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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良家系选育方法，
属于水产养殖领域中的鱼类良种选育方法。
其包
括以下步骤：
1）小黄鱼亲鱼获得；
2）小黄鱼家系
构建；
3）家系标准化培育；
4）小黄鱼家系荧光标
记；
5）快速生长家系的筛选。
采用上述方法，
可以
通过构建小黄鱼家系，
采用标准化方法进行苗种
培育，
培育后期对家系进行荧光标记并进行混合
养殖，
两种方法可有效排除不同养殖环境对家系
生长的影响，
家系标记时测定体质量作为协变量
带入到家系筛选分析模型中，
更进一步排除环境
因素的影响，
可以准确高效的筛选出生长快速的
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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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良家系选育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小黄鱼亲
鱼获得；
2）小黄鱼家系构建；
3）家系标准化培育；
4）小黄鱼家系荧光标记；
5）快速生长家系
的筛选；
所述步骤1）小黄鱼亲鱼获得具体包括：
取野生小黄鱼繁殖的F1个体和野生小黄鱼作为亲鱼，
分别进行强化培育，
其中饵料为
活沙蚕，
拌以3%的维生素C；
次年自然水温达到15℃时，
观察亲鱼性腺发育情况，
挑选出性腺
发育良好的亲鱼，
准备用于构建家系；
所述步骤2）小黄鱼家系构建具体包括：
a家系构建：
从步骤1）中的亲鱼中挑选出性腺发育至V期的F1养殖小黄鱼雌鱼10尾，
野生小黄鱼雄
鱼5尾，
进行人工催产，
雌鱼注射催产剂量：
LRH-A2 0 .25µ g + HCG 100IU/kg鱼体重，
雄鱼注
射剂量减半，
注射催产剂后的F1养殖小黄鱼雌鱼放入亲鱼培育桶中，
野生小黄鱼雄鱼放于
另一个亲鱼培育桶中，
流水刺激促使精卵发育成熟，
亲鱼培育桶上覆盖黑色遮光网，
催产后
36h后每隔2h检查一次，
及时捞出发育成熟的雌鱼，
采用人工挤卵的方式获得卵子，
每尾雌
鱼的卵子独立采集分别放置于塑料烧杯中，
同时用塑料吸管采集野生小黄鱼雄鱼精液，
采
用一雄配2雌的方式进行人工干法受精，
受精完成后将静置5min，
分别收集上浮的优质受精
卵倒入筛绢缝制洗卵的手抄网中，
放入添加了聚维酮碘的16±0 .5℃海水中进行轻柔冲洗
杀菌消毒，
随后用海水清洗3遍，
把洗好的各个家系受精卵分别放入单独的孵化桶中孵化；
b苗种孵化管理：
每桶孵化桶布卵量为20mL，
孵化桶水温16±0 .5℃，
盐度26-28，
DO≥5mg/L , pH 7 .88 .5，
光照300-500Lux，
每天早、
晚两次采用虹吸法吸出沉于底部的未孵化受精卵，
受精卵经
40h孵化发育至膜内仔鱼期时将受精卵转移到苗种培育桶中进行培育；
所述步骤3）家系标准化培育具体包括：
每个培育桶中投放受精卵15mL，
培育桶中初始水体0 .5m3 ，
仔鱼出膜第3d开始每天加水
3
0 .1m ，
第7日龄时开始换水，
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换水一次，
初始换水量为10%，
每隔3天增加
10%的换水量，
逐渐增加到100 %；
1-15日龄微充气，
以充气最高水流超出水面1cm，
15日龄
时，
仔鱼停止投喂轮虫后改为常流水，
流水速率为60L/h，
充气量增大，
以充气水流高出水面
3cm；
仔鱼孵出后第3d投喂开口饵料褶皱臂尾轮虫，
投喂量8-10个/mL，
同时在培育桶中投放
浓缩小球藻用于调节水色和饲喂轮虫，
12日龄开始增加投喂卤虫无节幼体，
卤虫数量1-2
个/mL，
投喂前停止流水，
并且培育桶中排水30%，
投喂卤虫半小时之后再投喂轮虫，
轮虫投
喂量降低为5-6个/mL，
日投喂2次，
轮虫投喂后半小时开始缓慢加水，
卤虫数量每2天增加1
个/mL，
轮虫数量相应减少，
15日龄停止投喂轮虫，
开始进行人工配合饲料的驯化，
先投喂鱼
宝饲料2#，
半小时之后再投喂卤虫；
随着苗种长大，
卤虫密度逐渐降低，
每3天降低1个/mL，
直至降到1个/mL，
保持这一投喂量，
人工配合饲料投喂量逐渐增加，
20日龄时，
对各个家系
苗种数量进行标准化，
每个培育桶苗种数量均严格保持在1200-1400尾，
30日龄之后彻底停
喂卤虫，
全部投喂人工配合饲料，
根据苗种生长情况更换颗粒直径较大的饲料进行投喂，
苗
种达到40日龄时，
每桶保留一半苗种，
则每桶苗种数量为600-700尾，
苗种达到60日龄时，
每
桶苗种数量再次减半，
此时苗种数量300-350尾；
所述步骤4）小黄鱼家系荧光标记具体包括：
2

CN 106577382 B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家系生长至90日龄时，
每个家系随机取样200尾，
采用荧光染料进行标记，
家系标记之
前，
用0 .2ppm丁香酚对待标记个体进行麻醉1min，
然后进行荧光标记，
标记完成后迅速放入
水泥池中，
并采用盐酸土霉素进行为期3天的药浴；
所述步骤5）快速生长家系的筛选具体包括：
小黄鱼家系生长至60日龄和90日龄时，
每个家系随机抽样30尾进行体质量测定；
首先
用浓度为0 .2ppm丁香酚麻醉待测量个体1min ，用量程为6kg的电 子称称量体质量 ，精度
0 .1g，
家系生长至150日龄，
即在水泥池中混合养殖2个月后，
每个家系再次随机取样30尾测
量体质量，
分别计算各个家系体质量的平均数，
利用日增重率、相对增重率评价不同家系的
生长性能，
日增重率、相对增重率越大，
其生长速度越快、
生长性能越好，
即可筛选出快速生
长的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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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良家系选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领域中的鱼类良种选育方法，
具体涉及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
及优良家系选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小黄鱼(Pseudosciaenapolyactis , Bleeker)又名小鲜、
黄花鱼等 , 隶属于硬骨
鱼纲Osteichthyes、
石首鱼科Sciaendae、
黄鱼属Larimichthys , 是中国近海渔业的重要经
济 种 类 , 其 肉 质鲜 美 、营 养 价 值 高 , 曾 与 大 黄 鱼 (L a r i m i c h t h y s c r o c e a ) 、墨 鱼
带鱼(Trichiurus japonicas )并称为我国“四大海产”。近年来由于
(Sepiellamaindron )、
过度捕捞、
水质污染以及生态环境恶化，
小黄鱼的渔获量正在急剧下降，
并且捕获的小黄鱼
出现低龄化、
小型化现象。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小黄鱼资源的保护亟待执行。小黄鱼的人工繁
殖已于2015年取得成功，
这一成果为小黄鱼的资源保护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个途径，
即进
行规模化人工繁殖，
进行小黄鱼的增殖放流，
补充海洋中小黄鱼数量。
同时开展小黄鱼的推
广养殖，
满足市场消费需求，
可以降低小黄鱼捕捞压力，
实现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但是目
前养殖小黄鱼个体很小，
养殖至当年年底平均体质量仅有50g左右，
养殖经济收益低，
养殖
推广困难，
此种情形下，
开展小黄鱼的生长迅速优良品种选育显得尤为迫切，
家系选育则是
进行高产良种选育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到目前为止，
有关小黄鱼家系建立、
苗种标准化培育
及其快速生长优良家系筛选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设计提供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
良家系选育方法的技术方案。
[0004] 所述的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良家系选育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
小黄鱼亲鱼获得；
2）小黄鱼家系构建；
3）家系标准化培育；
4）小黄鱼家系荧光标记；
5）快速
生长家系的筛选。
[0005] 所述的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良家系选育方法，
其特征在于小黄鱼亲鱼获得具
体包括：
[0006] 取野生小黄鱼繁殖的F1个体和野生小黄鱼作为亲鱼，
分别进行强化培育，
其中饵
料为活沙蚕，
拌以3%的维生素C；
次年自然水温达到15℃时，
观察亲鱼性腺发育情况，
挑选出
性腺发育良好的亲鱼，
准备用于构建家系。
[0007] 所述的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良家系选育方法，
其特征在于黄鱼家系构建具体
包括：
[0008] a家系构建：
[0009] 从步骤1）中的亲鱼中挑选出性腺发育至V期的F1养殖小黄鱼雌鱼10尾，
野生小黄
鱼雄鱼5尾，
进行人工催产，
雌鱼注射催产剂量：
LRH-A2 0 .25ug + HCG 100IU/kg鱼体重，
雄
鱼注射剂量减半，
注射催产剂后的F1养殖小黄鱼亲鱼放入亲鱼培育桶中，
野生小黄鱼放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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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亲鱼培育桶中，
流水刺激促使精卵发育成熟，
亲鱼培育桶上覆盖黑色遮光网，
催产后
36h后每隔2h检查一次，
及时捞出发育成熟的小黄鱼雌鱼，
采用人工挤卵的方式获得卵子，
每尾雌鱼的卵子独立采集分别放置于塑料烧杯中，
同时用塑料吸管采集野生小黄鱼雄鱼精
液，
采用一雄配2雌的方式进行人工干法受精，
受精完成后将静置5min，
分别收集上浮的优
质受精卵倒入筛绢缝制洗卵的手抄网中，
放入添加了聚维酮碘的16±0 .5℃海水中进行轻
柔冲洗杀菌消毒，
随后用海水清洗3遍，
把洗好的各个家系受精卵分别放入单独的孵化桶中
孵化；
[0010]
b苗种孵化管理：
[0011] 每桶孵化桶布卵量为20mL，
孵化桶水温16±0 .5℃，
盐度26-28，
DO≥5mg/L , pH
7 .8-8 .5，
光照300-500Lux，
每天早、
晚两次采用虹吸法吸出沉于底部的未孵化受精卵，
受精
卵经40h孵化发育至膜内仔鱼期时将受精卵转移到苗种培育桶中进行培育。
[0012] 所述的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良家系选育方法，
其特征在于家系标准化培育具
体包括：
[0013] 每个培育桶中投放受精卵15mL，
培育桶中初始水体0 .5m3 ，
仔鱼出膜第3d开始每天
3
加水0 .1m ，
第7日龄时开始换水，
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换水一次，
初始换水量为10%，
每隔3天
增加10%的换水量，
逐渐增加到100 %；
1-15日龄微充气，
以充气最高水流超出水面1-2cm为
宜，
15日龄时，
仔鱼停止投喂轮虫后改为常流水，
流水速率为60L/h，
充气量增大，
以充气水
流高出水面3cm为宜；
仔鱼孵出后第3d投喂开口饵料褶皱臂尾轮虫，
投喂量8-10个/mL，
同时
在培育桶中投放浓缩小球藻用于调节水色和饲喂轮虫，
12日龄开始增加投喂卤虫无节幼
体，
卤虫数量1-2个/mL，
投喂前停止流水，
并且培育桶中排水30%，
投喂卤虫半小时之后再投
喂轮虫，
轮虫投喂量降低为5-6个/mL，
日投喂2次，
轮虫投喂后半小时开始缓慢加水，
卤虫数
量每2天增加1个/mL，
轮虫数量相应减少，
15日龄停止投喂轮虫，
开始进行人工配合饲料的
驯化，
先投喂鱼宝饲料2#，
半小时之后再投喂卤虫；
随着苗种长大，
卤虫密度逐渐降低，
每3
天降低1个/mL，
直至降到1个/mL，
保持这一投喂量，
人工配合饲料投喂量逐渐增加，
20日龄
时，
对各个家系苗种数量进行标准化，
每个培育桶苗种数量均严格保持在1200-1400尾，
30
日龄之后彻底停喂卤虫，
全部投喂人工配合饲料，
根据苗种生长情况更换颗粒直径较大的
饲料进行投喂，
苗种达到40日龄时，
每桶保留一半苗种，
则每桶苗种数量为600-700尾，
苗种
达到60日龄时，
每桶苗种数量再次减半，
此时苗种数量300-350尾。
[0014] 所述的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良家系选育方法，
其特征在于小黄鱼家系荧光标
记具体包括：
[0015] 家系生长至90日龄时，
每个家系随机取样200尾，
采用荧光染料进行标记，
家系标
记之前，
用0 .2ppm丁香酚对待标记个体进行麻醉1min，
然后进行荧光标记，
标记完成后迅速
放入水泥池中，
并采用盐酸土霉素进行为期3天的药浴。
[0016] 所述的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良家系选育方法，
其特征在于快速生长家系的筛
选具体包括：
[0017] 小黄鱼家系生长至60日龄和90日龄时，
每个家系随机抽样30尾进行体质量测定；
首先用浓度为0 .2ppm丁香酚麻醉待测量个体1min，
用量程为6kg的电子称称量体质量，
精度
0 .1g，
家系生长至150日龄，
即在水泥池中混合养殖2个月后，
每个家系再次随机取样30尾测
量体质量，
分别计算各个家系体质量的平均数，
利用日增重率、相对增重率评价不同家系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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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性能，
日增重率、相对增重率越大，
其生长速度越快、
生长性能越好，
即可筛选出快速生
长的家系。
[0018] 采用上述方法，
可以通过构建小黄鱼家系，
采用标准化方法进行苗种培育，
培育后
期对家系进行荧光标记并进行混合养殖，
两种方法可有效排除不同养殖环境对家系生长的
影响，
家系标记时测定体质量作为协变量带入到家系筛选分析模型中，
更进一步排除环境
因素的影响，
可以准确高效的筛选出生长快速的家系。采用上述方法，
已经构建了小黄鱼家
系7个，
有效筛选出快速生长家系2个，
这一优良家系鱼苗可以直接进行推广应用，
同时也可
以用于高产抗病优良品种培育基础材料。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小黄鱼家系生长至150日龄时日增重率；
[0020] 图2为小黄鱼家系150日龄至60日龄之间的相对增重率；
[0021] 图3为小黄鱼家系150日龄至90日龄的相对增重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实施例
[0023]

一种小黄鱼家系构建及优良 家系选育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小黄鱼亲鱼获得；
（2）小黄鱼家系构建；
（3）家系标准化培育；
（4）小黄鱼家系荧光标记；
（5）快速生长家系的筛
选。
[0024] 其具体步骤如下：
[0025] （1）小黄鱼亲鱼获得及培育
[0026] 取2015年野生小黄鱼繁殖的F1个体作为亲本之一 ，
养殖与室内水泥池中 ；另取
2015年捕获的野生小黄鱼作为另一亲本，
在网箱中暂养。2015年11月底，
选择形态、体色均
正常、健康无伤的养殖F1和野生小黄鱼分别放入两个水泥池中进行强化培育，
饵料为活沙
蚕，
拌以3%的维生素C；
次年自然水温达到15℃时，
观察亲鱼性腺发育情况，
挑选出性腺发育
良好的亲鱼，
准备用于构建家系。
[0027] （2）小黄鱼家系构建
[0028] a家系构建：
[0029] 挑选出性腺发育至V期的养殖小黄鱼雌鱼10尾，
野生小黄鱼雄鱼5尾，
进行人工催
产，
雌鱼注射催产剂量：
LRH-A2 0 .25ug + HCG 100IU/kg鱼体重，
雄鱼注射剂量减半。注射催
3
产剂后的养殖小黄鱼雌鱼放入一个0 .5 m 亲鱼培育桶中，
野生小黄鱼雄鱼放于另一个桶
中，
流水刺激促使精卵发育成熟，
亲鱼培育桶上覆盖黑色遮光网，
营造安静弱光环境，
有利
于亲鱼性腺发育产卵。催产后36h后开始每隔2h检查一次，
及时捞出发育成熟的小黄鱼雌
鱼，
采用人工挤卵的方式获得卵子，
每尾雌鱼的卵子独立采集分别放置于1L塑料烧杯中，
同
时用1 .5mL塑料吸管采集野生小黄鱼雄鱼精液。采用一雄配2雌（即1尾雄鱼的精液分成两份
分别与2尾雌鱼卵子授精）的方式进行人工干法受精。受精完成后将烧杯静置5min，
分别收
集上浮于烧杯中的优质受精卵倒入筛绢缝制专用洗卵的手抄网中，
放入添加了聚维酮碘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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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5℃海水中进行轻柔冲洗杀菌消毒，
随后用海水清洗3遍，
把洗好的受精卵转入孵化
桶中孵化。
[0030]
b苗种孵化管理：
[0031] 孵化桶为上部圆柱形，
下部漏斗形，
底部充气，
容积0 .3m 3 ；
每桶布卵量为20mL，
孵
化桶水温16±0 .5℃（温控仪和加热棒控制），
盐度26-28，
DO≥5mg/L , pH 7 .8-8 .5，
光照
300-500Lux，
每天早、
晚两次采用虹吸法吸出沉于底部的未孵化受精卵，
受精卵经40h孵化
3
发育至膜内仔鱼期时将受精卵转移到1m 苗种培育桶中进行培育。
[0032] （3）家系标准化培育
[0033] 每个培育桶中投放受精卵15mL，
培育桶中初始水体0 .5m3 ，
仔鱼出膜第3d开始每天
加水0 .1m3 ，
第7日龄时开始换水，
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换水一次，
初始换水量为10%，
每隔3天
增加10%的换水量，
逐渐增加到100 %；
1-15日龄微充气，
以充气最高水流超出水面1-2cm为
宜；
仔鱼停止投喂轮虫后（15日龄时）改为常流水，
流水速率大约为60L/h，
充气量增大，
以充
气水流高出水面3cm左右为宜；
仔鱼孵出后第3d投喂开口饵料褶皱臂尾轮虫（投喂前用浓缩
小球藻强化12h以上），
投喂量8-10个/mL，
同时在培育桶中投放浓缩小球藻用于调节水色和
饲喂轮虫。12日龄开始增加投喂卤虫无节幼体，
卤虫数量1-2个/mL，
投喂前停止流水，
并且
培育桶中排水30%，
投喂卤虫半小时之后再投喂轮虫，
轮虫投喂量降低为5-6个/mL，
日投喂2
次，
轮虫投喂后半小时开始缓慢加水，
卤虫数量每2天增加1个/mL，
轮虫数量相应减少；
15日
龄停止投喂轮虫，
开始进行人工配合饲料的驯化，
先少量投喂鱼宝饲料2#，
半小时之后再投
喂卤虫；
随着苗种长大，
卤虫密度逐渐降低，
每3天降低1个/mL，
直至降到1个/mL，
保持这一
投喂量，
配合饲料投喂量逐渐增加；
20日龄时，
对各个家系苗种数量进行标准化，
每个培育
桶苗种数量均严格保持在1200-1400尾；
30日龄之后彻底停喂卤虫，
全部投喂人工配合饲
料，
根据苗种生长情况更换颗粒直径较大的饲料进行投喂；
苗种达到40日龄时，
每桶保留一
半苗种，
则每桶苗种数量为600-700尾；
苗种达到60日龄时，
每桶苗种数量再次减半，
此时苗
种数量300-350尾。
[0034] （4）家系荧光标记
[0035] 家系生长至90日龄时，
每个家系随机取样200尾，
采用荧光染料进行标记，
染料颜
色有红、橙、黄、
绿、粉、蓝6种颜色，
鱼体标记部位为小黄鱼额头左右两侧皮下，
根据不同的
染色和标记位置可以有36个组合，
即可以标记36个家系。
由于本次试验通过1尾雄鱼配2尾
雌鱼的方式完成了10尾雌鱼卵子的授精，
后期由于精子和卵子质量问题，
最终只成功构建
了7个家系，
其中父系半同胞家系3个，
所以只选用了红、
橙、
绿三种颜色进行标记。家系标记
之前，
用0 .2ppm丁香酚对待标记个体进行麻醉1min，
然后进行荧光标记，
标记完成后迅速放
3
入一个20m 水泥池中，
并采用盐酸土霉素进行为期3天的药浴。
[0036] （5）小黄鱼生长快速家系的筛选
[0037] 小黄鱼家系生长至60日龄和90日龄时，
每个家系随机抽样30尾进行体质量测定。
测量方法：
首先用浓度为0 .2ppm丁香酚麻醉待测量个体1min，
用量程为6kg的电子称称量体
质量，
精度0 .1g。家系生长至150日龄，
即在水泥池中混合养殖2个月后，
每个家系再次随机
取样30尾测量体质量。分别计算各个家系体质量的平均数，
如表1所示。利用日增重率（养殖
期间增加的重量/实际养殖天数）
（图1）、相对增重率（两次测量的差值/两次测量相隔天数）
（图2、
图3）评价不同家系的生长性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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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生长时期小黄鱼家系体质量统计结果

[0039]

[0040]

从图1可以看出，
家系F1-1和F1-2的日增重率远远高于其余几个家系。
图2 和图3
分别是各个家系60日龄至150日龄和90日龄至150日龄的相对增重率比较图，
可以看出F1-1
和F1-2的相对增重率同样远远大于其他几个家系。日增重率和相对增重率越大，
其生长速
度越快、
生长性能越好。
由此可成功筛选出快速生长的家系F1-1和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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