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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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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标准由浙江省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温州海虎海藻养殖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鹏、王铁杆、孙庆海、吴晓雯、刘颖、张立宁、林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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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铜藻[Sargassaum horneri（Turn.）Ag.] 苗种培育、海区养殖、海区增殖、收获等

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3097 海水水质标准 

DB33/T 477 羊栖菜养殖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种藻 breeding algae 

用于繁育和增养殖的成熟健康藻体。 

3.2 生殖托 receptacle 

铜藻进入生殖期后，藻体的“叶”腋处生出的一种特殊的小枝，是铜藻生殖细胞形成和发育的载体。 

3.3 附着基 adhesion substrates 

铜藻孢子体附着、生长的基质。一般为附苗帘、棕绳、石块或水泥砖。 

3.4 幼苗 seedling 

第二片初生叶形成至可以分苗养殖的藻体。 

4 苗种培育 

4.1 幼苗室内培育 

4.1.1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水质：符合GB3097的规定；水温 18 ℃～26 ℃；盐度 20～30；pH 7.8～

8.5；光照强度 2000 lx～6000 lx；尽量避免直射光。 

4.1.2 育苗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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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为混凝土结构，池深0.8 m～1.0 m，长、宽根据育苗管理习惯而定，池子为南北走向，上方设

光线调节设施。育苗池可兼作种藻暂养池或附苗池，配套充气增氧设施等。 

4.1.3 沙滤池 

铺沙厚度80 cm以上，沙子颗粒直径 0.1 mm～0.3 mm。 

4.1.4 蓄水池 

总容量要大于育苗日用水量1倍以上。 

4.1.5 附着基的选择 

海区养殖以附苗帘和棕绳为宜，海区增殖以硬质水泥砖和石块为宜。 

4.1.6 附着基的处理 

制备好的附苗帘、棕绳、石块先用淡水浸泡24小时，再用漂白粉消毒处理20小时以上，清洗干净备

用；新浇筑的水泥砖应浸泡20天以上，方可使用。 

4.1.7 种藻的选择与处理 

4.1.7.1 种藻选择 

4月～5月，海水温度达到16 ℃时，应进行海区种藻筛选，获得成熟度好的种藻。铜藻的种藻以人

工培育的为主，自然采集的作为补充，选择色泽鲜亮健康完整的藻体，并去除附着物。 

4.1.7.2 种藻用量 

按每m
2
附着基投放种藻2 kg～2.5 kg。 

4.1.7.3 种藻检测与采收 

当发现种藻生殖托表面略有发白，有粘液排出时，应及时进行收集，尽量减少种藻干露时间，清洗

处理后，移入育苗池暂养。 

4.1.7.4 种藻雌雄比例 

雌雄种藻的重量比例控制在（10～15）:1。 

4.1.7.5 种藻培育 

种藻按成熟度分级分池，培养密度为3 kg/m
3
～5 kg/m

3
,冲气培养，光照控制在1000 lx～1500 lx，

水深控制在80 cm～100 cm，每天100%换水，盐度要求在20～30。 

4.1.7.6 种藻成熟 

成熟的雌藻生殖托表面有明显粘液产生、具粒状突起或可见卵排于表面。雄藻生殖托表面有明显粘

液产生、具粒状突起或显微镜下可见白色精子团排于外部。 

4.1.8 受精卵的收集与附着 

4.1.8.1 受精卵的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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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熟种藻放置于采苗池中，用水流刺激，加快受精卵的放散，受精卵放散高峰一般发生在凌晨至

上午8点钟，之后快速分裂，并形成假根。 

4.1.8.2 受精卵的收集 

放散高峰后应及时收集受精卵，先用80目网袋过滤藻体碎屑及杂质，再使用150目网袋收集受精卵。 

4.1.8.3 受精卵的附着 

附着方式为泼洒附着法，将收集好的受精卵反复清洗，去除上清杂质，加水混匀后，按cm
2 
喷20个～

60个受精卵，均匀地洒在附着基上方，下沉附着。受精卵的收集和附着应在中午以前完成。 

4.1.8.4 日常管理 

水温控制在18 ℃～26 ℃，光强控制在2000 Lx～6000 Lx。附着后可以轻微移动附着基和换水；经

检查假根发育正常后清洗换水，换水量为总水量的2/3，换水周期为3天；幼孢子体在育苗池中培育25

天～30天后可下海培育。 

4.2 幼苗海区培育 

4.2.1 海区条件 

温度26 ℃～28 ℃，盐度20～30，风浪小，水流通畅，透明度＞30 cm的近岸海区。 

4.2.2 筏架设置 

采用以毛竹或镀锌铁管为撑杆的筏架，长度为50 m～80 m，在筏架周围设置安全标志。 

4.2.3 附苗帘张挂 

将有幼苗的附苗帘张挂在30 cm～50 cm水层，幼苗面朝上，随水温下降逐步提升至海面。 

4.2.4 日常管理 

不定期冲洗附苗帘，清除敌害生物，检查筏架是否损坏或松动，加强海区水质监测，并做好相关记

录。台风来临前，加固筏架、沉降附苗帘或收于室内保湿存放。 

5 海区养殖 

5.1 海区选择 

养殖海区应设在潮流畅通，营养盐丰富，海底平坦，泥或泥沙底质，最低潮位水深大于3 m。水质

应符合GB3097要求。盐度在20～30。透明度＞30 cm。海区选择应符合当地海洋功能区划相关规定。 

5.2 养殖筏架设置 

参照DB33/T 477。 

5.3 夹苗 

5.3.1 幼苗质量 

色泽正常、大小均匀、株高5 cm以上，具假根且顶端完整的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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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夹苗时间 

10月下旬，海区水温25 ℃以下为宜。 

5.3.3 夹苗方法 

夹苗前先将苗绳在海水中浸泡，把铜藻幼苗从附着基上取下，将幼苗假根部穿过苗绳夹紧。 

5.3.4 夹苗密度 

在3.5 m的苗绳上，夹30棵～35棵的幼苗，以4500条的苗绳为1公顷。 

5.4 挂养 

前期为方便管理可采取密挂，根据藻体生长情况，适时分挂。夹苗后采取单绳挂养，苗绳平行挂于

水面，绳距为150 cm～200 cm，平行附加一条空苗绳。 

5.5 日常管理 

定期下海检查筏架，及时补苗，对养殖海域水质及藻体生长情况进行监测与记录。 

6 海区增殖 

6.1 海区选择 

选择风浪小，水流通畅，沉积物、附生生物少，岩礁底质，大潮干线以下2 m水深的海区进行增殖。 

6.2 移植 

将成熟铜藻和附有幼苗的附着基移至增殖海区。 

7 收获 

当藻体出现生殖托时，将藻体连同苗绳一起收获上岸，将藻体剥离苗绳。 

8 铜藻苗种繁育和增养殖技术模式图 

铜藻标准化苗种繁育和增养殖技术模式图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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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模式图 

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模式图见图 A.1。 

种藻选择与培育 受精卵的收集与附着 苗种培育 海区养殖 海区移植 收获 
      

1.种藻选择：4 月～5 月，海水温度达

到 16 ℃时应进行海区种藻筛选，按

m
2 
附着基投放种藻 2 kg～2.5 kg。 

2.雌雄比例：雌雄种藻的重量比例控制

在（10～15）:1。 

3.种藻培育：种藻按成熟度分级分池，

培养密度为3 kg/m
3
～5 kg/m

3
,冲气培

养，光照控制在1000 Lx～1500 Lx，水

位控制在80 cm～100cm，每天100%换

水，盐度要求在20～30。 

4.种藻成熟：成熟的雌藻生殖托表面有

明显粘液产生、具粒状突起或可见卵排

于表面。雄藻生殖托表面有明显粘液产

生、具粒状突起或显微镜下可见白色精

子团排于外部。 

1.受精卵的放散：将成熟种藻放置于采

苗池中，用水流刺激，加快受精卵的放

散，受精卵放散高峰一般发生在凌晨至

上午8点钟，之后快速分裂，并形成假

根。 

2.受精卵的收集：放散高峰后应及时收

集受精卵，先用80目网袋过滤藻体碎屑

及杂质，再使用150目网袋收集受精卵。 

3.受精卵的附着：附着方式为泼洒附着

法，将收集好的受精卵反复清洗，去除

上清杂质，加水混匀后，按 cm
2
 喷 20

个～60 个受精卵，均匀地洒在附着基

上方，下沉附着。受精卵的收集和附着

应在中午以前完成。 

1.海区条件：温度26 ℃～28 ℃，盐度

20～30，风浪小，水流通畅，透明度＞

30 cm的近岸海区。 

2.筏架设置：采用以毛竹或镀锌铁管为

撑杆的筏架，长度为50 m～80 m，在筏

架周围设置安全标志。 

3.附苗帘张挂：将有幼苗的附苗帘张挂

在30 cm～50 cm水层，幼苗面朝上，随

水温下降逐步提升至海面。 

4.日常管理：不定期冲洗附苗帘，清除

敌害生物，检查筏架是否损坏或松动，

加强海区水质监测，并做好相关记录。

做好防台工作。 

1.海区选择：养殖海区应设在潮流畅

通，营养盐丰富，海底平坦，泥或泥沙

底质，最低潮位水深大于3 m。水质应

符合GB3097要求。盐度在20～30。透明

度＞30 cm。海区选择应符合当地海洋

功能区划相关规定。 

2.养殖筏架参照DB33/T 477。 

3.夹苗：海区水温25 ℃以下，在3.5 m

的苗绳上，夹30棵～35棵左右的幼苗。  

4.挂养：前期密挂，后期分挂。 

5.海区管理：定期下海检查筏架，及时

补苗，对养殖海域水质及藻体生长情况

进行监测与记录。 

1.海区选择：选择风浪小，水流通

畅，沉积物、附生生物少，岩礁底

质，大潮干线以下2 m水深的海区

进行增殖。 

2. 移植：将成熟铜藻和附有幼苗

的附着基移至增殖海区。 

当藻体出现生殖托时，将藻体

连同苗绳一起收获上岸，将藻

体剥离苗绳。 

图A.1 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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