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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是

由鱼粉、豆粕、菜粕、小麦粉、谷朊粉、玉米蛋白

粉、诱食粉、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β-D-甘露

糖醛酸、竹盐、短梗霉多糖、磷酸二氢钙、包膜材

料、复合维生素和富马酸亚铁制得。本发明还公

开了该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的制备方法。本发明

原料来源稳定，各物料相互配合，发挥营养物之

间的互补作用，具有营养全面、耐水性好、饲料利

用率高、诱食性好的优点，显著提高河蟹的采食

量、消化率、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减少抗生素的使

用，促进河蟹生长发育，有效提高河蟹养殖的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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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其特征在于，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得：鱼粉25-35份、

豆粕30-40份、菜粕15-25份、小麦粉3-5份、谷朊粉2-4份、玉米蛋白粉2份、诱食粉5-9粉、锌

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2-4份、β-D-甘露糖醛酸0.1-0.3份、竹盐0.1-0.5份、短梗霉多糖1-

1.5份、磷酸二氢钙1-3份、包膜材料10-14份、复合维生素1-3份、富马酸亚铁0.2-0.4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诱食粉是由银杏提取

物、癸基葡萄糖苷和甘草甜素按照1：0.05-0.07：0.08-0.1的重量比制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

物由以下方法制得：将10ml乙酸锌溶液与1-2ml、0.05mmol/L的四吡啶卟啉的醋酸溶液加至

反应瓶中，20-30℃搅拌反应10-20h，得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乙酸锌溶液的浓度为

0.5-1.5mol/L。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包膜材料是由壳寡糖、

γ-聚谷氨酸和短梗霉多糖按照1：0.3-0.5：0.04-0.06重量比制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维生素是由维生素

A、维生素D3、维生素E、维生素B2、维生素B6、烟酸和叶酸按照1：0.8：0.7：0.8：0.5：0.4：0.5

的重量比制得。

7.一种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是由

以下步骤制得：

1)将鱼粉、豆粕、菜粕、小麦粉、谷朊粉和玉米蛋白粉混合粉碎，过60-100目筛，过筛率

＞80％，得物料A；

2)将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β-D-甘露糖醛酸、竹盐、短梗霉多糖、磷酸二氢钙、复合

维生素和富马酸亚铁混合并超声分散，得物料B；

3)将物料A、物料B和诱食粉混合均匀，然后通入90-95℃的水蒸气，调质5-7min，制粒，

过120-150目筛，得混合颗粒；

4)将包膜材料加至水中，得包膜液；用包膜液对混合颗粒进行包衣，热风干燥，得河蟹

用耐水性好饲料。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声分散

时，超声波频率为25-30kHz，分散速度为4500r/min，分散时间为15-20min。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薄膜材料和

水的重量比为1：15-20。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风干燥

时热风速度为1-1.4m/s，热风温度为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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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饲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河蟹学名“中华绒螯蟹”，常穴居于江、河、湖沼的泥岸，夜间活动，以鱼、虾、动物尸

体和谷物为食，每年秋季常洄游到出海的河口产卵。河蟹肉质鲜嫩，营养丰富，每100g可食

部分中蛋白质14g左右，脂肪5.9g左右，碳水化合物7.4g左右，核黄素0.71g左右，其营养价

值高于一般水产品，食用后具有散血、续筋接骨和解膝毒等功效，保健效果好，深受消费者

喜爱。由于河蟹市场需求量大，野生河蟹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故常采用人工养殖。在河蟹

养殖过程中，饲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螃蟹养殖生产中，河蟹的养殖面积最大，产

量最多。

[0003]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蟹农在养殖河蟹的时候投喂单一饲料，如玉米、小麦、小杂鱼、

冰鲜鱼等，这样被迫偏食的河蟹出现营养不均衡，导致成蟹规格偏小，膏脂不丰满，河蟹的

生长也容易产生疾病。河蟹的进食过程比较长，因此需要河蟹饲料保持适宜的耐水性，避免

河蟹饲料在水中散失，影响河蟹的喂养，影响河蟹人工养殖的经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该饲料营养全面，耐水性好，饲料利用率

高，诱食性好。

[0005] 本发明还提供了该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得：鱼粉25-35份、豆粕30-40

份、菜粕15-25份、小麦粉3-5份、谷朊粉2-4份、玉米蛋白粉2份、诱食粉5-9粉、锌离子-卟啉

纳米络合物2-4份、β-D-甘露糖醛酸0.1-0.3份、竹盐0.1-0.5份、短梗霉多糖1-1.5份、磷酸

二氢钙1-3份、包膜材料10-14份、复合维生素1-3份、富马酸亚铁0.2-0.4份。

[0008] 所述的，诱食粉是由银杏提取物、癸基葡萄糖苷和甘草甜素按照1：0.05-0 .07：

0.08-0.1的重量比制得。

[0009] 所述的，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由以下方法制得：将10ml乙酸锌溶液与1-2ml、

0.05mmol/L的四吡啶卟啉的醋酸溶液加至反应瓶中，20-30℃搅拌反应10-20h，得锌离子-

卟啉纳米络合物。

[0010] 所述的，乙酸锌溶液的浓度为0.5-1.5mol/L。

[0011] 所述的，包膜材料是由壳寡糖、γ-聚谷氨酸和短梗霉多糖按照1：0.3-0.5：0.04-

0.06重量比制得。

[0012] 所述的，复合维生素是由维生素A、维生素D3、维生素E、维生素B2、维生素B6、烟酸

和叶酸按照1：0.8：0.7：0.8：0.5：0.4：0.5的重量比制得。

[0013]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的制备方法，是由以下步骤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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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1)将鱼粉、豆粕、菜粕、小麦粉、谷朊粉和玉米蛋白粉混合粉碎，过60-100目筛，过

筛率＞80％，得物料A；

[0015] 2)将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β-D-甘露糖醛酸、竹盐、短梗霉多糖、磷酸二氢钙、

复合维生素和富马酸亚铁混合并超声分散，得物料B；

[0016] 3)将物料A、物料B和诱食粉混合均匀，然后通入90-95℃的水蒸气，调质5-7min，制

粒，过120-150目筛，得混合颗粒；

[0017] 4)将包膜材料加至水中，得包膜液；用包膜液对混合颗粒进行包衣，热风干燥，得

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

[0018] 所述的，超声分散时，超声波频率为25-30kHz，分散速度为4500r/min，分散时间为

15-20min。

[0019] 所述的，薄膜材料和水的重量比为1：15-20。

[0020] 所述的，热风干燥时热风速度为1-1.4m/s，热风温度为90-95℃。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2] 1 .本发明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原料来源稳定，各物料相互配合，发挥各营养物质

之间的互补作用，具有营养全面、耐水性好、饲料利用率高、诱食性好的优点，显著提高河蟹

的采食量、消化率、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促进河蟹生长发育，有效提高河

蟹养殖的经济效益。

[0023] 2.本发明中，鱼粉、豆粕、菜粕、小麦粉、谷朊粉和玉米蛋白粉相互配合，一方面可

以满足河蟹对蛋白类营养的需求，另一方面显著增强饲料粘合性，进而增强饲料的耐水性。

诱食粉可以提高饲料适口性，诱食性好，增强河蟹食欲，提高河蟹摄食量。锌离子-卟啉纳米

络合物促进河蟹对营养成分的吸收和利用，促进河蟹新陈代谢，提高饲料利用率，进而促进

河蟹生长。β-D-甘露糖醛酸、竹盐和短梗霉多糖一方面具有抗炎杀菌、增强免疫力的功能，

另一方面提高饲料的粘合性，避免包膜层被咬食后内容物的快速溶散，提高饲料在水中的

稳定性。包膜材料具有较好的粘结性和密实度，显著提升本发明饲料的耐水性，避免在水中

过早溶散或在水中难以软化，有效提高饲料的稳定性，减少或避免给水体造成污染。磷酸二

氢钙、复合维生素和富马酸亚铁为河蟹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满足河蟹的生长需求。

[0024] 3.本发明的制备方法简单易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26] 本发明所用聚谷氨酸的分子量为60万，纯度为85％。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得：鱼粉30份、豆粕35份、菜

粕20份、小麦粉4份、谷朊粉3份、玉米蛋白粉2份、诱食粉7粉、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3份、

β-D-甘露糖醛酸0.2份、竹盐0.3份、短梗霉多糖1.2份、磷酸二氢钙2份、包膜材料12份、复合

维生素2份、富马酸亚铁0.3份。

[0029] 所述的，诱食粉是由银杏提取物、癸基葡萄糖苷和甘草甜素按照1：0.06：0.09的重

量比制得。

[0030] 所述的，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由以下方法制得：将10ml乙酸锌溶液与1.5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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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mmol/L的四吡啶卟啉的醋酸溶液加至反应瓶中，25℃搅拌反应15h，得锌离子-卟啉纳

米络合物。

[0031] 所述的，乙酸锌溶液的浓度为1mol/L。

[0032] 所述的，包膜材料是由壳寡糖、γ-聚谷氨酸和短梗霉多糖按照1：0.4：0.05重量比

制得。

[0033] 所述的，复合维生素是由维生素A、维生素D3、维生素E、维生素B2、维生素B6、烟酸

和叶酸按照1：0.8：0.7：0.8：0.5：0.4：0.5的重量比制得。

[0034]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的制备方法，是由以下步骤制得：

[0035] 1)将鱼粉、豆粕、菜粕、小麦粉、谷朊粉和玉米蛋白粉混合粉碎，过60-100目筛，过

筛率＞80％，得物料A；

[0036] 2)将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β-D-甘露糖醛酸、竹盐、短梗霉多糖、磷酸二氢钙、

复合维生素和富马酸亚铁混合并超声分散，得物料B；

[0037] 3)将物料A、物料B和诱食粉混合均匀，然后通入93℃的水蒸气，调质6min，制粒，过

120-150目筛，得混合颗粒；

[0038] 4)将包膜材料加至水中，得包膜液；用包膜液对混合颗粒进行包衣，热风干燥，得

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

[0039] 所述的，超声分散时，超声波频率为25-30kHz，分散速度为4500r/min，分散时间为

18min。

[0040] 所述的，薄膜材料和水的重量比为1：18。

[0041] 所述的，热风干燥时热风速度为1.2m/s，热风温度为93℃。

[0042] 实施例2

[0043]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得：鱼粉25份、豆粕40份、菜

粕15份、小麦粉5份、谷朊粉4份、玉米蛋白粉2份、诱食粉9粉、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2份、

β-D-甘露糖醛酸0.3份、竹盐0.1份、短梗霉多糖1份、磷酸二氢钙3份、包膜材料14份、复合维

生素1份、富马酸亚铁0.2份。

[0044] 所述的，诱食粉是由银杏提取物、癸基葡萄糖苷和甘草甜素按照1：0.07：0.1的重

量比制得。

[0045] 所述的，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由以下方法制得：将10ml乙酸锌溶液与2ml、

0.05mmol/L的四吡啶卟啉的醋酸溶液加至反应瓶中，20℃搅拌反应20h，得锌离子-卟啉纳

米络合物。

[0046] 所述的，乙酸锌溶液的浓度为1.5mol/L。

[0047] 所述的，包膜材料是由壳寡糖、γ-聚谷氨酸和短梗霉多糖按照1：0.3：0.06重量比

制得。

[0048] 所述的，复合维生素是由维生素A、维生素D3、维生素E、维生素B2、维生素B6、烟酸

和叶酸按照1：0.8：0.7：0.8：0.5：0.4：0.5的重量比制得。

[0049]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的制备方法，是由以下步骤制得：

[0050] 1)将鱼粉、豆粕、菜粕、小麦粉、谷朊粉和玉米蛋白粉混合粉碎，过60-100目筛，过

筛率＞80％，得物料A；

[0051] 2)将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β-D-甘露糖醛酸、竹盐、短梗霉多糖、磷酸二氢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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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维生素和富马酸亚铁混合并超声分散，得物料B；

[0052] 3)将物料A、物料B和诱食粉混合均匀，然后通入90℃的水蒸气，调质7min，制粒，过

120-150目筛，得混合颗粒；

[0053] 4)将包膜材料加至水中，得包膜液；用包膜液对混合颗粒进行包衣，热风干燥，得

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

[0054] 所述的，超声分散时，超声波频率为25-30kHz，分散速度为4500r/min，分散时间为

20min。

[0055] 所述的，薄膜材料和水的重量比为1：15。

[0056] 所述的，热风干燥时热风速度为1.4m/s，热风温度为95℃。

[0057] 实施例3

[0058]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得：鱼粉35份、豆粕30份、菜

粕25份、小麦粉3份、谷朊粉2份、玉米蛋白粉2份、诱食粉5粉、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4份、

β-D-甘露糖醛酸0.1份、竹盐0.5份、短梗霉多糖1.5份、磷酸二氢钙1份、包膜材料10份、复合

维生素3份、富马酸亚铁0.4份。

[0059] 所述的，诱食粉是由银杏提取物、癸基葡萄糖苷和甘草甜素按照1：0.05：0.08的重

量比制得。

[0060] 所述的，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由以下方法制得：将10ml乙酸锌溶液与1ml、

0.05mmol/L的四吡啶卟啉的醋酸溶液加至反应瓶中，30℃搅拌反应10h，得锌离子-卟啉纳

米络合物。

[0061] 所述的，乙酸锌溶液的浓度为0.5mol/L。

[0062] 所述的，包膜材料是由壳寡糖、γ-聚谷氨酸和短梗霉多糖按照1：0.5：0.04重量比

制得。

[0063] 所述的，复合维生素是由维生素A、维生素D3、维生素E、维生素B2、维生素B6、烟酸

和叶酸按照1：0.8：0.7：0.8：0.5：0.4：0.5的重量比制得。

[0064]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的制备方法，是由以下步骤制得：

[0065] 1)将鱼粉、豆粕、菜粕、小麦粉、谷朊粉和玉米蛋白粉混合粉碎，过60-100目筛，过

筛率＞80％，得物料A；

[0066] 2)将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β-D-甘露糖醛酸、竹盐、短梗霉多糖、磷酸二氢钙、

复合维生素和富马酸亚铁混合并超声分散，得物料B；

[0067] 3)将物料A、物料B和诱食粉混合均匀，然后通入95℃的水蒸气，调质5min，制粒，过

120-150目筛，得混合颗粒；

[0068] 4)将包膜材料加至水中，得包膜液；用包膜液对混合颗粒进行包衣，热风干燥，得

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

[0069] 所述的，超声分散时，超声波频率为25-30kHz，分散速度为4500r/min，分散时间为

15min。

[0070] 所述的，薄膜材料和水的重量比为1：20。

[0071] 所述的，热风干燥时热风速度为1m/s，热风温度为90℃。

[0072] 对比例1

[0073]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得：鱼粉30份、豆粕35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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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20份、小麦粉4份、谷朊粉3份、玉米蛋白粉2份、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3份、β-D-甘露糖

醛酸0.2份、竹盐0.3份、短梗霉多糖1.2份、磷酸二氢钙2份、包膜材料12份、复合维生素2份、

富马酸亚铁0.3份。

[0074] 其余同实施例1。

[0075] 对比例2

[0076]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得：鱼粉30份、豆粕35份、菜

粕20份、小麦粉4份、谷朊粉3份、玉米蛋白粉2份、诱食粉7粉、β-D-甘露糖醛酸0.2份、竹盐

0.3份、短梗霉多糖1.2份、磷酸二氢钙2份、包膜材料12份、复合维生素2份、富马酸亚铁0.3

份。

[0077] 其余同实施例1。

[0078] 对比例3

[0079]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得：鱼粉30份、豆粕35份、菜

粕20份、小麦粉4份、谷朊粉3份、玉米蛋白粉2份、诱食粉7粉、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3份、

磷酸二氢钙2份、包膜材料12份、复合维生素2份、富马酸亚铁0.3份。

[0080] 其余同实施例1。

[0081] 对比例4

[0082] 一种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是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得：鱼粉30份、豆粕35份、菜

粕20份、小麦粉4份、谷朊粉3份、玉米蛋白粉2份、诱食粉7粉、锌离子-卟啉纳米络合物3份、

β-D-甘露糖醛酸0.2份、竹盐0.3份、短梗霉多糖1.2份、磷酸二氢钙2份、复合维生素2份、富

马酸亚铁0.3份。

[0083] 其余同实施例1。

[0084] 耐水性试验

[0085] 将实施例1-3和对比例1-4制备的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进行散失率和粉化率试验，

结果如表1所示。

[0086] 表1耐水性试验结果

[0087]

[0088] 由表1可知，本发明实施例1-3制备的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散失率和粉化率均优于

对比例1-4制备的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特别是明显优于对比例3-4。

[0089] 河蟹生长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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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选取规格均一、附肢完整、灵活健康的河蟹420只，将河蟹随机分成7组，每组60只，

将7组河蟹相互隔绝，按照相同的环境、相同的方法进行养殖，试验组1-3依次投喂实施例1-

3制备的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每天投喂2次，每次投喂量为蟹湿重的5％，投喂时间为8点和

15点；对照组1-4投喂对比例1-4制备的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每天投喂2次，每次投喂量为

蟹湿重的5％，投喂时间为8点和15点。饲喂45天后，称量河蟹体重，计算河蟹存活率，结果如

表2所示。

[0091] 表2河蟹生长对比试验结果

[0092]

[0093]

[0094] 由表2可知，本发明实施例1-3制备的河蟹用耐水性好饲料营养全面、饲料利用率

高、诱食性好，有效促进河蟹生长发育，有效提高河蟹养殖的经济效益。

[0095] 综合测定试验

[0096] 试验结束后从每组中随机取雌、雄蟹各10只，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河蟹肌肉

中肌苷酸和鸟苷酸的含量；从河蟹的外形、活动力、口感、气味(香味和土腥味)、肌肉韧性程

度等方面进行综合的感官评定，总分值在5分和0分之间，以好(5分)、较好(4分)、一般(3

分)、较差(2分)、差(1分)。结果如表3所示。

[0097] 表3综合测定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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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009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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