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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料、饲料制

备方法及饲喂方法，所述快速增肥饲料按重量份

计，包括的组分有：紫苏油粕100～150份，菜籽饼

50～60份，玉米粉20～30份，海藻粉10～20份，营

养饵料20～30份，免疫增强饵料4～8份，诱食剂

饵料10～15份。提供鲟鱼生长所需的基础蛋白和

碳水化合物及鲟鱼生长所需营养。其免疫增强饵

料由中药材组成，配合复合维生素及EM菌群，不

仅可以提高鲟鱼的免疫力及抵抗力，还能调节鲟

鱼肠道环境，促进消化及吸收；诱食剂饵料佐以

具有芳香气味的果酱和鲟鱼爱吃的鱿鱼粉，大大

增进鲟鱼的食欲，增加其摄食量，再配合相应的

增肥喂养方式，促使鲟鱼快速增肥，并保证鲟鱼

健康生长，同时不影响鲟鱼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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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包括的组分如下：

紫苏油粕100～150份，

菜籽饼50～60份，

玉米粉20～30份，

麸皮20～30份，

海藻粉10～20份，

营养饵料20～30份，

免疫增强饵料4～8份，

诱食剂饵料10～1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营养饵料的组分按重量

份计包括：鱼粉20～30份，虾粉10～15份，鸡肉粉10～15份，猪肝粉5～10份，骨粉5～10份，

牡蛎3～6份，蛋清粉3～5份；蛋白胨2～5份，酵母浸出物2～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免疫增强饵料的组分按

重量份计包括：沙棘籽粉5～10份，蒲公英4～8份，党参3～5份，藿香3～5份，肉桂2～4份，白

果2～4份，黄芪2～3份，淫羊藿粉2～3份，栀子1～2份，鸡血藤1～2份，甘草1～2份，复合维

生素3～5  份，EM菌群2～3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诱食剂饵料的组分按重

量份计包括：豆粉10～15份，鱿鱼粉5～8份，大米酒糟5～6份，草莓酱10～15份，苹果8～10

份，木瓜5～8份，芝麻油1～3份，柠檬酸1～3份，乳酸钙1～2份。

5.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将紫苏油粕和菜籽饼打磨成粉，加入玉米粉、麸皮和海藻粉，混合均匀，制成饲

料基料，备用；

步骤二：将鱼粉、虾粉、鸡肉粉、猪肝粉、骨粉、鱿鱼粉、以及牡蛎，混合均匀，加适量的灭

菌水，送入到熟化机中进行熟化，熟化结束后取出获得营养饵料基料，备用；

步骤三：将蒲公英、党参、藿香、肉桂、白果、黄芪、栀子、鸡血藤和甘草分别研磨成细粉，

与沙棘籽粉和淫羊藿粉混合均匀，制成免疫增强饵料基料，备用；

步骤四：将步骤一至步骤三所得的饲料基料、营养饵料基料和免疫增强饵料基料混合

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豆粉、蛋白胨、酵母浸出物、柠檬酸、乳酸钙，及适量的灭菌水，继续搅

拌混合均匀，形成饲料混合物，备用；

步骤五：将草莓、苹果和木瓜分别洗净切碎并研磨成浆，一起加入到步骤四中所述的饲

料混合物中，再加入大米酒糟和芝麻油，混合搅拌至少5分钟，所得物制成颗粒烘干，获得饲

料半成品；

步骤六：饲喂前1～3天，在步骤五中所述的饲料半成品中加入蛋清粉、复合维生素、EM

菌群及少量水，混合搅拌均匀，自然晾干后既得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成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加入灭

菌水后，控制物料的含水率为20～2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熟

化，温度控制为100～120℃、时间控制为15～18分钟。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加入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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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水后，控制物料的含水率为50～65%。

9.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喂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每次投喂前半个小时，使用增氧机对鱼

池中水水进行增氧，使水体溶氧量达到8～9mg/L，并停止鱼池中的水流进出，再投喂权利要

求1～4中所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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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料、饲料制备方法及饲喂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料、饲料制备方法及饲喂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鲟鱼，是世界鱼类中个体最大、出现最早、寿命最长，生长最缓慢、生命力最旺盛的

一种古老的鱼类，素有“水中活化石”之称，具有极高的食用、药用、观赏和经济价值。同时，

鲟鱼还是一种很神奇很特别的鱼类，它身体的不同部位包括内脏都有不同的营养价值以及

药效。其鱼肉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牛磺酸、DHA、EPA等营养物质，是功效最多，最有

营养价值的部分。而鲟鱼的骨、皮、肝、筋、鳍、肠都可以加工成上等名菜。特别是鲟鱼鳍，可

以制成鱼翅食用，鱼卵更可以制成高质量、高营养价值的黑鱼籽酱，与鹅肝、松露并称“世界

三大美食”。因此，鲟鱼成为世界主要贸易物种之一。然而，由于自然环境改变、水工设施修

建和过度捕捞等原因，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野生鲟鱼资源明显减少，处于濒危状态，为了挽

救濒危鲟鱼及满足市场需求，促生了人工养殖鲟鱼产业的发展。

[0003] 近年来我国市场对鲟鱼的需求量不断加大，人工饲养鲟鱼的产业得到快速的发

展。为了集约化和规模化养殖，一般采用配合饲料饲喂鲟鱼，然而，现有的鲟鱼饲料成分单

一，无法提供鲟鱼生长所需的全部营养，影响其生长速度；另外，有些养殖户为了加快鲟鱼

的生长，还在饲料中加入各种激素和添加剂，这不仅影响鲟鱼的食用口感及营养价值，也降

低了饲养过程中鲟鱼的抗病能力。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及饲喂方法，通过合理

的饲料配方，提供鲟鱼生长所需的全部营养，再配合相应的增肥喂养方式，使养殖的鲟鱼健

康快速地生长增肥，同时不影响鲟鱼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首先本发明提供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按重量份计，包括的组分如下：紫苏油粕100

～150份，菜籽饼50～60份，玉米粉20～30份，麸皮20～30份，海藻粉10～20份，营养饵料20

～30份，免疫增强饵料4～8份，诱食剂饵料10～15份。

[0005] 优选的，所述营养饵料的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鱼粉20～30份，虾粉10～15份，鸡

肉粉10～15份，猪肝粉5～10份，骨粉5～10份，牡蛎3～6份，蛋清粉3～5份；蛋白胨2～5份，

酵母浸出物2～5份。

[0006] 优选的，所述免疫增强饵料的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沙棘籽粉5～10份，蒲公英4～

8份，党参3～5份，藿香3～5份，肉桂2～4份，白果2～4份，黄芪2～3份，淫羊藿粉2～3份，栀

子1～2份，鸡血藤1～2份，甘草1～2份，复合维生素3～5  份，EM菌群2～3份。

[0007] 优选的，所述诱食剂饵料的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豆粉10～15份，鱿鱼粉5～8份，

大米酒糟5～6份，草莓酱10～15份，苹果8～10份，木瓜5～8份，芝麻油1～3份，柠檬酸1～3

份，乳酸钙1～2份。

[0008] 其次，本发明提供一种上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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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将紫苏油粕和菜籽饼打磨成粉，加入玉米粉、麸皮和海藻粉，混合均匀，制成饲

料基料，备用；

步骤二：将鱼粉、虾粉、鸡肉粉、猪肝粉、骨粉、鱿鱼粉、以及牡蛎，混合均匀，加适量的灭

菌水，送入到熟化机中进行熟化，熟化结束后取出获得营养饵料基料，备用；

步骤三：将蒲公英、党参、藿香、肉桂、白果、黄芪、栀子、鸡血藤和甘草分别研磨成细粉，

与沙棘籽粉和淫羊藿粉混合均匀，制成免疫增强饵料基料，备用；

步骤四：将步骤一至步骤三所得的饲料基料、营养饵料基料和免疫增强饵料基料混合

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豆粉、蛋白胨、酵母浸出物、柠檬酸、乳酸钙，及适量的灭菌水，继续搅

拌混合均匀，形成饲料混合物，备用；

步骤五：将草莓、苹果和木瓜分别洗净切碎并研磨成浆，一起加入到步骤四中所述的饲

料混合物中，再加入大米酒糟和芝麻油，混合搅拌至少5分钟，所得物制成颗粒烘干，获得饲

料半成品；

步骤六：饲喂前1～3天，在步骤五中所述的饲料半成品中加入蛋清粉、复合维生素、EM

菌群及少量水，混合搅拌均匀，自然晾干后既得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成品。

[0009]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的，步骤二中，加入灭菌水后，控制物料的含水率为20～25%。

所述熟化，温度控制为100～120℃、时间控制为15～18分钟。

[0010]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的，步骤四中，加入灭菌水后，控制物料的含水率为50～65%。

[0011]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鲟鱼快速增肥饲料的饲喂方法，在每次投喂前半个

小时，使用增氧机对鱼池中水水进行增氧，使水体溶氧量达到8～9mg/L，并停止鱼池中的水

流进出，再投喂前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

[0012] 有益效果：

本发明通过合理的饲料配方，由紫苏油粕、菜籽饼、玉米粉、麸皮和海藻粉组成的饲料

基料提供鲟鱼生长所需的基础蛋白和碳水化合物；补充增加的营养饵料，富含丰富的动物

源蛋白和氨基酸，补充鲟鱼所需营养；免疫增强饵料由中药材组成，配合复合维生素及EM菌

群，不仅可以提高鲟鱼的免疫力及抵抗力，还能调节鲟鱼肠道环境，促进消化及吸收；诱食

剂饵料佐以具有芳香气味的果酱和鲟鱼爱吃的鱿鱼粉，大大增进鲟鱼的食欲，增加其摄食

量，再配合相应的增肥喂养方式，促使鲟鱼快速增肥，并保证鲟鱼健康生长，同时不影响鲟

鱼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14]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是首先本发明提供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料、饲料制备方法及饲喂方法。本实

施例所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按重量份计，包括的组分如下：紫苏油粕10份，菜籽饼50份，

玉米粉20份，麸皮20份，海藻粉10份，营养饵料20份，免疫增强饵料4份，诱食剂饵料10份。

[0015] 其中，所述营养饵料的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鱼粉20份，虾粉10份，鸡肉粉10份，猪

肝粉5份，骨粉5份，牡蛎3份，蛋清粉3份；蛋白胨2份，酵母浸出物2份。所述免疫增强饵料的

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沙棘籽粉5份，蒲公英4份，党参3份，藿香3份，肉桂2份，白果2份，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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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份，淫羊藿粉2份，栀子1份，鸡血藤1份，甘草1份，复合维生素3份，EM菌群2份。所述诱食剂

饵料的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豆粉10份，鱿鱼粉5份，大米酒糟5份，草莓酱10份，苹果80份，

木瓜5份，芝麻油1份，柠檬酸1份，乳酸钙1份。

[0016] 本实施例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将紫苏油粕和菜籽饼打磨成粉，加入玉米粉、麸皮和海藻粉，混合均匀，制成饲

料基料，备用。

[0017] 步骤二：将鱼粉、虾粉、鸡肉粉、猪肝粉、骨粉、鱿鱼粉、以及牡蛎，混合均匀，加适量

的灭菌水，控制含水率为20%，送入到熟化机中进行熟化，熟化温度控制为100℃、时间控制

为15分钟；熟化结束后取出获得营养饵料基料，备用。

[0018] 步骤三：将蒲公英、党参、藿香、肉桂、白果、黄芪、栀子、鸡血藤和甘草分别研磨成

细粉，与沙棘籽粉和淫羊藿粉混合均匀，制成免疫增强饵料基料，备用。

[0019] 步骤四：将步骤一至步骤三所得的饲料基料、营养饵料基料和免疫增强饵料基料

混合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豆粉、蛋白胨、酵母浸出物、柠檬酸、乳酸钙，及适量的灭菌水，控

制物料的含水率为50%；继续搅拌混合均匀，形成饲料混合物，备用。

[0020] 步骤五：将草莓、苹果和木瓜分别洗净切碎并研磨成浆，一起加入到步骤四中所述

的饲料混合物中，再加入大米酒糟和芝麻油，混合搅拌5分钟，所得物制成颗粒烘干，获得饲

料半成品。

[0021] 步骤六：饲喂前1天，在步骤五中所述的饲料半成品中加入蛋清粉、复合维生素、EM

菌群及少量水，混合搅拌均匀，自然晾干后既得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成品。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鲟鱼快速增肥饲料的饲喂方法，在每次投喂前半个小时，使用增

氧机对鱼池中水水进行增氧，使水体溶氧量达到8～9mg/L，并停止鱼池中的水流进出，再将

前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投喂给鲟鱼。

[0023]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是首先本发明提供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料、饲料制备方法及饲喂方法。本实

施例所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按重量份计，包括的组分如下：紫苏油粕120份，菜籽饼55份，

玉米粉25份，麸皮25份，海藻粉15份，营养饵料25份，免疫增强饵料6份，诱食剂饵料12份。

[0024] 其中，所述营养饵料的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鱼粉25份，虾粉12份，鸡肉粉12份，猪

肝粉8份，骨粉8份，牡蛎5份，蛋清粉4份；蛋白胨3份，酵母浸出物3份。所述免疫增强饵料的

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沙棘籽粉8份，蒲公英6份，党参4份，藿香4份，肉桂3份，白果3份，黄芪

2.5份，淫羊藿粉2.5份，栀子1.5份，鸡血藤1.5份，甘草1.5份，复合维生素4份，EM菌群2.5

份。所述诱食剂饵料的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豆粉10～15份，鱿鱼粉5～8份，大米酒糟5.5

份，草莓酱12份，苹果9份，木瓜7份，芝麻油2份，柠檬酸2份，乳酸钙1.5份。

[0025] 本实施例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将紫苏油粕和菜籽饼打磨成粉，加入玉米粉、麸皮和海藻粉，混合均匀，制成饲

料基料，备用。

[0026] 步骤二：将鱼粉、虾粉、鸡肉粉、猪肝粉、骨粉、鱿鱼粉、以及牡蛎，混合均匀，加适量

的灭菌水，控制含水率为22%，送入到熟化机中进行熟化，熟化温度控制为110℃、时间控制

为16分钟；熟化结束后取出获得营养饵料基料，备用。

[0027] 步骤三：将蒲公英、党参、藿香、肉桂、白果、黄芪、栀子、鸡血藤和甘草分别研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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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粉，与沙棘籽粉和淫羊藿粉混合均匀，制成免疫增强饵料基料，备用。

[0028] 步骤四：将步骤一至步骤三所得的饲料基料、营养饵料基料和免疫增强饵料基料

混合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豆粉、蛋白胨、酵母浸出物、柠檬酸、乳酸钙，及适量的灭菌水，控

制物料的含水率为60%；继续搅拌混合均匀，形成饲料混合物，备用。

[0029] 步骤五：将草莓、苹果和木瓜分别洗净切碎并研磨成浆，一起加入到步骤四中所述

的饲料混合物中，再加入大米酒糟和芝麻油，混合搅拌10分钟，所得物制成颗粒烘干，获得

饲料半成品。

[0030] 步骤六：饲喂前2天，在步骤五中所述的饲料半成品中加入蛋清粉、复合维生素、EM

菌群及少量水，混合搅拌均匀，自然晾干后既得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成品。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鲟鱼快速增肥饲料的饲喂方法，在每次投喂前半个小时，使用增

氧机对鱼池中水水进行增氧，使水体溶氧量达到8～9mg/L，并停止鱼池中的水流进出，再将

前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投喂给鲟鱼。

[0032] 实施例3

本实施例是首先本发明提供一种鲟鱼快速增肥饲料、饲料制备方法及饲喂方法。本实

施例所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按重量份计，包括的组分如下：紫苏油粕150份，菜籽饼60份，

玉米粉30份，麸皮30份，海藻粉20份，营养饵料30份，免疫增强饵料8份，诱食剂饵料15份。

[0033] 其中，所述营养饵料的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鱼粉30份，虾粉15份，鸡肉粉15份，猪

肝粉10份，骨粉10份，牡蛎6份，蛋清粉5份；蛋白胨5份，酵母浸出物5份。所述免疫增强饵料

的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沙棘籽粉10份，蒲公英8份，党参5份，藿香5份，肉桂4份，白果4份，

黄芪3份，淫羊藿粉3份，栀子2份，鸡血藤2份，甘草2份，复合维生素5份，EM菌群3份。所述诱

食剂饵料的组分按重量份计包括：豆粉15份，鱿鱼粉8份，大米酒糟6份，草莓酱15份，苹果10

份，木瓜8份，芝麻油3份，柠檬酸3份，乳酸钙2份。

[0034] 本实施例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将紫苏油粕和菜籽饼打磨成粉，加入玉米粉、麸皮和海藻粉，混合均匀，制成饲

料基料，备用。

[0035] 步骤二：将鱼粉、虾粉、鸡肉粉、猪肝粉、骨粉、鱿鱼粉、以及牡蛎，混合均匀，加适量

的灭菌水，控制含水率为25%，送入到熟化机中进行熟化，熟化温度控制为120℃、时间控制

为18分钟；熟化结束后取出获得营养饵料基料，备用。

[0036] 步骤三：将蒲公英、党参、藿香、肉桂、白果、黄芪、栀子、鸡血藤和甘草分别研磨成

细粉，与沙棘籽粉和淫羊藿粉混合均匀，制成免疫增强饵料基料，备用。

[0037] 步骤四：将步骤一至步骤三所得的饲料基料、营养饵料基料和免疫增强饵料基料

混合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豆粉、蛋白胨、酵母浸出物、柠檬酸、乳酸钙，及适量的灭菌水，控

制物料的含水率为65%；继续搅拌混合均匀，形成饲料混合物，备用。

[0038] 步骤五：将草莓、苹果和木瓜分别洗净切碎并研磨成浆，一起加入到步骤四中所述

的饲料混合物中，再加入大米酒糟和芝麻油，混合搅拌15分钟，所得物制成颗粒烘干，获得

饲料半成品。

[0039] 步骤六：饲喂前3天，在步骤五中所述的饲料半成品中加入蛋清粉、复合维生素、EM

菌群及少量水，混合搅拌均匀，自然晾干后既得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成品。

[0040] 本实施例中，所述鲟鱼快速增肥饲料的饲喂方法，在每次投喂前半个小时，使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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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机对鱼池中水水进行增氧，使水体溶氧量达到8～9mg/L，并停止鱼池中的水流进出，再将

前述的鲟鱼快速增肥饲料投喂给鲟鱼。

[0041]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一些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它形式的限

制，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

的等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

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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