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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鲑鱼苗培育的方法及专用的制剂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七彩鲑鱼苗培育的方法

及专用的制剂，主要通过在受精卵管理阶段和发

眼卵管理阶段施用菖蒲、五倍、艾草、苦参熬制的

汤液，在破膜稚鱼至开口摄食稚鱼阶段施用辣椒

粉、姜熬制液和大黄、黄芩、黄柏熬制的汤液，在

开口摄食稚鱼至5克/尾鱼苗阶段在饮料中添加

板兰根、大黄、黄连、五倍子、黄芪、甘草配制的药

粉，有效地提高了七彩鲑鱼鱼苗成活率，自发眼

卵至5克/尾的鱼苗，育成率可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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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七彩鲑鱼苗培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过程

在受精卵管理阶段：

按重量取菖蒲15-25份，五倍子25-35份，艾草25-35份，苦参15-25份，按干物质重量5倍

以上加水煮沸熬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

按孵化桶容积，每100千克，加入中草药干物质10-20克所熬制的汤液，随孵化用水注入

孵化桶中，每次加入后静水20-60分钟，每天用1-4次连续使用2-4天后间隔3-5天，直到能够

明显地看到卵内眼点；

在发眼卵管理阶段：

将发眼卵从孵化桶中取出，放入孵化盘中，及时拣出死卵，开始进行出苗前发眼卵的管

理阶段，按重量取菖蒲15-25份，五倍子25-35份，艾草25-35份，苦参15-25份，按干物质重量

5倍以上加水煮沸熬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

按孵化盘容积，每100千克加入中草药干物质3-5克所熬制的汤液，随孵化用水注入孵

化盘中，每次加入后静水20-60分钟，每天用1-4次连续使用，一直到1/3的稚鱼破膜而出为

止；

在破膜稚鱼至开口摄食稚鱼阶段：

这个阶段稚鱼完全依靠卵黄囊的营养进行发育生长，要确保培育用水干净无污染，为

了防止外界细菌和寄生虫的侵害，采用2个配方共同进行预防：

（1）按重量取辣椒粉20-30份，姜10-15份，将原料打浆，按原料重量加5倍以上水熬制1-

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每1000千克水体施用5-15克原料熬制的汤液；

（2）按重量取大黄20-30份，黄芩10-20份，黄柏20-30份，将原料重量加5倍以上水熬制

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每1000千克水体施用2-5克原料熬制的汤液；

上述（1）配方和（2）配方每天交替使用1-2次，每次使用后均静水10-30分钟；

在开口摄食稚鱼至5克/尾鱼苗阶段：

按重量取板兰根15-25份，大黄8-12份，黄连15-25份，五倍子15-25份，黄芪8-12份，甘

草15-25份，将上述原料粉碎成药粉拌入饲料投喂，每千克饲料中拌入2-3克药粉投喂，每天

投喂1-2次，连续投喂2-4天后间隔3-5天再进行，直至稚鱼达到5克/尾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七彩鲑鱼苗培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姜为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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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彩鲑鱼苗培育的方法及专用的制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鲑鱼苗培育的方法及专用的制剂，特别是一种七彩鲑鱼苗培育的

方法及专用的制剂。

背景技术

[0002] 七彩鲑鱼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冷水品种，不仅色彩艳丽(有些人甚至将此鱼做为观

赏鱼来喂养)，而且味道鲜美，生长快速，有很好的市场潜力和经济效益前景。

[0003] 但传统的鱼苗繁育中，鱼苗成活率不高，影响规模化养殖。

[0004] 如七彩鲑鱼的的受精卵在孵化桶中需要经过60天左右的孵化才能发育成发眼卵，

此阶段由于受精卵一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一般不能触碰和震动，没有受精或因其他原因

造成的死卵，极易生长水霉菌，严重时可以造成鱼卵大量死亡。

[0005] 因此，一种有效提高七彩鲑鱼鱼苗成活率的七彩鲑鱼苗培育的方法及专用的制剂

就应运而生。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有效提高七彩鲑鱼鱼苗成活率的七彩鲑

鱼苗培育的方法及专用的制剂。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主要包含以下过程：

[0008] 在受精卵管理阶段：按重量取菖蒲15-25份，五倍子25-35份，艾草25-35份，苦参

15-25份，按干物质重量5倍以上加水煮沸熬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

[0009] 按孵化桶容积，每100千克，加入中草药干物质10-20克所熬制的汤液，随孵化用水

注入孵化桶中，每次加入后静水20-60分钟，每天用1-4次连续使用2-4天后间隔3-5天，直到

能够明显地看到卵内眼点。

[0010] 在发眼卵管理阶段：将发眼卵从孵化桶中取出，放入孵化盘中，及时拣出死卵，开

始进行出苗前发眼卵的管理阶段，按重量取菖蒲15-25份，五倍子25-35份，艾草25-35份，苦

参15-25份，按干物质重量5倍以上加水煮沸熬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

[0011] 按孵化盘容积，每100千克，加入中草药干物质3-5克所熬制的药液，随孵化用水注

入孵化盘中，每次加入后静水20-60分钟，每天用1-4次，连续使用，一直到1/3的稚鱼破膜而

出为止，全部鱼苗破膜而出大约需要5-7天，此阶段不需使用药物。

[0012] 上述的受精卵管理阶段/发眼卵管理阶段专用的制剂，按重量取菖蒲15-25份，五

倍子25-35份，艾草25-35份，苦参15-25份，按干物质重量5倍以上加水煮沸熬制1-3次，每次

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最好浓缩至干物质含量(重量百分比)≥20％。

[0013] 在破膜稚鱼至开口摄食稚鱼阶段：这个阶段稚鱼完全依靠卵黄囊的营养进行发育

生长，要确保培育用水干净无污染。为了防止外界细菌和寄生虫的侵害，采用2个配方共同

进行预防。

[0014] (1)按重量取辣椒粉20-30份，姜10-15份，将原料打浆，按原料重量加5倍以上水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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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每1000千克水体施用5-15克原料熬制的汤液；所

述的姜优选为鲜姜。

[0015] (2)按重量取大黄20-30份，黄芩10-20份，黄柏20-30份，将原料重量加5倍以上水

熬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每1000千克水体施用2-5克原料熬制的汤液。

[0016] 上述(1)配方和(2)配方每天交替使用1-2次，每次使用后均静水10-30分钟。

[0017] 上述破膜稚鱼至开口摄食稚鱼阶段所专用的制剂，包含A剂和BA剂。

[0018] (1)按重量取辣椒粉20-30份，姜10-15份，将原料打浆，按原料重量加5倍以上水熬

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得A剂。

[0019] 所述的姜优选为鲜姜。

[0020] (2)按重量取大黄20-30份，黄芩10-20份，黄柏20-30份，将原料重量加5倍以上水

熬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得B剂。

[0021] 将上述的A剂和B剂按2.5：1-3：1的比例分别包装。

[0022] 在开口摄食稚鱼至5克/尾鱼苗阶段：按重量取板兰根15-25份，大黄8-12份，黄连

15-25份，五倍子15-25份，黄芪8-12份，甘草15-25份，将上述原料粉碎成药粉拌入饲料投

喂，每千克饲料中拌入2-3克药粉投喂，每天投喂1-2次，连续投喂2-4天后间隔3-5天再进

行，直至稚鱼达到5克/尾鱼。

[0023] 上述开口摄食稚鱼至5克/尾鱼苗阶段的专用制剂，按重量取板兰根15-25份，大黄

8-12份，黄连15-25份，五倍子15-25份，黄芪8-12份，甘草15-25份，将上述原料粉碎成药粉。

[0024] 优选的，所述的药粉最好粉碎为1mm以下的粉末，进一步地优选为0.2-0.5mm。

[0025] 通过以上方法，自发眼卵至5克/尾的鱼苗，育成率可达90％以上。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能够有效提高七彩鲑鱼鱼苗成活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0028] 在受精卵管理阶段，按重量取菖蒲15-25份，五倍子25-35份，艾草25-35份，苦参

15-25份，按干物质重量5倍以上加水煮沸熬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冷却

至与孵化用水一致,一般±2℃以内，按孵化桶容积，每100千克，加入中草药干物质10-20克

所熬制的汤液，随孵化用水注入孵化桶中，每次加入后静水20-60分钟，每天用1-4次连续使

用2-4天后间隔3-5天，直到能够明显地看到卵内眼点。

[0029] 所述的汤液可以直接施用，也可以进行浓缩后再按定量施用。

[0030] 将发眼卵从孵化桶中取出，放入孵化盘中，及时拣出死卵，开始进行出苗前发眼卵

的管理阶段，按重量取菖蒲15-25份，五倍子25-35份，艾草25-35份，苦参15-25份，按干物质

重量5倍以上加水煮沸熬制1-3次，一般5-30倍水量进行熬煮，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

液，冷却至与孵化用水一致,一般±2℃以内，按孵化盘容积，每100千克，加入中草药干物质

3-5克所熬制的药液，随孵化用水注入孵化盘中，每次加入后静水20-60分钟，每天用1-4次，

连续使用，一直到1/3的稚鱼破膜而出为止，全部鱼苗破膜而出大约需要5-7天，此阶段可不

再继续使用药物。

[0031] 所述的汤液可以直接施用，也可以进行浓缩后再按定量施用。

[0032] 进入破膜稚鱼至开口摄食稚鱼阶段后，稚鱼完全依靠卵黄囊的营养进行发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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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要确保培育用水干净无污染。为了防止外界细菌和寄生虫的侵害，采用2个配方共同进

行预防。

[0033] (1)按重量取辣椒粉20-30份，姜10-15份，将原料打浆，按原料重量加5倍以上水熬

制1-3次，一般5-30倍水量进行熬煮，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每1000千克水体施用

5-15克原料熬制的汤液,冷却至与培育用水一致,一般±2℃以内；所述的姜优选为鲜姜。

[0034] (2)按重量取大黄20-30份，黄芩10-20份，黄柏20-30份，将原料重量加5倍以上水

熬制1-3次，一般5-30倍水量进行熬煮，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每1000千克水体施

用2-5克原料熬制的汤液,冷却至与培育用水一致,一般±2℃以内。

[0035] 上述(1)配方和(2)配方每天交替使用1-2次，两配方之相间4-12小时，一般(1)配

方先用，如上午施用(1)配方，(2)配方后施用，如下午施用，每次使用后均静水10-30分钟。

[0036] 所述的汤液可以直接施用，也可以进行浓缩后再按定量施用。

[0037] 在开口摄食稚鱼至5克/尾鱼苗阶段，按重量取板兰根15-25份，大黄8-12份，黄连

15-25份，五倍子15-25份，黄芪8-12份，甘草15-25份，将上述原料粉碎成药粉拌入饲料投

喂，每千克饲料中拌入2-3克药粉投喂，每天投喂1-2次，连续投喂2-4天后间隔3-5天再进

行，直至稚鱼达到5克/尾鱼。

[0038] 优选的，所述的药粉粉碎为1mm以下的粉末，进一步地优选为0.5mm以下。

[0039] 进一步地，将本发明各个阶段所用的制剂先行备，在随后的鱼苗培育中按需要定

量施用即可。

[0040] 本发明的受精卵管理阶段/发眼卵管理阶段专用的制剂：按重量取菖蒲15-25份，

五倍子25-35份，艾草25-35份，苦参15-25份，按干物质重量5-10倍加水煮沸熬制1-3次，每

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浓缩至干物质含量(重量百分比)≥20％得浸膏，定量包装。

当然也可以制成含水量在5-15％的干品备用，在施用时再溶于水中使用。当然，上述制剂也

可以制成含水量在5-15％的干品备用，在施用时再溶于水中使用。

[0041] 本发明破膜稚鱼至开口摄食稚鱼阶段所专用的制剂：

[0042] (1)按重量取辣椒粉20-30份，姜10-15份，将原料打浆，按原料重量加5-10倍水熬

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浓缩至干物质含量(重量百分比)≥20％得浸膏，

得A剂，所述的姜优选为鲜姜。

[0043] (2)按重量取大黄20-30份，黄芩10-20份，黄柏20-30份，将原料重量加5倍以上水

熬制1-3次，每次30-120分钟，合并各次汤液，浓缩至干物质含量(重量百分比)≥20％得浸

膏，得B剂。

[0044] 将上述的A剂和B剂按2.5：1-3：1的比例分别包装。

[0045] 上述制剂也可以制成含水量在5-15％的干品备用，在施用时再溶于水中使用。

[0046] 本发明开口摄食稚鱼至5克/尾鱼苗阶段的专用制剂：按重量取板兰根15-25份，大

黄8-12份，黄连15-25份，五倍子15-25份，黄芪8-12份，甘草15-25份，将上述原料粉碎成1mm

以下的粉末，定量包装。优选的，所述的药粉粉碎成0.5mm以下的粉末，进一步优选在0.2mm-

0.5mm之间。

[0047] 上述的所有各阶段的汤液或制剂，当然也可以一次性制备，在随后的各个阶段根

据需要定量施用，也可以进行浓缩后再按定量施用。

[0048]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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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化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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