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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

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由美洲

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构建、促产亲本放养前准

备、促产亲本挑选及放养、亲本促产交配受精、鱼

卵收集、亲本清理及补充等步骤组成。本发明采

用循环水促进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有效

避免了发育较好的亲本和发育滞缓的亲本前后

交配期间互相干扰和摄取受精卵的问题；同时有

效地防止了受精卵早期感染霉菌而导致孵化期

间的霉菌爆发；避免了鱼卵被其他美洲鲥摄取和

人为捞取鱼卵对交配的干扰；节约了用水，特别

是宝贵的地下深井水资源，同时方法操作简便、

实用，适合美洲鲥规模化繁育生产，而且易于被

人们接受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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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构建：所述的亲本促产循环系统，包括相邻的集卵池和

促产池，所述的集卵池为长方形水泥池，所述的集卵池中设有集卵网箱；所述的集卵池中的

集卵网箱，包括长方体网箱和用于固定网箱的网箱架，所述的网箱通过网箱尼龙绳固定在

网箱架上，所述的网箱底部中央开圆孔，缝制一向下突出的两端开口的圆筒状网套，所述的

网套通过网箱底部中央的圆孔使网箱内部与外界相通；所述的促产池为正方形水泥池，所

述的促产池纵切面为漏斗形，池底中心设有排水口，排水口下方接排水管，所述的促产池通

过排水管与集卵池中的集卵网箱下端相连；所述的集卵池靠近促产池的一侧设有气提循环

管和潜水泵；

b）促产亲本放养前准备：促产亲本放养前，对促产池和集卵池及附属设备进行消毒，注

水循环后使用，水温维持在18～19℃；

c）促产亲本挑选及放养：5月初～6月初，挑选促产用美洲鲥亲本放入促产池，促产亲本

放养密度为0.5～1.5尾/m2，雌雄比为1:  1.6～1:  2.0；

d）亲本促产交配受精：亲本进入促产池后，要保持周围绝对安静，24小时连续不间断开

启纳米充气和气提循环，促产期间不投喂商品饲料，每天下午换水1次，每次10～15%；换水

操作为打开集卵池的排水阀，使集卵池的水位降低一半，然后用80目筛绢网过滤进水，用水

为含有单胞藻的、透明度为20～30cm的池塘水源，经过水泥池曝气沉淀和空气能机组降温

至16～18℃，以保持促产水温为19.0～20.0℃，抵消促产循环系统因气温高造成的水温上

升；及时清除死亡个体，以防止死亡个体堵住中心排水口；

e）鱼卵收集：收集鱼卵一般10:  00～11:  00，24目软筛绢圆形抄网抄网箱底部，少量多

次漂洗鱼卵，清除水体沉积物；

f）亲本清理及补充：每隔7～10天清理亲本1次，清理亲本时换水1/2；把未参与交配受

精的亲本留池，产后亲本移入强化培育池，再次培育；另外补充新的亲本到促产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上方设置弓形环顶，顶部覆盖2～3层遮荫膜；保证白天的光照

强度范围300～500  Lux。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步骤b中，促产亲本放养前，对促产池和集卵池及附属设备进行消毒，给整个系统注水，用

10PPm漂白精溶解后全池泼洒，开启气提管阀门，使整个系统内的水循环走1～2小时，然后

浸泡24小时后，排水冲洗干净，晾干3～4天再使用，亲本放养前2～3天进水，用水经过池塘

一级沉淀、水泥池二级沉淀及空气能机组调温，进水用80目筛绢网过滤，进水后，使用1～

2PPm的大苏打溶解后全池泼洒，开启气提循环和纳米管充气，循环24小时方可使用，水温维

持在18～1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步骤c中，在美洲鲥亲本强化培育池内挑选促产用亲本，亲本强化培育池为简易大棚水泥

池；挑选促产亲本的要求：雌鱼后腹部膨大而柔软，泄殖孔微红，有些轻压腹部不流卵；雄

鱼，轻压泄殖孔有少量精液流出，且遇水不散；挑选过程中，亲本分雌雄分别放入网箱暂养，

网箱规格为长2.0m×宽1.2m×高0.5m，网箱的网片是网目为2×3mm的皮条网，暂养密度为

雌鱼10～15尾/箱，雄鱼20～30尾/箱，暂养时间不超过30分钟；采用塑料圆桶运输放入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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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塑料圆桶的直径32cm，高度35cm，桶的容量28升，运鱼时桶内装水量15升，即桶的1/2处，

运输时，雌鱼每桶放1尾，雄鱼每桶放2～3尾；整个挑选和运输过程中操作要轻柔不离水，每

次装载运输时间不超过15分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步骤d中，晚上20:00～次日上午10:00期间开启循环潜水泵，促进循环压力，使促产池和集

卵池水位差达到20～30cm，使得促产池的水通过排水管到集卵池的水流流速达到20  m3/h，

在促产池中心排水口上方形成旋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步骤e中，收集鱼卵前，先清洗集卵网箱的网片四周，清除附着在网片的垃圾，然后抬起网

箱，使网箱底部悬于水面以下5～10cm处，沉底的鱼卵半湿状态，用24目软筛绢圆形抄网抄

网箱底部，收集的鱼卵夹杂着鳞片和水体沉积物，需要清洗和分离，先用24目软筛绢圆形抄

网分少量多次漂洗鱼卵，清除水体沉积物；再用网目规格6×6  mm网过筛，剔除鳞片和成形

的粪便，然后用烧杯量鱼卵体积计数后移到孵化池，鱼卵清洗和清理用水采用促产池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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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

精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美洲鲥(Alosa  sapidissima)俗称美国鲥鱼，主要分布于北美洲大西洋西岸从加

拿大魁北克省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河流和海洋中。美洲鲥系生殖洄游鱼类，丰腴肥硕，肉鲜

味美，具很高的经济价值，被世界各地广泛引种。在国内，上海市水产研究所于1998年率先

从美国密西西比河引种野生美洲鲥所产的受精卵，然后进行受精卵孵化、苗种培育以及养

殖。由于美洲鲥因与中国鲥的外形相似、肉质相媲美,在长江鲥鱼濒临灭绝的情况下,美洲

鲥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市场价格也非常高，80～150元/斤，养殖户纷纷养殖该鱼，该鱼的苗

种已经形成广阔的市场前景。

[0003] 目前，美洲鲥的人工繁殖方式主要有三种：1)是给予激素注射、催产人工受精，获

得少量受精卵，如：专利《一种美洲鲥人工催产、授精及受精卵孵化方法》(公开号

CN101642067A，申请号200910034085.4)和论文《美洲鲥的人工繁殖及胚胎发育》(徐钢春

等，2012)，但此方法难度大、人工繁殖成功率低，正如徐钢春等(2012)研究论文所述：由于

注射等人工繁殖的操作过度的应激反应对美洲鲥造成应激反应，容易引起卵子的排卵和产

卵过程不协调,造成滞产或导致亲鱼死，使得人工繁殖效率降低、成本升高，此法经多年业

内技术人员实践下来，难度较高、亲本损耗大，现已很少用；2)是美洲鲥亲本强化培育池内

进行生态调控，特别是抽取地下150米以下的、冬春季水温稳定在16～17℃的深井水边进水

边排放来加大水流刺激(1.2～2.5m3/h；4～7m3/h；10～12m3/h)，促使亲本自然产卵，然后收

集鱼卵，可获得一定数量的受精卵，如专利《一种人工养殖生态因子促使美洲鲥自然产卵的

方法》(公开号CN103478022A，申请号201310339384.5)、《一种以生态调控促使池养美洲鲥

自然产卵的方法》(公开号CN101884310A，申请号201010216569.3)和论文《美洲鲥的人工繁

殖及胚胎发育》(徐钢春等，2012)，此法也有局限性：此法美洲鲥产前不挑选促产亲本，但由

于美洲鲥亲本培育期间性腺发育不同步性，发育较好的亲本和发育滞缓的亲本会混杂在一

起，发育较好的亲本先期交配受精时，发育滞缓亲本干扰亲本自然交配和摄取所产的受精

卵；反过来，待发育滞缓亲本性腺发育成熟、交配产卵时，那些原来参与交配的亲本进入产

后亲本培育期，产后亲本反过来干扰亲本自然交配，同时产后亲本急需营养补充，更喜好摄

取池内的鱼卵以补充体内营养；亲本培育池内，正常投喂商品饵料，残饵极易沉底，粪便多，

收集的受精卵清理特别苦难，而且清理后的受精卵由于前期的污染造成受精卵孵化时期霉

菌爆发；同时水流刺激采用深井水边进边出的大排放，大量浪费了优质的自然资源；3)采用

促产环道获得批量美洲鲥受精卵，虽然解决前面技术的难点：未发育成鱼干扰、受精卵清理

以及深井水使用局限和浪费，如专利申请《一种获得批量美洲鲥受精卵的方法》(公开号

CN105379650A，申请号201510789940.8)，但此法收集鱼卵繁琐，同时由于美洲鲥有摄食鱼

卵的习性，产卵交配时期，需要专人看管促产环道，及时收集鱼卵，以免被其他美洲鲥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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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卵，而且，在收集鱼卵时，需要工作人员进入促产环道捞取鱼卵，这本身也会给其他美洲

鲥亲本交配造成干扰。所以，急需一种解决上述美洲鲥繁殖方法缺陷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目前美洲鲥繁殖方法的缺陷，提供一种循环水促使美洲鲥

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由美洲鲥

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构建、促产亲本放养前准备、促产亲本挑选及放养、亲本促产交配受

精、鱼卵收集、亲本清理及补充组成，包括：

[0006] a)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构建：所述的亲本促产循环系统，包括相邻的集卵

池和促产池，所述的集卵池为长方形水泥池，所述的集卵池中设有集卵网箱；所述的促产池

为正方形水泥池，所述的促产池纵切面为漏斗形，池底中心设有排水口，排水口下方接排水

管，所述的促产池通过排水管与集卵池中的集卵网箱下端相连；所述的集卵池靠近促产池

的一侧设有气提循环管和潜水泵。

[0007] 优选的，所述的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上方设置弓形环顶，顶部覆盖2～3层

遮荫膜。保证白天的光照强度范围300～500Lux。

[0008] 优选的，所述的促产池长11.0m×宽10.0m×高1.2～1.3m，水深1.05～1.15m。

[0009] 优选的，所述的促产池正方形四角上设置倒角。

[0010] 优选的，所述的促产池池底中心的排水口为6寸排水口，排水口上设有不锈钢条焊

制成的、外圈圆形内为“井”型的排水罩，排水罩下方接4寸排水管。池底中心排水口和池壁

底部的落差为20～30cm。沿促产池池壁四周底部设有纳米充气管，形成闭合充气环。

[0011] 优选的，所述的集卵池为狭长的长方形水泥池，长11.0m×宽1.0m×高1.6～1.7m，

水深1.4～1.5m。

[0012] 优选的，所述的集卵池靠近促产池的一侧设有20根1寸气提循环管，通过充气的方

式把集卵池的水提升到促产池内。同侧还设有2寸0.75KW的潜水泵，通过软管把集卵池的水

回流到促产池。

[0013] 优选的，所述的集卵池中的集卵网箱，包括长方体网箱和用于固定网箱的网箱架，

所述的网箱通过网箱尼龙绳固定在网箱架上，所述的网箱底部中央开圆孔，缝制一向下突

出的两端开口的圆筒状网套，所述的网套通过网箱底部中央的圆孔使网箱内部与外界相

通。所述的集卵网箱使用时，将集卵网箱放置在集卵池中，促产池通过排水管与集卵池中的

集卵网箱下端相连。

[0014] 使用时将所述的网套直接套在连通促产池的排水管管口上。所述的促产池的水利

用水位压力差通过中心排水口以及排水管顺水流方向进入集卵网箱，使鱼卵随排水管的水

流从底部进入网箱，鱼卵滞留于网箱，水流经过网箱网片进入集卵池，再由气提管以及潜水

泵进入促产池，形成水流以及旋涡，同时也完成了整个水循环。集卵网箱在底部开口更有利

于收集象美洲鲥这样的、比较偏沉性的受精卵，在收集过程中受精卵随水流自下而上均匀

地翻动于集卵网箱，避免了侧面开口的集卵网箱受精卵容易下沉、堆积，以及由于水流的作

用将受精卵推向一端，造成卵粒密集和磨擦，最终影响孵化率等弊端。

[0015] 优选的，所述的网套下方外沿缝制尼龙绳，用于将网套固定在排水管管口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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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箱架由毛竹加工而成，包括固定成长方形的两个网箱架长边和两个网箱架宽边，以及

垂直于所述长方形的四个网箱架支脚。所述的网箱架长边、网箱架宽边和网箱架支脚的长

度分别为135cm、90cm、60cm。所述的网箱由30目筛网加工制成，更优选聚乙烯网，长宽高为

100×60×40cm。所述的网套用纤维布或的确凉制成，直径20cm，高35cm。所述的网箱和网箱

架的大小可随集卵池大小而定。

[0016] b)促产亲本放养前准备：促产亲本放养前，对促产池和集卵池及附属设备进行消

毒，注水循环后使用，水温维持在18～19℃。

[0017] 优选的，促产亲本放养前，对促产池和集卵池及附属设备进行消毒，给整个系统注

水，用10PPm漂白精溶解后全池泼洒，开启气提管阀门，使整个系统内的水循环走1～2小时，

然后浸泡24小时后，排水冲洗干净，晾干3～4天再使用，亲本放养前2～3天进水，用水经过

池塘一级沉淀、水泥池二级沉淀及空气能机组调温，进水用80目筛绢网过滤，进水后，使用1

～2PPm的大苏打溶解后全池泼洒，开启气提循环和纳米管充气，循环24小时方可使用，水温

维持在18～19℃。

[0018] c)促产亲本挑选及放养：5月初～6月初，挑选促产用美洲鲥亲本放入促产池，促产

亲本放养密度为0.5～1.5尾/m2，雌雄比为1:1.6～1:2.0。

[0019] 优选的，在美洲鲥亲本强化培育池内挑选促产用亲本，亲本强化培育池为简易大

棚水泥池。挑选促产亲本的要求：雌鱼后腹部膨大而柔软，泄殖孔微红，有些轻压腹部不流

卵；雄鱼，轻压泄殖孔有少量精液流出，且遇水不散。

[0020] 优选的，挑选过程中，亲本分雌雄分别放入网箱暂养，网箱规格为长2.0m×宽1.2m

×高0.5m，网箱的网片是网目为2×3mm的皮条网，暂养密度为雌鱼10～15尾/箱，雄鱼20～

30尾/箱，暂养时间不超过30分钟；采用塑料圆桶运输放入促产池，塑料圆桶的直径32cm，高

度35cm，桶的容量28升，运鱼时桶内装水量15升，即桶的1/2处，运输时，雌鱼每桶放1尾，雄

鱼桶放2～3尾。

[0021] 优选的，整个挑选和运输过程中操作要轻柔不离水，每次装载运输时间不超过15

分钟；促产亲本放养密度为0.5～1.5尾/m2，雌雄比为1:1.6～1:2.0。

[0022] d)亲本促产交配受精：亲本进入促产池后，要保持周围绝对安静，24小时连续不间

断开启纳米充气和气提循环，促产期间不投喂商品饲料，每天下午换水1次，每次约10～

15％，保持促产水温为19.0～20.0℃。

[0023] 优选的，晚上20:00～次日上午10:00期间开启循环潜水泵，促进循环压力，使促产

池和集卵池水位差达到20～30cm，使得促产池的水通过4寸排水管到集卵池的水流流速达

到20m3/h，在促产池中心排水口上方形成旋涡。

[0024] 优选的，具体换水操作为打开集卵池的排水阀，使集卵池的水位降低一半，然后用

80目筛绢网过滤进水，用水为含有单胞藻的、透明度为20～30cm的池塘水源，经过水泥池曝

气沉淀和空气能机组降温至16～18℃，以保持促产水温为19.0～20.0℃，抵消促产循环系

统因气温高造成的水温上升；及时清除死亡个体，以防止死亡个体堵住中心排水口。

[0025] e)鱼卵收集：收集鱼卵一般10:00～11:00，24目软筛绢圆形抄网抄网箱底部，少量

多次漂洗鱼卵，清除水体沉积物。

[0026] 优选的，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时间一般在5:00～8:00，收集鱼卵一般10:00～11:

00，收集鱼卵前，先清洗集卵网箱的网片四周，清除附着在网片的垃圾，然后抬起网箱，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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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底部悬于水面以下5～10cm处，沉底的鱼卵半湿状态，用24目软筛绢圆形抄网抄网箱底

部，收集的鱼卵夹杂着鳞片和水体沉积物，需要清洗和分离，先用24目软筛绢圆形抄网分少

量多次漂洗鱼卵，清除水体沉积物；再用网目规格6×6mm网过筛，剔除鳞片和成形的粪便，

然后用烧杯量鱼卵体积计数后移到孵化池，鱼卵清洗和清理用水采用促产池的水。

[0027] f)亲本清理及补充：每隔7～10天清理亲本1次，清理亲本时换水1/2，换水水源要

求同步骤d，但换入水的水温与原池水温的温差小于1℃；把未参与交配受精的亲本留池，产

后亲本移入强化培育池，再次培育；另外补充新的亲本到促产池。

[0028]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的突出特点是：

[0029] 1、本发明采用循环水促进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改进了现在在用的两种美

洲鲥繁殖的方法，突出了两种方法的优点，解决了两种方法的出现问题；

[0030] 2、解决了亲本强化培育池内进行生态调控获得受精卵方法的缺陷，亲本强化培育

后，促产前挑选促产亲本，目的性强，有效避免了发育较好的亲本和发育滞缓的亲本前后交

配期间互相干扰和摄取受精卵的问题；同时本方案也避免了因亲本培育池内污染物和残

饵，挑选促产亲本移池后，有效地防止了受精卵早期感染霉菌而导致孵化期间的霉菌爆发；

[0031] 3、解决了采用促产环道获得批量美洲鲥受精卵中，收集鱼卵繁琐，产卵交配时期，

无需专人看管促产环道，循环水流收集鱼卵，避免了鱼卵被其他美洲鲥摄取和人为捞取鱼

卵对交配的干扰；

[0032] 4、本发明技术方案采用单胞藻类作为美洲鲥亲本的饵料，解决了投喂商品饲料残

饵和粪便多的问题，也避免了收集的鱼卵清洗分离的困难，收集的受精卵清理简单；同时也

缓解了不投饵繁殖模式中的亲本长期饥饿以及亲本摄取受精卵；

[0033] 5、本发明技术方案采用循环水水流来刺激亲本交配，放弃了深井水边进水边排放

的水流刺激方式，节约了用水，特别是宝贵的地下深井水资源，同时方法操作简便、实用，适

合美洲鲥规模化繁育生产，而且易于被人们接受和推广。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中采用的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平面示意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中采用的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剖面示意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中采用的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中集卵网箱的结构示意图。

[0037] 附图中涉及的附图标记和组成部分如下所示：

[0038] 1-集卵池；2-促产池；3-排水管；4-水流方向；5-潜水泵；6-气提循环管；7-集卵网

箱；71-网箱架长边；72-网箱架宽边；73-网箱架支脚；74-网箱；75-网箱尼龙绳；76-网套；

77-尼龙绳。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40] 实施例1本发明中采用的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

[0041] 请参照附图1和2，图1为本发明中采用的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平面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采用的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剖面示意图。

[0042] 本发明中采用的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包括相邻的集卵池1和促产池2，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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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卵池1为狭长的长方形水泥池，所述的集卵池1中设有集卵网箱7。所述的促产池2为近

似正方形水泥池，所述的促产池2纵切面为漏斗形，池底中心设有排水口，排水口下方接排

水管3，所述的促产池2通过排水管3与集卵池1中的集卵网箱7下端相连。

[0043] 所述的促产池2长11.0m×宽10.0m×高1.2～1.3m，水深1.05～1.15m。所述的促产

池2正方形四角上设置倒角。所述的促产池2池底中心的排水口为6寸排水口，排水口上设有

不锈钢条焊制成的、外圈圆形内为“井”型的排水罩，排水罩下方接4寸排水管3。池底中心排

水口和池壁底部的落差为20～30cm，沿促产池2池壁四周底部设有纳米充气管，形成闭合充

气环。

[0044] 所述的集卵池1为狭长的水泥池，长11 .0m×宽1.0m×高1.6～1 .7m，水深1.4～

1.5m。集卵池1靠近促产池2的一侧设有20根1寸气提循环管6，通过充气的方式把集卵池1的

水提升到促产池2内，同侧还设有2寸0.75KW的潜水泵5，通过软管把集卵池1的水回流到促

产池2。

[0045] 所述的集卵池1中设有集卵网箱7。请参照附图3，附图3为本发明中采用的美洲鲥

亲本促产循环系统中集卵网箱的结构示意图。所述的集卵网箱7，包括长方体网箱74和用于

固定网箱74的网箱架，所述的网箱74通过网箱尼龙绳75固定在网箱架上，所述的网箱74底

部中央开圆孔，缝制一向下突出的两端开口的圆筒状网套76，所述的网套76通过网箱74底

部中央的圆孔使网箱74内部与外界相通。所述的集卵网箱7使用时，将集卵网箱7放置在集

卵池1中，促产池2通过排水管3与集卵池1中的集卵网箱7下端相连。

[0046] 使用时将所述的网套76直接套在连通促产池2的排水管3管口上。所述的促产池2

的水利用水位压力差通过中心排水口以及排水管3顺水流方向4进入集卵网箱7，使鱼卵随

排水管3的水流从底部进入网箱74，鱼卵滞留于网箱74，水流经过网箱74网片进入集卵池1，

再由气提管6以及潜水泵5进入促产池2，形成水流以及旋涡，同时也完成了整个水循环。

[0047] 所述的网套76下方外沿缝制尼龙绳77，用于将网套76固定在排水管3管口上。所述

的网箱架由毛竹加工而成，包括固定成长方形的两个网箱架长边71和两个网箱架宽边72，

以及垂直于所述长方形的四个网箱架支脚73。所述的网箱架长边71、网箱架宽边72和网箱

架支脚73的长度分别为135cm、90cm、60cm。所述的网箱74由30目筛网加工制成，长宽高为

100×60×40cm。所述的网套76用纤维布或的确凉制成，直径20cm，高35cm。需要说明的是，

所述的网箱74和网箱架的大小可随集卵池1大小而定。

[0048] 实施例2本发明的一种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

[0049] 本发明的一种循环水促使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的方法，由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

统的构建、促产亲本放养前准备、促产亲本挑选及放养、亲本促产交配受精、鱼卵收集、亲本

清理及补充等步骤组成，具体包括：

[0050] 1、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的构建：按照实施例1构建美洲鲥亲本促产循环系统；

在促产循环系统的上方设置弓形环顶，顶部覆盖2～3层遮荫膜，保证白天的光照强度范围

300～500Lux；

[0051] 2、促产亲本放养前准备：促产亲本放养前，对促产池和集卵池及附属设备进行消

毒，给整个系统注水，用10PPm漂白精溶解后全池泼洒，开启气提管阀门，使整个系统内的水

循环走1～2小时，然后浸泡24小时后，排水冲洗干净，晾干3～4天再使用，亲本放养前2～3

天进水，用水经过池塘一级沉淀、水泥池二级沉淀及空气能机组调温，进水用80目筛绢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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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进水后，使用1～2PPm的大苏打溶解后全池泼洒，开启气提循环和纳米管充气，循环24小

时方可使用，水温维持在18～19℃。

[0052] 3、促产亲本挑选及放养：到5月初～6月初，此时就可在美洲鲥亲本强化培育池内

挑选促产用亲本，亲本强化培育池为简易大棚水泥池，挑选促产亲本的要求：雌鱼后腹部膨

大而柔软，泄殖孔微红，有些轻压腹部不流卵；雄鱼，轻压泄殖孔有少量精液流出，且遇水不

散；挑选过程中，亲本分雌雄分别放入网箱暂养，网箱规格为长2.0m×宽1.2m×高0.5m，网

箱的网片是网目为2×3mm的皮条网，暂养密度为雌鱼10～15尾/箱，雄鱼20～30尾/箱，暂养

时间不超过30分钟；采用塑料圆桶运输放入促产池，塑料圆桶的直径32cm，高度35cm，桶的

容量28升，运鱼时桶内装水量15升，即桶的1/2处，运输时，雌鱼每桶放1尾，雄鱼桶放2～3

尾；整个挑选和运输过程中操作要轻柔不离水，每次装载运输时间不超过15分钟；促产亲本

放养密度为0.5～1.5尾/m2，雌雄比为1:1.6～1:2.0；

[0053] 4、亲本促产交配受精：亲本进入促产池后，要保持周围绝对安静，24小时连续不间

断开启纳米充气和气提循环，晚上20:00～次日上午10:00期间开启循环潜水泵，促进循环

压力，使促产池和集卵池水位差达到20～30cm，使得促产池的水通过4寸排水管到集卵池的

水流流速达到20m3/h，在促产池中心排水口上方形成旋涡；促产期间不投喂商品饲料，每天

下午换水1次，每次约10～15％，具体换水操作为打开集卵池的排水阀，使集卵池的水位降

低一半，然后用80目筛绢网过滤进水，用水为含有单胞藻的、透明度为20～30cm的池塘水

源，经过水泥池曝气沉淀和空气能机组降温至16～18℃，以保持促产水温为19.0～20.0℃，

抵消促产循环系统因气温高造成的水温上升；及时清除死亡个体，以防止死亡个体堵住中

心排水口；

[0054] 5、鱼卵收集：美洲鲥亲本交配受精时间一般在5:00～8:00，收集鱼卵一般10:00～

11:00，收集鱼卵前，先清洗集卵网箱的网片四周，清除附着在网片的垃圾，然后抬起网箱，

使网箱底部悬于水面以下5～10cm处，沉底的鱼卵半湿状态，用24目软筛绢圆形抄网抄网箱

底部，收集的鱼卵夹杂着鳞片和水体沉积物，需要清洗和分离，先用24目软筛绢圆形抄网分

少量多次漂洗鱼卵，清除水体沉积物；再用网目规格6×6mm网过筛，剔除鳞片和成形的粪

便，然后用烧杯量鱼卵体积计数后移到孵化池，鱼卵清洗和清理用水采用促产池的水。

[0055] 6、亲本清理及补充：每隔7～10天清理亲本1次，清理亲本时换水1/2，换水水源要

求同每天换水的，但换入水的水温与原池水温的温差小于1℃；把未参与交配受精的亲本留

池，产后亲本移入强化培育池，再次培育；另外补充新的亲本到促产池。

[0056] 实施例3

[0057] 采用实施例1的促产循环系统和实施例2的方法，经在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奉贤基地

试验，于2017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美洲鲥亲本循环水促产受精获得良好效果，累计获得受

精卵19.47万粒。

[0058] 以上已对本发明创造的较佳实施例进行了具体说明，但本发明创造并不限于所述

实施例，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违背本发明创造精神的前提下还可做出种种的等同的

变型或替换，这些等同的变型或替换均包含在本申请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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