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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饲养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饲养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1）每天下午3点投喂鱼总重2-3%

的颗粒饲料；（2）每隔七天，向水中投放水质改善

液，投入量为0.6-0 .8g/m3。采用本发明的方法，

能够有效的提高草鱼的生长速度，使1龄鱼为80-

100g，2龄可达900-1000g，3龄为4.0-5.0kg，并且

可提高鱼的免疫力，降低鱼在养殖过程中的死亡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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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饲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1）每天下午3点投喂鱼

总重2-3%的颗粒饲料，其中颗粒饲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制成：胡萝卜粉40-60份、鱼粉50-

70份、蛋黄粉8-10份、百合花18-20份、地菍果24-26份、羊肚菜15-19份、红对节子17-20份、

羊角草22-26份、竹节菜19-23份、菜籽油3-5份，颗粒饲料采用以下方法制成：将百合花、地

菍果、羊肚菜、红对节子、羊角草、竹节菜放入锅中，中火翻炒15-20min后，将其取出，粉碎至

200-220目，然后向其中加入胡萝卜粉、鱼粉、蛋黄粉、菜籽油，混合搅拌均匀，通过制粒机制

得颗粒饲料，其中颗粒饲料的粒度大小为40-60目；（2）每隔七天，向水中投放水质改善液，

投入量为0.6-0 .8g/m3，其中水质改善液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制成：木醋液49-51份、竹叶

20-30份、澄茄子22-24份、橡木皮15-18份、宝盖草12-15份、水100-110份，水质改善液采用

以下方法制成：将竹叶、澄茄子、橡木皮、宝盖草放入水中，中火熬制2-3小时后，过滤得滤

液，等到滤液降至室温时，向其中加入木醋液，混合搅拌均匀，制得水质改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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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饲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草鱼养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饲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草鱼为典型的草食性鱼类，在自然状态下成鱼以吃水草为主。喜食的种类有苦草、

轮叶黑藻、浮萍等。在人工饲养条件下，投喂各类喜吃的水草，陆生禾本科草类和各类精饲

料。由鱼苗培育早期阶段幼鱼吃细小原生动物，到夏花阶段转吃枝角类等大型浮游动物并

向吃食浮萍和细嫩的水、陆草类转化。各生长阶段都喜吃人工精饲料。草鱼属于生长快的大

型经济鱼类。2—3龄生长最快。在池养条件下群体生长速度为1龄鱼一般50—60g，2龄可达

500—750g，3龄2—3  kg，所以草鱼养殖周期为2.5—3年。但是水产养殖业讲究高回报、高产

量，因此如何不断的提高草鱼的产量，一直是水产养殖业研究的热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饲养方法。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饲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每天下午3点投喂鱼总重2-3%的颗粒饲料，其中颗粒饲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制成：胡萝卜粉40-60份、鱼粉50-70份、蛋黄粉8-10份、百合花18-20份、地菍果24-26份、羊

肚菜15-19份、红对节子17-20份、羊角草22-26份、竹节菜19-23份、菜籽油3-5份；

[0007] （2）每隔七天，向水中投放水质改善液，投入量为0.6-0.8g/m3，其中水质改善液由

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制成：木醋液49-51份、竹叶20-30份、澄茄子22-24份、橡木皮15-18份、宝

盖草12-15份、水100-110份。

[0008] 具体地，上述步骤（1）中的颗粒饲料采用以下方法制成：将百合花、地菍果、羊肚

菜、红对节子、羊角草、竹节菜放入锅中，中火翻炒15-20min后，将其取出，粉碎至200-220

目，然后向其中加入胡萝卜粉、鱼粉、蛋黄粉、菜籽油，混合搅拌均匀，通过制粒机制得颗粒

饲料，其中颗粒饲料的粒度大小为40-60目。

[0009] 具体地，上述步骤（2）中的水质改善液采用以下方法制成：将竹叶、澄茄子、橡木

皮、宝盖草放入水中，中火熬制2-3小时后，过滤得滤液，等到滤液降至室温时，向其中加入

木醋液，混合搅拌均匀，制得水质改善液。

[0010] 由以上的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1]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能够有效的提高草鱼的生长速度，使1龄鱼为80-100g，2龄可

达900-1000g，3龄为4.0-5.0kg，并且可提高鱼的免疫力，降低鱼在养殖过程中的死亡率。其

中，在每天下午3点投喂颗粒饲料，能为草鱼补充营养，提高草鱼的生长速度；颗粒饲料中的

百合花和地菍果中的有效成分协同作用，能有效的除去饲料中含有的霉菌毒素，提高饲料

的安全性，并延长饲料的保质期；羊肚菜和红对节子中的有效成分协同作用，能提高草鱼的

消化能力，增加草鱼的采食量，并且能提高草鱼对营养物质的转化能力，降低料肉比；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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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和竹节菜中的有效成分协同作用，能提高草鱼的免疫力，降低草鱼在生长过程中死亡率；

本发明将木醋液加入到水质改善液中，其余竹叶中的有效成分协同作用，能有效的杀灭水

质中的各种寄生虫，降低草鱼的患病率，并且其对草鱼的生长性能不产生影响；澄茄子份、

橡木皮、宝盖草中的有效成分与木醋液中的相关成分协同作用，能增加水体中浮游生物量，

进而可提高水体的活力，增加溶氧量，可刺激草鱼快速生长。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这些举例性实施方式的用途和

目的仅用来例举本发明，并非对本发明的实际保护范围构成任何形式的任何限定，更非将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局限于此。

[0013] 实施例1

[0014] 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饲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每天下午3点投喂鱼总重2%的颗粒饲料，其中颗粒饲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制

成：胡萝卜粉40份、鱼粉50份、蛋黄粉8份、百合花18份、地菍果24份、羊肚菜15份、红对节子

17份、羊角草22份、竹节菜19份、菜籽油3份；

[0016] （2）每隔七天，向水中投放水质改善液，投入量为0.6g/m3，其中水质改善液由以下

重量份的组分制成：木醋液49份、竹叶20份、澄茄子22份、橡木皮15份、宝盖草12份、水100

份。

[0017] 具体地，上述步骤（1）中的颗粒饲料采用以下方法制成：将百合花、地菍果、羊肚

菜、红对节子、羊角草、竹节菜放入锅中，中火翻炒15min后，将其取出，粉碎至200目，然后向

其中加入胡萝卜粉、鱼粉、蛋黄粉、菜籽油，混合搅拌均匀，通过制粒机制得颗粒饲料，其中

颗粒饲料的粒度大小为40目。

[0018] 具体地，上述步骤（2）中的水质改善液采用以下方法制成：将竹叶、澄茄子、橡木

皮、宝盖草放入水中，中火熬制2小时后，过滤得滤液，等到滤液降至室温时，向其中加入木

醋液，混合搅拌均匀，制得水质改善液。

[0019] 实施例2

[0020] 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饲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每天下午3点投喂鱼总重3%的颗粒饲料，其中颗粒饲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制

成：胡萝卜粉50份、鱼粉60份、蛋黄粉9份、百合花19份、地菍果25份、羊肚菜17份、红对节子

18份、羊角草24份、竹节菜21份、菜籽油4份；

[0022] （2）每隔七天，向水中投放水质改善液，投入量为0.7g/m3，其中水质改善液由以下

重量份的组分制成：木醋液50份、竹叶25份、澄茄子23份、橡木皮17份、宝盖草13份、水105

份。

[0023] 具体地，上述步骤（1）中的颗粒饲料采用以下方法制成：将百合花、地菍果、羊肚

菜、红对节子、羊角草、竹节菜放入锅中，中火翻炒17min后，将其取出，粉碎至210目，然后向

其中加入胡萝卜粉、鱼粉、蛋黄粉、菜籽油，混合搅拌均匀，通过制粒机制得颗粒饲料，其中

颗粒饲料的粒度大小为50目。

[0024] 具体地，上述步骤（2）中的水质改善液采用以下方法制成：将竹叶、澄茄子、橡木

皮、宝盖草放入水中，中火熬制2.5小时后，过滤得滤液，等到滤液降至室温时，向其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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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醋液，混合搅拌均匀，制得水质改善液。

[0025] 实施例3

[0026] 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饲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每天下午3点投喂鱼总重3%的颗粒饲料，其中颗粒饲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制

成：胡萝卜粉60份、鱼粉70份、蛋黄粉10份、百合花20份、地菍果26份、羊肚菜19份、红对节子

20份、羊角草26份、竹节菜23份、菜籽油5份；

[0028] （2）每隔七天，向水中投放水质改善液，投入量为0.8g/m3，其中水质改善液由以下

重量份的组分制成：木醋液51份、竹叶30份、澄茄子24份、橡木皮18份、宝盖草15份、水110

份。

[0029] 具体地，上述步骤（1）中的颗粒饲料采用以下方法制成：将百合花、地菍果、羊肚

菜、红对节子、羊角草、竹节菜放入锅中，中火翻炒20min后，将其取出，粉碎至220目，然后向

其中加入胡萝卜粉、鱼粉、蛋黄粉、菜籽油，混合搅拌均匀，通过制粒机制得颗粒饲料，其中

颗粒饲料的粒度大小为60目。

[0030] 具体地，上述步骤（2）中的水质改善液采用以下方法制成：将竹叶、澄茄子、橡木

皮、宝盖草放入水中，中火熬制3小时后，过滤得滤液，等到滤液降至室温时，向其中加入木

醋液，混合搅拌均匀，制得水质改善液。

[0031] 试验：

[0032] 在安庆市一水产养殖场选取四块相邻的鱼塘，鱼塘的水质条件相同，分别在这四

块鱼塘中饲养数量相同的相同品种的草鱼，草鱼鱼苗的生长状况完全相同，鱼塘1、2、3分别

采用实施例1、2、3的方法饲养，鱼塘4采用常规的饲养方法，除了实施例中所述的条件外，四

个鱼塘的其余饲养管理方法完全相同，试验时间为3年，四个鱼塘中草鱼的生长情况如表1

所示：

[0033] 表1 一种提高草鱼产量方法的效果验证

[0034] 项目 1龄草鱼平均单重/g 2龄草鱼平均单重/g 3龄草鱼平均单重/kg 草鱼存活率/%

鱼塘1 98 1010 4.3 95

鱼塘2 95 1005 4.0 98

鱼塘3 102 1019 4.4 96

鱼塘4 61 760 3.2 87

[0035] 由表1可知，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提高草鱼产量的方法，既能有效的提高草鱼的生长

速度，又能提高草鱼的存活率，极大的提高了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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