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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

率的方法，包括：设置黄鳝孵化设备；黄鳝受精卵

的获得：采用仿生态繁殖方法获得黄鳝受精卵；

受精卵的处理：将获得黄鳝受精卵的用水溶性抗

菌肽溶液浸泡；受精卵的孵化：将处理好的所述

黄鳝受精卵放入孵化桶，且打开所述黄鳝孵化设

备使得受精卵处于淋水状态，且每隔一段时间取

出黄鳝受精卵用所述水溶性抗菌肽溶液浸泡再

放回孵化桶进行孵化，直至受精卵全部孵化出鳝

苗；黄鳝苗的收集；本发明可将黄鳝苗种全人工

孵化率从现有技术的3～5％提高到95％左右，实

现黄鳝苗种规模化的稳定生产，解决黄鳝养殖苗

种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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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设置黄鳝孵化设备；

步骤2、黄鳝受精卵的获得：采用仿生态繁殖方法获得黄鳝受精卵；

步骤3、受精卵的处理：将获得黄鳝受精卵的用水溶性抗菌肽溶液浸泡；

步骤4、受精卵的孵化：将处理好的所述黄鳝受精卵放入孵化桶，且打开所述黄鳝孵化

设备使得受精卵处于淋水状态，且每隔一段时间取出黄鳝受精卵用所述水溶性抗菌肽溶液

浸泡再放回孵化桶进行孵化，直至受精卵全部孵化出鳝苗；

步骤5、黄鳝苗的收集：及时收集鳝苗使鳝苗与亲鳝分离。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

述黄鳝孵化设备包括蓄水池、孵化桶和水循环装置；所述的水循环装置包括进水总管、喷水

管和排水管，所述进水总管一端与所述蓄水池相连接，另一端端上设有所述喷水管；所述喷

水管包括喷水孔，所述喷水孔位于所述孵化桶上方；所述孵化桶的桶底中心设有漏孔，所述

漏孔上安插有所述排水管。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水管还包

括用于控制所述喷水孔的喷水的流速和流量的控制阀。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孵化桶的桶

底由周边向远离桶底中心方向延伸呈斜坡状，且所述斜坡的坡度为3～5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仿

生态繁殖方法中人工仿生态繁育时提前在仿生态繁育黄鳝网箱中放置水葫芦，若发现亲鳝

吐泡沫筑巢将水葫芦移到泡沫上方将泡沫盖住；获取黄鳝受精卵时提起水葫芦即可。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所

述水溶性抗菌肽溶液中的水溶性抗菌肽的浓度为8～12g/m3。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所

述黄鳝受精卵全部淹没浸泡在所述水溶性抗菌肽溶液中，所述浸泡时间20～50分钟。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所

述孵化桶在孵化期间保持淋水状态；每隔18～30小时将黄鳝受精卵取出用所述水溶性抗菌

肽溶液浸泡20～50分钟，再放入所述孵化桶中继续孵化，直至受精卵全部孵化出，转入黄鳝

苗种培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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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渔业科学应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黄鳝(Monopterus  albus)是我国近年养殖发展十分迅速的特色淡水鱼类之一，其

养殖已遍布全国，尤其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黄鳝养殖已成为

这些地区淡水养殖业的主导品种之一。

[0003] 在黄鳝养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苗种十分短缺，而且目前投放的种苗以野生鳝苗

为主。养殖野生黄鳝种苗，在生产上存在着养殖存活率低的问题，且数量也不能满足黄鳝产

业迅速发展的要求，急需要人工批量繁育生产黄鳝苗种。

[0004] 目前黄鳝苗种繁殖，生产上主要采用的为人工仿生态繁育方法，而没有采用大多

水产动物繁殖生产的全人工孵化方法，其主要问题是黄鳝受精卵在人工孵化过程中水霉病

发生率高达95％以上，孵化率仅仅只有3～5％，若水质差时其孵化率甚至为0％。

[0005] 现有技术主要是在稻田网箱人工仿生态繁育鳝苗条件下，采取的自然孵化技术，

即依靠黄鳝亲本繁殖时持续地筑巢吐出的泡膜的特殊抗逆功能，保护黄鳝在自然条件下孵

化出鳝苗。要求管理精细，不能扰动孵化中的受精卵，否则易被护幼的亲鳝将受精卵全部吞

食，孵化不出鳝苗；如将受精卵与泡膜分离，则其孵化率极低，甚至大部分孵化不出鳝苗。同

时亲鳝繁殖过程中有护幼行为，如果在检查黄鳝繁殖过程中人为地扰动了受精卵，或敌害

生物扰动受精卵，则亲鳝会将孵化过程中的受精卵或孵化出的鳝苗呑食到胃中，无法获得

鳝苗。且孵化过程受自然气候条件影响大，生产不稳定。

[0006] 因此，开发一种提高黄鳝人工孵化率的方法，成为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提供了一种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

方法，可将黄鳝苗种全人工孵化率从现有技术的3～5％提高到95％左右，实现黄鳝苗种规

模化的稳定生产，解决黄鳝养殖苗种短缺的问题。

[0008]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步骤1、设置黄鳝孵化设备；

[0011] 步骤2、黄鳝受精卵的获得：采用仿生态繁殖方法获得黄鳝受精卵；

[0012] 步骤3、受精卵的处理：将获得黄鳝受精卵的用水溶性抗菌肽溶液浸泡；

[0013] 步骤4、受精卵的孵化：将处理好的所述黄鳝受精卵放入孵化桶，且打开所述黄鳝

孵化设备使得受精卵处于淋水状态，且每隔一段时间取出黄鳝受精卵用所述水溶性抗菌肽

溶液浸泡再放回孵化桶进行孵化，直至受精卵全部孵化出鳝苗。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所述黄鳝孵化设备包括蓄水池、孵化桶和水循环装置；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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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循环装置包括进水总管、喷水管和排水管，所述进水总管一端与所述蓄水池相连接，另

一端端上设有所述喷水管；所述喷水管包括喷水孔，所述喷水孔位于所述孵化桶上方；所述

孵化桶的桶底中心设有漏孔，所述漏孔上安插有所述排水管。优选地，所述喷水管还包括用

于控制所述喷水孔的喷水的流速和流量的控制阀。优选地，所述孵化桶的桶底由周边向远

离桶底中心方向延伸呈斜坡状，且所述斜坡的坡度为3～5度。

[0015]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仿生态繁殖方法中人工仿生态繁育时提前在仿生态繁育黄

鳝网箱中放置水葫芦，若发现亲鳝吐泡沫筑巢将水葫芦移到泡沫上方将泡沫盖住；获取黄

鳝受精卵时提起水葫芦即可。

[0016]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所述水溶性抗菌肽溶液中的水溶性抗菌肽的浓度为8～

12g/m3。优选地，所述黄鳝受精卵全部淹没浸泡在所述水溶性抗菌肽溶液中，所述浸泡时间

20～50分钟。

[0017]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所述孵化桶在孵化期间保持淋水状态；每隔18～30小时将

黄鳝受精卵取出用所述水溶性抗菌肽溶液浸泡20～50分钟，再放入所述孵化桶中继续孵

化，直至受精卵全部孵化出鳝苗。

[0018]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通过用水溶性抗菌肽对受精

卵进行周期性地浸泡处理，替代黄鳝亲本筑巢吐出的泡膜的特殊抗逆功能，并辅以微流水

循环式孵化方法，克服了人工仿生态繁育鳝苗孵化过程中的缺点，并可以将黄鳝苗种全人

工孵化率从现有技术的3～5％提高到95％左右，能实现黄鳝苗种规模化的稳定生产，解决

了黄鳝苗种繁育中人工孵化的关键技术问题。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中所采用的黄鳝孵化设

备的结构示意图；其中1、蓄水池；2、孵化桶；21、漏孔；3、水循环装置；31、进水总管；32、喷水

管；321、喷水孔；33、排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0022]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以江汉平原地区为例，按

以下步骤进行：

[0023] 一、黄鳝孵化设备的制作与安装

[0024] 如图1所示，黄鳝孵化设备包括蓄水池1、孵化桶2和水循环装置3；所述的水循环装

置3包括进水总管31、喷水管32和排水管33，所述进水总管31一端与所述蓄水池1相连接，另

一端端上设有所述喷水管32；所述喷水管32包括喷水孔321和用于控制所述喷水孔的喷水

的流速和流量的控制阀(图中未示)，所述喷水孔321位于所述孵化桶2上方；所述孵化桶2的

桶底中心设有漏孔21，所述漏孔上安插有所述排水管33。

[0025] 具体地，所述的蓄水池1修建在水质好的作为水源的池塘旁，其池底与孵化桶2的

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或高于孵化桶2的顶部；其容积是孵化桶2容积总和的2倍以上；水源由

电动潜水泵从水源池取水；所述的蓄水池1设有自动控制阀，当蓄水池的水位低于池最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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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2/3时，自动控制阀自动开启电动潜水泵取水至所述蓄水池1内；

[0026] 优选地，所述孵化桶2的桶底由周边向远离桶底中心方向(向下的方向)延伸呈斜

坡状，且所述斜坡的坡度为3～5度。所述孵化桶2的桶底中心的漏孔直径为4～5cm；以上设

计便于排水和排污。具体地，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孵化桶2为圆柱形，由玻璃纤维材料制成所

述孵化桶2的直径为1.0m，高为0.3m；

[0027] 优选地，所述孵化桶2为多个；所述的水循环系统中的进水总管为直径9cm的PVC

管，从蓄水池的底部连接每个孵化桶2；所述喷水管为长90cm的PVC管，所述喷水管的末端封

闭，在管周身钻有细微的所述喷水孔321，便于喷水；在直径为4cm的PVC管上安装有控制阀，

可通过控制阀来控制喷水的流速和流量；在孵化桶2桶底中心的漏孔中安插的所述排水管

为PVC管，其管长为孵化桶高度的2/3；当孵化桶的水位高出此管时，水即从此管中自然溢

出，通过此管可控制孵化桶的水位。

[0028] 二、黄鳝受精卵的获得

[0029] 黄鳝受精卵为通过人工仿生态繁育，黄鳝自然交配所得的受精卵。

[0030] 获得自然交配受精卵，需要提前在仿生态繁育黄鳝网箱中放置水葫芦，若发现亲

鳝吐泡沫筑巢，要及时将水葫芦移到泡沫上方，将泡沫盖住，筑巢后2～3天，鳝鱼开始进行

自然产卵受精，可在泡沫巢内见到鳝鱼受精卵，由于泡沫巢具有粘性，受精卵会成团地依靠

泡沫的粘性粘附在水葫芦根须上。将水葫芦提出，即可将受精卵全部取走，转入孵化桶进行

孵化。

[0031] 三、受精卵的处理

[0032] 在进行人工孵化过程前，需要对受精卵进行处理，如不处理其孵化率几乎为零。处

理方法用水溶性抗菌肽浸泡。所用抗菌肽为深圳市圣西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通过生物发酵

技术生产的产品，按每m3水体10g配制好抗菌肽溶液后，将附有受精卵的水葫芦放入此溶液

中，并确保将受精卵全部淹没中水中，浸泡时间35分钟，然后再转入孵化桶中进行孵化。

[0033] 四、孵化过程的管理

[0034] 在粘附有经过处理好的受精卵水葫芦放入孵化桶前，要提前将进水的喷水管阀门

打开，保持孵化桶进水处于淋水状态。直径1m的孵化桶内可放置20兜水葫芦，即20窝黄鳝受

精卵，大约1万粒受精卵。并合理放置水葫芦，保证每棵水葫芦上方均有淋水。

[0035] 在孵化期间，每天24小时孵化桶进水需要保持淋水状态，每隔24小时将粘附有受

精卵的水葫芦取出，用浓度为10g/m3水的抗菌肽溶液浸泡35分钟，再放入孵化桶中继续孵

化。

[0036] 五、黄鳝苗的收集

[0037] 在水温28℃～30℃时，经过7～10天孵化，鳝苗会自然孵化出，此时鳝苗卵黄囊还

没有消失，不能平游，鳝苗还会成团附着在水葫芦的根须上，及时将其转入鳝苗培育箱，进

行鳝苗培育。

[0038] 实施例2

[0039] 本实施例除抗菌肽溶液的浓度与浸泡时间不一样外，其余均同实施例1，具体为：

[0040] 一、黄鳝孵化设备的制作与安装，同实施例1。

[0041] 二、黄鳝受精卵的获得，同实施例1。

[0042] 三、受精卵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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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按每m3水体8g配制好抗菌肽溶液后，将附有受精卵的水葫芦放入此溶液中，并确

保将受精卵全部淹没中水中，浸泡时间50分钟，然后再转入孵化桶中进行孵化。

[0044] 四、孵化过程的管理

[0045] 在孵化期间，每天24小时孵化桶进水需要保持淋水状态，每隔18小时将粘附有受

精卵的水葫芦取出，用浓度为8g/m3水的抗菌肽溶液浸泡50分钟，再放入孵化桶中继续孵

化。

[0046] 五、黄鳝苗的收集，同实施例1。

[0047] 实施例3

[0048] 本实施例除抗菌肽溶液的浓度与浸泡时间不一样外，其余均同实施例1，具体为：

[0049] 一、黄鳝孵化设备的制作与安装，同实施例1。

[0050] 二、黄鳝受精卵的获得，同实施例1。

[0051] 三、受精卵的处理

[0052] 按每m3水体12g配制好抗菌肽溶液后，将附有受精卵的水葫芦放入此溶液中，并确

保将受精卵全部淹没中水中，浸泡时间20分钟，然后再转入孵化桶中进行孵化。

[0053] 四、孵化过程的管理

[0054] 在孵化期间，每天24小时孵化桶进水需要保持淋水状态，每隔30小时将粘附有受

精卵的水葫芦取出，用浓度为12g/m3水的抗菌肽溶液浸泡20分钟，再放入孵化桶中继续孵

化。

[0055] 五、黄鳝苗的收集，同实施例1。

[0056] 对比例1

[0057] 该对比例除不使用抗菌肽溶液处理外，其余均同实施例1。

[0058] 对比例2

[0059] 该对比例不使用抗菌肽溶液处理且孵化桶进水不保持淋水状态，其余均同实施例

1。

[0060] 实验例1

[0061] 对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的黄鳝的孵化率进行统计，如表1所示。

[0062] 表1

[0063]

[0064] 由表1可知，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提高黄鳝苗种人工孵化率的方法，通过用水溶性抗

菌肽对受精卵进行周期性地浸泡处理，替代黄鳝亲本筑巢吐出的泡膜的特殊抗逆功能，并

辅以微流水循环式孵化方法，克服了人工仿生态繁育鳝苗孵化过程中的缺点，并可以将黄

鳝苗种全人工孵化率从对比例的3～5％提高到9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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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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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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