其下

潜深度为50～100厘米，其穴居深度与体长成正比，一般穴居深度为体长的3～6

倍，而规格类似的个体在春夏较秋冬季的穴居深度更大。因缢蛏壳质薄、穴居泥

层深，其采捕目前还难以实现机械化，在蛏田通常全程手工采捕，每人每天6小

时只能采捕约80斤，导致采捕时间长、效率低、单产减少，同时使得劳动力成本

大大提高，采捕方式效率低下成为了制约池塘缢蛏养殖业发展的瓶颈。 

目前，我国对于缢蛏采捕机械设备的研发尚未成熟。现有的采捕设备大部分

由采捕硬壳贝类机械改进而来，技术仍不成熟。设备大致可分为挖掘和吸附两大

类，挖掘类以海涂翻耕机为代表，缺点是漏贝率和伤贝率较高；吸附类以隔膜泵

为代表，但只适用于涨潮时将缢蛏吸上，缢蛏破损率高达14%。由于采捕效率、

操作技术、壳破损率等问题，均未获得广泛应用。近年来，缢蛏人工采捕成本和

塘租日趋增高，而缢蛏的价格增幅小，给池塘养殖经济效益带来新的冲击。而缢

蛏机械化采捕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目前迫切需要研发一种简单、实用、易推广

的缢蛏收获或者养殖的方式，解决缢蛏池塘养殖产业面临的瓶颈，为海水池塘养

殖提供新的效益增长点。 

水产技术人员和养殖户积极探索新的缢蛏池塘养殖技术，提高养殖效益，研

发了以限制其下潜深度为手段的池塘底铺网养殖技术。底铺网养殖技术原理是合



理限制缢蛏下潜深度，在缢蛏养殖区域下方铺设网片，有效缩短采捕时间，减少

了劳动力成本并提高了产量。该技术有较多技术关键点，亟需建立缢蛏底铺网养

殖技术规范。现行的行业标准《SC/T 2066 缢蛏 亲贝和苗种》主要指导缢蛏苗

种繁育生产，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 504.1 缢蛏 第 1 部分:养殖技术规范》

主要指导缢蛏养殖过程。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以上标准的部分条

款，本标准规范了缢蛏底铺网养殖技术，重点在于提高采捕效率和捕获率。 

因此，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针对缢蛏底铺网养殖技术中的关键点，联

合有关水产技术推广部门，提出了《池塘缢蛏底铺网养殖技术规范》，旨在指导

更多企业和个体养殖户进行缢蛏高效绿色养殖，促进池塘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2017年第二批省地方标准制修订任务计划（浙质

函〔2017〕88号），要求各标准起草单位根据《浙江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和《浙

江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规定，广泛听取意见，确保标准质量和水平，

按时完成制修订任务。《池塘缢蛏底铺网养殖技术规范》为第26号标准，属于推

荐性标准。 

2、承担单位 

本标准由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三门县水产技术推广站、宁海县水产

技术推广站编制。 

3、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切实做好《缢蛏底铺网养殖技术规范》标准的编制工作，承担标准制定

任务后，起草单位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多名水产学研究、水产标准化专业技术人员

组成的标准编制小组。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2017 年 10 月-12 月，标准编制课组开始收集缢蛏池塘养殖现状数据，总结

了近 6年来缢蛏底铺网养殖科研数据和养殖经验，广泛收集国内有关科研成果和

国家、行业等的标准文本，结合国内缢蛏底铺网养殖生产情况开展调研工作。 

2018 年 1月-2018年 12月 在广泛调研了浙江省舟山、宁波、台州和温州地

区的缢蛏养殖业基础上，进行了缢蛏养殖过程中铺网深度对生长的影响研究。 

2019年 1月-2019年 12月 在台州和宁波地区开展了海水池塘缢蛏底铺网养

殖关键技术研究，收集了缢蛏底铺网养殖产量、采捕效率和采捕成功率等关键数



据，并对该模式的经济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 

2020 年继续对缢蛏底铺网养殖模式和养殖技术进行优化，但新冠疫情影响

了缢蛏养殖生产和现场科学试验，到 2020 年 11月完成了池塘缢蛏底铺网养殖模

式的优化和总结，完成了《缢蛏底铺网养殖技术规范》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 

2020 年 12月，根据前期工作所掌握的试验数据和调研情况，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完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编写，形成征求意见稿。就起草的标准文本《缢蛏底

铺网养殖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向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部门、水产院所、水

产养殖企业、标准委员会等省内外 17家科研机构的 22名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共

收到意见表 22 份，意见 147 条，其中采纳意见 97 条，部分采纳意见 33 条，不

采纳 17 条。 

2021 年 1 月，对收集的专家意见进行了研究、分析和采纳，形成了该标准

的送审稿，并报请浙江省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会议审定。 

2021 年 7月，根据委员会专家提出的审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并按照 GB/T 

1.1-2020 的要求修改标准格式，完成审查意见修改送审稿。 

2021 年 9 月，通过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标准审评会。根据审评委员

会意见，对标准进一步完善后形成了报批稿。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制订由肖国强负责总体安排，制定标准的结构与编写框架、起草标准

内容及编制说明等工作；标准制订小组其他主要成员负责缢蛏底铺网养殖的技术

总结，资料收集与整理，专家意见咨询等工作。编写人员为肖国强、柯爱英、滕

爽爽、蔡景波、张翔、陈丽芝、范建勋、闫茂仓、沈亦军、柴雪良、黄晓林、方

军。具体见下表： 

姓  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承担的工作 

肖国强 研究员/主任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标准总体工作安排和主要内容编写 

柯爱英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缢蛏养殖生产、资料收集和标准起草 

滕爽爽 副研究员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缢蛏养殖生产、研发技术总结 

蔡景波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缢蛏养殖生产、研发技术总结 



张翔 副研究员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缢蛏养殖生产、研发技术总结 

陈丽芝 高级工程师 三门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缢蛏养殖生产、研发技术总结 

范建勋 工程师 三门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缢蛏养殖生产、研发技术总结 

闫茂仓 副研究员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缢蛏养殖生产、研发技术总结 

沈亦军 工程师 宁海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缢蛏养殖生产、研发技术总结 

柴雪良 研究员 浙江省海洋科学院 缢蛏养殖生产、研发技术总结 

黄晓林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缢蛏养殖生产、研发技术总结 

方军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缢蛏养殖生产、研发技术总结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编制原则 

在引用最新科研成果和目前正在实施的有关标准的同时，注意吸收群众和企

业在生产实践中创新的，并被证明是正确的经验方法，注重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

结合，以利标准颁布后的推广应用。 

（1）编写格式符合规范。本标准的结构与编写规则遵循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2）兼具科学与实用性。与相关的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接轨，注重标准

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在引用最新科研成果和目前正在实施的有关标准的同时，

注意吸收养殖户和示范企业在生产实践中创新，并被证明是正确的经验方法。 

（3）推广过程生态易行。注重科学性和易用性的结合，考虑在全省沿海池

塘养殖区域的适用性，以利标准颁布后的推广应用，同时充分考虑水产品质量安

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可促进池塘缢蛏养殖业生态绿色发展。 

2、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条款、指标、参数等主要内容，一是按现行的国家、地方

和行业标准执行的；二是根据编写组成员多年从事缢蛏池塘养殖的基础数据和科

研成果整理相关技术要点；三是总结借鉴多年来浙江沿海地区池塘缢蛏养殖经验

与水产技术推广部门的应用成果；四是广泛查阅、参考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有

关缢蛏采捕养殖等技术文献之后编制而成。因此，本标准具有较强科学性。各部

分内容依据如下： 



1 环境与池塘要求 

（1）环境要求 

根据缢蛏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活习性，养殖池塘内平缓涂面，涂质稳定，泥质

或泥沙质。水质应符合 GB 3097 的规定，盐度 8～33，pH 7.8～pH 8.6。以水质

稳定，饵料生物丰富为宜。 

内容依据：缢蛏池塘养殖经验及《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2）池塘要求 

池塘面积 15 亩（每亩为 667 m2，下同）～30 亩，滩面面积占池塘总面积

的 30 %～50 %，环沟宽度 5.0 米以上，沟底至滩面深度以 1.0 米～1.5 米为宜，

缢蛏养殖区域进行底铺网。。 

内容依据：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项目温州综合试验站的内容研究和推广应

用成果（2016-2020）。 

（3）建畦平涂和底网铺设 

蛏畦布局：与塘埂或中央滩面平行整理蛏畦，蛏畦宽度为 3.5 米～4.5 米，

长度 100 米～200 米，蛏畦高度 0.3 米～0.5 米，距离塘埂 1 米～2 米或距离

中央滩面边缘 0.2 米～0.3 米。蛏畦的布置可以综合考虑实际滩面的宽度，可

以稍微缩小或扩大宽度，但是铺设的底网也要同步缩小或扩大。 

底部铺网：采用聚乙烯网片或尼龙筛绢网布，宽度为 4.0 米～5.0 米、网

目以 30 目为宜。网布的宽度可以随蛏畦的宽度同步调整，目前市场主流的网布

的宽度为 5米，超过 5米需要订制，一般不考虑用网布进行拼接，对后期的采捕

操作有一定不利影响。 

建畦平涂：在涂面上开挖与铺设网布同宽且深度为0.3 米～0.5 米的平整沟

槽，铺设底网后回填开挖塘泥，回填后蛏畦宽度3.5 米～4.5 米，两侧留有宽0.4 

米～0.5 米、深0.4 米～0.5 米的浅沟。将建好的蛏畦耙细、梳匀、推平，涂面

松软利于蛏苗下潜。目前建畦的方式主要有人工挖掘和机械挖掘2种模式，建议

采用机械挖掘，同时在挖掘注意保持同一水平线，确保后期铺网深度的一致性和

缢蛏生存深度的合理性。 

内容依据：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项目温州综合试验站的内容研究和推广应

用成果（2016-2020），以及相关试验结果。 

（4）蛏畦盖网：盖网采用聚乙烯无结节网，网目以 2.0 厘米～3.0 厘米为



宜，平涂整理完成后，将网片压入涂面 1.0 厘米～2.0 厘米，网片覆盖整个畦

面和畦侧。目前盖网多数采用孔径较大的 1层盖网，可以综合考虑养殖缢蛏苗种

规格和养殖蟹苗的规格增加 1层网眼孔径稍小的盖网。 

除上述 2种主要生产设施外，需要罗茨鼓风机底增氧（配套纳米圆盘）和水

车式增氧机，增氧功率 0.75 kw/亩 ～1.0 kw/亩（667 m2）。同时配套养殖尾水

治理设施。 

内容依据：缢蛏池塘养殖经验和相关试验结果。 

2 苗种放养 

（1）清塘与消毒：物理方向为干露涂面，用 20 目～40 目筛网淌袋刮除涂

面螺类、蟹类等敌害生物。药物方法为畦面整理后，进水淹没，用生石灰、漂白

粉或茶籽饼等进行消毒。消毒剂使用符合 DB 33/T 721要求，药效消失后进水。 

内容依据：缢蛏池塘养殖经验和《水产养殖消毒剂使用技术规范 DB 33/T 

721》。 

（2）基础饵料培养：苗种播养前 7 天～10 天，选择晴朗天气施加有机肥

或无机肥，使水色呈浅茶色或浅绿色。 

内容依据：缢蛏池塘养殖经验并参考《缢蛏 第 1 部分:养殖技术规范 DB33/T 

504.1-2013》。 

（3）苗种放养：放苗的缢蛏苗体清洁干净，大小均匀，活力好，壳体完整

破壳少，杂质少。缢蛏苗种宜采用浙江沿海自然苗种或以浙江群体缢蛏作为亲贝

繁育的苗种。按养殖蛏畦放苗，放养密度以 400 粒/平方米～500 粒/平方米为

宜，蛏苗规格以 4000 粒/千克～6000 粒/千克为宜，如果缢蛏苗种规格较小可

以适当考虑增加放苗密度。 

缢蛏放养的时间一般在缢蛏收获后，养殖滩面整理完成再放养苗种，一般为

1 月初～5 月底，也可以根据实际养殖周期，提前至 11 月～12 月或者延后至 5

月份。 

内容依据：缢蛏池塘养殖经验并参考《缢蛏 第 1 部分:养殖技术规范 DB33/T 

504.1-2013》。 

（4）放养方法：排水至畦面水深 5 厘米～10 厘米 ，将蛏苗均匀撒播在畦

面上。放苗宜选择晴暖天放苗。 

内容依据：缢蛏池塘养殖经验。 



3 养成管理 

（1）换水 

换水视塘内水位、水质、饵料生物量等综合因素而定，水质良好的情况下尽

量保持不换水或少量换水，每月换水 1 次～2 次。养殖尾水需符合 SC/T 9103

规定。 

内容依据：缢蛏池塘养殖经验和《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 SC/T 9103》。 

（2）水质调控 

根据养殖塘内的水色，可适当肥水，使水体保持浅茶色或黄绿色，透明度

30 厘米为宜。 

内容依据：缢蛏池塘养殖经验。 

（3）饵料投喂 

混养池塘投喂配合饲料质量符合 GB 13078 的要求，投喂时需避开蛏畦。 

内容依据：缢蛏池塘养殖经验和《饲料卫生标准 GB 13078》。 

（4）日常管理 

缢蛏养殖生产过程中，每日需定时巡塘，观察水色变化、缢蛏和鱼虾蟹的活

动与摄食情况，尤其注意观察缢蛏蛏孔的开口情况，如有缢蛏蛏孔开口不好的情

况，需及时了解判断原因，调节水质。同时做好混养虾蟹配合饲料的摄食情况观

察，根据摄食情况调整投饵量。定期做好水质监测工作，及时清除敌害，科学使

用增氧机或增氧剂，并做好养殖生产记录。 

内容依据：缢蛏池塘养殖经验。 

4 起捕 

缢蛏的起捕规格一般要求平均壳长达 5 cm以上，起捕销售时间一般为 1～5

月，最佳起捕时间为清明节前后，起捕时应避开缢蛏繁殖季节 9～10月份。因底

铺网阻止了缢蛏深潜，起捕时缢蛏一般都集中在底网上，可采用人工挖捕方法起

捕缢蛏，一般底铺网养殖缢蛏的起捕率可达到 95%以上。 

内容依据：养殖销售经验及相关试验。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 

1、主要试验的分析报告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条款、指标、参数等技术指标，一方面是按现行的国家、

行业地方标准执行的；另一方面是在总结归纳技术研究成果、实践经验基础上编



制的，标准制订小组对标准的相关技术条款、指标、参数等进行了生产实践性验

证，充分征求意见，力求做到标准的适用性。 

1.1 缢蛏底铺网养殖不同铺网深度对缢蛏生长的影响 

在温岭市城南镇乐海养殖场通过不同铺网深度的缢蛏海水池塘（27 亩）养

殖现场试验，研究了不同铺网深度对缢蛏生长参数的影响（详见表 1）。试验结

果表明，在不同的养殖月份中，较深的底铺网有利于缢蛏的生长，铺网深度在

40 厘米以上对缢蛏生长已无明显影响。 

表1 缢蛏底铺网养殖不同铺网深度缢蛏生长指标测定 

时间 铺网深度 壳长（mm） 壳高（mm） 壳宽（mm） 湿重（g） 

3 月份 初始样 19.69±1.86 7.80±0.74 5.69±0.54 0.41±0.04 

5 月份 

30cm 40.12±4.26 13.09±2.02 9.40±1.34 4.32±1.38 

40cm 43.78±3.39 14.95±0.88 11.78±1.23 5.80±1.21 

50cm 44.23±2.84 15.12±0.68 11.95±1.00 6.40±1.10 

无网 42.62±4.28 13.55±2.84 11.13±1.78 5.26±1.46 

8 月份 

30cm 53.45±2.88 18.29±1.12 14.27±1.42 9.55±2.16 

40cm 59.81±3.11 20.17±1.24 15.38±1.43 12.62±2.16 

50cm 60.43±3.26 20.77±1.16 15.82±1.31 13.46±2.10 

无网 57.10±4.04 19.33±1.57 14.48±1.79 10.78±2.56 

 

1.2 缢蛏底铺网养殖不同铺网深度对缢蛏产量的影响 

    通过现场试验及采捕效果比较分析了底铺网对缢蛏产量的影响，结果显示，

无网状态下采捕效率最低，约 15%的缢蛏未被采捕，其它有底铺网的试验田中采

捕产量均明显大于无网田。40 厘米以上的铺网深度已经比较适合于缢蛏生长。 

表2 缢蛏底铺网养殖不同铺网深度缢蛏养殖效果 

铺网情况 30cm 40cm 50cm 无网 

产量 

（斤/亩） 
5496 6670 6937 4802 

养殖效果和缢蛏
泥层较浅，缢蛏存

在“卧式”生长的

泥层适中，缢蛏大

小均一，产量高，

泥层适中，缢蛏大

小均一，产量高，

约有 15%左右的缢

蛏没有被采捕，导



生长性状 现象。 采捕方便，缢蛏为

正常“站立式”生

长。 

采捕方便，缢蛏为

正常“站立式”生

长。 

致缢蛏产量偏低，

缢蛏潜栖深度不

同，缢蛏大小相差

较大。 

2、经济影响论证 

池塘缢蛏底铺网养殖技术的可提高采捕效率 2 倍～3 倍，捕获率可提高 10%

以上，削减劳动力成本 50%，每亩综合效益提高 3000元～5000 元。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重大意见分歧。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浙江省沿海一带是缢蛏池塘养殖的主要区域，约有 1.24万公顷，年产 31.5

万吨（浙江省 2020 年渔业经济统计资料），本标准制定和发布实施后，可显著提

高养殖户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目前已推广应用养殖面积 10 万亩以上。同时，相

关行政管理机构和生产单位可按本标准指导缢蛏池塘养殖生产，其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明显，对于促进浙江省乃至全国的缢蛏池塘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七、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建议《缢蛏底铺网养殖技术规范》作为地方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无 

九、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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