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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养殖塘的准备、放养前准备、网箱分

级、分级喂养、水质管理以及捕捞。本发明的加州

鲈鱼的养殖方法采用养殖塘结合养殖网箱的养

殖方式，为加州鲈鱼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

境，通过科学合理的饲料配比为加州鲈鱼的生长

提供了全面的营养，并且采用分级养殖和梯度饲

喂的方法，有效避免了因饲养过程中个体差异太

大造成的互相残杀情况，提高了鱼苗的成活率，

保证了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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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养殖塘的准备：选择水源丰富，水质清新无污染的水源地，在水源地地势较低处

改造或新挖池塘，池塘底部夯实，铺设15-20cm厚的三七灰土，池塘中两个相对的侧壁设置

成与池塘底部呈120°-150°的斜坡，另外两个相对的侧壁与池塘底部垂直，靠近垂直于池塘

底部的两个侧壁处均安装有养殖网箱，靠近垂直于池塘底部的两个侧壁处还安装有增氧

机；

步骤2，放养前准备：放养鱼苗前半个月，选择晴天的下午3时之后对池塘进行消毒，消

毒完毕后静置一周，然后往池塘内加注新水，新水加注完毕后静置三天，再往池塘中投放腐

熟过的鸡粪，投放量为70-90Kg/亩，当观察到水质微绿或微褐时，开启池塘内的增氧机进行

水体溶氧交换，同时往池塘内投加消毒过的鱼苗；

其中，所述鱼苗的消毒方法为：用质量浓度为3-5％的氯化钠溶液浸泡5-10min，即得到

消毒过的鱼苗；

步骤3，网箱分级：将步骤1中的养殖网箱设置成4-6个级别，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设为

2-4个，其余各级别的养殖网箱均设为1个，各级别的养殖网箱均用来投放不同重量的鱼苗；

步骤4，分级喂养

步骤4.1，入养殖网箱前的喂养：苗种培育孵化出鱼苗后，在淡水中平游三天，然后将其

投入氯化钠质量浓度为1‰的暂养池，暂养池内鱼苗放养密度为2-3万尾/亩，入暂养池第二

天开始投喂鲜活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0-15％，每天投喂3-4次，且前3天，每天有

一次投喂的是混合饵料，所述混合饵料由土霉毒、维生素C1、鲜活饵料按照1：6：833的质量

比混合而成；

4-7天后往暂养池内投喂由鱼浆、全价配合浮性颗粒饲料、鲜活饵料按照4：1：2的质量

比混合而成的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0-15％，每天投喂3-4次；

8-10天后往暂养池内投喂由鱼糜、全价配合浮性颗粒饲料按照5：3的质量比混合而成

的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0-15％，每天投喂3-4次，待鱼苗长至4-6cm时将其分入

池塘内的养殖网箱内饲养；

其中，所述鲜活饵料为浮游动物、红虫，轮虫中的一种；

步骤4.2，第一级别养殖网箱的培养：往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内投放大小相同的鱼苗，

并且每个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内鱼苗投放密度为200-300尾/箱，然后将配方饲料与鲜饵料

按照4:3的质量比混合后对鱼苗进行投喂，日投喂量为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重量的10-

15％；每3天对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进行称重，并将单体重量超过平均重量20％的鱼

苗挑出，送至第二级别养殖网箱中隔离喂养；

其中，所述配方饲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鱼骨粉10-18份、卵磷脂1-3份、酵母

1-3份、矿物质3-7份、豆粕5-10份、牛骨粉12-15份、油茶籽4-6份、动物油脂1-3份、质量浓度

为10％的复合大蒜素1-2份、水产药物粘合剂0.5-1份；

所述鲜饵料为小杂鱼、动物下脚料以及浮性颗粒料中的一种或几种；

步骤4.3，第二级别养殖网箱到第n级别养殖网箱的培养：第二级别养殖网箱至最后一

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的投喂方式以及鱼苗挑出方式均与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相同，

并且每隔3+2n天对下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进行称重，其中n为该养殖网箱的级别数，当

最后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单体体重达到300g时将其捞出，并放至鱼塘中进行散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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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水质管理

步骤5.1，勤换水：鱼苗期每3-5天换一次水，换水量≥10％；鱼苗生长到中后期时每天

换水，换水量≥30％；

步骤5.2，勤增氧：开启增氧机，鱼苗期保持池塘中水的溶解氧含量≥2mg/L；鱼苗生长

到中后期时保持池塘中水的溶解氧含量≥5mg/L；

步骤5.3，投放微生物制剂：鱼苗分级且投喂饲料二十天以后，观察到水质呈浅绿色、灰

蓝色或蓝绿色时，往池塘中投放微生物制剂，投放量为1.5-2kg/亩；

步骤6，捕捞：当鱼塘中加州鲈鱼单体体重达到1.3kg以上时，捕捞出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池塘的面积为1-2亩，

深度为1.8-2.2m，水深为1.5-2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池塘的一个侧壁上设

有进水管，相对的另一个侧壁上设有出水管，并且所述进水管的位置高于所述出水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位于池塘内的

一端设置有滤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网箱的规格为2m

×2m×1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池塘消毒采

用干法清塘消毒或采用带水消毒，所述干法清塘消毒的具体步骤为：将池塘内的水抽出至

池塘内剩余水深≤10cm时，向池塘中泼洒石灰浆，泼洒量为70-80kg/亩；

所述带水消毒的具体步骤为：将池塘内的水抽出至池塘内剩余水深为1米时，往其中泼

洒生石灰，泼洒量为130-160kg/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石灰浆为块状生石灰

加水反应后生成的浆状物。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消毒后池塘

水体的pH值在6.5-8.2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生物制剂为光合细

菌、EM菌中的一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产药物粘合剂为

次粉、膨润土、淀粉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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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加州鲈鱼原名大口黑鲈，属于鲈形目，太阳鱼科，富含硫胺素、蛋白质、核黄素、烟

酸、膳食纤维、维生素C、维生素E、维生素A、胆固醇、胡萝卜素、视黄醇、镁、铜、硒等多种人体

所需的营养成分，能够滋补肝肾脾胃、也对感冒咳嗽有疗效；此外，鲈鱼还可治胎动不安、生

产少乳等症，准妈妈和产妇吃鲈鱼既能补身，又不会造成营养过剩而导致肥胖，是健身补

血、健脾益气和益体安康的佳品。

[0003] 目前加州鲈鱼的养殖方式成活率低、密度低、生长速度慢、经济效益差，加州鲈鱼

虽然可在水质清新、长有水草的塘中自然产卵，但产卵率低，鱼苗大小不均匀，容易自相残

杀，且养殖密度不好控制，个体规格差异化严重。在养殖过程中，饵料营养也不全面，主要以

冰鲜鱼或下杂鱼为饵料，维生素和矿物质供给不足；此外，加州鲈鱼养殖过程中对水质要求

也十分严格，农药和水质污染都会造成加州鲈鱼的病害及死亡。基于上述原因，需要对现有

的加州鲈鱼人工养殖、育苗技术进行改进改良，以提高人工养殖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解决了现有的加州鲈鱼养殖方法成活率

低、密度低、生长速度慢、经济效益差的问题。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养殖塘的准备：选择水源丰富，水质清新无污染的水源地，在水源地地势较

低处改造或新挖池塘，池塘底部夯实，铺设15-20cm的三七灰土，池塘中两个相对的侧壁设

置成与池塘底部呈120°-150°的斜坡，另外两个相对的侧壁与池塘底部垂直，靠近垂直于池

塘底部的两个侧壁处均安装有养殖网箱，靠近垂直于池塘底部的两个侧壁处还安装有增氧

机；

[0007] 步骤2，放养前准备：放养鱼苗前半个月，选择晴天的下午3时之后对池塘进行消

毒，消毒完毕后静置一周，然后往池塘内加注新水，新水加注完毕后静置三天，再往池塘中

投放腐熟过的鸡粪，投放量为70-90Kg/亩，当观察到水质微绿或微褐时，开启池塘内的增氧

机进行水体溶氧交换，同时往池塘内投加消毒过的鱼苗；

[0008] 其中，所述鱼苗的消毒方法为：用质量浓度为3-5％的氯化钠溶液浸泡5-10min，即

得到消毒过的鱼苗；

[0009] 步骤3，网箱分级：将步骤1中的养殖网箱设置成4-6个级别，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

设为2-4个，其余各级别的养殖网箱均设为1个，各级别的养殖网箱均用来投放不同重量的

鱼苗；

[0010] 步骤4，分级喂养

[0011] 步骤4.1，入养殖网箱前的喂养：苗种培育孵化出鱼苗后，在淡水中平游三天，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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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投入氯化钠质量浓度为1‰的暂养池，暂养池内鱼苗放养密度为2-3万尾/亩，入暂养池

第二天开始投喂鲜活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0-15％，每天投喂3-4次，且前3天，每

天有一次投喂的是混合饵料，所述混合饵料由土霉毒、维生素C1、鲜活饵料按照1：6：833的

质量比混合而成；

[0012] 4-7天后往暂养池内投喂由鱼浆、全价配合浮性颗粒、鲜活饵料按照4：1：2的质量

比混合而成的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0-15％，每天投喂3-4次；

[0013] 8-10天后往暂养池内投喂由鱼糜、全价配合浮性颗粒按照5：3的质量比混合而成

的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0-15％，每天投喂3-4次，待鱼苗长至4-6cm时将其分入

池塘内的养殖网箱内饲养；

[0014] 其中，所述鲜活饵料为浮游动物、红虫，轮虫中的一种；

[0015] 步骤4.2，第一级别养殖网箱的培养：往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内投放大小相同的鱼

苗，并且每个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内鱼苗投放密度为200-300尾/箱，然后将配方饲料与鲜

饵料按照4:3的质量比混合后对鱼苗进行投喂，日投喂量为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重量

的10-15％；每3天对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进行称重，并将单体重量超过平均重量

20％的鱼苗挑出，送至第二级别养殖网箱中隔离喂养；

[0016] 其中，所述配方饲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鱼骨粉10-18份、卵磷脂1-3份、

酵母1-3份、矿物质3-7份、豆粕5-10份、牛骨粉12-15份、油茶籽4-6份、动物油脂1-3份、质量

浓度为10％的复合大蒜素1-2份、水产药物粘和剂0.5-1份；

[0017] 所述鲜饵料为小杂鱼、动物下脚料以及浮性颗粒料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8] 步骤4.3，第二级别养殖网箱到第n级别养殖网箱的培养：第二级别养殖网箱至最

后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的投喂方式以及鱼苗挑出方式均与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

相同，并且每隔3+2n天对下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进行称重，其中n为该养殖网箱的级别

数，当最后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单体体重达到300g时将其捞出，并放至鱼塘中进行散养；

[0019] 步骤5，水质管理

[0020] 步骤5.1，勤换水：鱼苗期每3-5天换一次水，换水量≥10％；鱼苗生长到中后期时

每天换水，换水量≥30％；

[0021] 步骤5.2，勤增氧：开启增氧机，鱼苗期保持池塘中水的溶解氧含量≥2mg/L；鱼苗

生长到中后期时保持池塘中水的溶解氧含量≥5mg/L；

[0022] 步骤5.3，投放微生物制剂：鱼苗分池且投喂饲料二十天以后，观察到水质呈浅绿

色、灰蓝色或蓝绿色时，往池塘中投放微生物制剂，投放量为1.5-2kg/亩；

[0023] 步骤6，捕捞：当鱼塘中加州鲈鱼单体体重达到1.3kg以上时，捕捞出售。

[0024] 优选的，所述池塘的面积为1-2亩，深度为1.8-2.2m，水深为1.5-2m。

[0025] 优选的，所述池塘的一个侧壁上设有进水管，相对的另一个侧壁上设有出水管，并

且所述进水管的位置高于所述出水管。

[0026] 优选的，所述进水管位于池塘内的一端设置有滤网。

[0027] 优选的，所述养殖网箱的规格为2m×2m×1m。

[0028]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池塘消毒采用干法清塘消毒或采用带水消毒，所述干法清塘

消毒的具体步骤为：将池塘内的水抽出至池塘内剩余水深≤10cm时，向池塘中泼洒石灰浆，

泼洒量为70-80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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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所述带水消毒的具体步骤为：将池塘内的水抽出至池塘内剩余水深为1米时，往其

中泼洒生石灰，泼洒量为130-160kg/亩。

[0030] 优选的，所述石灰浆为块状生石灰加水反应后生成的浆状物。

[0031]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消毒后池塘水体的pH值在6.5-8.2之间。

[0032] 优选的，所述微生物制剂为光合细菌、EM菌中的一种。

[0033] 优选的，所述水产药物粘和剂为次粉、膨润土、淀粉中的一种。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35] 1)本发明通过对养殖塘结构进行设计，形成了天然的水体净化系统，再结合养殖

网箱筛选养殖，定期对鱼塘进行消毒、供氧，为加州鲈鱼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避

免了病虫害的发生，能显著提高加州鲈鱼的生长速度及免疫力，提高加州鲈鱼的产量和质

量。

[0036] 2)本发明通过科学合理的饲料配比为加州鲈鱼的生长提供了全面的营养，并且采

用分级养殖和梯度饲喂的方法，有效避免了因饲养过程中个体差异太大造成的互相残杀情

况，提高了鱼苗的成活率，保证了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能予以实施，下面结合具体

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8] 本发明各实施例中所述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39] 实施例1

[0040] 一种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步骤1，养殖塘的准备：选择水源丰富，水质清新无污染的水源地，在水源地地势较

低处改造或新挖面积为1亩，深度为1.8m的池塘，池塘底部夯实，铺设15cm的三七灰土，池塘

中两个相对的侧壁设置成与池塘底部呈120°的斜坡，另外两个相对的侧壁与池塘底部垂

直，靠近垂直于池塘底部的两个侧壁处均安装有规格为2m×2m×1m的养殖网箱，靠近垂直

于池塘底部的两个侧壁处还安装有增氧机；

[0042] 此外，池塘的一个侧壁上设有进水管，进水管位于池塘内的一端设置有滤网，相对

的另一个侧壁上设有出水管，并且进水管的位置高于出水管；

[0043] 步骤2，放养前准备：放养鱼苗前半个月，选择晴天的下午3时之后，采用干法清塘

消毒，即将池塘内的水抽出至池塘内剩余水深5cm时，向池塘中泼洒石灰浆，泼洒量为70kg/

亩，泼洒完毕后静置一周，然后往池塘内加注新水至水深为1.5m，新水加注完毕后静置三

天，再往池塘中投放腐熟过的鸡粪，投放量为70Kg/亩，当观察到水质微绿或微褐时，开启池

塘内的增氧机进行水体溶氧交换，同时往池塘内投加消毒过的鱼苗，此时，池塘内水体的pH

值为7.5；

[0044] 其中，所述鱼苗的消毒方法为：用质量浓度为3％的氯化钠溶液浸泡5min，即得到

消毒过的鱼苗；

[0045] 其中，石灰浆为块状生石灰加水反应后生成的浆状物；

[0046] 步骤3，网箱分级：将步骤1中的养殖网箱设置成5个级别，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设

为3个，其余各级别的养殖网箱均设为1个，各级别的养殖网箱均用来投放不同重量的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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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步骤4，分级喂养

[0048] 步骤4.1，入养殖网箱前的喂养：苗种培育孵化出鱼苗后，在淡水中平游三天，然后

将其投入氯化钠质量浓度为1‰的暂养池，暂养池内鱼苗放养密度为2万尾/亩，入暂养池第

二天开始投喂鲜活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3％，每天投喂3次，且前3天，每天有一

次投喂的是混合饵料，所述混合饵料由土霉毒、维生素C1、鲜活饵料按照1：6：833的质量比

混合而成；

[0049] 5天后往暂养池内投喂由鱼浆、全价配合浮性颗粒、鲜活饵料按照4：1：2的质量比

混合而成的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3％，每天投喂3次；

[0050] 9天后往暂养池内投喂由鱼糜、全价配合浮性颗粒按照5：3的质量比混合而成的饵

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3％，每天投喂3次，待鱼苗长至5cm时将其分入池塘内的养殖

网箱内饲养；

[0051] 其中，所述鲜活饵料为浮游动物、红虫，轮虫中的一种；

[0052] 步骤4.2，第一级别养殖网箱的培养：往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内投放大小相同的鱼

苗，并且每个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内鱼苗投放密度为250尾/箱，然后将配方饲料与鲜饵料

按照4:3的质量比混合后对鱼苗进行投喂，日投喂量为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重量的

15％；每3天对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进行称重，并将单体重量超过平均重量20％的鱼

苗挑出，送至第二级别养殖网箱中隔离喂养；

[0053] 其中，所述配方饲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鱼骨粉15份、卵磷脂2份、酵母1

份、矿物质5份、豆粕8份、牛骨粉13份、油茶籽5份、动物油脂2份、质量浓度为10％的复合大

蒜素1份、淀粉1份；

[0054] 所述鲜饵料为小杂鱼、动物下脚料以及浮性颗粒料中的一种或几种；

[0055] 步骤4.2，第二级别养殖网箱到第n级别养殖网箱的培养：第二级别养殖网箱至最

后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的投喂方式以及鱼苗挑出方式均与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

相同，并且每隔3+2n天对下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进行称重，其中n为该养殖网箱的级别

数，当最后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单体体重达到300g时将其捞出，并放至鱼塘中进行散养；

[0056] 步骤5，水质管理

[0057] 步骤5.1，勤换水：鱼苗期每3天换一次水，换水量为10％；鱼苗生长到中后期时每

天换水，换水量35％；

[0058] 步骤5.2，勤增氧：开启增氧机，鱼苗期保持池塘中水的溶解氧含量为2mg/L；鱼苗

生长到中后期时保持池塘中水的溶解氧含量为5mg/L；

[0059] 步骤5.3，投放微生物制剂：鱼苗分池且投喂饲料二十天以后，观察到水质呈浅绿

色、灰蓝色或蓝绿色时，往池塘中投放光合细菌，施放量为1.5kg/亩；

[0060] 步骤6，捕捞：当鱼塘中加州鲈鱼单体体重达到1.3kg时，捕捞出售。

[0061] 实施例2

[0062] 一种加州鲈鱼的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步骤1，养殖塘的准备：选择水源丰富，水质清新无污染的水源地，在水源地地势较

低处改造或新挖面积为1.5亩，深度为2m的池塘，池塘底部夯实，铺设18cm的三七灰土，池塘

中两个相对的侧壁设置成与池塘底部呈130°的斜坡，另外两个相对的侧壁与池塘底部垂

直，靠近垂直于池塘底部的两个侧壁处均安装有规格为2m×2m×1m的养殖网箱，靠近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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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池塘底部的两个侧壁处还安装有增氧机；

[0064] 此外，池塘的一个侧壁上设有进水管，进水管位于池塘内的一端设置有滤网，相对

的另一个侧壁上设有出水管，并且进水管的位置高于出水管；

[0065] 步骤2，放养前准备：放养鱼苗前半个月，选择晴天的下午3时之后，采用带水消毒，

即将池塘内的水抽出至池塘内剩余水深为1米时，往其中泼洒生石灰，泼洒量为130kg/亩，

泼洒完毕后静置一周，然后往池塘内加注新水至水深为1.8m，新水加注完毕后静置三天，再

往池塘中投放腐熟过的鸡粪，投放量为80Kg/亩，当观察到水质微绿或微褐时，开启池塘内

的增氧机进行水体溶氧交换，同时往池塘内投加消毒过的鱼苗，此时，池塘内水体的pH值为

8.2；

[0066] 其中，所述鱼苗的消毒方法为：用质量浓度为4％的氯化钠溶液浸泡8min，即得到

消毒过的鱼苗；

[0067] 其中，石灰浆为块状生石灰加水反应后生成的浆状物；

[0068] 步骤3，网箱分级：将步骤1中的养殖网箱设置成6个级别，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设

为4个，其余各级别的养殖网箱均设为1个，各级别的养殖网箱均用来投放不同重量的鱼苗；

[0069] 步骤4，分级喂养

[0070] 步骤4.1，入养殖网箱前的喂养：苗种培育孵化出鱼苗后，在淡水中平游三天，然后

将其投入氯化钠质量浓度为1‰的暂养池，暂养池内鱼苗放养密度为2.5万尾/亩，入暂养池

第二天开始投喂鲜活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5％，每天投喂4次，且前3天，每天有

一次投喂的是混合饵料，所述混合饵料由土霉毒、维生素C1、鲜活饵料按照1：6：833的质量

比混合而成；

[0071] 7天后往暂养池内投喂由鱼浆、全价配合浮性颗粒、鲜活饵料按照4：1：2的质量比

混合而成的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5％，每天投喂4次；

[0072] 10天后往暂养池内投喂由鱼糜、全价配合浮性颗粒按照5：3的质量比混合而成的

饵料，日投饵量为在池鱼体重的15％，每天投喂4次，待鱼苗长至6cm时将其分入池塘内的养

殖网箱内饲养；

[0073] 其中，所述鲜活饵料为浮游动物、红虫，轮虫中的一种；

[0074] 步骤4.2，第一级别养殖网箱的培养：往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内投放大小相同的鱼

苗，并且每个第一级别的养殖网箱内鱼苗投放密度为300尾/箱，然后将配方饲料与鲜饵料

按照4:3的质量比混合后对鱼苗进行投喂，日投喂量为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重量的

15％；每3天对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进行称重，并将单体重量超过平均重量20％的鱼

苗挑出，送至第二级别养殖网箱中隔离喂养；

[0075] 其中，所述配方饲料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鱼骨粉18份、卵磷脂1份、酵母3

份、矿物质3份、豆粕10份、牛骨粉12份、油茶籽6份、动物油脂1份、质量浓度为10％的复合大

蒜素2份、次粉0.5份；

[0076] 所述鲜饵料为小杂鱼、动物下脚料以及浮性颗粒料中的一种或几种；

[0077] 步骤4.2，第二级别养殖网箱到第n级别养殖网箱的培养：第二级别养殖网箱至最

后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的投喂方式以及鱼苗挑出方式均与第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

相同，并且每隔3+2n天对下一级别养殖网箱内的鱼苗进行称重，其中n为该养殖网箱的级别

数，当最后一级别养殖网箱内鱼苗单体体重达到300g时将其捞出，并放至鱼塘中进行散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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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步骤5，水质管理

[0079] 步骤5.1，勤换水：鱼苗期每4天换一次水，换水量为12％；鱼苗生长到中后期时每

天换水，换水量为40％；

[0080] 步骤5.2，勤增氧：开启增氧机，鱼苗期保持池塘中水的溶解氧含量为2.5mg/L；鱼

苗生长到中后期时保持池塘中水的溶解氧含量为6mg/L；

[0081] 步骤5.3，投放微生物制剂：鱼苗分池且投喂饲料二十天以后，观察到水质呈浅绿

色、灰蓝色或蓝绿色时，往池塘中投放EM菌，施放量为2kg/亩；

[0082] 步骤6，捕捞：当鱼塘中加州鲈鱼单体体重达到1.5kg时，捕捞出售。

[0083] 本发明通过对鱼塘结构进行设计形成了天然的水体净化循环、结合养殖网箱筛选

养殖，定期对鱼塘进行消毒、供氧；以及科学合理的饲料配比，为加州鲈鱼生长提供了全面

的营养以及优质的生长环境，有效降低化学药物、人工饲料的用量，避免病虫害的发生，能

显著提高加州鲈鱼的生长速度及免疫力，提高加州鲈鱼的产量和质量；采用分级养殖和梯

度饲喂的方法能有效避免因饲养过程中个体差异太大造成的互相残杀情况，提高了育苗的

成活率，保证了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0084] 尽管已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创造

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括优

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0085]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

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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