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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选取光照充足、水

源充足、水质优良的地方建设蛙池；水源：将水源

引入蓄水池中处理后，再引入蛙池中；喂养发酵

饲料时，青蛙开口20天内，使用发酵饲料连续投

喂10-15天；青蛙全面开食后，每隔15天投放添加

发酵饲料喂食3天；同时要定期解剖青蛙，侧视青

蛙；种蛙阶段，在越冬前15天内发酵饲料内添加

“维生素E”、“叶酸”和新鲜动物蛋白强化投喂；需

要定期杀虫，服用内服驱虫药物；定期改底：向水

体中投放硫酸氢钾片或氧黄金。本发明对青蛙养

殖的过程进行综合防病治理，通过对外因与青蛙

内因进行同时防治，形成有效系统的防病流程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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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方法如下：

步骤A.建养殖池：选取光照充足、水源充足、水质优良的地方建设蛙池；采取覆膜池或

水泥池养殖池结构；蛙池内栖息区域采用栽种直立向上生长的作物，代替蛙池顶面使用的

遮阳网；

步骤B.水源：将水源引入蓄水池中处理后，再引入蛙池中；水流引入蛙池中进行微流水

养殖，微流水养殖的方式为：保持0.1-0.5m/s流速的水流从蛙池一侧引入，从蛙池另一侧流

出，保持蛙池内水流的流通性；

步骤C.喂养发酵饲料；(1)青蛙开口20天内，每天发酵饲料的用量按每只青蛙体重的

6％进行投放，接着每天平均加大发酵饲料用量，方法如下：使用发酵饲料连续投喂10-15

天，每天均匀定量增加发酵饲料用量，直至第15天发酵饲料用量达到每只青蛙体重的8％；

同时在每公斤发酵饲料中加入“蛙用电解多维”3-5克、“葡萄糖酸钙”5-10毫升、“蛙用黄芪

多糖”3-5克；

(2)青蛙全面开食后，每公斤发酵饲料加入“蛙用保肝解毒酶”3-5克、“蛙用电解多维”

3-5克，每隔15天投放发酵饲料喂食3天，每天投放的发酵饲料用量为每只青蛙体重的10％；

同时要定期解剖青蛙；

步骤D.特殊时期喂养的发酵饲料：(1)天气炎热时制作抗应激饲料，每3天使用发酵饲

料和“整肠生”进行投喂，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整肠生”7-10克；每5天发酵饲料中拌入

“维C应激宝”、“三黄粉”抗应激药品，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维C应激宝”2.5-5克，“三黄

粉”5-10克；

(2)种蛙阶段，在越冬前15天内发酵饲料内添加“维生素E”、“叶酸”和新鲜动物蛋白强

化投喂；

(3)越冬刚开口阶段，每天发酵饲料的用量按每只青蛙体重的5％进行投放，接着每天

平均加大发酵饲料用量，方法如下：使用发酵饲料连续投喂10-15天，每天均匀定量增加发

酵饲料用量，直至第15天发酵饲料用量达到每只青蛙体重的7％；同时在每公斤发酵饲料中

加入“蛙用电解多维”3-5克、“蛙用黄芪多糖”3-5克；

步骤E.定期杀虫：服用内服驱虫药物，方法如下：每10天在发酵饲料中添加“青蒿粉”，

每公斤发酵饲料添加量5克，每次使用连续投喂3-5天；每月在发酵饲料中添加“绦虫绝杀”，

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量8克，每次使用连续投喂3天；

步骤F.定期改底：向水体中投放硫酸氢钾片或氧黄金，每立方水体投放过硫酸氢钾

0.25-0.37克，投放氧黄金0.5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栽种的直立生长作

物选用木棉、松树、白桦种类中的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源可饮用河水或

井水；采用井水水源时，利用蓄水池进行曝气、增加水源溶氧量；采用河水水源时，利用蓄水

池进行澄清、杀虫、消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饲料是将每公

斤发酵饲料中添加“EM菌原液”3-6毫升和“红糖”3-6克加井水混匀，调整湿度至手握成团不

滴水，一触即散为宜；然后装入密封容器中发酵3-4天，产生酸香味即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青蛙全面开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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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要定期解剖青蛙，测试青蛙的肝脏弹性，如果青蛙肝脏发白并且肝脏弹性不佳，用手

容易捏碎，需要将每公斤发酵饲料中继续添加“蛙用保肝宁”8克进行投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定期解剖青蛙的周

期为每15天进行一次解剖。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蛙阶段内，补充

维生素E的方式可以为添加维生素E片，每公斤发酵饲料添加量2-4克；每公斤发酵饲料添加

“叶酸”量0.1毫克；新鲜动物蛋白可选用骨头汤、肉汤、鱼汤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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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青蛙养殖领域，特别是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青蛙属于脊索动物门、两栖纲、无尾目、蛙科的两栖类动物，成体无尾，卵产于水

中，体外受精，孵化成蝌蚪，用鳃呼吸，经过变异，成体主要用肺呼吸，兼用皮肤呼吸。

[0003] 当前青蛙的养殖技术已十分成熟，但青蛙的养殖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危害青蛙健

康，危害蛙体健康的主要有创伤、中毒、敌害、病害。防治方法应视具体情况不同而定，以做

到对症下药。青蛙发病的诱因可以为气候、食物品质、饲养管理等原因，主要的病症可分为

红腿病、气泡病、脑膜炎、水霉病、肠炎、烂皮病等。现有的针对青蛙疾病的防治办法单一，其

防治内容通常为经常更换蛙池内的水、对蛙池进行杀毒作用、对蛙池内定期投放药物等，防

治防病过程的体统性不强，手段单一，可达到一定防病效果但仍易出现病害现象。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其具体技术方

案如下：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方法如下：

[0005] 步骤A.建养殖池：选取光照充足、水源充足、水质优良的地方建设蛙池；采取覆膜

池或水泥池养殖池结构；蛙池内栖息区域采用栽种直立向上生长的作物，代替蛙池顶面使

用的遮阳网；

[0006] 步骤B.水源：将水源引入蓄水池中处理后，再引入蛙池中；水流引入蛙池中进行微

流水养殖，微流水养殖的方式为：保持0.1-0.5m/s流速的水流从蛙池一侧引入，从蛙池另一

侧流出，保持蛙池内水流的流通性；

[0007] 步骤C.喂养发酵饲料；(1)青蛙开口20天内，每天发酵饲料的用量按每只青蛙体重

的  6％进行投放，接着每天平均加大发酵饲料用量，方法如下：使用发酵饲料连续投喂10-

15天，每天均匀定量增加发酵饲料用量，直至第15天发酵饲料用量达到每只青蛙体重的

8％；同时在每公斤发酵饲料中加入“蛙用电解多维”3-5克、“葡萄糖酸钙”5-10毫升、“蛙用

黄芪多糖”3-5克；

[0008] (2)青蛙全面开食后，每公斤发酵饲料加入“蛙用保肝解毒酶”3-5克、“蛙用电解多

维”3-5克，每隔15天投放发酵饲料喂食3天，每天投放的发酵饲料用量为每只青蛙体重的 

10％；同时要定期解剖青蛙；

[0009] 步骤D.特殊时期喂养的发酵饲料：(1)天气炎热时制作抗应激饲料，每3天使用发

酵饲料和“整肠生”进行投喂，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整肠生”7-10克；每5天发酵饲料中拌

入“维C应激宝”、“三黄粉”抗应激药品，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维C应激宝”2.5-5  克，“三

黄粉”5-10克；

[0010] (2)种蛙阶段，在越冬前15天内发酵饲料内添加“维生素E”、“叶酸”和新鲜动物蛋

白强化投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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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3)越冬刚开口阶段，每天发酵饲料的用量按每只青蛙体重的5％进行投放，接着

每天平均加大发酵饲料用量，方法如下：使用发酵饲料连续投喂10-15天，每天均匀定量增

加发酵饲料用量，直至第15天发酵饲料用量达到每只青蛙体重的7％；同时在每公斤发酵饲

料中加入“蛙用电解多维”3-5克、“蛙用黄芪多糖”3-5克；

[0012] 步骤E.定期杀虫：服用内服驱虫药物，方法如下：每10天在发酵饲料中添加“青蒿

粉”，每公斤发酵饲料添加量5克，每次使用连续投喂3-5天；每月在发酵饲料中添加“绦虫绝

杀”，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量8克，每次使用连续投喂3天；

[0013] 步骤F.定期改底：向水体中投放硫酸氢钾片或氧黄金，每立方水体投放过硫酸氢

钾  0.25-0.37克，投放氧黄金0.5克。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栽种的直立生长作物选用木棉、松树、白桦种类中的一种。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水源可饮用河水或井水；采用井水水源时，利用蓄水池进行曝气、

增加水源溶氧量；采用河水水源时，利用蓄水池进行澄清、杀虫、消毒。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发酵饲料是将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EM菌原液”3-6毫升和“红

糖”  3-6克加井水混匀，调整湿度至手握成团不滴水，一触即散为宜；然后装入密封容器中

发酵  3-4天，产生酸香味即可。

[0017] 进一步的，所述青蛙全面开食阶段内，需要定期解剖青蛙，测试青蛙的肝脏弹性，

如果青蛙肝脏发白并且肝脏弹性不佳，用手容易捏碎，需要将每公斤发酵饲料中继续添加

“蛙用保肝宁”8克进行投喂。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定期解剖青蛙的周期为每15天进行一次解剖。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种蛙阶段内，补充维生素E的方式可以为添加维生素E片，每公斤发

酵饲料添加量2-4克；每公斤发酵饲料添加“叶酸”量0.1毫克；新鲜动物蛋白可选用骨头汤、

肉汤、鱼汤中的一种。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本发明对池塘建造、水源、发酵饲料等多方面，对青蛙养殖的过程进行综合防病治

理，通过对外因与青蛙内因进行同时防治，形成有效系统的防病流程体系。利用绿色乔木植

物代替蛙池遮阳棚，既可以起到部分遮阳的效果，又能保持通风、透光，防治蛙池内长期阴

暗潮湿，对预防蛙病有积极作用。严格控制青蛙每个阶段发酵饲料的配比，极大减少青蛙的

肠胃炎、肝脏坏死现象，减少了肠异常发酵，防治肠道菌群失调等现象，提高了青蛙养殖成

活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实施方式中涉及多个防病药物的使用，其各个药物种类所需用的产品如下。所

提及的“蛙用电解多维”采用由山西海克化工药业有效公司生产的蛙用电解多维；所提及的

“葡萄糖酸钙”采用由沧州夏盛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饲用葡萄糖氧化酶(发酵饲料用

H型)；所提及的“蛙用黄芪多糖”采用由郑州市金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黄芪多糖；所

提及的“蛙用保肝解毒酶”采用由山东龙昌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龙昌胆汁酸产品；所

提及的“维C应激宝”可采用由淘宝可直接购买到的维C应激宝产品；所提及的“三黄粉”采用

由山西中达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黄粉产品；所提及的“青蒿粉”采用由广州益牲宝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青蒿末产品；所提及的“绦虫绝杀”采用由山西省鱼虾安水产药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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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的绦虫绝杀产品；所提及的“EM菌原液”采用由洛阳欧迪拜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的养殖专用EM菌液产品；所提及的“蛙用保肝宁”采用由河南南华千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蛙用保肝宁。

[0023] 一种青蛙防病养殖方法，方法如下：

[0024] 步骤A.建养殖池：选取光照充足、水源充足、水质优良的地方建设蛙池；采取覆膜

池或水泥池养殖池结构；蛙池内栖息区域采用栽种直立向上生长的作物，代替蛙池顶面使

用的遮阳网；

[0025] 步骤B.水源：将水源引入蓄水池中处理后，再引入蛙池中；水流引入蛙池中进行微

流水养殖，微流水养殖的方式为：保持0.1-0.5m/s流速的水流从蛙池一侧引入，从蛙池另一

侧流出，保持蛙池内水流的流通性；

[0026] 步骤C.喂养发酵饲料；(1)青蛙开口20天内，每天发酵饲料的用量按每只青蛙体重

的  6％进行投放，接着每天平均加大发酵饲料用量，方法如下：使用发酵饲料连续投喂10-

15天，每天均匀定量增加发酵饲料用量，直至第15天发酵饲料用量达到每只青蛙体重的

8％；同时在每公斤发酵饲料中加入“蛙用电解多维”3-5克、“葡萄糖酸钙”5-10毫升、“蛙用

黄芪多糖”3-5克；

[0027] (2)青蛙全面开食后，每公斤发酵饲料加入“蛙用保肝解毒酶”3-5克、“蛙用电解多

维”3-5克，每隔15天投放发酵饲料喂食3天，每天投放的发酵饲料用量为每只青蛙体重的

10％；同时要定期解剖青蛙；

[0028] 步骤D.特殊时期喂养的发酵饲料：(1)天气炎热时制作抗应激饲料，每3天使用发

酵饲料和“整肠生”进行投喂，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整肠生”7-10克；每5天发酵饲料中拌

入“维C应激宝”、“三黄粉”抗应激药品，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维C应激宝”2.5-5  克，“三

黄粉”5-10克；

[0029] (2)种蛙阶段，在越冬前15天内发酵饲料内添加“维生素E”、“叶酸”和新鲜动物蛋

白强化投喂；

[0030] (3)越冬刚开口阶段，每天发酵饲料的用量按每只青蛙体重的5％进行投放，接着

每天平均加大发酵饲料用量，方法如下：使用发酵饲料连续投喂10-15天，每天均匀定量增

加发酵饲料用量，直至第15天发酵饲料用量达到每只青蛙体重的7％；同时在每公斤发酵饲

料中加入“蛙用电解多维”3-5克、“蛙用黄芪多糖”3-5克；

[0031] 步骤E.定期杀虫：服用内服驱虫药物，方法如下：每10天在发酵饲料中添加“青蒿

粉”，每公斤发酵饲料添加量5克，每次使用连续投喂3-5天；每月在发酵饲料中添加“绦虫绝

杀”，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量8克，每次使用连续投喂3天；

[0032] 步骤F.定期改底：向水体中投放硫酸氢钾片或氧黄金，每立方水体投放过硫酸氢

钾  0.25-0.37克，投放氧黄金0.5克。

[0033] 进一步的，所述栽种的直立生长作物选用木棉、松树、白桦种类中的一种。

[0034] 进一步的，所述水源可饮用河水或井水；采用井水水源时，利用蓄水池进行曝气、

增加水源溶氧量；采用河水水源时，利用蓄水池进行澄清、杀虫、消毒。

[0035] 进一步的，所述发酵饲料是将每公斤发酵饲料中添加“EM菌原液”3-6毫升和“红

糖”  3-6克加井水混匀，调整湿度至手握成团不滴水，一触即散为宜；然后装入密封容器中

发酵  3-4天，产生酸香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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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进一步的，所述青蛙全面开食阶段内，需要定期解剖青蛙，测试青蛙的肝脏弹性，

如果青蛙肝脏发白并且肝脏弹性不佳，用手容易捏碎，需要将每公斤发酵饲料中继续添加

“蛙用保肝宁”8克进行投喂。

[0037] 进一步的，所述定期解剖青蛙的周期为每15天进行一次解剖。

[0038] 进一步的，所述种蛙阶段内，补充维生素E的方式可以为添加维生素E片，每公斤发

酵饲料添加量2-4克；每公斤发酵饲料添加“叶酸”量0.1毫克；新鲜动物蛋白可选用骨头汤、

肉汤、鱼汤中的一种。

[003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40] 本发明对池塘建造、水源、发酵饲料等多方面，对青蛙养殖的过程进行综合防病治

理，通过对外因与青蛙内因进行同时防治，形成有效系统的防病流程体系。利用绿色乔木植

物代替蛙池遮阳棚，既可以起到部分遮阳的效果，又能保持通风、透光，防治蛙池内长期阴

暗潮湿，对预防蛙病有积极作用。严格控制青蛙每个阶段发酵饲料的配比，极大减少青蛙的

肠胃炎、肝脏坏死现象，减少了肠异常发酵，防治肠道菌群失调等现象，提高了青蛙养殖成

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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