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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具体方法如

下：（1）鲤鱼投放前8~10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

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鲤鱼投放后每隔14

~16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

洒处理一次；（2）每天投喂三次鲤鱼饲料；（3）每

天3：20~4:50使用蓝色光进行光照处理，每天20:

30~22:40红色光进行光照处理；有效提高鲤鱼肌

肉中的硒、维生素E、烟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加快

鲤鱼的生长速度、增加平均末体重，降低鲤鱼肌

肉中的铜、铅、镉、铬等重金属含量，使得鲤鱼生

长快速，绿色健康营养，有效提高鲤鱼养殖的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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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方法如下：

（1）鲤鱼投放前8~10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鲤鱼投放后

每隔14~16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一次；

（2）每天投喂三次鲤鱼饲料，每天6:1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7%~0.8%的鲤鱼饲料、11:

5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6%~0.7%的鲤鱼饲料、18:4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7%~0.8%的鲤

鱼饲料；

所述的鲤鱼饲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A.按重量份称取原料，鲜葡萄叶4.4~4.8份、鲜南瓜叶5.1~5.5份、鲜橙皮4.4~4.8份、大

豆糖蜜8.2~8.8份、玉米54~60份、番茄籽粕28~32份、鸡骨渣12~14份、仙人掌提取物0.12~
0.13份、山茶花提取物0.10~0.11份、银耳粉0.8~0.9份、仙草多糖0.10~0.11份；

B.将玉米和鸡骨渣混合粉碎，置入温度为57~59℃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0~12min，调

整温度为85~87℃继续恒温炒制16~18min，取出，与粉碎的鲜葡萄叶、鲜南瓜叶和鲜橙皮搅

拌均匀，置入温度为75~79℃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4~16min，取出，置入温度为1.2~1.6℃

的条件下恒温冷藏处理42~48min，得一次料；

C.将番茄籽粕粉碎，置入温度为47~49℃的烘烤箱内恒温烘烤5~7min，以2.9~3 .1℃/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8~90℃继续恒温烘烤9~11min，取出，与大豆糖蜜搅拌均匀，置入温

度为133~139℃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6~20min，取出，与一次料搅拌均匀，得二次料；

D.将二次料与仙人掌提取物、山茶花提取物、银耳粉和仙草多糖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

26~28℃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10~130h，在磁场强度为630~650mT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2~
26min，置入温度为34~36℃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40~160h，取出，造粒，得鲤鱼饲料；

（3）每天3：20~4:50使用光照强度为2900~3100Lx的蓝色光进行光照处理，每天20:30~
22:40使用光照强度为1300~1500Lx的红色光进行光照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柚皮桑

叶发酵液，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32~34重量份的鲜柚皮、17~18重量份的鲜桑叶和90~100

重量份、温度为53~57℃的水混合打浆，文火加热至温度为91~95℃，置入温度为36~38℃的

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60~70h，加入1.1~1.2重量份的纤维素酶和0.8~0.9重量份的青春双歧

杆菌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29~31℃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60~180h，文火煮沸，过滤，取滤

液，冷却至室温，得柚皮桑叶发酵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仙人掌

提取物，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新鲜仙人掌去刺粉碎，置入温度为75~79℃的条件下恒温

蒸汽处理16~18min，加入重量为新鲜仙人掌重量2.1~2.3倍量、质量分数为33%~35%的乙醇

溶液混合搅拌均匀，文火加热至温度为79~81℃，在功率为208~218W、频率为125~131kHz的

条件下保温超声处理12~14min，文火煮沸后继续文火熬煮8~10min，过滤，取滤液，喷雾干

燥，得仙人掌提取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山茶花

提取物，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新鲜山茶花和其重量3.4~3.8倍量、温度为42~44℃的水混

合打浆，加入纤维素酶和果胶酶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30~32℃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75~
85h，文火煮沸后继续文火熬煮36~40min，在功率为277~289W、频率为102~108kHz的条件下

保温超声处理17~19min，过滤，取滤液，真空冷冻干燥，得山茶花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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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银耳

粉，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干银耳用温度为82~86℃的温水保温浸泡24~28min，取出，打

浆，置入温度为-19.9~-19.1℃的条件下恒温冷冻处理9~11min、以温度为0.7~0.9℃/min的

降温速率降温至-0.6~-0.2继续恒温冷冻处理13~15min，取出，置入温度为46~48℃的烘烤

箱内恒温烘烤4~6min、以2.1~2 .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9~93℃继续恒温烘烤14~
16min，取出，冷却，超微粉碎，得银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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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重金属一般指密度大于4.5克每立方厘米的金属，大部分重金属对人体均是有害

的，通过接触或食物链进入人体，具有蓄积性、半衰期较长、急慢性毒性反应，还具有致癌致

畸和致突变的作用；另外，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水产品已经成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食物来源之一，但是就目前水产品的养殖技术中，极易造成水产品中重金属的残留，

使得人们对水产品的食用质量产生担忧，鲤鱼是众多水产品中的其中一种，其养殖过程中

就具有重金属残留的问题，而且鲤鱼的营养成分一直得不到提升，使得鲤鱼养殖生产一直

停滞不前，所以急需发明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促进鲤鱼养殖产业的进一

步发展，提高鲤鱼养殖的经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鲤鱼投放前8~10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鲤鱼投放后

每隔14~16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一次；

（2）每天投喂三次鲤鱼饲料，每天6:1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7%~0.8%的鲤鱼饲料、11:

5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6%~0.7%的鲤鱼饲料、18:4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7%~0.8%的鲤

鱼饲料；

所述的鲤鱼饲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A.按重量份称取原料，鲜葡萄叶4.4~4.8份、鲜南瓜叶5.1~5.5份、鲜橙皮4.4~4.8份、大

豆糖蜜8.2~8.8份、玉米54~60份、番茄籽粕28~32份、鸡骨渣12~14份、仙人掌提取物0.12~
0.13份、山茶花提取物0.10~0.11份、银耳粉0.8~0.9份、仙草多糖0.10~0.11份；

B.将玉米和鸡骨渣混合粉碎，置入温度为57~59℃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0~12min，调

整温度为85~87℃继续恒温炒制16~18min，取出，与粉碎的鲜葡萄叶、鲜南瓜叶和鲜橙皮搅

拌均匀，置入温度为75~79℃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4~16min，取出，置入温度为1.2~1.6℃

的条件下恒温冷藏处理42~48min，得一次料；

C.将番茄籽粕粉碎，置入温度为47~49℃的烘烤箱内恒温烘烤5~7min，以2.9~3.1℃/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8~90℃继续恒温烘烤9~11min，取出，与大豆糖蜜搅拌均匀，置入温

度为133~139℃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6~20min，取出，与一次料搅拌均匀，得二次料；

D.将二次料与仙人掌提取物、山茶花提取物、银耳粉和仙草多糖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

26~28℃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10~130h，在磁场强度为630~650mT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2~
26min，置入温度为34~36℃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40~160h，取出，造粒，得鲤鱼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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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天3：20~4:50使用光照强度为2900~3100Lx的蓝色光进行光照处理，每天20:30~
22:40使用光照强度为1300~1500Lx的红色光进行光照处理。

[0005]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柚皮桑叶发酵液，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32~34

重量份的鲜柚皮、17~18重量份的鲜桑叶和90~100重量份、温度为53~57℃的水混合打浆，文

火加热至温度为91~95℃，置入温度为36~38℃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60~70h，加入1.1~1.2

重量份的纤维素酶和0.8~0.9重量份的青春双歧杆菌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29~31℃的条件

下恒温密闭发酵160~180h，文火煮沸，过滤，取滤液，冷却至室温，得柚皮桑叶发酵液。

[0006]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仙人掌提取物，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新鲜仙人

掌去刺粉碎，置入温度为75~79℃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6~18min，加入重量为新鲜仙人掌

重量2.1~2.3倍量、质量分数为33%~35%的乙醇溶液混合搅拌均匀，文火加热至温度为79~81

℃，在功率为208~218W、频率为125~131kHz的条件下保温超声处理12~14min，文火煮沸后继

续文火熬煮8~10min，过滤，取滤液，喷雾干燥，得仙人掌提取物。

[0007]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山茶花提取物，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新鲜山茶

花和其重量3.4~3.8倍量、温度为42~44℃的水混合打浆，加入纤维素酶和果胶酶搅拌均匀，

置入温度为30~32℃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75~85h，文火煮沸后继续文火熬煮36~40min，在

功率为277~289W、频率为102~108kHz的条件下保温超声处理17~19min，过滤，取滤液，真空

冷冻干燥，得山茶花提取物。

[0008]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银耳粉，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干银耳用温度为

82~86℃的温水保温浸泡24~28min，取出，打浆，置入温度为-19.9~-19.1℃的条件下恒温冷

冻处理9~11min、以温度为0.7~0.9℃/min的降温速率降温至-0.6~-0.2继续恒温冷冻处理

13~15min，取出，置入温度为46~48℃的烘烤箱内恒温烘烤4~6min、以2.1~2.3℃/min的升温

速率升温至89~93℃继续恒温烘烤14~16min，取出，冷却，超微粉碎，得银耳粉。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鲤鱼投

放前后均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能够有效补充水体营养，提高

水体生物活性，能够有效促进水体植物的生长，提高水体含氧量，还能有效杀灭水体有害

菌，抑制水体有害菌的滋生，有效抑制鲤鱼病害的发生，为鲤鱼生长提供一个绿色营养的生

存环境，有效促其快速；每天定时三次投喂本发明的鲤鱼饲料结合每天定时蓝色光红色光

光照处理，鲤鱼饲料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吸收，为鲤鱼生长供应充足的营养，有效增强鲤鱼

营养代谢效率，促进肠道健康，提高饲料转化效率，有效促进鲤鱼肌肉中营养物质的转化和

积累，提高鲤鱼肌肉中的硒、维生素E、烟酸等营养成分含量，还能有效提高鲤鱼体内的生物

酶活性，促进鲤鱼分解有害物质的能力，提高抗病能力，有效降低重金属污染的伤害，抑制

重金属在鲤鱼体内的残留，使得鲤鱼绿色健康营养，有效提高鲤鱼养殖的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下面用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但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1] 实施例1

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鲤鱼投放前8~10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鲤鱼投放后

每隔14~16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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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天投喂三次鲤鱼饲料，每天6:1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7%的鲤鱼饲料、11:50投

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6%的鲤鱼饲料、18:4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7%的鲤鱼饲料；

所述的鲤鱼饲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A.按重量份称取原料，鲜葡萄叶4.4份、鲜南瓜叶5.1份、鲜橙皮4.4份、大豆糖蜜8.2份、

玉米54份、番茄籽粕28份、鸡骨渣12份、仙人掌提取物0.12份、山茶花提取物0.10份、银耳粉

0.8份、仙草多糖0.10份；

B.将玉米和鸡骨渣混合粉碎，置入温度为57℃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0min，调整温度

为85℃继续恒温炒制16min，取出，与粉碎的鲜葡萄叶、鲜南瓜叶和鲜橙皮搅拌均匀，置入温

度为75℃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4min，取出，置入温度为1.2℃的条件下恒温冷藏处理

42min，得一次料；

C.将番茄籽粕粉碎，置入温度为47~49℃的烘烤箱内恒温烘烤5min，以2.9℃/min的升

温速率升温至88℃继续恒温烘烤9min，取出，与大豆糖蜜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133℃的条

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6min，取出，与一次料搅拌均匀，得二次料；

D.将二次料与仙人掌提取物、山茶花提取物、银耳粉和仙草多糖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

26℃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10h，在磁场强度为630mT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2min，置入温度

为34℃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40h，取出，造粒，得鲤鱼饲料；

（3）每天3：20~4:50使用光照强度为2900Lx的蓝色光进行光照处理，每天20:30~22:40

使用光照强度为1300Lx的红色光进行光照处理。

[0012]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柚皮桑叶发酵液，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32~重

量份的鲜柚皮、17重量份的鲜桑叶和90重量份、温度为53℃的水混合打浆，文火加热至温度

为91℃，置入温度为36℃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60h，加入1.1重量份的纤维素酶和0.8重量

份的青春双歧杆菌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29℃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60h，文火煮沸，过

滤，取滤液，冷却至室温，得柚皮桑叶发酵液。

[0013]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仙人掌提取物，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新鲜仙人

掌去刺粉碎，置入温度为75℃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6min，加入重量为新鲜仙人掌重量

2.1倍量、质量分数为33%的乙醇溶液混合搅拌均匀，文火加热至温度为79℃，在功率为

208W、频率为125kHz的条件下保温超声处理12min，文火煮沸后继续文火熬煮8min，过滤，取

滤液，喷雾干燥，得仙人掌提取物。

[0014]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山茶花提取物，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新鲜山茶

花和其重量3.4倍量、温度为42℃的水混合打浆，加入纤维素酶和果胶酶搅拌均匀，置入温

度为30℃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75h，文火煮沸后继续文火熬煮36min，在功率为277W、频率

为102kHz的条件下保温超声处理17min，过滤，取滤液，真空冷冻干燥，得山茶花提取物。

[0015]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银耳粉，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干银耳用温度为

82℃的温水保温浸泡24min，取出，打浆，置入温度为-19.9℃的条件下恒温冷冻处理9min、

以温度为0.7℃/min的降温速率降温至-0.6继续恒温冷冻处理13min，取出，置入温度为46

℃的烘烤箱内恒温烘烤4min、以2.1℃/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89℃继续恒温烘烤14min，取

出，冷却，超微粉碎，得银耳粉。

[0016] 实施例2

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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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鲤鱼投放前8~10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鲤鱼投放后

每隔14~16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一次；

（2）每天投喂三次鲤鱼饲料，每天6:1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75%的鲤鱼饲料、11:50投

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65%的鲤鱼饲料、18:4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75%的鲤鱼饲料；

所述的鲤鱼饲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A.按重量份称取原料，鲜葡萄叶4.6份、鲜南瓜叶5.3份、鲜橙皮4.6份、大豆糖蜜8.5份、

玉米57份、番茄籽粕30份、鸡骨渣13份、仙人掌提取物0.125份、山茶花提取物0.105份、银耳

粉0.85份、仙草多糖0.105份；

B.将玉米和鸡骨渣混合粉碎，置入温度为58℃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1min，调整温度

为86℃继续恒温炒制17min，取出，与粉碎的鲜葡萄叶、鲜南瓜叶和鲜橙皮搅拌均匀，置入温

度为77℃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5min，取出，置入温度为1.4℃的条件下恒温冷藏处理

45min，得一次料；

C.将番茄籽粕粉碎，置入温度为47~49℃的烘烤箱内恒温烘烤6min，以3℃/min的升温

速率升温至89℃继续恒温烘烤10min，取出，与大豆糖蜜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136℃的条件

下恒温蒸汽处理18min，取出，与一次料搅拌均匀，得二次料；

D.将二次料与仙人掌提取物、山茶花提取物、银耳粉和仙草多糖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

27℃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20h，在磁场强度为640mT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4min，置入温度

为35℃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50h，取出，造粒，得鲤鱼饲料；

（3）每天3：20~4:50使用光照强度为3000Lx的蓝色光进行光照处理，每天20:30~22:40

使用光照强度为1400Lx的红色光进行光照处理。

[0017]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柚皮桑叶发酵液，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33重量

份的鲜柚皮、17.5重量份的鲜桑叶和95重量份、温度为55℃的水混合打浆，文火加热至温度

为93℃，置入温度为37℃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65h，加入1.15重量份的纤维素酶和0.85重

量份的青春双歧杆菌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30℃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70h，文火煮沸，过

滤，取滤液，冷却至室温，得柚皮桑叶发酵液。

[0018]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仙人掌提取物，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新鲜仙人

掌去刺粉碎，置入温度为77℃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7min，加入重量为新鲜仙人掌重量

2.2倍量、质量分数为34%的乙醇溶液混合搅拌均匀，文火加热至温度为80℃，在功率为

213W、频率为128kHz的条件下保温超声处理13min，文火煮沸后继续文火熬煮9min，过滤，取

滤液，喷雾干燥，得仙人掌提取物。

[0019]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山茶花提取物，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新鲜山茶

花和其重量3.6倍量、温度为43℃的水混合打浆，加入纤维素酶和果胶酶搅拌均匀，置入温

度为31℃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80h，文火煮沸后继续文火熬煮38min，在功率为283W、频率

为105kHz的条件下保温超声处理18min，过滤，取滤液，真空冷冻干燥，得山茶花提取物。

[0020]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银耳粉，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干银耳用温度为

84℃的温水保温浸泡26min，取出，打浆，置入温度为-19.5℃的条件下恒温冷冻处理10min、

以温度为0.8℃/min的降温速率降温至-0.4继续恒温冷冻处理14min，取出，置入温度为47

℃的烘烤箱内恒温烘烤5min、以2.2℃/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1℃继续恒温烘烤15min，取

出，冷却，超微粉碎，得银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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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实施例3

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鲤鱼投放前8~10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鲤鱼投放后

每隔14~16天使用柚皮桑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一次；

（2）每天投喂三次鲤鱼饲料，每天6:1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8%的鲤鱼饲料、11:50投

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7%的鲤鱼饲料、18:40投喂重量为鲤鱼体重0.8%的鲤鱼饲料；

所述的鲤鱼饲料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A.按重量份称取原料，鲜葡萄叶4.8份、鲜南瓜叶5.5份、鲜橙皮4.8份、大豆糖蜜8.8份、

玉米60份、番茄籽粕32份、鸡骨渣14份、仙人掌提取物0.13份、山茶花提取物0.11份、银耳粉

0.9份、仙草多糖0.11份；

B.将玉米和鸡骨渣混合粉碎，置入温度为59℃的旋转炒锅内恒温炒制12min，调整温度

为87℃继续恒温炒制18min，取出，与粉碎的鲜葡萄叶、鲜南瓜叶和鲜橙皮搅拌均匀，置入温

度为79℃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6min，取出，置入温度为1.6℃的条件下恒温冷藏处理

48min，得一次料；

C.将番茄籽粕粉碎，置入温度为49℃的烘烤箱内恒温烘烤7min，以3.1℃/min的升温速

率升温至90℃继续恒温烘烤11min，取出，与大豆糖蜜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139℃的条件下

恒温蒸汽处理20min，取出，与一次料搅拌均匀，得二次料；

D.将二次料与仙人掌提取物、山茶花提取物、银耳粉和仙草多糖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

28℃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30h，在磁场强度为650mT的条件下磁化处理26min，置入温度

为36℃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60h，取出，造粒，得鲤鱼饲料；

（3）每天3：20~4:50使用光照强度为3100Lx的蓝色光进行光照处理，每天20:30~22:40

使用光照强度为1500Lx的红色光进行光照处理。

[0022]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柚皮桑叶发酵液，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34重量

份的鲜柚皮、18重量份的鲜桑叶和100重量份、温度为57℃的水混合打浆，文火加热至温度

为95℃，置入温度为38℃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70h，加入1.2重量份的纤维素酶和0.9重量

份的青春双歧杆菌搅拌均匀，置入温度为31℃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160~180h，文火煮沸，

过滤，取滤液，冷却至室温，得柚皮桑叶发酵液。

[0023]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仙人掌提取物，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新鲜仙人

掌去刺粉碎，置入温度为79℃的条件下恒温蒸汽处理18min，加入重量为新鲜仙人掌重量

2.3倍量、质量分数为35%的乙醇溶液混合搅拌均匀，文火加热至温度为81℃，在功率为

218W、频率为131kHz的条件下保温超声处理14min，文火煮沸后继续文火熬煮10min，过滤，

取滤液，喷雾干燥，得仙人掌提取物。

[0024]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山茶花提取物，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新鲜山茶

花和其重量3.8倍量、温度为44℃的水混合打浆，加入纤维素酶和果胶酶搅拌均匀，置入温

度为32℃的条件下恒温密闭发酵85h，文火煮沸后继续文火熬煮40min，在功率为289W、频率

为108kHz的条件下保温超声处理19min，过滤，取滤液，真空冷冻干燥，得山茶花提取物。

[0025] 作为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的银耳粉，按以下步骤进行制备：将干银耳用温度为

86℃的温水保温浸泡28min，取出，打浆，置入温度为-19.1℃的条件下恒温冷冻处理11min、

以温度为0.9℃/min的降温速率降温至-0.2继续恒温冷冻处理15min，取出，置入温度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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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烘烤箱内恒温烘烤6min、以2.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3℃继续恒温烘烤16min，取

出，冷却，超微粉碎，得银耳粉。

[0026] 对比例1

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1）不使用柚皮桑

叶发酵液对养殖池塘水进行喷洒处理，其他条件均相同。

[0027] 对比例2

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2）所述的鲤鱼饲

料的制备过程中不加入鲜葡萄叶、银耳粉和仙草多糖，其他条件均相同。

[0028] 对比例3

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2）所述的鲤鱼饲

料的制备过程中不加入鲜南瓜叶、鸡骨渣和山茶花提取物，其他条件均相同。

[0029] 对比例4

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2）所述的鲤鱼饲

料的制备过程中不加入鲜橙皮、大豆糖蜜和仙人掌提取物，其他条件均相同。

[0030] 对比例5

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3）不使用红色光

进行光照处理，其他条件均相同。

[0031] 对比例6

一种绿色健康高营养鲤鱼的养殖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3）不使用蓝色光

进行光照处理，其他条件均相同。

[0032] 选择体重为70克左右的健康鲤鱼1800条，随机分为9组，每组200条，使用实施例的

养殖方法和对比例的养殖方法进行养殖，养殖2个月，进行捕捞，检测鲤鱼肌肉中的硒、维生

素E、烟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和铜、铅、镉、铬等重金属含量，并统计其平均终末体重，结果如表

1和表2：

表1 鲤鱼肌肉中的营养成分含量及末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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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鲤鱼肌肉中的重金属含量（单位：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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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本发明的养殖方法能够有效提高鲤鱼肌肉中的硒、维生素E、烟酸等

营养成分含量，加快鲤鱼的生长速度、增加平均末体重，降低鲤鱼肌肉中的铜、铅、镉、铬等

重金属含量，使得鲤鱼生长快速，绿色健康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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