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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领域，特别

涉及一种包括亲鱼培育、催产、孵化、鱼苗培育和

成鱼饲养的水族箱养殖方法。该方法采用特定的

水质环境、生态布景、病原体与饲料营养控制，经

试验，催产率、受精率、孵化率和仔鱼成活率均高

于90％，为实验鱼类标准化提供技术贡献，满足

了国内实验鱼类繁殖生产和鱼类动物实验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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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实验鱼类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亲鱼培育、亲鱼催产、孵化、鱼苗

培育和成鱼饲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族箱包括两种，第一种

水族箱用于实验鱼类的孵化、鱼苗培育和成鱼饲养，其长×宽×高大于或等于1200mm×

480mm×755mm；第二种水族箱用于实验鱼类亲鱼的培育，其长×宽×高为第一种水族箱的2

倍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实验鱼类为鲫鱼、红鲫、金

鱼、麦穗鱼或鲤鱼中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的全程均采用暴氯气

3d以上的城市生活饮用自来水；孵化鱼苗时，采用经过灭菌的城市生活饮用自来水；所述养

殖采用的水体pH为7.5～8.5，亚硝酸盐≤0.1mg/L，氨氮≤0.1mg/L；

所述亲鱼培育时水族箱的条件为：水温18℃～20℃，日温差≤4℃，瞬时温差≤3℃，溶

氧量＞5mg/L，水面光照强度为150lx～260lx，昼夜交替时间为12h/12h；

所述亲鱼催产时水族箱的条件为：水温18℃～20℃，日温差≤2℃，瞬时温差≤2℃，溶

氧量＞5mg/L；水面光照强度为150lx～260lx，12h/12h昼夜交替；开启造浪泵用流速为

0.8m/s～1.0m/s的水流刺激亲鱼3～4h；

所述孵化时水族箱的条件为：采用灭菌自来水，水温18℃～22℃，日温差≤1℃，瞬时温

差≤0.5℃，并开启增氧泵持续增氧，使水体溶氧量＞6mg/L；控制水流流速为0.5m/s～

0.8m/s；保持水面100lx～200lx的光照，12h/12h昼夜交替；

所述鱼苗培育时水族箱的条件为：18℃～20℃，日温差≤2℃，瞬时温差≤2℃，溶氧量

＞5mg/L；水面光照强度为100lx～200lx，昼夜交替时间为12h/12h，后调整为10h/14h；

所述成鱼饲养时水族箱的条件为：水温18℃～24℃，日温差≤4℃，瞬时温差≤3℃，溶

氧量≥5mg/L；水面光照强度为50lx～300lx，昼夜交替时间为12h～10h/12h～14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亲鱼培育的具体步骤：选

择2～3龄的成鱼作为亲鱼，投喂粗蛋白含量≥33％、粗脂肪含量≥6％的鱼类饲料，以15～

20尾/升的密度于亲鱼水族箱中进行饲养，每7d换水1/3，每15～30d全部换水并清洗水族

箱，换水温差不超过3℃；所述亲鱼培育中，投喂方式为每日投喂2次，上、下午各一次，日投

喂量为鱼体体重的3％～5％；所述生态布景为用人工水草、鹅卵石、鱼遮身板进行生态布

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催产为人工催产，所述人

工催产具体为：用LRH-A2  2～5μg/kg+DOM1～2mg/kg的催产剂经胸鳍基部注射亲鱼胸腔进

行催产，次日收集鱼卵；在所述人工催产后、所述孵化前还包括人工授精步骤，所述人工授

精为将雄鱼精液直接滴在所述人工催产收集的鱼卵上，立即用灭菌干燥的羽毛轻搅均匀，

添加灭菌的孵化用水，立即将受精卵均匀撒播在孵化网片上，保持密度为5.0～10 .0粒/

cm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孵化为：将所述受精卵用

硫醚沙星药液药浴，然后置于孵化水族箱中进行孵化；所述硫醚沙星药液用量为0.5～

1.0g/m3，所述药浴的时间为3min～5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鱼苗培育步骤为：所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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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卵孵化3～4d后获得鱼苗，用熟蛋黄水溶液投喂鱼苗，每天投喂3～4次，每次投喂量为

5000～10000尾鱼投喂1个熟蛋黄，鱼苗培育5～7d后更换水族箱；投喂蛋黄15d后，改投喂人

工配合饲料，辅以投喂蛋黄，以3000～4000尾/m3的密度进行饲养。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成鱼饲养步骤为：鱼苗长

至3cm以上按成鱼进行饲养，每3～7d部分换水一次，15～30d全部换水，并清洗一次；所述部

分换水为换出1/3～1/5的水量；所述成鱼的饲养密度为：体长为50mm～110mm的成鱼的饲养

密度为180尾～65尾/m3；体长为20～50mm的成鱼的饲养密度为350尾～180尾/m3；对于体长

为20mm～50mm的成鱼，投喂饲料的粗蛋白含量≥33％、粗脂肪含量≥6％，粒径为0.5～

1.5mm，每日投喂1～2次，日投饲率为3％～5％；对于体长为50mm～110mm的成鱼，投喂饲料

的粗蛋白含量≥30％、粗脂肪含量≥5％，粒径为2.0～3.0mm，每日投喂1～2次，投饲率为

1％～3％。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的全过程均柔性操

作，不造成鱼应激，并严格控制病原菌，控制水族箱水体不含有嗜水气单胞菌、迟缓爱德华

氏菌、水霉菌、多子小瓜虫病原体；进行所述亲鱼培育、孵化、鱼苗培育和成鱼饲养各养殖环

节前、后，均采用20mg/L的KMnO4或0.1％的新洁尔灭对水族箱、配件及一切饲养工具浸泡20

～30min进行消毒。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050732 A

3



一种实验鱼类的水族箱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实验鱼类的水族箱养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实验鱼类是生物医学、医药研发、环境安全性评价的重要实验动物，是国家科技战

略资源。实验鱼类的质量控制和推广使用，均要求实验鱼类在水族箱中饲养繁殖，并通过控

制水族箱水环境和规范养殖技术，来确保实验鱼类的质量(包括遗传学质量和微生物学质

量)，控制环境因素对鱼类动物实验结果的影响。实际上，我国在生物医学、医药研发、环境

安全性评价的方面开展的鱼类动物实验是非常多的，对本土标准化实验鱼类品(种)系的市

场需求的数量是巨大的，预计到2020年时的年需求量可达到200万至300万尾。正因为使用

广泛，就迫切需要根据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要求，建立一整套实验鱼类实验室(水族箱)养

殖技术，以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

[0003] 根据文献资料，国外已经培育了斑马鱼、青鳉、虹鳟、剑尾鱼等10余种实验鱼类，国

内也开展了剑尾鱼、稀有鮈鲫、虾虎鱼、红鲫等实验鱼类标准化研究，其中，对于鲤科鱼类如

鲤鱼、鲫鱼，大多为池塘养殖，养殖效果并不理想。以红鲫为例，根据蔡君放等在“红鲫(♀)

×湘江野鲤(♂)繁殖制种技术的研究”一文的记载，红鲫的催产率平均为61.5％；受精率为

85.56％；孵化率为24.87％。

[0004] 近10余年来，通过引进和消化国外斑马鱼实验室养殖技术，国内各大实验室已经

建立了成熟的斑马鱼实验室养殖技术，目前，尚无鲤科小型淡水实验鱼类实验室(水族箱)

养殖技术的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实验鱼类的水族箱养殖方法。本发明提供

的养殖方法从亲鱼培育、亲鱼催产、孵化、鱼苗培育到成鱼饲养，全程均用水族箱进行饲养，

对实验鱼类实施分级分类饲养和管理，科学调控水温、溶氧量、光照、流水等生态环境因素，

配合特定营养的饲料及投喂方法，经试验，催产率、受精率、孵化率和仔鱼成活率均高于

90％，为实验鱼类标准化提供技术贡献，满足了国内实验鱼类繁殖生产和鱼类动物实验的

需要。

[0006]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实验鱼类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包括亲鱼培育、催产、孵化、鱼苗

培育和成鱼饲养；所述养殖的全程均在水族箱中进行。

[0008] 本发明中，采用两种规格的水族箱，第一种水族箱用于实验鱼类的孵化、鱼苗培育

和成鱼饲养，其长×宽×高大于或等于1200mm×480mm×755mm；第二种水族箱用于实验鱼

类亲鱼的培育，其为长×宽×高为第一种水族箱的2倍以上，即第二种水族箱的长、宽、高分

别是第一种水族箱长、宽、高的2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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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实验鱼类为鲫鱼、红鲫、金鱼、麦穗鱼或鲤鱼中的一种。一些

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实验鱼类为红鲫。

[0010] 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养殖的全程均采用暴氯气3d以上的城市生活饮用自来水；

孵化鱼苗时，采用经过灭菌的城市生活饮用自来水；所述养殖采用的水体pH为7.5～8.5，亚

硝酸盐≤0.1mg/L，氨氮≤0.1mg/L；

[0011] 所述亲鱼培育时水族箱的条件为：水温18℃～20℃，日温差≤4℃，瞬时温差≤3

℃，溶氧量＞5mg/L，水面光照强度为150lx～260lx，昼夜交替时间为12h/12h；

[0012] 所述亲鱼催产时水族箱的条件为：水温18℃～20℃，日温差≤2℃，瞬时温差≤2

℃，溶氧量＞5mg/L；水面光照强度为150lx～260lx，12h/12h昼夜交替；开启造浪泵用流速

为0.8m/s～1.0m/s的水流刺激亲鱼3～4h；

[0013] 所述孵化时水族箱的条件为：采用灭菌自来水，水温18℃～22℃，日温差≤1℃，瞬

时温差≤0.5℃，并开启增氧泵持续增氧，使水体溶氧量＞6mg/L；控制水流流速为0.5m/s～

0.8m/s；保持水面100lx～200lx的光照，12h/12h昼夜交替；

[0014] 所述鱼苗培育时水族箱的条件为：18℃～20℃，日温差≤2℃，瞬时温差≤2℃，溶

氧量＞5mg/L；水面光照强度为100lx～200lx，昼夜交替时间为12h/12h，后调整为10h/14h；

[0015] 所述成鱼饲养时水族箱的条件为：水温18℃～24℃，日温差≤4℃，瞬时温差≤3

℃，溶氧量≥5mg/L；水面光照强度为50lx～300lx，昼夜交替时间为12h～10h/12h～14h。

[0016] 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亲鱼培育的具体步骤：选择2～3龄的成鱼作为亲鱼，投喂粗

蛋白含量≥33％、粗脂肪含量≥6％的鱼类饲料，以15～20尾/升的密度于亲鱼水族箱中进

行饲养，每7d换水1/3，每15～30d全部换水并清洗水族箱，换水温差不超过3℃；所述亲鱼培

育中，投喂方式为每日投喂2次，上、下午各一次，日投喂量为鱼体体重的3％～5％。所述生

态布景为用人工水草、鹅卵石、鱼遮身板进行生态布景。

[0017] 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催产为人工催产，所述人工催产具体为：用LRH-A2  2～5μg/

kg+DOM  1～2mg/kg的催产剂经胸鳍基部注射亲鱼胸腔进行催产，次日收集鱼卵；在所述人

工催产后、所述孵化前还包括人工授精步骤，所述人工授精为将雄鱼精液直接滴在所述人

工催产收集的鱼卵上，立即用灭菌干燥的羽毛轻搅均匀，添加灭菌的孵化用水，立即将受精

卵均匀撒播在孵化网片上，保持密度为5.0～10.0粒/cm2。

[0018] 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人工孵化为：将所述受精卵用硫醚沙星药液药浴，然后置于

孵化水族箱中进行孵化；所述硫醚沙星药液用量为0.5～1.0g/m3，所述药浴的时间为3min

～5min。

[0019] 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鱼苗培育步骤为：所述受精卵孵化3～4d后获得鱼苗，用熟

蛋黄水溶液投喂鱼苗，每天投喂3～4次，每次投喂量为5000～10000尾鱼投喂1个熟蛋黄，鱼

苗培育5～7d后更换水族箱；投喂蛋黄15d后，改投喂人工配合饲料，辅以投喂蛋黄，以3000

～4000尾/m3的密度进行饲养。其中，所述人工配合饲料优选为鱼苗全价配合饲料的粗蛋白

含量≥39％、粗脂肪含量≥8％，粒径为0.1～0.5mm。

[0020] 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成鱼饲养步骤为：鱼苗长至3cm以上按成鱼进行饲养，每3～

7d部分换水一次，15～30d全部换水，并清洗一次；所述部分换水为换出1/3～1/5的水量；所

述成鱼的饲养密度为：体长为50mm～110mm的成鱼的饲养密度为180尾～65尾/m3；体长为20

～50mm的成鱼的饲养密度为350尾～180尾/m3；对于体长为20mm～50mm的成鱼，投喂饲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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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蛋白含量≥33％、粗脂肪含量≥6％，粒径为0.5～1.5mm，每日投喂1～2次，日投饲率为

3％～5％；对于体长为50mm～110mm的成鱼，投喂饲料的粗蛋白含量≥30％、粗脂肪含量≥

5％，粒径为2.0～3.0mm，每日投喂1～2次，投饲率为1％～3％。

[0021] 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养殖的全过程均柔性操作，不造成鱼应激，并严格控制病原

菌；所述亲鱼培育、孵化前均采用20mg/L的KMnO4或0.1％的新洁尔灭对水族箱、配件及一切

饲养工具浸泡20～30min进行消毒。

[0022] 本发明提供的养殖方法还包括病原体控制步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对水体环

境中的病原体进行严格控制，包括严格控制水体不含嗜水气单胞菌、迟缓爱德华氏菌、水霉

菌、多子小瓜虫等病原体；通过控制水体环境病原微生物来预防实验鱼类疾病，可有效预防

实验鱼类疾病。②使用城市生活饮用自来水作为养殖用水，甚至是采用灭菌自来水作为孵

化用水；③使用经过消毒灭菌的水族箱、配件、饲料及一切饲养工具。④实验鱼类饲养房的

建筑结构类似哺乳类实验动物房，具有一定的空调净化功能(防病原体污染的功能)。

[002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实验鱼类的水族箱养殖方法包括亲鱼培育、催产、孵化、鱼苗培

育和成鱼饲养。该养殖方法采用经暴气的自来水，整个养殖过程在水族箱中进行，科学调控

和维持恒定的水质环境条件，模拟池塘生境进行生态布景，并严格控制病原体；科学投喂全

价配合饲料，及时清污换水，采用并优化人工生殖技术进行繁殖，即采用特定的催产剂对鲤

科实验鱼进行人工催产；柔性操作贯穿饲养繁殖全过程，以极度减少实验鱼应激，既可以使

得实验鱼类在实验室水族箱中正常地生长、繁殖，又达到了实验鱼类标准化质量控制的要

求。经试验，催产率、受精率、孵化率和仔鱼成活率均高于90％，成鱼生长及性腺发育均良

好，为实验鱼类标准化提供技术贡献，满足了国内实验鱼类繁殖生产和鱼类动物实验的需

要。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实验鱼类的养殖方法，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借鉴本文内容，适

当改进工艺参数实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类似的替换和改动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

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被视为包括在本发明。本发明的方法及应用已经通过较佳实施例进

行了描述，相关人员明显能在不脱离本发明内容、精神和范围内对本文所述的方法和应用

进行改动或适当变更与组合，来实现和应用本发明技术。

[0025]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对这

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一般

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将不

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

最宽的范围。

[0026] 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1饲养条件的准备

[0029] 包括水族箱的准备、饲养用水的准备、饲料的准备、水体环境的调控等重要条件的

准备。

[0030] 1.1水族箱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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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准备两种大小规格的水族箱，一种大小规格大于或等于1200mm×480mm×755mm

(长×宽×高)的水族箱用于实验鱼类的孵化、鱼苗培育和成鱼饲养，一种大小规格大于或

等于[1200mm×480mm×755mm(长×宽×高)]×(2～4)倍的水族箱用于实验鱼类亲鱼的培

育。各种水族箱配置好自循环过滤净化系统、灭菌装置、照明灯、增氧泵等配件后，特别地要

求进行专门的仿生布景。布景的技术特征是：①尽量地模拟自然(池塘)生境进行布景，合理

使用和组配如温度、光照、噪声、水流、波浪、水草、藏身物、砂砾或沉积物、地貌等生态因素，

以适应于实验鱼类的生活习性和繁殖生物学特性；②将布景元素尽量地简化，如不铺垫细

小沙粒和种植水草(生物)，以利于实验鱼类水体环境质量控制；③遵循易化性原则，尽量多

地采用常用的、多功能的配件，如多功能潜水泵(增氧、抽水、过滤)等。一个基本的生态布景

可以是：水族箱盖板内则安装2盏日光灯(光照)和1个定时开关(控制昼夜节律)，水族箱内

摆放150～250mm高矮不等的人工仿真绿色水草3朵(绿草生境，藏身)、直径约50.0mm的卵石

10坨(池塘底生境)、(400×650)mm2的挡身板1块(藏身)，安置多功能潜水泵1个(增氧、过

滤、水流)、造浪泵1个(水流)、加热泵1根(维持水温)，周边贴敷水草背景纸。

[0032] 1.2饲养用水的准备

[0033] 本发明特别地采用暴氯气3d以上的城市生活饮用自来水作为实验鱼类水族箱饲

养用水。孵化鱼苗时，又特别地采用经过高压蒸汽灭菌的城市生活饮用自来水。

[0034] 1.3饲料的准备

[0035] 本发明要求饲养鱼种苗、成鱼亲鱼和一般成鱼均采用全价营养配合饲料，特别地

要求鱼种苗用饲料的粗蛋白粗含量≥39％，亲鱼用饲料的粗蛋白含量≥33％，成鱼用饲料

的粗蛋白含量≥30％。培育鱼苗采用熟蛋黄水溶液。熟蛋黄水溶液按照如下方法制作：将鸡

蛋煮熟剥壳取出蛋黄，用2～3层医用纱布包裹，握住纱布包裹的蛋黄在事先准备好的灭菌

的孵化用水中摆动，蛋黄即自然溶化于水中，或者将熟蛋黄捣碎后经100目筛网滤洗，再用

灭菌的孵化用水经200目筛网冲洗。

[0036] 1.4水体环境调控

[0037] 水族箱水体环境如表1所示。

[0038] 表1小型鲤科实验鱼类水族箱水体环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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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2实验鱼类繁殖

[0041] 2.1亲鱼培育：于半年前，选择2～3龄的成鱼作为亲鱼，在亲鱼水族箱中进行培育。

作为亲鱼的成鱼应为遗传背景清楚、遗传标记显著、体质健壮、体型体色一致、泳动敏捷的

标准化品(种)系；饲养密度为一般成鱼饲养密度的1/3～1/4。亲鱼培育的关键技术是调控

并保持好水族箱的环境，一是调控好水族箱的水体环境，如表1要求，控制水温在18℃～20

℃，日温差≤4℃，瞬时温差≤3℃，溶氧量＞5mg/L；二是模拟自然生境进行生态布景，包括

有少量的人工水草、少量的鹅卵石和鱼遮身板，特别地使用造浪泵每日白天(2h/2h)间断地

产生水流刺激(水流流速控制在0.6m/s～0.8m/s)；三是保持水面150lx～260lx的光照，昼

夜交替时间为12h/12h。并且投喂营养丰富(粗蛋白含量≥33％，粗脂肪含量≥6％)的亲鱼

全价营养配合饲料，每日2次，上、下午各投喂一次，日投饲率为3％～5％；每7d换水1/3，每

15～30d全部换水并清洗水族箱，所换的新水温差不超过3℃。

[0042] 2.2人工催产：选择2～4龄的亲鱼进行人工催产。所选亲鱼体质健壮、生殖腺发育

良好。用促黄体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RH-A2)与地欧酮(DOM)两种催产剂联合使用，如对雌性

鲤、鲫、麦穗鱼，剂量为LRH-A2  2～5μg/kg+DOM  1～2mg/kg，雄性使用剂量减半，于先天下午

16:00～17:00经胸鳍基部注射亲鱼胸腔；调控水族箱水温至18℃～20℃，日温差≤2℃，瞬

时温差≤2℃，溶氧量＞5mg/L，在稍后开启较大功率造浪泵以产生流速为0.8m/s～1.0m/s

的水流刺激亲鱼3～4h。次日早上6:00左右亲鱼则大量产卵，收集鱼卵。

[0043] 2.3人工授精：将步骤2.2收集的鱼卵置于洁净的搪瓷(玻璃)盘中，再将挤出的雄

鱼精液直接滴在鱼卵上，立即用灭菌干燥的羽毛轻搅均匀，1min后添加灭菌的孵化用水，并

立即将受精卵均匀撒播在孵化网片上，保持密度为5.0～10.0粒/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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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2.4人工孵化：用灭菌自来水进行人工半静水态孵化和用药物控制水霉发生，并保

持适宜而恒定的水温和充足的溶氧量。在孵化用水族箱中加注灭菌的自来水，调控水温至

18℃～22℃的某个水温值(以鱼的最适孵化水温设定)，日温差≤1℃，瞬时温差≤0.5℃，并

开启增氧泵持续增氧，使水体溶氧量＞6mg/L。将粘附有受精卵的孵化网片用0.5～1.0g/m3

的硫醚沙星药液药浴3min～5min，再置于水族箱中；孵化过程中，特别地以最小波动维持孵

化水温和溶氧量的变化；开启低功率造浪泵维持水体缓慢流动，水流流速控制在0.5m/s～

0.8m/s；保持水面100lx～200lx的光照和12h/12h昼夜交替；为防止鱼卵滋生水霉，还可向

水族箱中泼洒0.5～1.0g/m3的硫醚沙星药液，并随时清除死卵等杂物。

[0045] 3鱼苗培育

[0046] 孵化3～4d后，鱼卵全部孵出鱼苗，此时将孵化网片捞出并吸净污物，开始精心培

育鱼苗。鱼苗培育过程中，特别地保持水流平静和水温恒定，水温18℃～22℃，日温差≤2

℃，瞬时温差≤0.5℃；开启增氧泵持续增氧，使溶氧量＞5mg/L；始终保持水质洁净、无病

原。前5～7d在孵化水族箱中培育鱼苗，投喂熟蛋黄水溶液，每日白天投喂熟蛋黄水溶液3～

4次，投喂量按培育5000～10000尾鱼苗用1个蛋黄计。特别地在投喂蛋黄1h以后以虹吸式方

式吸污(包括剩余的蛋黄颗粒)并部分换水，换水不得造成水浪和急流，特别地沿水族箱侧

壁徐徐加注新水，添加的新水温差不得超过0.5℃。在后5～7d，将鱼苗转移至专门的鱼苗培

育水族箱中继续培育。转移过程中，先以虹吸式方式抽吸水族箱水至剩余1/5的水为止，再

以轻柔的动作用勺子将鱼苗舀出，转移至事先准备好的鱼苗培育水族箱中(盛有等温的曝

气自来水)，绝不可造成鱼苗应激和伤害。鱼苗培育密度控制为3000～4000尾/m3水体。同上

方法，投喂熟蛋黄水溶液继续培育鱼苗。鱼苗培育15d后则改投人工配合饲料(鱼苗全价配

合饲料的粗蛋白含量≥39％、粗脂肪含量≥8％，粒径为0.1～0.5mm)，辅以投喂蛋黄，每天

投喂2～4次，日投饲率为3％～5％；每7～10d换水l次，每次换出1/3～1/2水量，并清除污

物。

[0047] 4成鱼饲养

[0048] 体长3cm以上的鱼均按成鱼来饲养。

[0049] 4.1分级分类进行饲养管理根据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原理，将实验鱼类分级分类

进行饲养和管理。不同的微生物学等级或不同的遗传类群的实验鱼类，被分别饲养在不同

的水族箱中。从种子中心引进的实验鱼(苗)种或成鱼的质量必需合格，体色、体型和体质均

一，先隔离检疫1周左右后再正常饲养。

[0050] 4.2水族箱水体环境条件按上述表1控制水族箱水体环境：水温在18℃～24℃，日

温差≤4℃，瞬时温差≤3℃；溶氧量≥5mg/L；pH值在7.5～8.5；水面光照在12h～10h/12h～

14h,50～300lx；亚硝酸盐浓度≤0.1mg/L；氨氮浓度≤0.1mg/L。

[0051] 4.3饲养密度成鱼饲养密度按照表2进行控制。

[0052] 表2水族箱放养实验鱼类的规格与密度

[0053]

规格(体长，mm) 密度(尾/m3)

50 180

60 165

7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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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20

90 100

100 80

110 65

[0054] 4.4饲料投喂投喂上述“1 .3饲料的准备”所述的成鱼全价配合饲料。要求：对幼鱼

投喂的饲料，粒径为0.1～0.5mm；对成鱼投喂的饲料，粒径为0.5～1.5mm。采用定时、定量的

方式投喂饲料，每日投喂饲料1～2次，上午投喂时间段为9:00～10:00，下午投喂时间段为

16:30～17:30；根据鱼的生长情况动态调整投饲量，日投饲率掌握在1％～5％，每次投喂饲

料量以实验鱼类在1h内吃完为宜。

[0055] 4.5清污及换水保持水族箱中水体以透亮为宜，每3～7d部分换水一次(更换水量

的1/3～1/5)，15～30d全部换水并清洗一次。换水时将水族箱底部的粪便、饲料残渣等污物

一并吸去，将发病或死伤鱼及时捞出或处理；加注新水时采用沿水族箱侧壁徐徐注入的方

法，勿形成急流而对鱼造成应激伤害；特别地要求加注的新水与水族箱本身的水的温差不

超过3℃。所有操作均要谨慎，切勿伤害鱼体。

[0056] 4.6观察、检测与记录每日工作过程中，应于上、下午对所有水族箱巡视1～2遍。认

真观察水族箱的运行状态和实验鱼的活动情况，如水族箱运转(包括增氧泵、循环过滤系

统、照明灯等)、室温、水温、光照、噪音等是否正常，鱼的摄食、行为等是否正常，有无鱼体受

伤、病害、死亡等存在；每隔30～90d检测一次设施环境质量(包括水质pH值、溶解氧量、亚硝

酸盐浓度等)，发现水族箱运转异常时就及时调整或维修；不定期抽样检测实验鱼的质量

(包括生长发育及健康状况)。做好工作记录，内容包括环境因素(包括天气、气温、水温、光

照、噪音等)、鱼类生产状况(包括引进数量、供应数量、死亡数量、幼鱼数量、成鱼数量等)、

鱼类活动或行为情况(包括游泳、追逐、漂浮、躲避、呼吸、伤病、死亡等)、饲养操作(包括换

水、清洗、消毒、饲料、投喂时间、投喂量、疾病防治、用药等)、设施维护(如水族箱等)、质量

检测(包括设施环境质量检测、实验鱼遗传质量检测、实验鱼微生物学质量检测等)、实验操

作(如实验鱼测量、实验鱼解剖取材、病理检测等)等；建立生产或实验台账(包括实验鱼、饲

料、用具、药品等进出数量)。

[0057] 5病原体控制

[0058] 实施五个“无菌化”，即无菌化(水质)环境、无菌化动物、无菌化饲料、无菌化用具、

无菌化操作。主要技术措施包括：实施分级分类饲养管理；严格控制饲养环境的微生物学质

量；把握实验鱼类引种的微生物等级质量；坚持使用洁净的水、饲料及用具；严格遵守标准

饲养操作规程。

[0059] 5.1实施分级分类饲养管理实验鱼类是自身携带病原体必须得到控制的标准化实

验动物，分为普通级、清洁级、无特定病原体级和无菌级等4个微生物学质量等级；也是遗传

背景明确或来源清楚的标准化实验动物，分为封闭群、近交系、杂种F1代和突变系等4种遗

传类型。对实验鱼类饲养环境(室内环境和水体环境)的质量要求必须是既能够有效控制实

验鱼类携带或感染病原体，又有利于实验鱼类正常生长发育和繁殖，也不干扰科学实验结

果。于是，将实验鱼类饲养环境分为普通环境、屏障环境、隔离环境等。对实验鱼类进行分级

分类饲养管理，就是在普通环境设施中饲养普通级实验鱼类，在屏障环境设施中饲养清洁

级和无特定病原体级实验鱼类，在隔离环境设施中饲养无菌级实验鱼类；并进行相应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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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控制。

[0060] 5.2严格控制饲养环境的微生物学质量在按照上述“1 .4水体环境调控”所述要求

对实验鱼类水族箱水体理化环境进行控制的基础上，本发明特别地加强对实验鱼类饲养水

体环境的微生物学质量进行控制。①对水体环境中的病原体进行严格控制，包括严格控制

水体不含嗜水气单胞菌、迟缓爱德华氏菌、水霉菌、多子小瓜虫等病原体；通过控制水体环

境病原微生物来预防实验鱼类疾病，无需也不能用药物来预防或治疗实验鱼类疾病。②使

用城市生活饮用自来水作为养殖用水，甚至是采用灭菌自来水作为孵化用水；③使用经过

消毒灭菌的水族箱、配件、饲料及一切饲养工具。④实验鱼类饲养房的建筑结构类似哺乳类

实验动物房，具有一定的空调净化功能(防病原体污染的功能)。

[0061] 5.3把握实验鱼类引种的微生物等级质量即控制鱼种是无病原体感染的健康实验

鱼类。所饲养的实验鱼类，要么是自己繁殖的无病原微生物感染的健康实验鱼类，要么就是

从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引进的微生物等级质量合格的实验鱼类。

[0062] 5.4坚持使用洁净的水、饲料及用具根据不同微生物学质量级别实验鱼类的要求

配备相应级别的洁净水、饲料及用具。饲养普通级实验鱼类使用城市生活饮用自来水作为

养殖用水，使用无病原微生物污染的水、饲料及用具；饲养清洁级及以上的实验鱼类均使用

灭菌水、灭菌饲料和灭菌用具。

[0063] 5.5严格遵守标准饲养操作规程坚持科学饲养管理，严格遵守标准操作规程。本发

明特别强调按标准操作规程进行饲养管理。如“实验鱼房管理制度”、“实验鱼类饲养操作规

程”、“实验鱼类亲鱼培育技术规程”、“实验鱼类人工授精及孵化技术规程”、“实验鱼类鱼苗

培育技术规程”、“实验鱼类成鱼饲养技术规程”、“消毒灭菌操作规程”、“实验鱼类饲养管理

工作日程”、“实验鱼类饲养管理工作记录”等。特别地强调每日工作完毕，应将水族箱、实验

台板、地板等擦洗干净，物品摆放整齐，地面拖洗干净；每次使用前后，都要将水族箱箱体、

增氧泵、循环过滤系统、人工仿生水草、鱼身遮挡板及其他一切饲养用具均清洗干净和消毒

灭菌。

[0064] 实施例2

[0065] 以水族箱养殖实验红鲫为例，采用实施例1的方法对红鲫进行水族箱养殖，1年龄

鱼体重达30g以上。

[0066] 本发明人近年来对实验红鲫人工繁殖进行了6批次的试验，采用“LRH-A2  3μg/kg+

DOM  2mg/kg”联合催产方法，对73尾实验红鲫进行催产，达到了95.10％的催产效果，而单独

使用“HCG  800～1000U/kg”和“LRH-A2，2～3μg/kg”，或联合使用“LRH-A2  2～3μg/kg+HCG 

800～1000U/kg”进行催产；其催产效果在53.57％～74.27％之间。

[0067] 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的养殖方法对实验红鲫进行水族箱养殖，几次试验共观察

11600余枚受精卵，平均受精率、孵化率和成活率分别为96.06％、93.69％和91.82％。

[0068] 可见，本发明提供的的水族箱养殖方法明显优于现有技术报道的方法。

[006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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