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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宽体沙鳅苗种繁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宽体沙鳅苗种繁殖方法，

涉及鱼类苗种繁殖领域。包括将宽体沙鳅亲鱼培

养在装有水质净化养殖系统的培育池中，通过亲

鱼培育管理对亲鱼进行培育，得到雌性亲鱼和雄

性亲鱼；对所述得到的雌性亲鱼和雄性亲鱼进行

催产及授精处理后，得到宽体沙鳅受精卵；将所

述得到的宽体沙鳅受精卵在麦氏孵化器中孵化

处理26-29小时后得到宽体沙鳅苗种。本发明方

法培育的亲鱼性腺成熟率高，成熟度整齐，精液

质量好，人工催产的亲鱼产卵时间整齐，受精率

高，受精卵孵化率高，繁殖的苗种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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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宽体沙鳅苗种繁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宽体沙鳅亲鱼培养在装有水质净化养殖系统的培育池中，通过亲鱼培育管理对亲鱼

进行培育，得到雌性亲鱼和雄性亲鱼；

对得到的雌性亲鱼和雄性亲鱼进行催产及授精处理后，得到宽体沙鳅受精卵；

将得到的宽体沙鳅受精卵在麦氏孵化器中孵化处理26～29小时后得到宽体沙鳅鱼苗；

其中，所述水质净化养殖系统包括：

由上而下依次布设的蓄水池、培育池和水处理池和用于支撑所述蓄水池、培育池和水

处理池的立体多层不锈钢机架的装置；以及

设置在所述培育池污水输水管出水口的过滤单元和设置在所述水处理池中的由生物

净化单元、吸附单元、消毒单元和循环泵组成的水质净化系统，所述过滤单元、生物净化单

元、吸附单元、消毒单元和循环泵按水流顺流方向依次设置；

其中，所述过滤单元通过污水输水管与所述培育池的出水口连接，将培育池中的污水

排入所述水质净化系统中，所述循环泵的出水口通过输水管与所述蓄水池的入水口连接，

将净化后的水通过循环泵导入到所述蓄水池中，再通过连接蓄水池与培育池的输水管导入

培育池中；

其中，对雌性亲鱼和雄性亲鱼进行催产处理包括：

将LRH-A2药物和HCG药物以0.1～0.2μg和10～20IU的比例混合，对雌性亲鱼进行一次

性注射，注射比例为1份/尾；

将LRH-A2药物和HCG药物以0.05～0.1μg和5～10IU的比例混合，对雄性亲鱼进行一次

性注射，注射比例为1份/尾；

其中，所述雄性亲鱼为挤出的精液量少的雄性亲鱼；

其中，所述培育池上方增设了照明装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亲鱼培养的雌雄比例为1:1～1.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亲鱼培育管理包括：

控制所述培育池中的进水量，使人工催产前半个月亲鱼池的进水量达到7000L/h，以对

亲鱼冲水，促进性腺的成熟；

控制培育池的养殖水温度为自然水温，周年变幅为12～30℃；

根据亲鱼的生长阶段，对培育池的光周期进行阶段性调节，用于促进亲鱼的性成熟。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对雄性亲鱼注射前，需对雄性亲鱼的精

液质量进行判断，如果雄鱼能挤出乳白色、浓稠精液，则不进行催产处理；雄鱼挤出的精液

量少者，再行注射催产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授精处理包括：当雌性亲鱼腹部膨大、柔

软、生殖孔突出、红润时，对雄鱼精液通过镜检的方式观察精液是否有活力，并将精液镜检

合格的雄性亲鱼留存备用，将所述雌性亲鱼捞出，用干净的湿毛巾包住头部，然后向生殖孔

方向轻挤鱼腹两侧，将卵顺利挤出，同所述雌性亲鱼挤卵的方法挤出留存备用的雄鱼精液，

迅速加入卵中；用羽毛轻轻搅匀混有精液和卵子的混合物，再加曝气自来水对混合物进行

激活，静止5min，使卵子受精；用曝气自来水洗去多余精液后，得到受精卵。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孵化处理包括：

将受精卵倒入麦氏孵化器，直径20cm孵化器可孵化受精卵20万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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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进水开关，调节水流大小，使鱼卵浮在水中不沉底；

鱼苗孵出后，关掉进水开关，将鱼苗及时转出孵化器，进入鱼苗培育系统培育。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受精卵孵化温度为21℃～24℃，孵化过

程为26～29h即可得到宽体沙鳅仔鱼。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5532520 B

3



一种宽体沙鳅苗种繁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鱼类苗种繁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宽体沙鳅苗种的繁殖。

背景技术

[0002] 宽体沙鳅(Sinibotia  reevesae)隶属鲤形目(Cypriniformes)鳅科(Cobitidae)

沙鳅亚科(Botiinae)，是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和重要经济鱼类。宽体沙鳅的产卵期为5月下旬

至8月上旬，属一次性产卵鱼类。宽体沙鳅产沉性卵，卵呈黄绿色或灰黄色，受精卵在24℃左

右，历时26～28h孵化。其野生条件下鱼苗孵化需要在流速较大的及较长的河段中进行。近

年来，由于酷捕以及水利工程建设和采砂作业对其繁殖环境和索饵场的破坏，宽体沙鳅的

分布范围逐渐萎缩，野生资源量下降明显，且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宽体沙鳅的人工繁殖的

技术。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我国宽体沙鳅资源下降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宽体沙鳅苗种的繁殖方

法，本发明方法培育的亲鱼性腺成熟率高，成熟度整齐，精液质量好，人工催产的亲鱼产卵

时间整齐，受精率高，受精卵孵化率高，繁殖的苗种质量好。

[0004] 为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宽体沙鳅苗种繁殖方法，包括：

[0005] 将宽体沙鳅亲鱼培养在装有水质净化养殖系统的培育池中，通过亲鱼培育管理对

亲鱼进行培育，得到雌性亲鱼和雄性亲鱼；

[0006] 对所述得到的雌性亲鱼和雄性亲鱼进行催产及授精处理后，得到宽体沙鳅受精

卵；

[0007] 将所述得到的宽体沙鳅受精卵在麦氏孵化器中21℃～24℃孵化处理26～29小时

后得到宽体沙鳅鱼苗。

[0008] 其中，所述亲鱼选自人工繁殖后内塘培育的宽体沙鳅亲鱼或经驯化后的野外收集

的宽体沙鳅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9] 其中，所述亲鱼培养的雌雄比例为1:1～1.5。

[0010] 其中，所述装有水质净化设施的养殖系统包括：

[0011] 由上而下依次布设的蓄水池、培育池和水处理池和用于支撑所述蓄水池、培育池

和水处理池的立体多层不锈钢机架的装置；以及

[0012] 按水流顺流方向依次设置在所述培育池污水输水管出水口的过滤单元和设置在

所述水处理池中的生物净化单元、吸附单元、消毒单元和循环泵的水质净化系统。

[0013] 优选地，所述养殖系统还包括与所述蓄水池平行布设的补水池，用于补充培育池

中的养殖水。

[0014] 优选的，所述补水池内设有曝气装置。

[0015] 其中，所述过滤单元通过输水管与所述培育池的污水出口连接，将培育池中的污

水排入所述水质净化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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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其中，所述循环泵的出水口通过输水管与所述蓄水池的入水口连接，将净化后的

水通过循环泵导入到所述蓄水池中，再通过连接蓄水池与培育池的输水管导入培育池中。

[0017] 其中，所述过滤单元安装在与培育池污水出口相连接的输水管出口处，用于除去

培育池中的粪便和残饵等大分子杂质。

[0018] 其中，所述吸附单元安装在水处理池的中段，用于吸附养殖废水中的小分子杂质。

[0019] 其中，所述生物净化单元安置在所述过滤单元和吸附单元之间，用于降解养殖废

水中的有机物降解的氨氮，降低养殖废水中氨氮的含量。

[0020] 其中，所述消毒单元安装在所述水处理池的后段，用于杀灭养殖用水中的致病微

生物。

[0021] 优选地，所述生物净化单元为种植在所述过滤单元和吸附单元之间的水生植物和

接种在过滤单元和吸附单元之间的水体中的硝化细菌。

[0022] 其中，所述亲鱼培育管理包括：

[0023] 控制所述培育池中的进水量，使人工催产前半个月亲鱼池的进水量达到7000L/h，

以对亲鱼冲水，促进性腺的成熟。

[0024] 控制培育池的养殖水温度为自然水温，周年变幅为12～30℃。

[0025] 根据亲鱼的生长阶段，对培育池的光周期进行阶段性调节，用于促进亲鱼的性成

熟。

[0026] 特别是，所述对培育池的光周期进行阶段性调节包括：

[0027] 4月份以前亲鱼培育时采用自然光照，4月上旬开始采用人工光周期，即从4月上旬

开始利用培育池上端的节能灯管使光照时间每天延长半小时，直至延长至光周期14L:10D

时保持恒定，光照强度为600～1000lux，培育至5月中旬亲鱼即可成熟。

[0028] 其中，所述对雌性亲鱼和雄性亲鱼进行催产处理包括：

[0029] 将LRH-A2药物和HCG药物以0.1～0.2μg和10～20IU的比例混合，对雌性亲鱼进行

一次性注射，注射比例为1份/尾；

[0030] 将LRH-A2药物和HCG药物以0.05～0.1μg和5～10IU的比例混合，对雄性亲鱼进行

一次性注射，注射比例为1份/尾。

[0031] 其中，注射方式为背部肌肉注射。

[0032] 其中，所述雄性亲鱼为挤出的精液量少的雄性亲鱼。

[0033] 特别是，所述对雄性亲鱼注射前，需对雄性亲鱼的精液质量进行判断，如果雄鱼能

挤出乳白色、浓稠精液，则不进行催产处理；挤出的雄鱼精液量少者，再行注射催产剂。

[0034] 其中，所述对雌性亲鱼和雄性亲鱼进行授精处理包括：

[0035] 当雌性亲鱼腹部膨大、柔软、生殖孔突出、红润时，对雄鱼精液通过镜检的方式观

察精液是否有活力，并将精液镜检合格的雄性亲鱼留存备用。将所述雌性亲鱼捞出，用干净

的湿毛巾包住头部，然后向生殖孔方向轻挤鱼腹两侧，将卵顺利挤出，同所述雌性亲鱼挤卵

的方法挤出留存备用的雄鱼精液，迅速加入卵中；用羽毛轻轻搅匀混有精液和卵子的混合

物，再加曝气自来水对混合物进行激活，静止5min，使卵子授精；用曝气自来水洗去多余精

液后，得到受精卵。

[0036] 其中，所述催产处理和授精处理阶段的温度为21～24℃。

[0037] 其中，所述孵化处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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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将受精卵倒入麦氏孵化器，直径20cm孵化器可孵化受精卵20万粒；

[0039] 打开进水开关，调节水流大小，以鱼卵浮在水中不沉底为宜；

[0040] 鱼苗孵出后，关掉进水开关，将鱼苗及时转出孵化器，进入鱼苗培育系统培育。

[0041] 特别是，孵化前用20ppm漂白粉溶液对孵化系统消毒1天，漂洗后加入曝气自来水

作为孵化用水，孵化过程中不更换新水。

[0042] 本发明的优点

[0043] 1、本发明方法采用适用于利用人工养殖亲鱼进行宽体沙鳅苗种繁殖，同样也适用

于驯化的野生亲鱼进行宽体沙鳅苗种的繁殖，对亲鱼来源不受限制，使用范围广。

[0044] 2、本发明方法提供的水质净化系统可以放置在相对稳定的室内环境或其他适宜

亲鱼培育的环境中，对培育环境要求低，适宜范围广；由于立体多层机架的结构，使得其在

单位面积内可以放置多层养殖缸，充分的利用了室内空间，对亲鱼进行立体养殖，增大养殖

量，提高养殖效益；而且，本申请提供的水质净化系统能够自动排污、独立增氧、独立控制水

流水位，可控性强，能对养殖水循环利用，节约水资源，养殖成本降低，实现高密度安全低成

本养殖。

[0045] 3、本发明采用控制放养密度、调整饵料、水质净化系统对养殖水进行管理，使亲鱼

成熟率达70％以上，且成熟时间整齐、怀卵量高、精液质量好。

[0046] 4、本发明使用HCG和LRH-A2进行人工催产，干法授精，亲鱼产卵时间一致，受精率

和孵化率均达到85％以上。

[0047] 5、本发明可用于宽体沙鳅的内塘人工育苗，对于宽体沙鳅的种质资源保护、规模

化人工养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附图说明

[004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装有水质净化设施的养殖系统示意图；

[004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所述的养殖废水的净化处理过程；

[0050] 其中，图1中包括，1、蓄水池，2、补水池，3、培育池，4、水处理池，5、立体多层不锈钢

机架，41、过滤单元，42、生物净化单元，43、吸附单元，44、消毒单元，45、循环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试验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52] 下述实施例中所述试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所述试剂和生物材

料，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获得。

[0053] 本发明的实施例是2013～2015年在内江师范学院长江上游鱼类资源保护与利用

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校内养殖基地进行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54] 实施例1装有水质净化设施的养殖系统

[0055]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系统包括：由上而下依次布设的蓄水池1、补水池2、培育池3

和水处理池4和用于支撑所述蓄水池1、补水池2、培育池3和水处理池4的立体多层不锈钢机

架5的装置和按水流顺流方向依次设置在所述水处理池4中的过滤单元41、生物净化单元

42、吸附单元43、消毒单元44和循环泵45。

[0056] 其中，所述过滤单元41通过输水管与所述培育池3的污水出口连接，将培育池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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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水排入所述水质净化系统中，所述循环泵45的出水口通过输水管与所述蓄水池1的入

水口连接，将净化后的水通过循环泵45导入到所述蓄水池1中，再通过连接蓄水池1与培育

池3的输水管导入培育池中。

[0057] 其中，所述补水池2与蓄水池1平行放置在所述立体多层不锈钢机架5的最顶层，所

述水处理池4放置在所述立体多层不锈钢机架5的最底层，所述培育池3可以是一个或多个，

分别放置在所述立体多层不锈钢机架中间的一层或多层，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包括

第一培育池301和第二培育池302，如图1所示，安装在所述立体多层不锈钢机架5的第二层

和第三层。

[0058] 优选地，所述培育池3为长3.3m、宽0.5m、高0.4m的玻璃水族箱。

[0059] 进一步的，净化处理后的养殖用水从水处理池4中通过循环泵泵入蓄水池1，再经

管道流入亲鱼培育池3，补水池2与自来水管道连接，自来水在补水池2中经曝气后对整个系

统进行水量补充。

[0060] 进一步的，来自顶层蓄水池1的进水管道位于培育池3的一角并通到培育池3底部，

培育池的出水口31位于进水口32对侧。

[0061] 优选地，出水口31侧池壁由双层玻璃构成，内侧玻璃底部与培育池底部有1cm空

隙，养殖用水从内侧玻璃底部下方经虹吸从外侧玻璃上方流出，并带走亲鱼培育池内的残

饵和粪便等污物，同时经管道流入底层水处理池，进行水质净化。

[0062] 进一步的，出水口管道底部设有过滤单元41，用于过滤从亲鱼培育池流出的残饵

和粪便等污物。

[0063] 优选地，所述过滤装置为过滤棉。

[0064] 进一步的，所述水处理池中部设有吸附装置43，用于吸附体积较小的沉淀物。

[0065] 优选地，所述吸附装置为火山石或瓷环中的一种或多种。

[0066] 进一步的，在过滤装置41与吸附装置43之间，设有生物净化装置42，用于消除养殖

废水中有机物分解产生的氨氮。

[0067] 优选地，所述生物净化装置包括接种和种植在过滤装置与吸附装置之间的硝化细

菌和水生植物。

[0068] 优选地，培育池底部还设有与增氧机连接的微孔增氧管，用于调节养殖用水溶氧

量。

[0069] 优选地，所述增氧机为气体流量为65m3/h的旋涡式充气增氧机。

[0070] 其中，所述消毒单元44安装在第二培育池的底部，为避免紫外线对亲鱼的危害，在

所述第二培育池的底部与消毒单元之间铺设有泡沫板(图中未示出)。

[0071] 优选地，所述消毒单元为紫外灯。

[0072] 本发明提供的养殖系统在室内就可以进行亲鱼的培育，采用立体设计，占用空间

小，结构设计简单、合理，可以有效去除水中的杂质，使养殖水保持清澈透明，养殖水溶氧量

大于5mg/L，氨氮含量小于0.01mg/L，满足宽体沙鳅的生存所需，使宽体沙鳅生长状态良好。

[0073] 实施例2养殖废水的净化处理

[0074] 如图2所示的养殖废水的净化流程图，包括：

[0075] 步骤S101，过滤处理：从出水口排出的养殖废水经过滤装置处理，除去废水中体积

较大的粪便和残饵等沉淀物，使养殖用水变得清澈透明。为了提高净化效果，需每天对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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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进行清洗。

[0076] 步骤S102，生物净化处理：经过滤后的养殖废水经过生物净化装置，将养殖废水中

的氮带出生态系统，消除有机物分解产生的氨氮。

[0077] 步骤S103，吸附处理：经生物净化的养殖废水经过吸附装置吸附体积较小的沉淀

物，除去体积较小的杂质。

[0078] 步骤S104，灭菌消毒处理：经净化处理的养殖水在水处理系统后段经40W紫外灯照

射处理后由循环泵泵入养殖系统顶层的蓄水池作为养殖水循环使用。

[0079] 进一步的，养殖水温为自然水温，周年变幅12～30℃。

[0080] 利用本发明提供的养殖系统，并采用本发明提供的净化处理步骤对养殖水进行管

理，可以有效去除水中的杂质，使养殖水保持清澈透明，养殖水溶氧量大于5mg/L，氨氮含量

小于0.01mg/L，满足宽体沙鳅的生存所需，使宽体沙鳅生长状态良好。

[0081] 实施例3利用野生宽体沙鳅培育苗种

[0082] 1、亲鱼的选择

[0083] 2012、2013年5～7月分别从长江支流—沱江的资中-隆昌江段收集体长10cm以上，

体重15g以上的野生宽体沙鳅成鱼，于实验室塑料大棚内4m×2.5m×0.8m水泥池中驯化培

育一年后，分别于2013、2014年将其转入养殖系统作为亲鱼进行培育。

[0084] 2、亲鱼培育

[0085] 将步骤1得到的雌亲鱼和雄亲鱼以1：1～1.5的比例放养在实施例1提供的养殖系

统的培育池中进行培育，养殖密度为20～40尾/m2。

[0086] 2.1饲料的投喂管理

[0087] 培育过程中，12月中旬至翌年2月，隔日的中午12:00对亲鱼投喂一次，其他月份在

每日早7:00、晚18:00各投喂一次，使亲鱼饱食，饱食程度为投饵1小时后剩余少量饵料，投

喂的饵料采用蛋白含量为40％的人工饲料，比如专利申请号201410108079.X制得的饵料。

[0088] 2.2水流及光照的培育管理

[0089] 根据亲鱼性腺发育情况，通过控制连接循环泵和蓄水池间，及蓄水池与培育池间

管道上的水阀，调节培育池水流速度，模拟宽体沙鳅的自然繁殖的生态条件，在人工催产前

半个月，采用最大进水量7000L/h对亲鱼进行冲水，以促进性腺的成熟，其他时间采用

2250L/h的水流量对宽体沙鳅进行培育。亲鱼培育池上方设有人工控制光周期的照明装置，

可以用来促进性腺发育，实现提早产卵，具体的，在4月以前采用自然光照对亲鱼进行培养，

4月上旬利用培育池上方设有的人工控制光周期的照明装置使光照时间每天延长半小时，

直至延长至光周期为14L:10D时保持恒定，光照强度为600～1000lux。

[0090] 3、亲鱼催产

[0091] 3.1催产亲鱼的选择

[0092] 在经过一年的亲鱼培育的宽体沙鳅中挑选腹部膨大、体重15g以上的雌性宽体沙

鳅作为雌性亲鱼用于人工催产；挑选体型健壮的雄性宽体沙鳅作为雄性亲鱼用于人工催

产。

[0093] 3.2人工催产

[0094] 将LRH-A2和HCG以0.1～0.2μg、10～20IU的比例混合后，对步骤3.1选择的雌性亲

鱼进行一次性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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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在步骤3.1选择的雄性亲鱼中，对雄鱼能挤出乳白色、浓稠精液者不进行催产处

理；对雄鱼精液量少者，每尾鱼注射以0.05～0.1μg  LRH-A2和5～10IU  HCG比例混合的催产

剂量，一次性注射，与雌鱼同时进行。

[0096] 需要说明的是，宽体沙鳅人工催产时间为5月中旬～7月下旬，繁殖水温为21℃～

24℃。效应时间随水温的升高而缩短，为14～18h。

[0097] 4、采卵授精

[0098] 将人工催产后的亲鱼按照雌雄比为1：1.5配组，并将每组雌雄亲鱼置于体积0.2m3

～0.3m3，深度0.5m～0.6m产卵缸中，使用增氧机充气控制产卵缸中的氧气含量，使其充气

量达到5～6m3/h，以保证水体溶氧量。催产后10～12h，将雄性亲鱼捞出，用干净的湿毛巾保

住头部，沿腹部向生殖孔方向轻挤鱼腹两侧，排除粪便和尿液后，观察是否有乳白色的精液

流出；如有流出，立即用干净的玻璃吸管吸取少量精液，置于显微镜下滴加曝气自来水的洁

净载玻片上，镜检观察精子活力；当有80％以上精子激烈运动时，表明雄性成熟，可以进行

受精。通过以上方法选择成熟度好的一批合格雄鱼备用。催产后10h，每间隔1h对雌性亲鱼

进行挤卵，检查卵子的成熟情况。即将雌性亲鱼捞出，用干净的湿毛巾包住头部，擦干腹部

及生殖孔，然后向生殖孔方向轻挤鱼腹两侧，看能否将卵顺利挤出。当轻挤雌鱼腹部，能挤

出大量游离、饱满、光泽度好的卵子时，将卵挤入干而洁净的瓷碗内，之后，立即取上述合格

雄鱼，用干净的湿毛巾保住头部，擦干腹部及生殖孔，沿腹部向生殖孔方向轻挤鱼腹两侧，

挤出精液，加入卵中，用羽毛轻轻搅匀精液和卵子的混合物，再加曝气自来水对混合物进行

激活，静止5min，使卵子授精；用曝气自来水洗去多余精液后，得到受精卵。

[0099] 5、受精卵的孵化

[0100] 宽体沙鳅卵为沉性卵，卵膜吸水膨胀后卵周隙小，采用麦氏孵化器孵化，孵化过程

中注意调节水流大小，并待鱼苗出膜后及时将鱼苗转出孵化器，以免鱼苗顺水逃逸。具体方

法是：将受精卵倒入麦氏孵化器，直径20cm孵化器可孵化受精卵20万粒；打开进水开关，调

节水流大小，以鱼卵浮在水中不沉底为宜；鱼苗孵出后，关掉进水开关，将鱼苗及时转出孵

化器，进入鱼苗培育系统培育。孵化前用20ppm漂白粉溶液对孵化系统进行消毒，之后漂洗，

在加入曝气自来水作为孵化用水，孵化过程中不更换新水。

[0101] 其中，孵化温度为21℃～24℃。孵化26～29h后即可孵化出宽体沙鳅仔鱼，孵化率

为92.1％。

[0102] 本发明的特点在于，本发明根据宽体沙鳅鱼生长发育过程中的生活习性，通过控

制放养密度、调整饵料和运用水质净化养殖系统培育等措施进行宽体沙鳅亲鱼培育，使亲

鱼成熟率达70％以上，且成熟时间整齐、怀卵量高、精液量多，精子活力强。利用HCG和LRH-

A2进行人工催产，干法授精，亲鱼产卵时间一致，受精率和孵化率均达到85％以上。本发明

可用于宽体沙鳅的内塘人工育苗，对于宽体沙鳅的种质资源保护、规模化人工养殖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0103] 尽管上述对本发明做了详细说明，但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根据

本发明的原理进行修改，因此，凡按照本发明的原理进行的各种修改都应当理解为落入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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