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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

格苗种培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海区选择；2)

网箱设置；3)苗种选择；4)运输方式；5)鱼苗投

放；7)养殖培育管理；8)病害预防；本发明通过网

箱内外网设计、运输方式方法、全人工配合饲料

投喂及疾病防控等发明突破许氏平鲉大规格苗

种培育技术的关键，与现有技术相比，可提高许

氏平鲉鱼苗种成活率及全长平均生长率，缩短养

殖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可满足大规格、品质优良

的养殖苗种要求，操作过程简单、方便、高效，为

许氏平鲉规模化大规格苗种培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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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选择深水网箱养殖海区：选择海区水深大于12m，水流流速＜1.5m/s，盐度在28-32，

溶解氧≥6mg/L，pH值7.8-8.2，水质透明度大于40cm，无污染源流入此网箱养殖海域；

B.将深水网箱放置于养殖海区；

C.选择放养苗种；

D.运输苗种：采用陆运和海运相结合的方式将选择的苗种运输至养殖海区；

E.投放苗种；

F.养殖管理：养殖管理包含以下内容：

(1)饵料选择与投喂：选择专用配合饲料进行投喂；

(2)定期换内网：在大规格苗种培育期间进行一次换网；

(3)分苗培育：在大规格苗种培育期间进行一次分苗，即在换网时同步将原网箱的鱼苗

均分在若干个培养网箱中，继续进行培育，有效降低培育密度；

(4)日常管理：如出现大风大浪或水温骤变情况，减少饲料投喂量或停食1天；并进行安

全检查；

G.病害预防：苗种投放前连续3天用20mg/L甲醛溶液浸泡30-40min，20mg/L的高锰酸钾

浸泡消毒15-25min；如果发现死鱼及时捞出；

H.当许氏平鲉苗种平均全长达到12.0cm以上时，撤掉网箱中的内网进行成鱼养殖。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深水

网箱的主体框架结构由高密度聚乙烯管材构成，主体框架外覆设适合网箱养殖的网衣，网

箱周长40-50m，网箱底部深度在8m±1m，网箱间间距在50-80m；在网箱中设置内网，内网由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单丝网编织而成。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网

深度在7±1m，内网固定在大网箱内，上面盖上网盖，并用网绳系紧，防止漏鱼。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D中在进行运输时需提前计算运输所用时间，根据不同总运输时间确定每袋打包装鱼的数

量。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F中饵料的投喂采取“定点、定时、定量”投喂；随着鱼苗不断长大，饲料粒径逐步增大；每当

换下一粒径型号的颗粒饲料时，要掺杂少量上一粒径型号的颗粒饲料，其比例为5:1。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F中在投喂饵料的同时，定期投喂活性乳酸菌、免疫多糖和大蒜素。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定期投喂

活性乳酸菌、免疫多糖和大蒜素的比例为：每千克颗粒饲料中添加0.1-0.2g免疫多糖、10g

大蒜素和100mL活性乳酸菌，所述活性乳酸菌的活菌数量在1.0×105个/mL以上，每隔一周

投喂3天。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日常管理

进行安全检查的措施如下：定期清理网箱浮体附着物，防止鱼网与浮管产生摩擦而使网破

损；定期检验网衣的破损情况，若出现破损则及时修补，防止漏鱼情况出现；定期检验网箱

浮管上锚绳结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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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鱼类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

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许氏平鲉(Sebastes  schlegelii)，又称黑鮶，俗称黑鱼、黑头鱼、黑寨、黑石鲈、黑

石斑和黑老婆，隶属鲉形目(Scorpaeniformes)、鲉科(Scorpaenidae)、平鲉属(Sebastes)，

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渤海及东海海区，也常见于朝鲜半岛、日本及鄂霍次克海等，是近海冷

温性底层岩礁性鱼类，食性为肉食性。因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有“黑石斑”之称，具有繁殖

能力强、适温范围广、适应性强、洄游范围小、自然越冬等优点，已成为我国北方沿海网箱养

殖、增殖放流、休闲垂钓的重要经济鱼类之一。并随着我国海洋牧场的大力发展，成为首当

其冲推崇的理想品种。近些年随着对深远海养殖空间拓展的增大和网箱养殖规模的扩大，

在适合我省深水网箱养殖、围网养殖的经济鱼类中，许氏平鲉是最为重要具备优良品质与

特性的本土养殖品种。随着消费者对优质水产品消费水平和需求的不断提高，许氏平鲉需

求旺盛，价格攀升，养殖业发展迅速，养殖产量逐年提高，在北方沿海渔业经济中的地位日

益重要。

[0003] 许氏平鲉具有特殊的卵胎生繁殖习性，一年一次性产仔，具有非常强的年周期性。

一般情况下雄性亲鱼2龄-3龄、雌性亲鱼3龄-4龄性成熟，常在每年11月月份左右交尾。交尾

完成后，精子一般要在雌鱼体内保存至翌年4月份左右，直至卵子成熟进行受精。胚胎在雌

鱼体内发育，孵化时或孵化后继续发育一段时间再产出，产仔水温大约在12-14℃，一般在5

月份左右进行产仔，产出的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幼鱼。到次年7月中旬苗种平均全长在5cm左

右。目前许氏平鲉网箱养殖苗种主要来源仍以海捕野生苗种进行大规格苗种培育并进行养

殖为主，另一种方式利用工厂化车间繁育后继续在培育池进行大规格苗种的培育，然后运

输到网箱中进行成鱼养殖。

[0004] 所以目前国内有关许氏平鲉大规格苗种培育方面存在着弊端，主要表现为：

[0005] 1.通过采捕野生苗种进行大规格苗种培育。

[0006] a .此种方式依赖自然资源程度比较高，从生态学角度来说，此种方式破坏了许氏

平鲉自然资源和群体遗传多样性；

[0007] b.存在苗种供应不稳定、鱼苗质量不高、养殖成活率低、生长缓慢等弊端，经试验

证明野生苗种的成活率低于30％。

[0008] 2.通过工厂化车间繁育的从4-7cm生长到平均全长12cm的许氏平鲉苗种继续在室

内养殖池中进行大规格苗种培育。

[0009] a .由于许氏平鲉为底层岩礁性鱼类，此种方式培育苗种，使得许氏平鲉鱼苗受室

内养殖池生长环境的影响较大，生长速度缓慢；

[0010] b.随着鱼苗体积与质量增大，摄食能力增强，养殖密度随之增大，养殖水量也增

大，此时需及时分苗分池培育，导致水、电及人工成本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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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c.鱼体粪便及残饵等如果清理不及时，极容易滋生细菌、病毒等疾病。

[0012] 3.选择经过人工繁育的苗种在工厂化车间里繁育至平均全长12.0cm后，若直接在

室内养殖池中进行成鱼的养殖，其生长速度缓慢，亦延长了其生长周期；若此时将平均全长

12cm的苗种转入到深水网箱中进行养殖，鱼体增大后背部棘刺更加尖锐，进行长时间运输，

会导致鱼苗之间相互扎伤，从而导致细菌感染，使成活率降低。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提供一种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解决背景技术中许氏平

鲉成活率低，生长速度慢，养殖周期长的技术问题，有效提高许氏平鲉成活率和生长速度、

缩短养殖周期，降低养殖风险。

[0014]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15] 一种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A.选择深水网箱养殖海区：选择海区水深大于12m，水流流速＜1.5m/s，盐度在28-

32，溶解氧≥6mg/L，pH值7.8-8.2，水质透明度大于40cm，无污染源流入此网箱养殖海域；

[0017] B.将深水网箱放置于养殖海区；

[0018] C.选择放养苗种；

[0019] D.运输苗种：采用陆运和海运相结合的方式将选择的苗种运输至养殖海区；

[0020] E.投放苗种；

[0021] F.养殖管理：养殖管理包含以下内容：

[0022] (1)饵料选择与投喂：选择专用配合饲料进行投喂；

[0023] (2)定期换内网：在大规格苗种培育期间进行一次换网；

[0024] (3)分苗培育：在大规格苗种培育期间进行一次分苗，即在换网时同步将原网箱的

鱼苗均分在若干个培养网箱中，继续进行培育，有效降低培育密度；

[0025] (4)日常管理：如出现大风大浪或水温骤变情况，减少饲料投喂量或停食1天；并进

行安全检查；

[0026] G.病害预防：苗种投放前连续3天用20mg/L甲醛溶液浸泡30-40min，20mg/L的高锰

酸钾浸泡消毒15-25min；如果发现死鱼及时捞出；

[0027] H .当许氏平鲉苗种平均全长达到12.0cm以上时，撤掉网箱中的内网进行成鱼养

殖。

[0028] 优选的，所述深水网箱的主体框架结构由高密度聚乙烯管材构成，主体框架外覆

设适合网箱养殖的网衣，网箱周长40-50m，网箱底部深度在8m±1m，网箱间间距在50-80m；

在网箱中设置内网，内网由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单丝网编织而成。

[0029] 优选的，所述内网深度在7±1m，内网固定在大网箱内，上面盖上网盖，并用网绳系

紧，防止漏鱼。

[0030] 优选的，所述步骤D中在进行运输时需提前计算运输所用时间，根据不同总运输时

间确定每袋打包装鱼的数量。

[0031] 优选的，所述步骤F中饵料的投喂采取“定点、定时、定量”投喂；随着鱼苗不断长

大，饲料粒径逐步增大；每当换下一粒径型号的颗粒饲料时，要掺杂少量上一粒径型号的颗

粒饲料，其比例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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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优选的，所述步骤F中在投喂饵料的同时，定期投喂活性乳酸菌、免疫多糖和大蒜

素。

[0033] 优选的，定期投喂活性乳酸菌、免疫多糖和大蒜素的比例为：每千克颗粒饲料中添

加0.1-0.2g免疫多糖、10g大蒜素和100mL活性乳酸菌，所述活性乳酸菌的活菌数量在1.0×

105个/mL以上，每隔一周投喂3天。

[0034] 优选的，日常管理进行安全检查的措施如下：定期清理网箱浮体附着物，防止鱼网

与浮管产生摩擦而使网破损；定期检验网衣的破损情况，若出现破损则及时修补，防止漏鱼

情况出现；定期检验网箱浮管上锚绳结实程度。

[0035] 有益效果：

[0036] 1 .本发明根据现有的许氏平鲉培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进，实

现了许氏平鲉鱼苗的大规格培育养殖阶段，即从平均全长4-7cm培育到平均全长12cm的过

程中，提高培育许氏平鲉的成活率和生长速度；选择工厂化繁育的许氏平鲉苗种，保护了许

氏平鲉自然资源和群体遗传多样性，苗种供应稳定、鱼苗质量高，有利于后续养殖成活率的

提高和生长率的提高；投喂全人工配合饲料，解决养殖户因投喂野杂鱼而导致的寄生虫、细

菌病等问题。本发明利用深水网箱进行许氏平鲉大规格苗种培育，选择水质、水流交换好的

区域，保证了苗种成活率，提高了生长速度，利于成鱼更好的生长，具有操作过程简单、方

便、高效的优点，为许氏平鲉规模化大规格苗种培育的发展和后期成鱼高效养殖奠定了基

础；

[0037] 2.本发明鱼苗的运输方式，保证了到岸成活率，本发明通过饲料投喂方式方法和

疾病防控等措施，为鱼苗快速生长提供了最有效的实践手段和措施；本发明培育试验与野

生苗种大规格培育对比，可提高许氏平鲉鱼苗种成活率70％以上，平均全长提高5％以上；

此方式培育试验与工厂化大规格苗种培育对比，苗种成活率提高10％以上，全长平均生长

率提高7％以上。

[0038] 3.网箱内外网设计，在进行换网时，不需要更换整个网箱，降低鱼苗的应激性，降

低饲料和人工成本，防止内网破损而导致鱼苗逃跑，起到拦截鱼苗逃逸的作用，避免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深水网箱的内网由编织而成，避免了使用传统网衣性能不佳、藻类贝类易附着

导致的换网次数增加的问题，选用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单丝网表面能极低，不粘附，单丝结

构无缝隙，附着点少，因此藻类及贝类在其网上的附着能力降低，能够有效减少换网次数，

水体交换效率高，有利于鱼体健康；同时，选用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单丝网网线密度小，每

平米98g，其质量仅为传统尼龙经编网的1/3，便于操作，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劳动成本；断裂

力强度达到510N，强度高。

[0039] 4.在对许氏平鲉进行运输时，采用陆运和海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运输，并且通过

运输时间确定每袋装苗尾数，通过每袋装苗尾数计算浮头缺氧时间，从而确定出最佳的袋

装苗数，避免了传统的运输打包鱼数量随机，运输时间长于浮头缺氧时间而导致苗种死亡

的问题，提高了鱼苗的成活率。

[0040] 5.投喂配合饲料时，每当换下一粒径型号的颗粒饲料时，要掺杂少量上一粒径型

号的颗粒饲料，其比例为5:1，防止鱼体存在生长差异导致小苗摄食不足的问题，保证小苗

能摄食合适口径饲料，减少小苗摄食不足相互残食而造成的损失，本发明根据鱼苗的适口

性来选择粒径投喂，保证了鱼苗摄食率和生长效率；防止有些小鱼更不上生长速度快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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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的生长，吃不到适口饲料，导致生长速度更慢或者长时间会死亡。传统的投喂仅仅通过观

察并判断大部分鱼苗是否对投喂此规格饲料仍有摄食兴趣，如相互抢食等，再去换下一粒

径饲料去投喂，一方面错过鱼苗快速生长期，另一方面小鱼因颗粒不适口而生长速度缓慢

本发明通过不同大小鱼苗投喂不同粒径大小的配合饲料进行试验，通过检测不同大小鱼苗

的肠胃饱食量和残饵量，在本发明的粒径规格中，达到摄食最优。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许氏平鲉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方法，在进行苗种选择时选

择工厂化人工繁育的许氏平鲉苗种，平均全长4-7cm，鱼体健康、体色正常、完整无伤、活力

强、规格整齐均匀；将苗种运输至深海养殖区时，采用的是陆运与水运结合的方式，陆运用

保温车运输，海运用养殖船运输并在上面加盖保温措施，在傍晚或者早上进行运输，利用虾

苗袋打包充氧并装泡沫箱运输；先将装有许氏平鲉鱼苗的虾苗袋在网箱中放置10min，再拆

袋倒入网箱中，放养密度为100-120尾/m3，鱼苗投入网箱后，不投喂放养1-2天，以适应海区

养殖环境；同时，在运输前提前测量了培育车间和网箱养殖海区的水温，水温的温差小于3

℃；运输前提前3天利用地下井水降低培育水温，每天降低水温1℃，并提前2天停止喂食；所

述步骤F中投喂许氏平鲉鱼苗专用配合饲料时，投喂的配合饲料粒径大小与鱼苗大小的关

系为，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5.0-6.0cm，饲料颗粒粒径选择1.0-1.4mm；当许氏平鲉鱼苗

平均全长6.0-8.5cm，饲料颗粒粒径选择1.4-2.0mm；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8.5-10.0cm，

饲料颗粒粒径选择2.0-3.0mm；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10.0-12.0cm，饲料颗粒粒径选择

为3.0-3.5mm；每当换下一粒径型号的颗粒饲料时，要掺杂少量上一粒径型号的颗粒饲料，

其比例为5:1。所述步骤F中“定点”投喂指的是每次投喂都选择网箱的一个固定位置，每天

投喂量为鱼体重的3％-5％；每天投喂2次，分别在每天上午6:00-8:00和下午16:00-18:00，

两次投喂量比例为2:1；鱼苗饱食率控制在80％。步骤D运输时的时间和装苗数的关系为：运

输时间在8个小时内的，每袋装苗100-120尾；运输时间在8-12小时的，每袋装苗60-80尾；打

包袋的水体量在4-7L，泡沫箱的规格40cm×80cm×30cm，每箱打包2袋，所述泡沫箱中添加

冰块；当在鱼苗平均全长达到9cm时，更换网衣1次；内网网目更换为2.5cm；整个大规格苗种

培育期间仅换网1次。所述步骤F中分苗培育时，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为9.0-12.0cm，将

其均分为若干个网箱进行培育，放养密度为50-60尾/m3。

[0042]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具体描述。

[0043] 实施例1：

[0044] 2017年7月15日-10月15日，在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大钦岛乡东村的深水网箱1号

区开展了许氏平鲉大规格苗种的培育，1号区的水深为14m，水流流速1.2m/s，盐度28，溶解

氧为8mg/L，pH值7.8，水质透明度为42cm，无污染源流入此网箱养殖海域，放养苗种100万

尾。

[0045] 大规格苗种培育采用如下步骤：

[0046] 1 .深水网箱设置：主体框架结构由高密度聚乙烯管材构成，主体框架外覆设适合

网箱养殖的网衣，网箱周长40m，网箱底部深度在7m，网箱间间距在50m；在网箱中设置内网，

内网由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单丝网编织而成，其中内网深度为6m，内网固定在大网箱内，上面

盖上网盖，并用网绳系紧，防止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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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2.放养苗种选择：选择工厂化人工繁育的许氏平鲉苗种，平均全长5.2cm，鱼体健

康、体色正常、完整无伤、活力强、规格整齐均匀。

[0048] 3.运输方式：采用陆运和海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运输，陆运用保温车运输，海运用

养殖船运输并在上面加盖保温措施，一般采用傍晚或者早上进行运输，利用常用虾苗袋打

包充氧并装泡沫箱运输。提前测量培育车间和网箱养殖海区的水温，温差一般应小于3℃；

运输前提前3天利用地下井水降低培育水温，每天降低水温1℃，并提前2天停止喂食。提前

计算运输所用时间，根据不同总运输时间每袋打包装鱼数量不同，运输时间在8个小时内，

每袋装苗100-120尾；运输时间在8-12小时，每袋装苗60-80尾。打包袋的水体量在6L左右，

泡沫箱的规格40×80×30(长×宽×高)，每箱打包2袋，每个泡沫箱中添加一定量的冰，防

止升温太快。

[0049] 4.苗种投放：先将装有许氏平鲉鱼苗的虾苗袋在网箱中放置10min，再拆袋倒入网

箱中，放养密度为110尾/m3，鱼苗投入网箱后，不投喂放养1-2天，以适应海区养殖环境。

[0050] 5.养殖管理：养殖管理包含以下内容：

[0051] (1)饵料选择与投喂：在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2.0-2.2cm时，在工厂化车间已全

部完成了全价配合饲料的驯化工作，在网箱培育中选择投喂许氏平鲉鱼苗专用配合饲料，

配合饲料要符合NY5072的要求；采取“定点、定时、定量”投喂。选择网箱一个位置，每次定点

投喂；每天投喂量为鱼体重的3％-5％；每天投喂2次，分别在每天上午6:00-8:00和下午16:

00-18:00，两次投喂量比例为2:1；鱼苗饱食率控制在80％，不宜喂过饱；随着鱼苗不断长

大，饲料粒径逐步增大，投喂配合饲料粒径大小与鱼苗大小的关系为，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

全长5.0-6.0cm，饲料颗粒粒径选择1.2mm；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6.0-8.5cm，饲料颗粒

粒径选择1.6mm；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8.5-10.0cm，饲料颗粒粒径选择2.5mm；当许氏平

鲉鱼苗平均全长10.0-12.0cm，饲料颗粒粒径选择为3.2mm，每当换下一粒径型号的颗粒饲

料时，要掺杂少量上一粒径型号的颗粒饲料，其比例为5:1。主要防止鱼体存在生长差异，小

苗摄食不足，相互残食，造成损失。

[0052] (2)定期换内网：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在9.0-12 .0cm，将内网网目更换为

2.5cm；整个大规格苗种培育期间仅换网1次；

[0053] (3)分苗培育：大规格苗种培育期间在苗种平均全长达到9cm时分苗培育，将其均

分为若干个网箱，保持放养密度为50-60尾/m3继续进行培育，有效降低培育密度；

[0054] (4)日常管理：如出现大风大浪或水温骤变情况，减少饲料投喂量或停食1天；安全

检查措施如下：

[0055] a定期清理网箱浮体附着物，防止鱼网与浮管产生摩擦而使网破损；

[0056] b定期检验网衣的破损情况，若出现破损则及时修补，防止漏鱼情况出现；

[0057] c定期检验网箱浮管上锚绳结实程度；

[0058] 6.病害预防：谨遵“以防为主，防治结合，防重于治”的原则，苗种投放前连续3天用

20mg/L甲醛溶液浸泡30min，20mg/L的高锰酸钾浸泡消毒15min；大规格苗种培育期间定期

在饲料中添加活性乳酸菌、免疫多糖、大蒜素，其中每千克颗粒饲料中添加0.1g免疫多糖、

10g大蒜素和100mL活性乳酸菌，所述活性乳酸菌的活菌数量在1.0×105个/mL以上，每隔一

周投喂3天；如果发现死鱼及时捞出。

[0059] 7 .当许氏平鲉苗种平均全长达到12.0cm以上时，撤掉网箱中的内网进行成鱼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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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0060] 采用本发明技术方法，经过3个月大规格苗种培育期，苗种规格达到平均全长

12.6cm，苗种成活率为93.8％，取得良好的效果。

[0061] 实施例2：

[0062] 2017年7月15日-10月15日，在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大钦岛乡东村的深水网箱2号

区开展了许氏平鲉大规格苗种的培育，2号区的水深为15m，水流流速1.3m/s，盐度32，溶解

氧为10mg/L，pH值8.2，水质透明度为47cm，无污染源流入此网箱养殖海域，放养苗种100万

尾；

[0063] 大规格苗种培育采用如下步骤：

[0064] 1 .深水网箱设置：主体框架结构由高密度聚乙烯管材构成，主体框架外覆设适合

网箱养殖的网衣，网箱周长50m，网箱底部深度在8m，网箱间间距在50m；在网箱中设置内网，

内网由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单丝网编织而成，其中内网深度为6m，内网固定在大网箱内，上面

盖上网盖，并用网绳系紧，防止漏鱼。

[0065] 2.放养苗种选择：主要选择工厂化人工繁育的许氏平鲉苗种，平均全长6.8cm，要

求鱼体健康、体色正常、完整无伤、活力强、规格整齐均匀。

[0066] 3.运输方式：采用陆运和海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运输，陆运用保温车运输，海运用

养殖船运输并在上面加盖保温措施，一般采用傍晚或者早上进行运输，利用常用虾苗袋打

包充氧并装泡沫箱运输。提前测量培育车间和网箱养殖海区的水温，温差一般应小于3℃；

运输前提前3天利用地下井水降低培育水温，每天降低水温1℃，并提前2天停止喂食。提前

计算运输所用时间，根据不同总运输时间每袋打包装鱼数量不同，运输时间在8个小时内，

每袋装苗100-120尾；运输时间在8-12小时，每袋装苗60-80尾。打包袋的水体量在6L左右，

泡沫箱的规格40×80×30(长×宽×高)，每箱打包2袋，每个泡沫箱中添加一定量的冰，防

止升温太快。

[0067] 4.苗种投放：先将装有许氏平鲉鱼苗的虾苗袋在网箱中放置10min，再拆袋倒入网

箱中，放养密度为100尾/m3，鱼苗投入网箱后，不投喂放养1-2天，以适应海区养殖环境。

[0068] 5.养殖管理：养殖管理主要包含以下步骤：

[0069] (1)饵料选择与投喂：在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2.0-2.2cm时，在工厂化车间已全

部完成了全价配合饲料的驯化工作，在网箱培育中选择投喂许氏平鲉鱼苗专用配合饲料，

配合饲料要符合NY5072的要求；

[0070] 采取“定点、定时、定量”投喂。选择网箱一个位置，每次定点投喂；每天投喂量为鱼

体重的3％-5％；每天投喂2次，分别在每天上午6:00-8:00和下午16:00-18:00，两次投喂量

比例为2:1；鱼苗饱食率控制在80％，不宜喂过饱。

[0071] 随着鱼苗不断长大，饲料粒径逐步增大。投喂配合饲料粒径大小与鱼苗大小的关

系为，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5.0-6.0cm，饲料颗粒粒径选择1.2mm；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

全长6.0-8.5cm，饲料颗粒粒径选择1.6mm；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8.5-10.0cm，饲料颗粒

粒径选择2.5mm；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10.0-12.0cm，饲料颗粒粒径选择为3.2mm，每当

换下一粒径型号的颗粒饲料时，要掺杂少量上一粒径型号的颗粒饲料，其比例为5:1。主要

防止鱼体存在生长差异，小苗摄食不足，相互残食，造成损失。

[0072] (2)定期换内网：当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在9.0-12 .0cm，将内网网目更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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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cm；整个大规格苗种培育期间仅换网1次；

[0073] (3)分苗培育：大规格苗种培育期间在苗种平均全长达到9cm时分苗培育，将其均

分为若干个网箱，保持放养密度为50-60尾/m3继续进行培育，有效降低培育密度；

[0074] (4)日常管理：如出现大风大浪或水温骤变情况，减少饲料投喂量或停食1天；安全

检查措施如下：

[0075] a定期清理网箱浮体附着物，防止鱼网与浮管产生摩擦而使网破损；

[0076] b定期检验网衣的破损情况，若出现破损则及时修补，防止漏鱼情况出现；

[0077] c定期检验网箱浮管上锚绳结实程度；

[0078] 6.病害预防：谨遵“以防为主，防治结合，防重于治”的原则，苗种投放前连续3天用

20mg/L甲醛溶液浸泡35min，20mg/L的高锰酸钾浸泡消毒18min；大规格苗种培育期间定期

在饲料中添加活性乳酸菌、免疫多糖、大蒜素，其中每千克颗粒饲料中添加0.2g免疫多糖、

10g大蒜素和100mL活性乳酸菌，所述活性乳酸菌的活菌数量在1.0×105个/mL以上，每隔一

周投喂3天；如果发现死鱼及时捞出。

[0079] 7.当许氏平鲉苗种平均全长达到12.0cm以上，直接原网箱中撤掉内网进行成鱼养

殖。

[0080] 采用本发明技术方法进行，经过3个月大规格苗种培育期，苗种规格达到平均全长

13.3cm，苗种成活率为93.4％，取得良好的效果。

[0081] 实施例3：

[0082] 本实施例中提供了在运输时根据不同袋装苗数计算的缺氧浮头时间统计表。

[0083]

每袋装苗尾数(尾) 40 60 80 100 120 140

缺氧浮头时间(h) 15.0 13.5 12.6 9.8 9.2 6.3

[008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不同袋装苗数导致不同的缺氧浮头时间，在每袋的装苗量为

100-120尾时，鱼苗的缺氧浮头时间为9.2-9.8h,此时的运输时间在8个小时之内；每袋装苗

60-80尾时，鱼苗的缺氧浮头时间为12.6-13.5h，运输时间为8-12小时，保证运输时间低于

浮头缺氧时间，从而保证了苗种到岸成活率。

[0085] 实施例4：

[0086] 本实施例的其他步骤与参数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进行苗种投放时，放养密度

分别设置为60/80/100/120/140/160尾/m3，然后分别测定其成活率、饲料效率及单位水体

增重量，实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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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0088] 其中，饲料效率＝每尾平均增重量/投喂饲料量，单位水体增重量＝单位水体尾

数*成活率*每尾增重量。

[0089] 从上述实验数据中可以看出，当放养密度为60-80尾/m3时，其成活率较高，达到了

95.2％-96.5％，但是其单位水体增重量仅为3734.6-4760.0g/m3，这表明虽然放养密度低

有利于提高成活率，但是造成了网箱空间利用率低，增加养殖成本；当放养密度为100-120

尾/m3时，成活率为92.5％-93.8％，此时饲料效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单位水体增重量最高，

此时的放养密度留足个体增长和群体增重空间，网箱空间利用率高，促进鱼苗的快速生长，

当放养密度大于120尾/m3时，其鱼苗的成活率和饲料效率均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密度过高

导致网箱养殖水环境变差，水体溶解氧相对较少，直接影响鱼苗的摄食和消化，成活率随密

度增大而降低，同时密度过大易导致的病原生物入侵和感染，爆发疾病而使鱼类大量死亡；

如果放养密度过低，会造成饲料的浪费，增加养殖成本，降低经济收益；本发明选择的放养

密度为100-120尾/m3时既留足个体增长和群体增重空间，促进鱼苗的快速生长，保证了许

氏平鲉鱼苗成活率、饲料转化效率和单位水体增重量，同时，又能够充分利用网箱水体空

间，保证最大经济收益化。综合各方面因素考量，本发明的放养密度即100-120尾/m3，为最

佳放养密度。

[0090] 实施例5：

[0091] 本实施例的其他步骤与参数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病害预防时在饲料中添加

的活性乳酸菌、大蒜素的重量以及活性乳酸菌的活菌数量的不同，在许氏平鲉幼鱼饲料中

拌料添加三个月后分别测定成活率和鳗弧菌感染1周后肝脏内的细菌数量，实验结果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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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0093]

[0094] 注：A1:0.05g免疫多糖；A2:0.1-0.2g免疫多糖；A3:0.5g免疫多糖；B1:100mL活性

乳酸菌(活菌数0.5×105个/mL)；B2:100mL活性乳酸菌(活菌数1.0×105个/mL)；B3:100mL活

性乳酸菌(活菌数1.5×105个/mL)；C:10g大蒜素。

[009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本发明选用的每千克颗粒饲料中添加0.1-0.2g免疫多糖、10g

大蒜素和100mL活性乳酸菌，所述活性乳酸菌的活菌数量在1.0×105个/mL以上的技术方

案，也就是A2+B2+C的技术方案，其鱼苗的成活率最高，为93.8％，鳗弧菌感染1周后肝脏内

的细菌数量仅为0.2×105，说明本发明中采用的免疫多糖、大蒜素和活性乳酸菌能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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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苗种成活率，同时经过鳗弧菌感染1周后经检测单个肝脏上细菌的数量显著低于不添加

组，具有良好的抗菌能力。

[0096] 实施例6：

[0097] 本实施例的其他步骤与参数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进行苗种分苗选择时进对

比实验，在许氏平鲉苗种平均全长7.0/8.0/9.0/11.0cm时对网衣的附着物种类及多少、网

衣单位面积重量、网衣透水性、风平浪静时溶解氧的大小及鱼苗活力进行观察和测量，以便

为选择在合适苗种大小进行换网和分苗，实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0098]

[0099] 注：附着物的种类通过观察和鉴定；网衣重量单位重量(kg/m2)＝网衣出水总重量

(kg)/网衣总表面面积(m2)；鱼苗活力和网衣透水性通过水下摄像机进行观察；选择风平浪

静时测量溶解氧能代表实际溶解氧的较低值，其大小通过便携式溶解氧测量仪进行测量。

[0100] 从上述实验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大小为9.0cm时，附着物种

类为少量的藤壶和藻类，其网衣单位重量为1.5kg/m2，其透水性和鱼苗活力较好，溶解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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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为5.92-6.67。当鱼苗平均全长超过9.0cm时，其附着物种类较多，如牡蛎、贻贝、藤壶和藻

类，网衣单位重量显著增加，溶解氧含量下降，为6mg/L以下，其网箱内部透水性和鱼苗活力

差。所以选择在9.0cm时及时更换网衣1次即可，如果较晚更换网衣到时网衣附着物急剧增

加、透水性差、水体溶解氧降低等，随着养殖密度增加而导致鱼苗出现缺氧而死鱼，因此在

许氏平鲉鱼苗平均全长9.0cm时仅将网衣更换1次，后将苗种一分二进行大规格苗种培育和

后续养殖，保证了网衣透水性、水体溶解氧和鱼苗活力等，同时，能节省劳动力和降低养殖

成本。

[0101] 对比例1：

[0102] 2017年7月-10月，与实例1同步在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大亲岛乡东村的3号区的深

水网箱开展了采捕野生许氏平鲉苗种进行大规格苗种培育，放养苗种100万尾，放养苗种的

平均全长为5.2cm，放养密度为100-120尾/m3。大规格苗种培育采用如下步骤：

[0103] 1.网箱养殖海区选择：同实施实例1

[0104] 2.网箱设置：同实施实例1

[0105] 3.放养苗种选择：主要选择捕捞自然野生苗种，平均全长6.2cm左右，要求鱼体体

色正常、完整无伤、活力强。

[0106] 4.苗种投放：直接将捕捞的鱼苗测量后直接放养在实例1相同的网箱中培育。

[0107] 5.养殖管理：同实施实例1

[0108] 6.病害预防：同实施实例1

[0109] 7.当苗种达到12.0cm以上，直接原网箱中撤掉内网进行成鱼养殖。

[0110] 野生苗种经过3个月深水网箱大规格苗种培育期，苗种平均规格达到全长11.9cm，

成活率仅为18％。

[0111] 对比例2：

[0112] 2017年7月15日-10月15日在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繁育基地烟台泰华海

洋科技有限公司(国家黑鮶原种场)，利用工厂化繁育池直接进行许氏平鲉大规格苗种的培

育。放养苗种的平均规格5.2cm，采用分级培育的方法。

[0113] 1 .苗种放养在室内水泥池中，培育池面积25m2，池中水深为1 .0m，四周水深为

0.8m，排水口设在中央，并插入竖管进行排污，在池一角设置进水口，每池有独立的进排水

系统和增氧系统。

[0114] 2.苗种投放：苗种投放为本单位繁育的苗种，苗种要求规格整齐、无病无伤且活泼

健壮；每池3万尾，初始投放密度为200尾/m3；在培育前苗种苗种投放前连续3天用20mg/L甲

醛溶液浸泡30-40min，20mg/L的高锰酸钾浸泡消毒15-25min。

[0115] 3 .饵料选择与投喂：投喂黑鮶专用颗粒配合饲料，日投喂量为鱼体体重的3％-

5％，每天投喂3-4次，饲料投喂坚持定时、定量、定质、定位和定人的五定方针，其投喂的总

原则根据鱼体的大小、水温、鱼的摄食情况等灵活掌握，鱼苗饱食率控制在80％。饵料粒径

大小与鱼体大小的关系与实施例1相同。

[0116] 4 .日常管理：采用自然砂滤海水，选择全天流水培育方法，一般日交换量300-

500％，水温在19.5-24.8℃，溶解氧≥6mg/L，光照强度在500-1000lx，每天下午14：00清理

池底1次，每10天倒池1次，防止粪便及残饵沉积导致病菌滋生。

[0117] 5.定期分级筛选及分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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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8] 1)苗种平均全长在5.0-8.5cm，培育密度在1000-1500尾/m3；苗种平均全长在8.5-

10.0cm，培育密度在750-1000尾/m3；苗种平均全长在10.0-12.0cm，培育密度在500-750尾/

m3。分苗时利用20mg/L甲醛溶液浸泡30-40min甲醛溶液浸泡。

[0119] 2)分苗应该注意事项

[0120] 一、分池前停食1天；

[0121] 二、不要在高温天气下分池；

[0122] 三、分池时操作要小心谨慎，不要使鱼体受伤；

[0123] 6.病害防控：谨遵以“防为主，防治结合，防重于治”的原则，苗种投放前连续3天用

20mg/L甲醛溶液浸泡30-40min，20mg/L的高锰酸钾浸泡消毒15-25min；大规格苗种培育期

间定期投喂活性乳酸菌、免疫多糖和大蒜素，每千克颗粒饲料中添加0.1-0 .2g免疫多糖、

10g大蒜素和100mL活性乳酸菌(活菌数量在1×105个/mL以上)，每隔一周投喂3天。

[0124] 经过3个月工厂化大规格培育期，苗种规格达到平均全长11.7cm，工厂化大规格培

育成活率为80％。

[0125] 从对比实验的结果来看，经过本发明步骤的许氏平鲉大规格苗种培育试验(实施

例1)与采捕野生苗种大规格培育(对比例1)对比，可提高许氏平鲉鱼苗种成活率75.8％，平

均全长提高5.8％；此方式许氏平鲉大规格苗种培育试验(实施例1)与工厂化大规格苗种培

育(对比例2)对比，可提高许氏平鲉鱼苗种成活率13.8％，平均全长提高7.7％。此发明技术

将许氏平鲉苗种培育到养殖的中间过渡阶段，利于更好的生长。此发明具有操作过程简单、

方便、高效的优点，为许氏平鲉规模化大规格苗种培育的发展和后续成鱼的培育奠定了基

础。

[0126] 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

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改进将本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

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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