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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主养草鱼的草鲫鲢鳙混

养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整理鱼苗培育池；

各类鱼苗孵化后2-3天下塘，放养密度每亩8-12

万尾；经过15-20天培育成夏花鱼种；整理出大鱼

塘，放养各类夏花，草鱼占50％，饲养至草鱼尾重

100-150克；然后每亩放规格为100-150克/尾的

草鱼600-800尾，以及其他家鱼；投喂自制饲料，

控制养殖水体pH值6.5-8.5、水温12-30℃、溶氧

量≥6.0mg/L、氨氮≤0.05mg/L，饲养至鱼种达到

上市规格。本发明的混合养殖方法，提高了草鱼

对重金属的耐受性，并且抗应激能力强；草鱼肠

道绒毛和肠道肌肉厚度生长较好，提高了鱼的消

化效率和提高免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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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主养草鱼的草鲫鲢鳙混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整理鱼苗培育池，面积1-3亩，池深1.5-2.0米，注水深度0.5-1.2米，淤泥层厚度10-

15厘米；

(2)各类鱼苗孵化后2-3天下塘，放养密度每亩8-12万尾；入塘后三天内不喂食，经过

15-20天培育成夏花鱼种；

该养殖过程中，昼夜水体温差超过5℃时，或者台风来临前夕，向水体喷洒低浓度的复

合维生素；在越冬期间，保持水温高于10℃，投喂量减少至体重1％；

该阶段投喂的自制饲料有增强抗应激的功效；

(3)整理出大小3-20亩、水深1.3-2.0米的鱼塘，亩放各类夏花6000-8000尾，其中鲫鱼

占20％，鲢鳙占30％，草鱼占50％，采用颗粒饲料饲养，饲养至鲫鲢鳙尾重50-100克，草鱼尾

重100-150克；

(4)按步骤(3)的鱼塘，每亩放规格为100-150克/尾的草鱼600-800尾，规格为50-100

克/尾的鲫鱼200-300尾，规格为50-100克/尾的鲢鳙各100尾；投喂自制饲料，控制养殖水体

pH值6.5-8.5、水温12-30℃、溶氧量≥6.0mg/L、氨氮≤0.05mg/L、亚硝酸盐≤0.2mg/L，饲养

至鱼种达到上市规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的鱼苗培育池排水方便，土质

好，不漏水，池底平坦，池边和池中不长水草，池面向阳，光照充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制饲料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

制得：

所述的饲料添加剂由黄芪、大蒜和茯苓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饲料添加剂中，大蒜占80 .0-

85.5％，黄芪占5-10％，茯苓占5-1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鱼粉蛋白替代品由大豆粉、标准面

粉和花生麸组成。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维生素矿物盐混合物的组成为：每千

克饲料中含有300000IU的维生素A，300000IU的维生素D3，2.4g的维生素E，280mg的维生素

K3，300mg的维生素B1，600mg的维生素B2，400mg的维生素B6，2mg的维生素B12，2g的烟酰胺，

1.2g的D-泛酸钙，240mg的叶酸，4mg的D-生物素，14g的钾，4.6g的镁，8g的铁，32g的锌，9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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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铜，92g的锰，200mg的钴，297.6mg的碘，24mg的硒，15g的维生素C，5.6g的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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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主养草鱼的草鲫鲢鳙混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领域，涉及一种草鱼养殖方法，具体涉及一种主养草鱼的草鲫鲢

鳙混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今养殖渔业中，不少养殖场都使用药物辅助养殖，因此养殖的鱼体里很多都

存在着药物残留问题。

[0003] 池塘养殖水产品是我国水产品供给的主要来源，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

们对水产品的品质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但目前多数养殖水产品，尤其是淡水鲤科鱼类存在

着土腥味和口感不好的问题。

[0004] 多鱼混养，充分利用池塘的各种条件，可增加养殖的效益，而现今鲫鲩鲢鳙的养殖

存在类似药物残留，土腥味等诸多食品安全隐患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混养技术的缺点与不足，提供一种主养草鱼的草鲫鲢

鳙优质高产的混养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一种主养草鱼的草鲫鲢鳙混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整理鱼苗培育池，鱼苗培育池面积1-3亩，面积过大投饵、施肥管理不便，且人

力、饵料也不经济；过小则易受外界影响，不适合饲养管理；池深1.5-2.0米，注水深度0.5-

1.2米，淤泥层厚度10-15厘米；池埂牢固，保水才强；池底平坦，淤泥少，无杂物，不易丛生水

草；经过清塘和消毒，备用；

[0009] 优选地，所述的鱼苗培育池应排水方便，土质好，不漏水，池底平坦，池边和池中不

长水草，池面向阳，光照充足；

[0010] (2)各类鱼苗(包括草鲫鲢鳙的鱼苗)孵化后，待其发育到水平游泳，筛选健壮、肤

色正常的鱼苗，去除掉鳞的鱼苗，孵化后2-3天下塘，此时鱼苗全长5-6毫米，放养密度每亩

8-12万尾；入塘后三天内不喂食，经过15-20天培育成3厘米规格的夏花鱼种，成活率高达

90％以上；

[0011] 该养殖过程中，昼夜水体温差超过5℃，或者台风来临前夕，可向水体喷洒低浓度

(100g/亩)的复合维生素(渔水安VC应激灵)；在越冬期间，当水温低于10℃，使用保暖设备

进行保暖，保持水温高于10℃，投喂量减少至体重1％；

[0012] 该阶段投喂的自制饲料有增强抗应激的功效；

[0013] 所述的自制饲料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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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0015] 所述的饲料添加剂由黄芪，大蒜和茯苓组成；其中大蒜占添加剂质量的80 .0-

85.5％；黄芪占5％-10％；茯苓占5％-10％。

[0016] 所述的鱼粉蛋白替代品优选由大豆粉、标准面粉和花生麸组成；

[0017] 所述的草鱼饲料中，粗蛋白的质量分数为37-38％，粗脂肪的质量分数为9-10％。

[0018] 所述维生素矿物盐混合物的组成为：每千克饲料中含有300000IU的维生素A，

300000IU的维生素D3，2.4g的维生素E，280mg的维生素K3，300mg的维生素B1，600mg的维生素

B2，400mg的维生素B6，2mg的维生素B12，2g的烟酰胺，1.2g的D-泛酸钙，240mg的叶酸，4mg的

D-生物素，14g的钾，4.6g的镁，8g的铁，32g的锌，92g的铜，92g的锰，200mg的钴，297.6mg的

碘，24mg的硒，15g的维生素C，5.6g的肌醇。

[0019] (3)整理出大小3-20亩、水深1.3-2.0米的鱼塘，亩放各类夏花6000-8000尾，其中

鲫鱼(优选白金丰产鲫)占20％，鲢鳙占30％，鲩鱼(草鱼)占50％，采用颗粒饲料饲养，饲养

至鲫鲢鳙尾重50-100克，鲩尾重100-150克，亩产700千克左右；

[0020] 采用颗粒饲料投喂和驯化技术，即依靠鱼类的条件反射本能，在投喂饲料时，养殖

者在饲料合上给予固定的音响刺激，使鱼类建立声响信号与投饵的条件反射，集群到投料

台附近摄食，这样驯化完成后使用投喂机喂食可以减少人力。

[0021] 坚持早、晚巡塘，观察水色变化和鱼的动态。每隔一周投喂时了解鱼的援食情况，

以投喂后鱼短时间内抢食干净为标准，确定次周投饵量，每周人为换水1/6至1/5，改善水

质。

[0022] (4)按步骤(3)的鱼塘，每亩放规格为100-150克/尾的草鱼600-800尾，规格为50-

100克/尾的鲫鱼200-300尾，规格为50-100克/尾的鲢鳙各100尾；投喂自制饲料，控制养殖

水体pH值6.5-8 .5、水温12-30℃(越冬可适当使用保暖措施，例如加热棒等)、溶氧量≥

6.0mg/L、氨氮≤0.05mg/L、亚硝酸盐≤0.2mg/L(氨氮和亚硝酸盐含量可用益生菌调节，例

如硝化细菌)，饲养至鱼种达到上市规格。

[0023] 每个养殖周期应对池塘进行清污和修整。在清除淤泥后，池塘应晒干至底泥表面

龟裂。控制水质保持水质达到“肥、活、嫩、爽”的要求。随季节和水温不同加注新水调节水

位，必要时，还可全池换水。在气候转变期间，可以通过泼洒维生素，减少气候对鱼的影响。

水质变差时(氨氮，亚硝酸盐超标)，喷洒生态制剂例如硝化细菌，EM复合菌(南京渔丰)控制

水面的藻类，达到一池水养一池鱼的高水平。制定池塘的水质检测制度，注意培养和调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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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应每天测量水温、溶解氧、pH值、透明度等水质要素，并评定这些水质指标是否符合该养

殖种类的适合范围要求。制定巡塘制度，每天坚持早、中、晚三次巡塘，观察池鱼活动情况和

水色、水质变化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和确定投饵量，及时清除池边杂草，合理注水、

施肥等措施，使池水既有丰富的适口天然饵料，又有充足的溶解氧。

[0024]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及效果：

[0025] 1、养殖过程中，针对现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夏天高温多雨，夏秋交际气候不定，越

冬期间气温下降等问题，严谨把控鱼苗筛选、水质监控、提高免疫力三个重要问题。筛选健

壮、肤色正常的鱼苗，掉鳞或低质量的鱼苗容易生病引起大规模传染死亡，鱼苗筛选入塘后

三天内不喂食，首周内密切关注鱼的游动，掉鳞离群的鱼苗立即分离，用盐水和聚维酮碘混

合浸泡单独观察至状态恢复，以免造成死亡影响水质从而引发大规模死亡。水质检控每日

早晚两次，昼夜水体温差超过5℃时向水体喷洒低浓度的复合维生素，提高鱼体应对水温变

化的抵抗力。在越冬期间，当水温低于10℃，使用保暖设备进行保暖，保持水温高于10℃，投

喂量减少至体重1％。投喂的自制饲料有增强抗应激的功效，能提高鱼体的抗污染能力和对

重金属的急性应激能力。投喂范围均匀，避免喂食不均导致游动能力较差鱼苗摄入较少营

养导致身体机能下降死亡。

[0026] 2、节约养殖过程中的生产用水，排放到自然环境中，不但不造成污染，还明显改善

周围环境，提高了水中的微生物多样性，保护了生态平衡，打破养殖“养殖污染水环境，水环

境污染养殖”的恶性循环，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0027] 3、养殖完成后，提高养殖鱼体的抗污染抗应激能力，对重金属的急性应激适应能

力上升。三种重要的氧化酶表达水平在铅胁迫下保持平稳，没有显著性差异，而按现在工厂

化单独养殖草鱼模式的情况下，铅胁迫后氧化酶GST和CAT显著性下降，GSH显著性上升，对

鱼正常的生化氧化反应产生较大的影响。

[0028] 4、相比其他主养草鱼的养殖模式，本发明在养殖过程中，养殖用水的益生菌丰富

度，水体微生物多样性较高，致病菌比例较低。

[0029] 5、本发明主养的草鱼肠道结构相比单独养殖草鱼的肠道结构要好。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鲫鲩鲢鳙混养模式下水体微生物在门水平的主要类群。

[0031] 图2是本发明混养模式与单独养殖草鱼模式下肠道结构；其中，A是本发明混养模

式下的草鱼肠道结构，B是单独养殖草鱼的肠道结构。

[0032] 图3是本发明混养模式下草鱼的GST、GSH、CAT的mRNA相对表达量。

[0033] 图4是单独养殖草鱼的GST、GSH、CAT的mRNA相对表达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

于此。

[0035] 实施例

[0036] 一种主养草鱼的草鲫鲢鳙混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整理鱼苗培育池，鱼苗培育池面积1-3亩，池深1.5-2.0米，注水深度0.5-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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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淤泥层厚度10-15厘米；备用；

[0038] (2)各类鱼苗(包括草鲫鲢鳙的鱼苗)孵化后，待其发育到水平游泳，孵化后2-3天

下塘，此时鱼苗全长5-6毫米，放养密度每亩8-12万尾；入塘后三天内不喂食，经过15-20天

培育成3厘米规格的夏花鱼种，成活率高达90％以上；

[0039] 该养殖过程中，昼夜水体温差超过5℃，或者台风来临前夕，可向水体喷洒低浓度

(100g/亩)的复合维生素(渔水安VC应激灵)；在越冬期间，当水温低于10℃，使用保暖设备

进行保暖，保持水温高于10℃，投喂量减少至体重1％；

[0040] 该阶段投喂的自制饲料有增强抗应激的功效；

[0041] 所述的自制饲料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得：

[0042]

[0043] 所述的饲料添加剂由黄芪，大蒜和茯苓组成；所述大蒜占添加剂质量的80 .0-

85.5％；所述黄芪占5％-10％；所述茯苓占5％-10％。

[0044] 所述的鱼粉蛋白替代品优选由大豆粉、标准面粉和花生麸组成；

[0045] 所述的草鱼饲料中，粗蛋白的质量分数为37-38％，粗脂肪的质量分数为9-10％。

[0046] 所述维生素矿物盐混合物的组成为：每千克饲料中含有300000IU的维生素A，

300000IU的维生素D3，2.4g的维生素E，280mg的维生素K3，300mg的维生素B1，600mg的维生素

B2，400mg的维生素B6，2mg的维生素B12，2g的烟酰胺，1.2g的D-泛酸钙，240mg的叶酸，4mg的

D-生物素，14g的钾，4.6g的镁，8g的铁，32g的锌，92g的铜，92g的锰，200mg的钴，297.6mg的

碘，24mg的硒，15g的维生素C，5.6g的肌醇。

[0047] (3)整理出大小3-20亩、水深1.3-2.0米的鱼塘，亩放各类夏花6000-8000尾，其中

鲫鱼(优选白金丰产鲫)占20％，鲢鳙占30％，鲩鱼(草鱼)占50％，采用颗粒饲料饲养，饲养

至鲫鲢鳙尾重50-100克，鲩尾重100-150克，亩产700千克左右；

[0048] (4)按步骤(3)的鱼塘，每亩放规格为100-150克/尾的草鱼600-800尾，规格为50-

100克/尾的鲫鱼200-300尾，规格为50-100克/尾的鲢鳙各100尾；投喂自制饲料，控制养殖

水体pH值6.5-8 .5、水温12-30℃(越冬可适当使用保暖措施，例如加热棒等)、溶氧量≥

6.0mg/L、氨氮≤0.05mg/L、亚硝酸盐≤0.2mg/L(氨氮和亚硝酸盐含量可用益生菌调节，例

如硝化细菌)，饲养至鱼种达到上市规格。

[0049] 养殖期间，记录数据如下：

[0050] 1、本混养模式下的草鱼铅半致死浓度为34.5mg/L，高于其他养殖模式下体重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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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鱼的半致死浓度3.73mg/L(潘天扬.水体中铅对长江上游6种鱼类的急性中毒效应[J].

淡水渔业,2016,46(3) .)。

[0051] 本发明混养模式下，鲫鱼对重金属铅的安全浓度为21.25mg/L，高于单一养殖鲫鱼

模式下的安全浓度8.30mg/L(张云龙.三种重金属对鲫鱼苗的急性毒性和联合毒性试验

[J].河北渔业,2011(2):24-27.)。

[0052] 2、如图2所示，本发明混养模式下，草鱼肠道绒毛和肠道肌肉厚度生长较好，优于

单一养殖草鱼模式下的肠道结构，可提高鱼的消化效率和提高免疫屏障。

[0053] 3、如图1所示，本发明混养模式下，水体微生物中优势菌为拟杆菌，拟杆菌比例为

60.28％，高于其他主养草鱼的混养模式中拟杆菌的比例(<37.6％)。

[0054] 本发明混养模式下，蓝藻门比例较低，为0.47％，低于其他主养草鱼的混养模式中

拟杆菌的比例(>5.9％)(覃雅.青、精饲料对草鱼池塘水体微生物影响研究[D].2016.)。

[0055] 拟杆菌是水产养殖中一类常见益生菌，能够产生有益于养殖动物的次生代谢产

物。而蓝藻则是水产养殖中常见的有害菌，对水产行业有很大的危害。拟杆菌的生长与蓝藻

有拮抗作用，可与放线菌形成生物絮团控制蓝藻的生长。

[0056] 4、本发明混养模式下，水体微生物的多样性shannon指数为5.489，simpson指数为

0.959，均高于其他主养草鱼的混养模式中的shannon和simpson指数。水体微生物的多样性

更高，水质更好。

[0057] 5、本发明的混养模式下，因养殖期间密切注意水质，鱼体活动等各项指标，生态制

剂和维生素制剂的适时添加，长期严格把关投喂量，鱼体健壮。如图3和图4所示，短期内受

重金属铅胁迫应激，生化氧化反应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CAT、GSH、GST指标平稳正常，具有

一定的抗应激能力。

[0058]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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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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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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