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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海南龙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吟胜、甘炳春、赵平孙、杨健、曾琳、刘洋洋、文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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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斑海马苗种繁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三斑海马（Hippocampus trimaculatus Leach）苗种繁育的术语和定义、环境要求、繁

殖设施、繁殖方法、稚海马培育、越冬、病害防治。

本标准适用于三斑海马苗种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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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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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NY 505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71 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体长

海马身体平直伸展，从吻端到尾椎骨末端的长度。

3.2

亲海马

性成熟的雌海马和雄海马。

3.3

稚海马

出生至体长5 cm的海马。其中刚出生至体长小于1 cm的稚海马为初生稚海马。

3.4

海马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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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幼海马，体长5 cm～10 cm的海马。

3.5

成海马

体长10 cm以上的海马。

4 环境要求

4.1 场地环境

选择水源充足，无污染，潮流畅通，取水方便、电力保证、交通便利的沿海地区。

4.2 水质

水源水质应符合GB 11607的规定。养殖所用淡水应符合NY 5051的规定；养殖所用海水应符合NY 5052

的规定，盐度25～35，pH 8.1左右。

5 繁殖设施

5.1 培育池

培育池设进出水口，池底略向出水口倾斜，池内放置尼龙绳或网。培育池规格参见表1，池壁露出

地面50 cm。室内池应配备通风设备、天窗及照明设备；室外池应有遮光条件。

表 1 培育池规格

单位为米

池类别 长 宽 高

亲本池 1.5 1.0 1.2

育苗池 1.5 1.0 1.2

5.2 过滤池

每100立方米培育池容积配5 ㎡～6 ㎡滤面的砂滤池。有条件的地方可建设砂滤井。

5.3 蓄水池

储存经过滤的海水，蓄水池容量为养殖总水体的1/3。池上覆盖遮雨棚。

5.4 供气

两台鼓风机，其中一台备用。每分钟供气量为育苗池水容量的1.5%。

5.5 电源

宜用电网电源，同时配备断电警报器，2组发电机组。发电机组功率为养殖场额定功率的120%以上。

6 繁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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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备选亲本培育

6.1.1 亲本池消毒

用1‰的甲醛溶液喷洒池壁及池底，10 min后冲洗干净。

6.1.2 备选亲本选择

选择无近亲，身体无损伤，无病害，体质健壮的成海马。

6.1.3 备选亲本消毒

放养前，对备选亲本进行体表消毒，所用药物应符合NY 5071的规定。常用消毒方法为淡水或10 mg/L

高锰酸钾溶液浸泡3 min～5 min。

6.1.4 培育密度

每立方米不超过30尾。

6.1.5 备选亲本养殖管理

6.1.5.1 环境调控

适宜的温度25 ℃～28 ℃，盐度28～34，pH 8.1左右，溶解氧5 mg/L～7 mg/L，光照强度3 000 lx～

6 000 lx。

6.1.5.2 饵料

以活的适口糠虾、仔虾或适口鲜饵为饵料。一般每日8:00和15：00投喂，投喂量以2 h内吃完为宜。

投饵2 h后，用虹吸法清除池底的残饵和粪便等。

6.1.5.3 换水、换池

流水养殖，日交换水量为1/3～1/2。10 d换一次池，换池时，用软质网具将海马捞出，移至提前预

备的新池内。换水、换池前后水温差应小于2 ℃，盐度差应小于5。池内放置2根长约1 m、粗约0.5 cm

的尼龙绳供海马栖息。

6.1.5.4 巡池

每日早、中、晚进行巡查，并做好记录，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6.2 繁殖

6.2.1 繁殖季节

在自然条件下，3～11月为繁殖季节，其中5～9月为繁殖盛期。

6.2.2 亲本池消毒

按6.1.1给出的要求。

6.2.3 亲本选择

从备选亲本中选择健壮、完整、体大的海马。其中，雄海马育儿袋延伸至第5～6节尾部体环处，雌

海马腹部无凹陷、泄殖腔区扩大。雌海马与雄海马比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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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亲本消毒

按6.1.3给出的要求。

6.2.5 养殖密度

每立方米不超过20尾。

6.2.6 亲本日常管理

按6.1.5给出的要求。

6.2.7 交配期管理

在繁殖季节水温控制在25 ℃～28 ℃，其它环境条件正常时，即可使雄海马受孕。其他日常管理按

照6.2.6的规定。

6.2.8 孵育期管理

受孕的雄海马经过10 d～20 d即可完成孵育。每天早晨应及时将刚出生的稚海马捞出，移至育苗池

中饲养。其他日常管理按照6.2.6的规定。

注：三斑海马在夜间或清晨生产。

7 稚海马培育

7.1 培育条件

育苗池加入养殖海水后，投入适宜浓度的单胞藻，使透明度为80 cm～100 cm。最佳温度为25 ℃～

28 ℃，盐度28～34，pH 8.1左右，溶解氧5.5 mg/L～7 mg/L，光照强度3 000 lx～6 000 lx。池内放

置足够稚海马缠绕的尼龙网，网线粗细以稚海马适宜缠绕为宜。

7.2 养殖密度

初生、体长1 cm～3 cm、体长3 cm～5 cm的稚海马每立方米水体分别放养800～1 000尾、400～600

尾和200～400尾。15 d调整一次养殖密度。

7.3 养殖管理

7.3.1 饵料

每日8:00和15:00各投喂一次。投喂饵料前，将死饵、粪便等吸出。投喂的饵料种类及投喂量见表2。

表 2 稚海马饵料种类及投喂量

规格

cm
饵料种类 投喂量

＜1 桡足类无节幼体、小轮虫 每毫升2个

1～2 桡足类幼体及成体 每毫升2个

2～3 投喂桡足类成体、丰年虫幼体 每毫升2个

3～5 适口丰年虫成体 2 h内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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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换水、换池

海马不换池时，换水方式及换水量见表3。每15 d换池一次，换池时，原池与新池的水温差应小于

2 ℃，盐度差应小于5。

表 3 稚海马换水方式及换水量

规格（cm） 换水方式 换水量

＜1 无 无

1～2 虹吸换水 日交换水1/10

2～3 虹吸换水 日交换水1/10，隔3 d～5 d一次换水1/4

3～5 流水换水 日交换水1/10，隔3 d～5 d一次换水1/3

7.3.3 巡池

按6.1.5.4给出的要求。

7.4 苗种出池

海马苗种长至5 cm即可出池。

8 越冬

将塑料薄膜覆盖在培育池上，四周压实，形成密闭保暖罩。晴天时，掀开部分薄膜，保持通风即可

安全越冬。

9 病害防治

海马病害以预防为主，加强饵料、工具、养殖池消毒工作、保持水质清洁等预防措施、治疗为辅。

每天采捕海马样品，观察海马病害情况。常见疾病及防治方法见表4，发现病害及时处理。

表 4 常见疾病及治疗方法

疾病名称 症状 防治方法

肠胃炎症

患病海马离群缓游，行动痴

呆，漂浮于水面上。食欲减退，摄

食少或不摄食，体型逐渐消瘦。弯

腰背驼，肛门松弛外突、红肿，肠

胃胀大，轻压腹部有乳白色粘液从

肛门流出。镜检发现其肠道空，有

气泡，渗出淡黄色物。

保持优良的水质，维持一定藻

类和有益微生物。不投喂腐败的饵

料，清除残饵，用具消毒。清池消

毒要彻底。

淀粉卵窝鞭虫病

患病海马呼吸短促，每分钟可

达100次。行动迟缓，卷于附着物

上，很少游动。食欲不振。

每日用淡水浸泡10 min，连续

浸泡直至无白色颗粒出现后，换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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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疾病名称 症状 防治方法

气泡病

患病海马身体各处表皮膨起，

似火烫伤的水泡或腹腔气泡。导致

运动不自由，失去平衡，漂浮水面。

长在吻部的气泡能使海马呼吸闭

塞，并发生炎症而造成死亡。

保持水质清洁，避免强光直射

和水温陡升。

肤毛病

患病海马身上布有绒毛状物

质，时间久会影响海马运动能力并

且进食较少，久之会造成海马断

尾、烂身现象。

将海马换池，拔去绒毛状物质

并用0.5 mg/L硫酸铜溶液浸泡10

min。每天一次，连泡三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