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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金

钱鱼的繁育方法。本发明选择池塘中养殖的金钱

鱼作为亲鱼，经过亲鱼常规培育、强化培育、人工

催产、人工孵化和苗种培育五个环节，催产率可

达100％，受精率达90％以上，受精卵孵化率为

93％，本发明成功建立了金钱鱼全人工繁育技

术，可用于金钱鱼的大规模生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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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亲鱼常规培育：亲鱼是野生苗种经过人工培育而成，幼鱼时喂养A饲料，12个月之后

喂养B饲料，每日两次，喂食量按池塘中鱼体重的3-5‰进行投喂，所述A饲料由以下成分及

其重量份组成：大豆粉20-40份、江米粉10-20份、丰年虫幼虫25-50份、酪蛋白磷酸肽0.5-1

份、益生菌0.2份组成，所述B饲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玉米蛋白粉10-40份、淫羊藿

粉1-5份、鱼糜20-50份、螺旋藻10-25份、糖萜素0.1-1份；

S2.亲鱼强化培育：挑选步骤S1中发育优良的雌性亲鱼和体表无伤痕、反应敏捷的雄鱼

分池放入4×4×1.5米的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进行强化培育；水温29℃，盐度为26-28‰，

保持水中的溶氧量在5mg/L以上；每天三次投喂饲料C；

S3.人工催产：步骤S2中经过强化培育的金钱鱼亲鱼，于生殖期的6-8月份，选取体质健

康、腹部膨胀的3龄以上雌鱼和从头向尾方向轻挤腹部即有精液流出的2龄以上雄鱼；在雌

鱼胸鳍基部第一针注射2-8μg/kg的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HRH-A2和浓度为0.2-

1μg/kg红花黄色素A，注射15-20h后第二针注射激素a混合液，激素a混合液中含有500-

1000IU/kg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和0.2mL/mL胆固醇；雄鱼不进行激素注射；亲鱼注射激素24-

48h后进行人工授精；

S4.人工孵化：将受精卵置于盐度为19-25‰，温度为28-30℃，pH值7.6-7.8的孵化水中

孵化；

S5.苗种培育：将步骤S4孵化的鱼苗放入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保持水温28℃；盐度

20‰，pH值为7.8，溶氧量5mg/L，每天两次投喂开口饵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A饲料由以下成

分及其重量份组成：大豆粉35份、江米粉18份、丰年虫幼虫46.4份、酪蛋白磷酸肽0.4份、益

生菌0.2份组成；所述B饲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玉米蛋白粉35份、淫羊藿粉3份、鱼

糜45份、螺旋藻16.5份、糖萜素0.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饲料C由以下成

分及其重量份组成：玉米蛋白粉20-50份、淫羊藿粉10-20份、鱼糜30-50份、补骨脂素0.05-

0.1份、酪蛋白磷酸肽0.5-1份和甲基橙皮苷0.5-1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2中饲料C由以下成

分及其重量份组成：玉米蛋白粉42份、淫羊藿粉15份、鱼糜42份、补骨脂素0.08份、酪蛋白磷

酸肽0.62份和甲基橙皮苷0.3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3中选择鱼龄为4龄

的雌鱼，鱼龄为3龄的雄鱼。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开口饵料由以下

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轮虫20-50、褐指藻10-30、豆粕20-40、木瓜蛋白酶0.5-1份和脱脂乳

10-35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开口饵料由以下

成分及其重量份轮虫30、褐指藻25、豆粕25、木瓜蛋白酶0.5份和脱脂乳19.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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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钱鱼(Scatophagus  argus  Linnaeus1766)俗称金鼓鱼，体形优美、色彩斑斓，性

情温顺，肉质鲜美，是一种具有观赏和食用价值的名贵海水经济鱼类。金钱鱼环境适应性和

抗病抗逆性极强，不仅能在海水和咸淡水中生长发育，而且也适宜淡水中养殖，成为近年来

我国南方沿海池塘和网箱养殖的重要种类，经济价值极高。由于沿海各类工程建设加剧，环

境污染及酷渔滥捕等，严重影响渔业水域环境质量和水产资源的再生，金钱鱼种质资源逐

年锐减，妨碍了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开展金钱鱼的人工繁育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仅有利

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也是解决当前养殖生产种苗匮乏最快捷有效的措施。

[0003] 中国专利(CN102742530)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金钱鱼人工诱导自然产卵和受精的方

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04] (1)在金钱鱼繁殖期前2个月，遴选体质健康的亲鱼，在近岸港湾海区浮筏式网箱

遮荫下进行营养强化培养，养殖海区海水流速5-20cm.s-1，喂以配合饲料和优质海藻，配合

饲料和优质海藻的日投喂总量为亲鱼总质量的2-4％；(2)金钱鱼人工诱导自然产卵和受

精：步骤(1)中的经过营养改良和强化培育的金钱鱼亲鱼，于生殖期的5～8月份，选取体质

健康、腹部略膨胀的满2龄以上的亲鱼，卵母细胞饱满、卵黄颗粒细小均匀致密，卵径425μm

～500μm、体重400g以上、性腺发育至Ⅳ期以上的雌鱼和轻挤腹部有乳白色精液流畅、体重

200g以上的成熟雄鱼；在雌鱼胸鳍基部注射激素，激素为a类或b类当中的一种，其种类和剂

量为：a类激素：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10～20.0μg/Kg  BW(体重)，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500～1500IU/Kg  BW(体重)，马来酸地欧酮2～5mg/Kg  BW(体重)，注射方法为将促黄体

生成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和马来酸地欧酮按照上述剂量混合悬浮于动

物生理盐水中，进行注射；b类激素、复方鲑鱼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10～15μg/Kg  BW

(体重)，复方鲑鱼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按照其剂量也悬浮于动物生理盐水中，一次

性注射；在雄鱼的胸鳍基部注射a类激素，其激素种类与雌鱼相同，剂量为雌鱼的0～1/6，注

射方法与雌鱼相同，雌鱼和雄鱼的生殖环境为：海区的网箱中或繁殖水池，其水温为25℃～

29℃，盐度为22‰～28‰，注射后的效应期内每天向繁殖区域内水面喷水，而后雄鱼排精，

雌鱼产卵受精。此方法还未实现金钱鱼的全人工繁殖，并且金钱鱼受精率及成活率仍需进

一步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本发明选择池塘中养殖

的金钱鱼作为亲鱼，经过亲鱼常规培育、强化培育、人工催产、人工孵化和苗种培育五个环

节，催产率可达98％以上，受精率达90％以上，受精卵孵化率为93％，本发明成功建立了金

钱鱼全人工繁育技术，可用于金钱鱼的大规模生产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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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亲鱼常规培育：亲鱼是野生苗种经过人工培育而成，幼鱼时喂养A饲料，12个月

之后喂养B饲料，每日两次，喂食量按池塘中鱼体重的3-5‰进行投喂；

[0009] S2.亲鱼强化培育：挑选步骤S1中发育优良的雌性亲鱼和体表无伤痕、反应敏捷的

雄鱼分池放入4×4×1.5米的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进行强化培育；水温29℃，盐度为26-

28‰，保持水中的溶氧量在5mg/L以上；每天三次投喂饲料C；

[0010] S3.雌鱼人工催产：步骤S2中经过强化培育的金钱鱼亲鱼，于生殖期的6-8月份，选

取体质健康、腹部膨胀的3龄以上雌鱼和从头向尾方向轻挤腹部即有精液流出的2龄以上雄

鱼；在雌鱼胸鳍基部第一针注射2-8μg/kg的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HRH-A2和浓

度为0.2-1μg/kg红花黄色素A，注射15-20h后第二针注射激素a混合液，激素a混合液中含有

500-1000IU/kg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和0.2mL/mL胆固醇；雄鱼不进行激素注射；亲鱼注射激素

24-48h后进行人工授精；

[0011] S4.人工孵化：将受精卵置于盐度为19-25‰，温度为28-30℃，pH值7.6-7.8的孵化

水中孵化；

[0012] S5.苗种培育：将步骤S4孵化的鱼苗放入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保持水温28℃；

盐度20‰，pH值为7.8，溶氧量5mg/L，每天两次投喂开口饵料。

[0013] 优选地，所述步骤S1中A饲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大豆粉20-40份、江米粉

10-20份、丰年虫幼虫25-50份、酪蛋白磷酸肽0.5-1份、益生菌0.2份组成；所述B饲料由以下

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玉米蛋白粉10-40份、淫羊藿粉1-5份、鱼糜20-50份、螺旋藻10-25份、

糖萜素0.1-1份。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S1中A饲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大豆粉35份、江米粉18

份、丰年虫幼虫46.4份、维生素C  0.4份、益生菌0.2份组成；所述B饲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

份组成：玉米蛋白粉35份、淫羊藿粉3份、鱼糜45份、螺旋藻16.5份、糖萜素0.5份。

[0015] 优选地，所述步骤S2中饲料C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玉米蛋白粉20-50份、淫

羊藿粉10-20份、鱼糜30-50份、补骨脂素0.05-0.1份、酪蛋白磷酸肽0.5-1份和甲基橙皮苷

0.5-1份。

[0016] 优选地，所述步骤S2中饲料C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玉米蛋白粉42份、淫羊

藿粉15份、鱼糜42份、补骨脂素0.08份、酪蛋白磷酸肽0.62份和甲基橙皮苷0.3份。

[0017] 优选地，所述步骤S3中选择鱼龄为4龄的雌鱼，鱼龄为3龄的雄鱼。

[0018] 优选地，所述步骤S5中开口饵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轮虫20-50、褐指藻

10-30、豆粕20-40、木瓜蛋白酶0.5-1份和脱脂乳10-35份。

[0019] 优选地，所述步骤S5中开口饵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轮虫30、褐指藻25、豆粕

25、木瓜蛋白酶0.5份和脱脂乳19.5份。

[0020] 本发明提供的金钱鱼繁育方法属于全人工繁育技术，首先选择金钱鱼野生育苗进

行常规培育，本发明根据金钱鱼不同阶段的生长习性，在幼鱼阶段选择以大豆粉、江米粉、

丰年虫幼虫、酪蛋白磷酸肽、益生菌为原料进行饲养。蛋白质是影响鱼类生长的重要营养成

分之一，大豆蛋白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丰年虫幼虫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江米粉中不仅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糖类、钙、磷、铁、维生素B1、维生素B2、烟酸及淀粉等营养物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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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菌的加入能够快速将蛋白质分解成短肽，促进金钱鱼对氨基酸的吸收。在幼苗阶段，以饲

料A为原料能够快速促进金钱鱼幼苗的生长。成鱼阶段以玉米蛋白粉、淫羊藿粉、鱼糜、螺旋

藻、糖萜素为主要食物来源。经过常规培育得到的2年鱼龄雌性金钱鱼每克卵粒的平均数为

10952粒，绝对生殖力F平均为402857粒，个体相对生殖力平均为921粒。

[0021] 在进行人工催产前一个月，对亲鱼进行强化培养，本发明以玉米蛋白粉、淫羊藿

粉、鱼糜、补骨脂素、酪蛋白磷酸肽和甲基橙皮苷为主要原料饲养亲鱼，同时意外发现将补

骨脂素、酪蛋白磷酸肽和甲基橙皮苷作为营养添加剂加入到玉米蛋白粉、小球藻和鱼糜中，

能快速促进金钱鱼的生长和发育，极大促进人工催产试验的进行。并且本发明技术人员发

现对鱼龄为4龄的雌鱼，鱼龄为3龄的雄鱼进行催产成功率最高。

[0022] 选择使用何种催产剂是进行人工繁殖成功的关键之一，本发明选用的促黄体素释

放激素类似物LHRH-A2为10肽化合物，结构式为C56H78N16O12，相对分子量为1166。其主要成分

是来源于下丘脑分泌的一种肽类物质。该激素能促使动物垂体前叶释放促黄体素(LH)和促

卵泡素(FSH)，兼具有促黄体素和促卵泡素作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的主要功能就是刺

激黄体，有利于雌激素和黄体酮持续分泌，以促进子宫蜕膜的形成，使胎盘生长成熟。红花

黄色素A为红花中提取得到的活性成分，研究证明其能够促进ER(+)MCF7细胞的增殖。本发

明研究人员发现，第一针注射2-8μg/kg的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HRH-A2和浓度

为0.2-1μg/kg红花黄色素A，注射18h后第二针注射含有混合液中含有500-1000IU/kg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和0.2mL/mL胆固醇的混合液，催产率可达100％，并且最终本发明繁育方法的

受精率达90％以上。

[0023] 在育苗阶段，本发明将孵化的鱼苗放入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保持水温28℃；盐

度20‰，pH值为7.8，溶氧量5mg/L，每天两次投喂开口饵料，开口饵料以轮虫、褐指藻、豆粕、

木瓜蛋白酶和脱脂乳为主要原料。在此培养体系下，鱼苗存活率高，可达96％。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优势为：本发明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利用全人工繁育

技术，经过亲鱼常规培育、强化培育、人工催产、人工孵化和苗种培育五个环节，催产率可达

100％，受精率达90％以上，受精卵孵化率为93％，存活率高达96％；并且本发明技术成本

低，操作控制方便，因而，可实现金钱鱼的大规模生产养殖。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实施例是本发明的进一步说明，而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6] 大豆蛋白粉，玉米蛋白粉购于安阳众鑫食品有限公司；江米粉，购于潍坊汇洋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鱼糜，购于洪湖市井力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红花黄色素A  CAS号：85532-77-

0；木瓜蛋白酶购于南宁庞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补骨脂素CAS号：66-97-7；酪蛋白磷酸肽

CAS号：691364-49-5。

[0027] 实施例1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

[0028] 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分为以下步骤：

[0029] S1 .亲鱼常规培育：亲鱼是野生苗种经过人工培育而成，幼鱼时喂养A饲料，A饲料

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大豆粉35份、江米粉18份、丰年虫幼虫46.4份、维生素C  0.4

份、益生菌0.2份组成；12个月之后喂养B饲料，所述B饲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玉米

蛋白粉35份、淫羊藿粉3份、鱼糜45份、螺旋藻16.5份、糖萜素0.5份；每日两次，喂食量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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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中鱼体重的4.5‰进行投喂；

[0030] S2.亲鱼强化培育：挑选步骤S1中发育优良的雌性亲鱼和体表无伤痕、反应敏捷的

雄鱼分池放入4×4×1 .5米的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进行强化培育；水温29℃，盐度为

26.2‰，保持水中的溶氧量在5mg/L以上；每天三次投喂饲料C，饲料C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

份组成：玉米蛋白粉42份、淫羊藿粉15份、鱼糜42份、补骨脂素0.08份、酪蛋白磷酸肽0.62份

和甲基橙皮苷0.3份；

[0031] S3.人工催产：步骤S2中经过强化培育的金钱鱼亲鱼，于生殖期的6-8月份，选取体

质健康、腹部膨胀的3龄以上雌鱼和从头向尾方向轻挤腹部即有精液流出的2龄以上雄鱼；

在雌鱼胸鳍基部第一针注射6μg/kg的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HRH-A2和浓度为

0.7μg/kg红花黄色素A，注射18h后第二针注射激素a混合液，激素a混合液中含有800IU/kg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和0.2mL/mL胆固醇；亲鱼注射激素36h后进行人工授精；人工授精为干法

人工授精：将注射激素后48h的雌鱼、雄鱼分别捞出，用毛巾擦去鱼体表的水，先将卵挤入干

燥的盆中紧接着挤入4滴精液，搅拌均匀；随机向盆内加入20‰的海水，搅动3分钟后，漂洗3

次后倒入孵化桶孵化；

[0032] S4 .人工孵化：将受精卵置于盐度为23‰，温度为29.5℃，pH值7.6的孵化水中孵

化；

[0033] S5.苗种培育：将步骤S4孵化的鱼苗放入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保持水温28℃；

盐度20‰，pH值为7.8，溶氧量5mg/L，每天两次投喂开口饵料，所述开口饵料由以下成分及

其重量份轮虫30份、褐指藻25份、豆粕25份、木瓜蛋白酶0.5份和脱脂乳19.5份。

[0034] 实施例2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

[0035] 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分为以下步骤：

[0036] S1 .亲鱼常规培育：亲鱼是野生苗种经过人工培育而成，幼鱼时喂养A饲料，所述A

饲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大豆粉40份、江米粉20份、丰年虫幼虫39.5份、酪蛋白磷

酸肽0.5份、益生菌0.2份组成；12个月之后喂养B饲料，所述B饲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

成：玉米蛋白粉20份、淫羊藿粉5份、鱼糜47份、螺旋藻27份、糖萜素1份；每日两次，喂食量按

池塘中鱼体重的3‰进行投喂；

[0037] S2.亲鱼强化培育：挑选步骤S1中发育优良的雌性亲鱼和体表无伤痕、反应敏捷的

雄鱼分池放入4×4×1 .5米的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进行强化培育；水温28℃，盐度为

24‰，保持水中的溶氧量在5mg/L以上；每天三次投喂饲料C，饲料C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

组成：玉米蛋白粉50份、淫羊藿粉10份、鱼糜37.9份、补骨脂素0.1份、酪蛋白磷酸肽1份和甲

基橙皮苷1份；

[0038] S3.金钱鱼人工催产：步骤S2中经过强化培育的金钱鱼亲鱼，于生殖期的6-8月份，

选取体质健康、腹部膨胀的3龄以上雌鱼和从头向尾方向轻挤腹部即有精液流出的2龄以上

雄鱼；在雌鱼胸鳍基部第一针注射2μg/kg的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HRH-A2和浓

度为0 .2μg/kg红花黄色素A，注射15h后第二针注射激素a混合液，激素a混合液中含有

500IU/kg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和0.2mL/mL胆固醇；亲鱼注射激素24h后进行人工授精；人工授

精为干法人工授精：将注射激素后24h的雌鱼、雄鱼分别捞出，用毛巾擦去鱼体表的水，现将

卵挤入干燥的盆中紧接着挤入3滴精液，搅拌均匀；随机向盆内加入20‰的海水，搅动3分钟

后，漂洗2次后倒入孵化桶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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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S4.人工孵化：将受精卵置于盐度为19‰，温度为28℃，pH值7.6的孵化水中孵化；

[0040] S5.苗种培育：将步骤S4孵化的鱼苗放入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保持水温28℃；

盐度20‰，pH值为7.8，溶氧量5mg/L，每天两次投喂开口饵料，所述开口饵料由以下成分及

其重量份组成：轮虫20份、褐指藻30份、豆粕40份、木瓜蛋白酶1份和脱脂乳29份。

[0041] 实施例3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

[0042] 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分为以下步骤：

[0043] S1 .亲鱼常规培育：亲鱼是野生苗种经过人工培育而成，幼鱼时喂养A饲料，所述A

饲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成：大豆粉39份、江米粉10份、丰年虫幼虫50份、酪蛋白磷酸

肽0.8份、益生菌0.2份组成；12个月之后喂养B饲料，所述B饲料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组

成：玉米蛋白粉40份、淫羊藿粉1份、鱼糜40份、螺旋藻18.9份、糖萜素0.1份；每日两次，喂食

量按池塘中鱼体重的5‰进行投喂；

[0044] S2.亲鱼强化培育：挑选步骤(1)中发育优良的雌性亲鱼和体表无伤痕、反应敏捷

的雄鱼分池放入4×4×1 .5米的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进行强化培育；水温30℃，盐度为

29‰，保持水中的溶氧量在5mg/L以上；每天三次投喂饲料C，饲料C由以下成分及其重量份

组成：玉米蛋白粉28.95份、淫羊藿粉20份、鱼糜50份、补骨脂素0.05份、酪蛋白磷酸肽0.5份

和甲基橙皮苷0.5份；

[0045] S3.人工催产：步骤(2)中经过强化培育的金钱鱼亲鱼，于生殖期的6-8月份，选取

体质健康、腹部膨胀的4龄雌鱼和从头向尾方向轻挤腹部即有精液流出的3龄雄鱼；在雌鱼

胸鳍基部第一针注射8μg/kg的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HRH-A2和浓度为1μg/kg红

花黄色素A，注射20h后第二针注射激素a混合液，激素a混合液中含有1000IU/kg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和0.2mL/mL胆固醇；亲鱼注射激素48h后进行人工授精；人工授精为干法人工授精：

将注射激素后48h的雌鱼、雄鱼分别捞出，用毛巾擦去鱼体表的水，现将卵挤入干燥的盆中

紧接着挤入5滴精液，搅拌均匀；随机向盆内加入23‰的海水，搅动5分钟后，漂洗3次后倒入

孵化桶孵化；

[0046] S4.人工孵化：将受精卵置于盐度为25‰，温度为30℃，pH值7.8的孵化水中孵化；

[0047] S5.苗种培育：将步骤(4)孵化的鱼苗放入恒温控制车间的水池中，保持水温28℃；

盐度20‰，pH值为7.8，溶氧量5mg/L，每天两次投喂开口饵料，所述开口饵料由以下成分及

其重量份组成：轮虫50份、褐指藻10份、豆粕20份、木瓜蛋白酶0.5份和脱脂乳19.5份。

[0048] 对比例1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

[0049] 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步骤S2饲料C中用维生素C替

换甲基橙皮苷，其与步骤均与实施例1类似。

[0050] 对比例2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

[0051] 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步骤S3在雌鱼胸鳍基部第一

针仅注射6μg/kg的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HRH-A2，其与步骤均与实施例1类似。

[0052] 对比例3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

[0053] 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步骤S4孵化水中盐度为26‰，

其与步骤均与实施例1类似。

[0054] 对比例4一种金钱鱼的繁育方法

[0055] 所述金钱鱼的繁育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所述步骤S5开口饵料不含有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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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酶，其与步骤均与实施例1类似。

[0056] 试验例1金钱鱼繁殖力的测定

[0057] 利用实施例1-3及对比例1中亲鱼常规培养方法进行进行金钱鱼培养，每组选取10

条通过重量法计算二年鱼龄雌鱼的绝对繁育力，再间接计算出相对繁殖力。具体过程如下：

称体重-解剖-测净体重-取卵巢-称卵巢重-抽样-样品重-计数，计算金钱鱼怀卵量。

[0058] 相对繁殖力＝个体绝对怀卵量/纯体重(g)

[0059] 其中，测量结果如表1所示。

[0060] 不同繁育方法得2龄金钱鱼相对繁殖力测定

[0061]

[0062] 由表1可知，利用实施例1亲鱼常规培养方法得到的10条2年鱼龄的雌鱼的绝对生

殖力平均为501204粒，个体相对生殖力平均为982粒·g-1；与对比例1相比，实施例1绝对生

殖力平均提高38.1％，个体相对生殖力平均提高22.3％。这说明，在亲鱼强化培养时，将甲

基橙皮苷与玉米蛋白粉、淫羊藿粉、鱼糜、补骨脂素、和酪蛋白磷酸肽共同作用，能够极大提

高亲鱼的繁殖力。

[0063] 试验例2金钱鱼催产率与受精率的测定

[0064] 利用实施例1-3及对比例2-4方法对分别选择的亲鱼进行催产和人工受精，并按下

面公式进行催产率和受精率的测定。

[0065] 催产率＝产卵雌鱼数量/注射激素雌鱼数量×100％

[0066] 受精率＝开始发育卵数/总卵数×100％

[0067] 对所得催产率、受精率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表3所示。

[0068] 表2不同方法催产率情况

[0069] 方法 催产率％

实施例1 100

实施例2 98

实施例3 99

对比例2 90

[0070] 由表2可知，利用实施例1-3繁育方法，所得雌鱼催产率均为98％，实施例1与对比

例2相比，催产率提高了11.1％，说明红花黄色素A与其它成分相互作用，能够促进雌鱼的成

熟，并有利于催产试验的进行。

[0071] 表3不同繁育方法所得受精率情况

[0072] 方法 受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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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1 92

实施例2 90

实施例3 91

对比例2 76

[0073] 由表3可知，本发明实施例1-3繁育方法进行金钱鱼体外人工受精时，受精率高达

90％以上。

[0074] 试验例3金钱鱼孵化率

[0075] 将上述试验例2中实施例1获得的受精卵分别按实施例1、对比例3方法进行孵化，

并按下面公式进行孵化率的计算。

[0076] 孵化率＝孵化出仔鱼数/受精卵数×100％

[0077] 通过试验计算，实施例1将受精卵置于盐度为23‰，温度为29.5℃，pH值7.6的孵化

水中孵化，孵化率可达93％，而按对比例5方法将孵化水中盐度调为为26‰时，孵化率仅为

81％，因此，本发明实施例1中孵化水盐度更有利于金钱鱼受精卵的孵化。

[0078] 试验例4金钱鱼鱼苗存活率测定

[0079] 将上述试验例3中获得的实施例1孵化得到的鱼苗按实施例1和对比例4苗种培育

方法进行培育，并按下面公式进行存活率测定。

[0080] 存活率＝(总仔鱼数-死亡仔鱼数)/总仔鱼数×100％

[0081] 经试验测定，实施例1中仔鱼存活率为96％，对比例4仔鱼存活率为79％。由此可

知，将木瓜蛋白酶与轮虫、褐指藻、豆粕及脱脂乳配合进行投喂，所获的鱼仔存活率高。

[0082] 综上可知，本发明实施例繁育方法利用全人工繁育技术，经过亲鱼常规培育、强化

培育、人工催产、人工孵化和苗种培育五个环节，催产率可达100％，受精率达90％以上，受

精卵孵化率为93％，存活率高达96％；并且本发明技术成本低，操作控制方便，因而，可实现

金钱鱼的大规模生产养殖。

[0083]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107711621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