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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方

法，涉及水产养殖领域，这种虎纹蛙的养殖方法

包括使用成蛙池对虎纹蛙进行养殖，所述成蛙池

包括水池、大棚支架、棚顶支架和塑料薄膜，水池

底部设有水泥层，水池内设有间隔分布的栖息台

和饲料台，水池底部设有吸水管，吸水管上端外

侧设有过滤罩，水池前端设有灌水槽，灌水槽内

设有过滤部，过滤部上端设有第二连接管，水池

左右两端设有养殖槽，养殖槽内填有泥土，泥土

内放养有蚯蚓，左右养殖槽外侧设有大棚支架，

大棚支架之间固定连接有棚顶支架，大棚支架和

棚顶支架外侧覆盖有塑料薄膜，塑料薄膜上端左

右两侧覆盖有遮阳网，左右所述大棚支架外侧设

有围栏，围栏内养殖有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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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建造养蛙池、产卵孵

化、蝌蚪培育、幼蛙和成蛙饲养以及越冬管理；

1)建造养蛙池：在水源充足、环境清净、噪音少、交通电源方便、通风向阳的地方建造养

蛙池，养蛙池分为产卵孵化池、幼蛙池、成蛙池和越冬池，各养殖池使用前先经过消毒处理，

再注入有经消毒的池水；

2)产卵孵化：选择健壮，无伤无病，蛙龄为1-2年的蛙作为种蛙进行繁殖，按公母4:3的

比例进行配对，用铁丝网按每个1平方米的面积把产卵孵化池平均分成若干个产卵区，每个

产卵区内都含有土地区和水池区，且在水池区底部铺设围网，围网上放置水草，在每个产卵

区内放置7-10对种蛙，在种蛙产卵前，先用消毒后的泉水浸泡整个产卵孵化池1-2小时，再

及时放掉多余的水，保留10-15cm的产卵水位，水温保持在10℃-11℃，待所有青蛙产卵后，

即将青蛙抓出池，使池水温度提高至20℃-28℃，在种蛙产卵后，不更换和搅动产卵孵化池

内的池水；

3)蝌蚪培育：移去铁丝网，给产卵孵化池中孵化4-5天后的蝌蚪供给精饲料，每天喂给2

次，并且根据蝌蚪变态而逐渐降低产卵孵化池内的水位，落出部分陆地供已变态的幼蛙栖

息；

4)幼蛙和成蛙饲养：将变态发育完全的幼蛙移入幼蛙池，供给活饵，5-7天后后逐渐改

喂切碎的鱼肉、蚌肉和螺蛳肉，再慢慢加入蛙料，最后完全过渡到喂养蛙料，投饵量以2小时

内基本吃完为度，投喂的蛙料粒径大小以能一口吞食为宜，当幼蛙体重达到80-100g时，将

幼蛙在1/3000的种苗净溶液中浸泡5-6分钟后移入成蛙池，在成蛙池中投喂空心菜、蕃茄及

水中浮游生物，且在成蛙池外的土堆内养殖蚯蚓，每天傍晚在土堆上洒上一些浓度为3-5％

的石灰水，蚯蚓即会倾巢而出，充当蛙饵，定点定时投放膨化饲料；

5)越冬管理：越冬前，将成蛙移入越冬池，加大蛙料的投放量和投放次数，越冬池采用

水泥池，外侧搭建有保温棚，越冬池深度在1.5-1.7m，水位保持在1-1.2m，越冬池底放有一

些供隐蔽的设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成蛙池包括水池(1)、大棚支架(2)、棚顶支架(3)和塑料薄膜(4)，所述水池(1)底部设有防

止漏水的水泥层(5)，所述水池(1)内设有相互间隔分布的栖息台(6)和饲料台(7)，所述水

池(1)底部设有吸水管(8)，吸水管(8)上端外侧设有过滤罩(9)，吸水管(8)下端设有电磁阀

(10)，电磁阀(10)下端设有第一连接管(11)，所述水池(1)前端设有固定连接在水池(1)底

部的挡板(12)，挡板(12)下端开有灌水孔(13)，所述挡板(12)和水池(1)前端形成灌水槽

(14)，灌水槽(14)内设有过滤部(15)，过滤部(15)上端设有第二连接管(16)，所述水池(1)

中心位置设有水位刻度板(17)，所述水池(1)左右两端设有养殖槽(18)，养殖槽(18)内填有

泥土，泥土内放养有蚯蚓，左右所述养殖槽(18)外侧设有插入泥土的大棚支架(2)，左右所

述大棚支架(2)之间固定连接有棚顶支架(3)，所述大棚支架(2)和棚顶支架(3)外侧覆盖有

塑料薄膜(4)，塑料薄膜(4)上端左右两侧覆盖有遮阳网(5)，所述棚顶支架(3)下端设有固

定连接在大棚支架(2)内侧的辅助支撑杆(19)，辅助支撑杆(19)下端设有若干个固定部

(20)，固定部(20)内设有喷水管(21)，左右所述大棚支架(2)外侧设有围栏(22)，围栏(22)

内养殖有家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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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由豆浆、蛋黄、水蚤及水中浮游生物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膨化饲料由以下重量份原料制成：鱼粉15-20份、花生麸15-20份、麦麸17-20份、玉米20-25

份、次面粉15-20份、骨粉1-2份、添加剂3-5份组成，所述添加剂包括诱食剂、黏结剂和营养

添加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幼蛙池和成蛙池要进行日常巡查，对垃圾及残食粪便进行清理，定期进行换水，定期对池塘

进行消毒和杀菌，所述产卵孵化池在进行一次产卵孵化后进行换水消毒。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方法，其特征是：所述

幼蛙池和成蛙池在夏季时需在池内加入水葫芦，定期喷洒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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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方法及其养殖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方法

及其养殖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虎纹蛙，原产于亚洲，因其斑纹看上去略似虎皮，因此得名。虎纹蛙由于眼睛的特

殊结构，不仅能捕食活动的食物，而且可以直接发现和摄取静止的食物，如死鱼、死螺等水

生生物的尸体，它对静止食物的选择不但凭借视觉，而且还凭借嗅觉和味觉，养殖主要集中

在海南省和粤西地区。但近年来，由于人为过度捕猎、栖息地破坏、生境退化及滥用农药等

因素导致虎纹蛙野生资源量严重衰减，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而处于濒危状态，在某些地区已

不见野生虎纹蛙的踪迹。由于虎纹蛙野生种群急剧减少，已无法满足消费市场的需要，于是

催生了虎纹蛙人工养殖技术，但在人工养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有：1.种蛙的产卵时间段

不够集中，已经产完卵的种蛙的活动会影响到还未产完卵或还未开始产卵的种蛙，从而影

响虎纹蛙的产量和存活率；2.卵片在产出后会受种蛙移动干扰而下沉；3.虎纹蛙在成长过

程中容易受到敌害的侵袭。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

养殖方法及其养殖设备，使虎纹蛙在集中的时间段进行产卵，在产卵区底部设有围网，防止

蛙卵下沉，且虎纹蛙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侵害少。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这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

方法，包括建造养蛙池、产卵孵化、蝌蚪培育、幼蛙和成蛙饲养以及越冬管理，1)建造养蛙

池：在水源充足、环境清净、噪音少、交通电源方便、通风向阳的地方建造养蛙池，养蛙池分

为产卵孵化池、幼蛙池、成蛙池和越冬池，各养殖池使用前先经过消毒处理，再注入有经消

毒的池水；2)产卵孵化：选择健壮，无伤无病，蛙龄为1-2年的蛙作为种蛙进行繁殖，按公母

4:3的比例进行配对，用铁丝网按每个1平方米的面积把产卵孵化池平均分成若干个产卵

区，每个产卵区内都含有土地区和水池区，且在水池区底部铺设围网，围网上放置水草，在

每个产卵区内放置7-10对种蛙，在种蛙产卵前，先用消毒后的泉水浸泡整个产卵孵化池1-2

小时，再及时放掉多余的水，保留10-15cm的产卵水位，水温保持在10℃-11℃，待所有青蛙

产卵后，即将青蛙抓出池，使池水温度提高至20℃-28℃，在种蛙产卵后，不更换和搅动产卵

孵化池内的池水；3)蝌蚪培育：移去铁丝网，给产卵孵化池中孵化4-5天后的蝌蚪供给精饲

料，每天喂给2次，并且根据蝌蚪变态而逐渐降低产卵孵化池内的水位，落出部分陆地供已

变态的幼蛙栖息；4)幼蛙和成蛙饲养：将变态发育完全的幼蛙移入幼蛙池，供给活饵，5-7天

后后逐渐改喂切碎的鱼肉、蚌肉和螺蛳肉，再慢慢加入蛙料，最后完全过渡到喂养蛙料，投

饵量以2小时内基本吃完为度，投喂的蛙料粒径大小以能一口吞食为宜，当幼蛙体重达到

80-100g时，将幼蛙在1/3000的种苗净溶液中浸泡5-6分钟后移入成蛙池，在成蛙池中投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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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菜、蕃茄及水中浮游生物，且在成蛙池外的土堆内养殖蚯蚓，每天傍晚在土堆上洒上一

些浓度为3-5％的石灰水，蚯蚓即会倾巢而出，充当蛙饵，定点定时投放膨化饲料；5)越冬管

理：越冬前，将成蛙移入越冬池，加大蛙料的投放量和投放次数，越冬池采用水泥池，外侧搭

建有保温棚，越冬池深度在1.5-1 .7m，水位保持在1-1 .2m，越冬池底放有一些供隐蔽的设

施，利用蛙类产卵的特性，通过用水来浸泡产卵孵化池来促使不同产卵区内的虎纹蛙在相

对集中的时间段进行产卵，从而减少种蛙之间的相互影响，便于对蛙卵的统一管理，并且在

产卵区底部设置围网防止蛙卵沉积到水池底部，从而提高蛙卵的成活率。

[0005] 为了进一步完善，所述成蛙池包括水池、大棚支架、棚顶支架和塑料薄膜，所述水

池底部设有防止漏水的水泥层，所述水池内设有相互间隔分布的栖息台和饲料台，所述水

池底部设有吸水管，吸水管上端外侧设有过滤罩，吸水管下端设有电磁阀，电磁阀下端设有

第一连接管，所述水池前端设有固定连接在水池底部的挡板，挡板下端开有灌水孔，所述挡

板和水池前端形成灌水槽，灌水槽内设有过滤部，过滤部上端设有第二连接管，所述水池中

心位置设有水位刻度板，所述水池左右两端设有养殖槽，养殖槽内填有泥土，泥土内放养有

蚯蚓，左右所述养殖槽外侧设有插入泥土的大棚支架，左右所述大棚支架之间固定连接有

棚顶支架，所述大棚支架和棚顶支架外侧覆盖有塑料薄膜，塑料薄膜上端左右两侧覆盖有

遮阳网，所述棚顶支架下端设有固定连接在大棚支架内侧的辅助支撑杆，辅助支撑杆下端

设有若干个固定部，固定部内设有喷水管，左右所述大棚支架外侧设有围栏，围栏内养殖有

家禽，设有吸水管和灌水管，使水位高度调节调节方便，且设有喷水管，方便夏季进行减温

处理，设有养殖槽，防止放养的蚯蚓脱逃，每天傍晚在土堆上洒上一些浓度为3-5％的石灰

水，蚯蚓即会倾巢而出，充当蛙饵，既可以减少饲养成本又可以使虎纹蛙快速生长和产卵量

增加，并且蚯蚓后容易消化，减少胃肠炎的发生，在外侧养殖有家禽，可以有效的防止虎纹

蛙的敌害的侵袭，从而提高虎纹蛙的存活率。

[0006] 进一步完善，所述精饲料由豆浆、蛋黄、水蚤及水中浮游生物组成，颗粒小，蝌蚪容

易进食，蛋白质含量和营养含量高，促进蝌蚪的变态发育。

[0007] 进一步完善，所述膨化饲料由以下重量份原料制成：鱼粉15-20份、花生麸15-20

份、麦麸17-20份、玉米20-25份、次面粉15-20份、骨粉1-2份、添加剂3-5份组成，所述添加剂

包括诱食剂、黏结剂和营养添加剂，饲料多元化，饲料不能太单一，营养均衡，促进成蛙的生

长，吸引成蛙进食。

[0008] 进一步完善，所述幼蛙池和成蛙池要进行日常巡查，对垃圾及残食粪便进行清理，

定期进行换水，定期对池塘进行消毒和杀菌，所述产卵孵化池在进行一次产卵孵化后进行

换水消毒，减少虎纹蛙的发病率，提高存活率。

[0009] 进一步完善，所述幼蛙池和成蛙池在夏季时需在池内加入水葫芦，定期喷洒冷水，

给虎纹蛙提高一个遮蔽的区域，防止虎纹蛙因为身体温度过高而死亡，提高虎纹蛙存活率。

[0010] 本发明有益的效果是：本发明通过选择通风向阳、环境安静的土地，利用水泥建造

养蛙池，在养蛙池外搭建大棚，在大棚外搭建围栏，围栏内养殖家禽，保证虎纹蛙有一个安

全、安静和适宜生长的环境，保证虎纹蛙的正常生长，利用蛙类的特性使虎纹蛙在集中的时

间段进行产卵，避免种蛙之间的相互影响，便于对蛙卵的统一管理，通过养殖蚯蚓充当饲

料，减少了饲养成本，也使虎纹蛙快速生长和产卵量增加，从而使虎纹蛙的产量和存活率大

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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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成蛙池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成蛙池的俯视图；

[0013] 图3为成蛙池的侧视图。

[0014] 附图标记说明：1、水池，2、大棚支架，3、棚顶支架，4、塑料薄膜，5、水泥层，6、栖息

台，7、饲料台，8、吸水管，9、过滤罩，10、电磁阀，11、第一连接管，12、挡板，13、灌水孔，14、灌

水槽，15、过滤部，16、第二连接管，17、水位刻度板，18、养殖槽，19、辅助支撑杆，20、固定部，

21、喷水管，22、围栏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6] 参照附图1-3：本实施例中一种促使虎纹蛙集中产卵的高存活养殖方法，包括建造

养蛙池、产卵孵化、蝌蚪培育、幼蛙和成蛙饲养以及越冬管理，1)建造养蛙池：在水源充足、

环境清净、噪音少、交通电源方便、通风向阳的地方建造养蛙池，养蛙池分为产卵孵化池、幼

蛙池、成蛙池和越冬池，各养殖池使用前先经过消毒处理，再注入有经消毒的池水；2)产卵

孵化：选择健壮，无伤无病，蛙龄为1-2年的蛙作为种蛙进行繁殖，按公母4:3的比例进行配

对，用铁丝网按每个1平方米的面积把产卵孵化池平均分成若干个产卵区，每个产卵区内都

含有土地区和水池区，且在水池区底部铺设围网，围网上放置水草，在每个产卵区内放置7-

10对种蛙，在种蛙产卵前，先用消毒后的泉水浸泡整个产卵孵化池1-2小时，再及时放掉多

余的水，保留10-15cm的产卵水位，水温保持在10℃-11℃，待所有青蛙产卵后，即将青蛙抓

出池，使池水温度提高至20℃-28℃，在种蛙产卵后，不更换和搅动产卵孵化池内的池水；3)

蝌蚪培育：移去铁丝网，给产卵孵化池中孵化4-5天后的蝌蚪供给精饲料，每天喂给2次，并

且根据蝌蚪变态而逐渐降低产卵孵化池内的水位，落出部分陆地供已变态的幼蛙栖息；4)

幼蛙和成蛙饲养：将变态发育完全的幼蛙移入幼蛙池，供给活饵，5-7天后后逐渐改喂切碎

的鱼肉、蚌肉和螺蛳肉，再慢慢加入蛙料，最后完全过渡到喂养蛙料，投饵量以2小时内基本

吃完为度，投喂的蛙料粒径大小以能一口吞食为宜，当幼蛙体重达到80-100g时，将幼蛙在

1/3000的种苗净溶液中浸泡5-6分钟后移入成蛙池，在成蛙池中投喂空心菜、蕃茄及水中浮

游生物，且在成蛙池外的土堆内养殖蚯蚓，每天傍晚在土堆上洒上一些浓度为3-5％的石灰

水，蚯蚓即会倾巢而出，充当蛙饵，定点定时投放膨化饲料；5)越冬管理：越冬前，将成蛙移

入越冬池，加大蛙料的投放量和投放次数，越冬池采用水泥池，外侧搭建有保温棚，越冬池

深度在1.5-1.7m，水位保持在1-1.2m，越冬池底放有一些供隐蔽的设施；

[0017] 所述成蛙池包括水池1、大棚支架2、棚顶支架3和塑料薄膜4，所述水池1底部设有

防止漏水的水泥层5，所述水池1内设有相互间隔分布的栖息台6和饲料台7，所述水池1底部

设有吸水管8，吸水管8上端外侧设有过滤罩9，吸水管8下端设有电磁阀10，电磁阀10下端设

有第一连接管11，所述水池1前端设有固定连接在水池1底部的挡板12，挡板12下端开有灌

水孔13，所述挡板12和水池1前端形成灌水槽14，灌水槽14内设有过滤部15，过滤部15上端

设有第二连接管16，所述水池1中心位置设有水位刻度板17，所述水池1左右两端设有养殖

槽18，养殖槽18内填有泥土，泥土内放养有蚯蚓，左右所述养殖槽18外侧设有插入泥土的大

棚支架2，左右所述大棚支架2之间固定连接有棚顶支架3，所述大棚支架2和棚顶支架3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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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有塑料薄膜4，塑料薄膜4上端左右两侧覆盖有遮阳网5，所述棚顶支架3下端设有固定

连接在大棚支架2内侧的辅助支撑杆19，辅助支撑杆19下端设有若干个固定部20，固定部20

内设有喷水管21，左右所述大棚支架2外侧设有围栏22，围栏22内养殖有家禽,所述精饲料

由豆浆、蛋黄、水蚤及水中浮游生物组成，所述膨化饲料由以下重量份原料制成：鱼粉15-20

份、花生麸15-20份、麦麸17-20份、玉米20-25份、次面粉15-20份、骨粉1-2份、添加剂3-5份

组成，所述添加剂包括诱食剂、黏结剂和营养添加剂,所述幼蛙池和成蛙池要进行日常巡

查，对垃圾及残食粪便进行清理，定期进行换水，定期对池塘进行消毒和杀菌，所述产卵孵

化池在进行一次产卵孵化后进行换水消毒,所述幼蛙池和成蛙池在夏季时需在池内加入水

葫芦，定期喷洒冷水。

[0018] 本发明通过选择通风向阳、环境安静的土地，利用水泥建造养蛙池，在养蛙池外搭

建大棚，在大棚外搭建围栏，围栏内养殖家禽，保证虎纹蛙有一个安全、安静和适宜生长的

环境，保证虎纹蛙的正常生长，通过养殖蚯蚓充当饲料，减少了饲养成本，也使虎纹蛙快速

生长和产卵量增加，利用蛙类产卵的特性，通过用水来浸泡产卵孵化池来促使不同产卵区

内的虎纹蛙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进行产卵，从而减少种蛙之间的相互影响，便于对蛙卵的

统一管理，并且在产卵区底部设置围网防止蛙卵沉积到水池底部，从而使虎纹蛙的产量和

存活率大大提高。

[0019] 虽然本发明已通过参考优选的实施例进行了图示和描述，但是，本专业普通技术

人员应当了解，在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可作形式和细节上的各种各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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