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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地方标准 

浙江省地方标准《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立项背景 

铜藻[Sargassaum horneri（Turn.）Ag.]隶属于褐藻门(Phaeophyta)，墨角藻目

(Fucales)，马尾藻科（Sargassaceae Kuetzing），马尾藻属（Sargassum）。铜藻

是北太平洋西部特有的暖温带性海藻，不连续分布在我国沿海地区，在浙江南

麂岛、枸杞岛及外海岛屿上存在大量的铜藻海藻场，新鲜藻体气味芳香，俗称

为“丁香屋”，因富含有益的生源要素而广泛应用到医药、食品、饲料和有机

肥料方面。由于铜藻成体植株高大，枝叶繁茂，多生长在潮下带浅海岩礁上，

成片漂浮水面，堪称“海中森林”，为栖息在海藻场内的多种门类的海洋生物

提供天然的避敌、索饵、产卵的场所。铜藻以其快速生长特性和巨大的生物量

产出获得了海洋生态学家的关注与兴趣，被列为重建海底藻场和修复近岸海洋

生态系统的重要工具海藻之一。   

近年来，由于陆源污染加剧了近海环境污染，加上海水养殖业和滨海旅游

业的过度开发，致使浙江省的野生铜藻资源量日趋减少，铜藻的自然繁衍空间

受到压缩，天然铜藻场萎缩严重。为了保护好野生铜藻资源、实施退化藻场的

生态恢复，开展相关的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目前，我省关于铜藻繁殖生物学及海区养殖技术虽有报道，但苗种繁育仍

以粗放式的育苗为主，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技术操作和流程，造成铜藻苗种规

格不一，附苗量少，苗种数量和质量偏少等问题。 

因此，本标准结合前期相应实际生产经验，为今后铜藻的海区增养殖及退化

铜藻藻场的生态修复或重建提供丰富的优质苗种。 

二、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浙江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浙江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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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于2017年9月

20日中标并承担了《海洋生态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等58项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

订项目(采购编号ZJ-177857)标项11《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规范》推

荐性标准制定计划。 

2. 承担单位 

根据招投标结果，由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和温州海虎海藻养殖有限公

司负责起草制定。 

3.主要工作过程 

3.1 标准立项阶段相关工作 

近年来，由于陆源污染加剧了近海环境污染，加上海水养殖业和滨海旅游业

的过度开发，致使浙江省的野生铜藻资源量日趋减少，铜藻的自然繁衍空间受到

压缩，天然铜藻场萎缩严重。为了保护好我省野生铜藻资源、实施退化藻场的生

态恢复，开展相关的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省关于铜藻繁殖生物学及海区养殖技术虽有报道，但苗种繁育仍以粗放

式的育苗为主，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技术操作和流程，造成铜藻苗种规格不一，

附苗量少，苗种数量和质量偏少等问题。因此，制定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

技术规范，可以为今后铜藻的海区增养殖及退化铜藻藻场的生态修复或重建提供

丰富的优质苗种。 

本单位长期从事铜藻人工繁育、增养殖及生态修复方面的工作，先后承担了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政府SOA中国南部沿海生物多样

性管理项目《铜藻增养殖学及增养殖技术、铜藻海藻场重建及生态环境生物修

复》，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子任务《铜藻生态系统恢

复技术集成与示范》，浙江省海洋与渔业项目《浙南沿海铜藻海藻场建设与生态

修复技术示范》，浙江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基于藻场修复的铜藻苗种室内悬

浮式培育技术开发及应用人才培养》等项目，科研生产经验丰富。 

本单位于2017年向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

规范》标准项目建议表。2017年9月20日中标并承担了《海洋生态适宜性评价技

术指南》等58项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采购编号ZJ-177857)标项11《铜藻

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规范》推荐性标准制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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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意见稿形成阶段相关工作 

中标立项后，成立了以张鹏、王铁杆、孙庆海、林少珍、张立宁等为主的标

准起草小组。为体现标准实施的可操作性和符合实际，起草小组查阅了大量的国

内外相关标准及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分析了近些年科技人员在铜藻苗种人工繁育

及增养殖方面的成果和经验，最后对所有数据和资料作系统分析和整理，编制了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3.3 送审稿形成阶段相关工作 

将标准的意见征求稿及编制说明发给国内相关科研院所相关领域人员 21

名，收到意见表 20 份，意见 60 条，其中采纳意见 52 条，部分采纳意见 1 条，

不采纳 7 条。最终形成标准送审稿。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具体分工 

本标准制订由张鹏负责总体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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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

殖技术总结，资料收集与整理，专家意见咨询等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姓  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承担的工作 

张鹏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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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铁杆 教授级高工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铜藻人工繁育、资料收集和标准起草 

孙庆海 高级工程师 温州海虎海藻养殖有限公司 铜藻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总结 

吴晓雯 工程师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文献检索及汇总 

刘颖 工程师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意见征求及汇总 

张立宁 高级工程师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铜藻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总结 

林少珍 教授级高工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铜藻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总结 

 

三、标准编写的主要原则和依据 

1. 主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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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省铜藻人工繁育、增养殖和生态修复等领域的实际需要出发，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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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服务产业、自主制定、不断完善”的原则，标准力求科学性、实用性与可操

作性。 

2.主要依据 

2.1 支撑项目 

本标准制定主要依据是近年来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主持实施的国际

和国内相关项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UNDP-全球环境基金 GEF-中国政府 SOA 中国

南部沿海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铜藻增养殖学及增养殖技术、铜藻海藻场重建及

生态环境生物修复》，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子任务《铜

藻生态系统恢复技术集成与示范》，浙江省海洋与渔业项目《浙南沿海铜藻海藻

场建设与生态修复技术示范》，浙江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基于藻场修复的铜

藻苗种室内悬浮式培育技术开发及应用人才培养》等，以及铜藻苗种人工繁育、

增养殖、生态修复及海区移植等试验总结和技术经验。 

2.2 参考标准 

参考了国家现有《海水水质标准》GB3097、以及浙江省地方标准《羊栖菜养

殖技术规范》DB33/T 477-2012 等。密切结合我省实际情况，严格执行强制性国

家标准，充分考虑与其它相关标准及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2.3 参考文献 

详见第八部分。 

2.4 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来源 

2.4.1 范围 

本标准根据实际操作需要，规定了铜藻苗种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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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术语与定义  

主要参照 DB33/T 477-2012《羊栖菜养殖技术规范》的相关术语和定义稍作

修改，并参考著作《中国海藻志》、《海藻生物技术》和《海藻学》以及论文《铜

藻 Sargassum horneri 繁殖生物学及种苗培育的研究》、《铜藻形态学特征及其对海

藻场生境构造的影响》、《Egg release and germling development in Sargassum 

horneri (Fucales, Phaeophyceae)》、《铜藻 Sargassum horneri 繁殖生物学及种苗培

育的研究》、《铜藻人工栽培初步研究》、《铜藻受精卵的早期发生与幼孢子体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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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铜藻苗种繁育研究》，等，结合铜藻生物学特性，定义了“种藻”、“生

殖托”、“幼苗”。根据实际生产实践定义了铜藻“附着基”和相关的附着材料。 

2.4.3 苗种培育  

由于铜藻人工繁育分为室内和海区两个阶段，因此将该部分划分为“幼苗室

内培育”和“幼苗海区培育”2个部分。 

2.4.3.1 幼苗室内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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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强度为 2000 lx～6000 lx；尽量避

免直射光。 

内容依据：参照文献《铜藻 Sargassum horneri 繁殖生物学及种苗培育的研

究》、《铜藻形态学特征及其对海藻场生境构造的影响》、《铜藻 Sargassum horneri

繁殖生物学及种苗培育的研究》、《铜藻人工栽培初步研究》、《铜藻苗种繁育研

究》，等，结合浙南海区实际水文条件。以及项目实施过程的生产实践，同时参

照《海水水质标准》GB3097。 

（2）育苗池、砂滤池、蓄水池等主要技术指标的设定主要根据相关项目实

施过程用到的育苗设施参数，也是一般水产育苗所涉及的育苗设施。 

（3）附着基的选择 

海区养殖以附苗帘和棕绳为宜，海区增殖藻场重建以硬质水泥砖和石块为

宜。 

内容依据：参照标准制定小组已发表文章《铜藻苗种繁育研究》试验数据，

同时结合实际操作效果设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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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有害物质完

全析出后方可使用。 

内容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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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浸泡主要是为了去除附着基携带

的有害成分，在用漂白粉处理起到杀菌消毒的在用；“新浇筑的水泥砖”由于含

有大量的碱性物质，缓慢释放到水体中，根据实际经验应浸泡 20 天以上，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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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5）种藻的选择与处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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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根据海区实际情况，“4 月～5 月，”受到气温快速回升和“台湾

暖流”的影响，海水温度快速提升；海水透明度增加，铜藻光合作用增强，进入

快速增长期，“海水温度达到 16 ℃时”铜藻逐步开始成熟，由于铜藻个体生长

发育的不同步性，因此必须进行“海区筛选”。为了减少对铜藻自然资源的破坏

“铜藻的种藻以人工培育的为主，自然采集的作为补充”。 

b.种藻用量、种藻检测与采收、种藻雌雄比例、种藻培育以及种藻的成熟等

技术指标内容主要参照标准制定小组已发表论文《铜藻苗种繁育研究》与项目实

施过程总结的生产经验得出。 

（6）受精卵的收集与附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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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由于铜藻卵的比重大于海水，为了增加卵的受精率，防止卵未受

精就脱落，铜藻的卵多为“半排”于生殖托外，同时在粘液的帮助下，粘附与生

殖托上，待完成受精后才在水流等外力的作用下脱离生殖托。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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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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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铜藻受精卵的直径为 170μm 左右，80 目筛网孔径 180μm，150

目筛网孔孔径 100μm，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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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受精卵的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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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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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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参照文献《铜藻 Sargassum horneri 繁殖生物学及种苗培育的研

究》、《铜藻形态学特征及其对海藻场生境构造的影响》、《铜藻 Sargassum horneri

繁殖生物学及种苗培育的研究》、《铜藻人工栽培初步研究》、《铜藻苗种繁育研究》

等，以及项目实施过程的生产实践。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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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参照标准制定小组已发表论文《铜藻苗种繁育研究》与项目实施

过程总结的生产经验得出。 

2.4.3.2 幼苗海区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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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该参数指标为浙南海区铜藻幼苗海区培育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数据来源于项目实施期间海区指标的检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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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参照主要参照 DB33/T 477-2012《羊栖菜养殖技术规范》相关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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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附苗帘下海后，海水表层温度逐步升高，光照较强，逐步进入夏

季高温期，“附苗帘在 30 cm～50 cm 水层”可以规避高温和强光对幼苗的伤害，

待渡过夏季高温期后“随水温下降逐步提升至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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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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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海区幼苗培育基本管理经验。 

2.4.4 海区养殖 

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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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参照文献《铜藻 Sargassum horneri 繁殖生物学及种苗培育的研

究》、《铜藻 Sargassum horneri 繁殖生物学及种苗培育的研究》、《铜藻人工栽培初

步研究》、《铜藻苗种繁育研究》，等，结合浙南海区实际水文条件。以及项目实

施过程的生产实践，同时参照 GB3097 要求。 

2.4.4.2 养殖筏架设置 

养殖筏架分软式筏架和蜈蚣架 2 种。具体参照 DB33/T 477。 

内容依据：具体参照 DB33/T 477。 

2.4.5 夹苗 

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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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色泽正常代表幼苗健康，大小均一便于统一管理，株高 5cm 为

最小夹苗规格，具有假根有利于幼苗附着于苗绳上，铜藻为顶端生长藻类，保证

顶端完整有利于铜藻正常生长。 

2.4.5.2 夹苗时间 

10 月下旬，海区水温 25 ℃以下为宜。 

内容依据：该指标根据浙南地区实际海况制定。 

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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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主要参照 DB33/T 477-2012《羊栖菜养殖技术规范》相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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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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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铜藻夹苗间距 12cm 左右，1000 米（300 条绳子）绳子为 1 亩，

15 亩为 1 公顷，1 公顷 4500 条绳子，需要幼苗 135000 棵。 

2.4.5.6 挂养、日常管理主要根据项目实施海区养殖管理经验的相关内容。 

2.4.6 海区增殖 

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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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依据：选择海区应于铜藻自然生长环境近似。 

2.4.6.2 移植 

将成熟铜藻和附有幼苗的附着基移至增殖海区。 

内容依据：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UNDP-全球环境基金 GEF-中国政府 SOA

中国南部沿海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铜藻增养殖学及增养殖技术、铜藻海藻场重

建及生态环境生物修复》，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子任

务《铜藻生态系统恢复技术集成与示范》，浙江省海洋与渔业项目《浙南沿海铜

藻海藻场建设与生态修复技术示范》等项目的实施相关经验。 

2.4.7 收获 

主要根据项目实施经验，同时结合铜藻实际生产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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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习性初步观察 

根据观察，浙南海区铜藻每年繁殖一次，自然繁殖盛期在每年的3月下旬至5

月上旬，此时海水温度一般为13-18℃。铜藻为雌雄异体，藻体分为主枝、侧枝，

侧枝上可再分出大量小枝，雌、雄生殖托生于小枝上或叶腋间 (图版Ⅰ-1,2)；雌

雄生殖托充分成熟时，雌托呈短粗状，长度为14.3-46.0mm(图版Ⅰ-3, 5)，而雄托

呈细长状，稍部略有弯曲，长度为12.3-72.0mm(图版Ⅰ-4)；生殖托直径从基部至

头部呈减小趋势。成熟的生殖托重量可占整个藻体重量的20-30%左右。 

成熟雌性生殖托横切后，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生殖托内卵颗粒清晰，核质均

匀，具有明显的细胞膜；纵切发现，同一生殖托内卵具有发育不同步性，且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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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部和基部成熟晚(图版Ⅰ-6)。生殖托即将排卵时，表面出现大量粘液，且有

明显的“拉丝”现象，随后卵子从生殖窝孔缓慢地逐个排出，并粘附于生殖托表

面，等待受精(图版Ⅰ-7)。卵子受精后，在生殖托表面发育生成假根后幼孢子体

随即脱落，进行附着生活。未受精卵子在生殖托上维持一段时间后，脱落、死亡。 

雄性生殖托成熟时，精子以“精子团”的形式由生殖窝排出，并粘附聚集在

生殖窝外(图版Ⅰ-8)，后“精子团”脱离生殖托，迅速放散出单个的精子(图版Ⅰ

-9)，精子具有较强的游动能力。 

 

 

图版Ⅰ 铜藻生殖托发育 

1. 刚刚形成的生殖托；2. 生长7d的生殖托；3. 发育成型的雌性生殖托；4. 发育成型的雄性

生殖托；5. 未排卵的雌性生殖托横切面；6. 未排卵的雌性生殖托纵切面稍部和中部对比；

7. 受精后仍粘附于生殖托表面的幼孢子；8. 聚集在雄性生殖托表面的“精子团”；9. “精

子团”放散精子。（标尺：1-2. 2 mm； 3-4. 1 cm； 5-6. 1 mm；7-8. 500 µm；9. 100µm） 

2. 铜藻受精卵收集结果 

一般受精卵应连续收集3-4天，以确保受精卵的足够数量。2011-2013年铜藻

育苗过程中受精卵的收集结果发现，受精卵的放散多集中在收集的中间两天，雌

性铜藻的受精卵收集量每天可以达到40-65mL/kg，经过4天左右的收集，雌性铜

藻受精卵的收获量总共可以达到100-160mL/kg，可满足大约50-90m2的室内采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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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图 1 2011-2013年铜藻受精卵收集情况 

3.受精卵的发育 

刚释放的受精卵呈椭圆型，无可见的凝聚核物质；大约30min左右就会出现

凝聚的核物质，最终形成8个核(图版Ⅱ-1,2)；卵子一旦受精，卵内的多核在受精

卵的中央融合成一个大核(图版Ⅱ-3-8)。受精卵的第1次横分裂发生在8核融合结

束后，形成2细胞的幼孢子体(图版Ⅲ-1,2)。随后，在幼孢子体较窄一端的近顶端

处，进行第2次横分裂，形成“假根原细胞”(图版Ⅲ-3,4)。然后，孢子体经过多

次横纵分裂后，形成多细胞的幼孢子体；与此同时，基部的“假根原细胞”也进

行多次分裂，最终形成假根芽 (图版Ⅲ-5-7)，假根芽不断发育形成假根(图版Ⅲ

-8)。受精卵经过48h左右繁育形成具有假根的幼孢子体，在风浪、水流等外力作

用下大量脱离生殖托，开始独立生活。 

 

图版Ⅱ 铜藻卵子和受精卵内核物质的变化 

1. 刚刚释放的卵子；  2. 具 8 个核的卵子；  3-7.  逐渐融核的受精卵；  8. 中央具 1 个

大核的受精卵。（标尺：均为 100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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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Ⅲ 铜藻受精卵的发生过程 

Plate Ⅲ The embryology of zygote in Sargassaum horneri 

1. 受精卵即将发生第一次横分裂；2. 受精卵发生第一次横分裂；3. 受精卵发生第二次横分

裂；4-7. 受精卵经过多次纵横分裂，形成手雷状的幼孢子体；8. 具有假根芽的幼孢子体。

（标尺：50 µm） 

 

4. 幼孢子体对温度的要求 

 

图 2 温度对幼孢子体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温度对铜藻幼孢子体生长和存活的影响，结果如图2示，铜藻幼孢子体对温

度的适应范围较广，10-25℃都可以存活，且以10-20℃存活率较高，明显大于其

它试验组（P<0.05），温度升高至25℃时，存活率和生长率呈明显下降趋势，温

度30℃时，幼孢子体死亡率较高且基本停止生长。因此，温度20℃最适合铜藻幼

孢子体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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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幼孢子体对盐度的要求 

 

图 3 盐度对对铜藻幼孢子体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盐度对对铜藻幼孢子体生长和存活的影响，结果如图3示，盐度20-30范围内

铜藻幼孢子体存活率明显高于其它组（P<0.05），而生长率以20-30范围最为适

宜（P<0.05），过高和过低的盐度都不利于铜藻有孢子体的生长。 

6. 幼孢子体对光照强度的要求 

 
图 4 光照强度对幼孢子体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光照强度对铜藻幼孢子体生长和存活的影响，结果如图4示，光强

500-8500LX范围内铜藻幼孢子体存活率明显高于其它组（P<0.05），而生长率以

4500LX最为适宜（P<0.05），黑暗条件下幼孢子体虽能保持一定的存活率（试

验周期内），但基本停止生长，当光照强度超过8500LX时，幼孢子体的存活率

和生长率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P<0.05）。说明4500LX的光照条件对铜藻幼孢

子体生长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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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幼孢子体对光照周期的要求 

 

图5  光照周期对幼孢子体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铜藻幼孢子在不同的光照周期下均能存活（图 5），在每天光照时间不低于

6h 下，铜藻幼孢子体均能保持较高的存活率（P<0.05）。当全黑暗时，铜藻幼

孢子基本停止生长，且存活率较低（P<0.05）。每天光照时间 12-18h，铜藻幼

孢子的相对生长率较高（P<0.05），比较适合其生长。 

8. 幼孢子体对培养密度的要求 

 

图 6 培养密度对幼孢子体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培养密度对铜藻幼孢子体生长和存活的影响，结果如图 6 示，培养密度为

1-40 棵/cm2 时，幼孢子体均能保持较高的存活率且无明显差异（P＞0.05）。在

培养密度 1-10 棵/cm2 时，幼孢子生长率相对较高（P<0.05），在培养密度超过

10 棵/cm2 时，幼孢子生长明显受到影响（P<0.05），且随着密度的增加生长率

呈现下降趋势。因此，幼孢子体培育阶段培养密度应当控制在 10 棵/cm2 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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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幼孢子体对附着基的要求 

 

图 7 附着基对铜藻幼孢子体生长和附着的影响 

不同附着基对铜藻幼孢子体附着率和生长率的影响的试验结果如图 10 所

示，经过 15d 的培育，扇贝壳和水泥砖附着基的附着率较高，附着率超过 70%，

其次为维尼龙绳帘，附着率为 65.1%，羊栖菜布帘和大理石砖为最低（P<0.05）。

而相对生长率方面，水泥砖和维尼龙绳帘较高，羊栖菜布帘和大理石砖次之，扇

贝壳最低（P<0.05）。因此，质地坚硬表面粗糙的水泥砖较适合铜藻幼孢子体的

的附着和生长。不同附着基效果如图版Ⅴ所示。 

 
图版 Ⅴ 不同附着基条件下铜藻幼孢子体附着发育情况 

1. 扇贝壳附着基附着情况； 2. 水泥砖附着基附着情况；3. 羊栖菜布帘附着基附着情况；

4. 维尼龙绳帘附着基附着情况；5. 大理石砖附着基附着情况 

 

五、重大分歧意见处理意见 
无重大意见分歧。 

六、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由于铜藻的生态价值显著，又具有潜在的食品、医药、饲料、有机肥料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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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能源等多方面的潜在开发价值。一旦开发取得成效，就目前的养殖规模与产量，

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因此，必须提高人工苗种培育的技术含量，实施标准化

生产管理，为铜藻进一步开发利用和大规模养殖做好技术储备。本标准的制定与

实施，可指导养殖单位或个人开展铜藻苗种繁育，提高养殖技术水平，保障产品

的质量安全，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七、建议 

1.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并对其进行宣贯。 

2. 在我省开展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尽可能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

标准的执行需要省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组织和支持。 

八、与现有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修订参考了《海水水质标准》GB3097 和《羊栖菜养殖技术规范》

DB33/T 477-2012 等国家和地方标准。制定的《铜藻苗种人工繁育及增养殖技术

规范》“育苗”和“养殖”环境条件参考了 GB3097；“养殖筏架设置”、“收获”

等个别章节参照 DB33/T 477 外，其余大部分内容均为首次提出和规定。本标准

内容侧重于“铜藻苗种人工繁育”与“海区增养殖”，无论标准结构还是内容都

有别于“大型海洋藻类人工移植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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