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253105.7

(22)申请日 2019.12.09

(71)申请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610000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二环路

南四段11号

(72)发明人 曾娟　高启平　苏宝辉　任秀芳　

(74)专利代理机构 四川省成都市天策商标专利

事务所 51213

代理人 龚海月

(51)Int.Cl.

A01K 61/10(2017.01)

A23K 50/80(2016.01)

A23K 10/22(2016.01)

A23K 10/20(2016.01)

A23K 10/30(2016.01)

A23K 10/37(2016.01)

A23K 20/158(2016.01)

A23K 20/174(2016.01)

A23K 20/142(2016.01)

A23K 20/20(2016.01)

A23K 20/26(2016.01)

A23K 20/00(201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根据温度变化组合用料的鲫鱼养殖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根据温度变化组合用料

的鲫鱼养殖方法，分段养殖，3-4月为低温阶段，

5-6月为适温阶段，7-8月为高温阶段，9-10月为

适温阶段，11-2月为低温阶段；膨化饲料分为粗

蛋白含量为34％-36％的高档膨化饲料、粗蛋白

含量为31％-33％的中档膨化饲料和粗蛋白含量

为28％-30％的低档膨化饲料；在全年低温阶段

投喂中档膨化饲料或者低档膨化饲料，在适温阶

段投喂高档膨化饲料，在高温阶段投喂中档膨化

饲料或者低档膨化饲料。本发明根据全年气候温

度变化规律，提出鲫鱼从鱼苗到成鱼养殖全程用

料组合方法，合理选择饲料的档次，实现饲料用

料的科学组合与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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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根据温度变化组合用料的鲫鱼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全年12个月分为5个养

殖阶段，其中3-4月为低温阶段，5-6月为适温阶段，7-8月为高温阶段，9-10月为适温阶段，

11-2月为低温阶段；根据粗蛋白含量将鱼粉含量不同的膨化饲料分为粗蛋白含量为34％-

36％的高档膨化饲料、粗蛋白含量为31％-33％的中档膨化饲料和粗蛋白含量为28％-30％

的低档膨化饲料；在全年低温阶段投喂中档膨化饲料或者低档膨化饲料，在全年适温阶段

投喂高档膨化饲料，在全年高温阶段投喂中档膨化饲料或者低档膨化饲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档膨化饲料中的粗脂肪含量为

8％-10％，赖氨酸含量为2.2％-2.3％，蛋氨酸含量为0.7％-0.8％；所述中档膨化饲料中的

粗脂肪含量为6％-8％，赖氨酸含量为2.0％-2.2％，蛋氨酸含量为0.6％-0.7％；所述低档

膨化饲料中的粗脂肪含量为4％-6％，赖氨酸含量为1.8％-2 .0％，蛋氨酸含量为0.5％-

0.6％。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档膨化饲料按照重量份数计由以

下原料制成：鱼粉10-18份、猪肉粉2-8份、豆粕18-32份、菜粕13-27份、DDGS  1-2份、米糠4-8

份、面粉18-25份、大豆油4-6份、磷酸二氢钙1.5-2.5份、98.5％赖氨酸0.1-0.2份、蛋氨酸

0.1-0.15份、胆汁盐酸0.01-0.03份、维C磷酸酯0.03-0.08份、维生素E  0-0.01份、防霉剂

0.1份、复合抗氧化剂0.03份、食盐0.2-0.3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混料2份。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档膨化饲料按照重量份数计由以

下原料制成：鱼粉6-13份、猪肉粉2-8份、玉米蛋白粉2-3份、豆粕18-32份、菜粕13-27份、

DDGS  3-5份、米糠4-8份、面粉18-25份、大豆油4-6份、磷酸二氢钙1.5-2.5份、98.5％赖氨酸

0.1-0.2份、蛋氨酸0.05-0.1份、胆汁盐酸0.01-0.03份、维C磷酸酯0.03-0.08份、维生素E 

0-0.01份、防霉剂0.1份、复合抗氧化剂0.03份、食盐0.2-0.3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

元素预混料2份。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档膨化饲料按照重量份数计由以

下原料制成：鱼粉2-8份、猪肉粉0-8份、玉米蛋白粉3-6份、豆粕18-32份、菜粕13-27份、DDGS 

5-10份、米糠4-8份、面粉18-25份、大豆油2-4份、磷酸二氢钙1.5-2.5份、98.5％赖氨酸0.2-

0.3份、蛋氨酸0-0.05份、胆汁盐酸0.01-0.03份、维C磷酸酯0-0.01份、维生素E  0-0.01份、

防霉剂0.1份、复合抗氧化剂0.03份、食盐0.2-0.3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混料

2份。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档膨化饲料、中档膨化饲料、低档

膨化饲料都是浮性膨化饲料。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浮性膨化饲料的粒径为2.0mm-

5.0m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还要求鱼池内放养20g-100g/尾

鲫鱼,3000-5000尾/亩，每天投喂4-6次，每次20-30min，每次间隔2-3h，投饲量为其体重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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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根据温度变化组合用料的鲫鱼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根据温度变化组合用料的鲫鱼养殖方法，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

一种将全年分为不同阶段投喂不同饲料的鲫鱼养殖方法，是一种鲫鱼的低成本高效养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鲫鱼是我国重要的大宗淡水养殖品种之一，在我国淡水养殖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鲫鱼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有大规模养殖，主要集中在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如江苏、湖

北、湖南、江西、安徽、山东、广东、四川、辽宁、浙江等省。2018年我国鲫鱼产量约占全国淡水

养殖总量9.36％，接近十分之一。

[0003] 关于鲫鱼的蛋白需求文献报道较多，近两年因为优质蛋白鱼粉资源紧缺、价格一

路上涨的趋势，尤其在鱼粉替代的低鱼粉、无鱼粉方面研究较多。总体上，鲫鱼的品种和年

龄都会影响鲫鱼对蛋白的需求，目前已知鲫鱼的蛋白需求量范围在22-47％，脂肪需求在4-

14.5％，变幅较大。环境方面主要有光照、温度、盐度、饵料丰富度等；此外还受养殖技术、放

养密度等人为因素影响。在众多影响因子中，温度是对鱼类生长影响最活跃、最密切的控制

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鱼类的存活、生长、摄食和繁殖等重要的生命活动。在一定的温

度范围内，鱼类的摄食率和生长率随着养殖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加，但当温度超过这个温

度范围时，随着温度的上升或下降，鱼类的摄食率和生长率均呈下降的趋势。水温主要通过

影响体内消化酶和代谢酶活进而影响鱼类的消化和代谢过程，进而影响鱼类的生长。此外

温度通常会影响到水体的溶氧水平，进而对鱼类代谢产生间接影响。由于水体特殊的理化

性质，温度越高水体溶解氧水平越低，溶氧水平对鱼类的代谢有显著影响，一般情况下，无

论是静止代谢、摄食代谢或者是活跃代谢，随着溶氧水平的下降均呈下降趋势。

[0004] 目前文献大都围绕鲫鱼的某一生长阶段进行养殖方法的探索，缺乏从幼鱼到成鱼

全阶段的用料方法的系统归纳。从而导致在实际生产中，对全年用料档次定位不准，造成饲

料的营养水平低于或者高于鱼体的生理需要，最终影响鱼体的生长以及饲料的有效利用，

无法使养殖户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0005] 专利文献CN108157237A(一种鲫鱼的养殖方法，2016.12.07)、CN107873575A(一种

鲫鱼的养殖方法，2017 .09 .29)、CN107667920A(一种鲫鱼养殖方法，2017 .10 .25)、

CN107950440A(一种高产鲫鱼的养殖方法，2017.12.27)、CN109247271A(一种鲫鱼的养殖方

法，2018.10.24)等，这些专利均为围绕养殖池塘管理、苗种投放、饲料配方优化、营养添加、

水质管理、饲养过程管理等方面内容，未涉及在相同养殖条件下，针对不同季节(温度)的用

料档次选择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根据温度变化组合用料的鲫鱼养殖方法，该方法根据

鲫鱼在全年生长周期中，在不同季节(温度)对不同档次饲料的利用率不同，合理选择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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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档次，实现饲料用料的科学组合与高效利用，控制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户效益，缓解对鱼

粉资源的依赖，适宜广泛推广应用。

[0007] 根据不同季节合理选择饲料档次的方法是，在高温季节，投喂中/低档料；在适温

季节，投喂高档料；在低温季节，投喂中/低档料。高温条件下，鱼体代谢紊乱，异化代谢加

强，消化酶活力降低，对不同档次饲料利用率的差距缩小，可适当降低料档，降低饲料成本；

适温条件下，鱼体同化代谢加强，易消化的优质动物蛋白更有利鲫鱼的消化吸收，可适当提

高饲料档次以提高增重率，降低饲料系数；低温条件下，鱼体代谢率较低，摄食量小，生长速

度缓慢，降低饲料档次可在不显著影响全程增重率的同时降低饲料成本。该方法根据鲫鱼

在全年生长周期中，在不同季节(温度)对不同档次饲料的利用率不同，合理选择饲料的档

次，实现饲料用料的科学组合与高效利用，控制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户效益，适宜广泛推广

应用。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根据温度变化组合用料的鲫鱼养殖方法,将全年12个月分为5个养殖阶段，其

中3-4月为低温阶段，5-6月为适温阶段，7-8月为高温阶段，9-10月为适温阶段，11-2月为低

温阶段；根据粗蛋白含量将鱼粉含量不同的膨化饲料分为粗蛋白含量为34％-36％的高档

膨化饲料、粗蛋白含量为31％-33％的中档膨化饲料和粗蛋白含量为28％-30％的低档膨化

饲料；在全年低温阶段投喂中档膨化饲料或者低档膨化饲料，在全年适温阶段投喂高档膨

化饲料，在全年高温阶段投喂中档膨化饲料或者低档膨化饲料。

[0010] 所述高档膨化饲料中的粗脂肪含量为8％-10％，赖氨酸含量为2.2％-2.3％，蛋氨

酸含量为0 .7％-0 .8％；所述中档膨化饲料中的粗脂肪含量为6％-8％，赖氨酸含量为

2.0％-2.2％，蛋氨酸含量为0.6％-0.7％；所述低档膨化饲料中的粗脂肪含量为4％-6％，

赖氨酸含量为1.8％-2.0％，蛋氨酸含量为0.5％-0.6％。

[0011] 中档膨化饲料不包含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饲料：粗脂肪含量为8％，赖氨酸含量为

2.2％，蛋氨酸含量为0.7％；低档膨化饲料不包含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饲料：粗脂肪含量为

6％，赖氨酸含量为2.0％，蛋氨酸含量为0.6％。

[0012] 除了明确有其他记载外，本申请所述的百分比含量是指质量含量。

[0013] 由于地区季节性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地区鲫鱼养殖月份也存在差异，一般主要的

养殖月份是3-10月；南方较温暖，多在3-11月养殖，四川地区在4-10月养殖，北方冬季较长，

鲫鱼养殖时间更短；在鲫鱼养殖期内，根据季节配合适应档次的饲料即可使鲫鱼养殖成本

降低并保持鲫鱼增重率处于较高水平。

[0014] 以下饲料配方能够满足上述粗蛋白含量、粗脂肪含量、赖氨酸含量、蛋氨酸含量的

营养需求，但满足上述需求的饲料并不仅限于以下配方：

[0015] 所述高档膨化饲料按照重量份数计由以下原料制成：鱼粉10-18份、猪肉粉2-8份、

豆粕18-32份、菜粕13-27份、DDGS  1-2份、米糠4-8份、面粉18-25份、大豆油4-6份、磷酸二氢

钙1.5-2.5份、98.5％赖氨酸0.1-0.2份、蛋氨酸0.1-0.15份、胆汁盐酸0.01-0.03份、维C磷

酸酯0.03-0.08份、维生素E  0-0.01份、防霉剂0.1份、复合抗氧化剂0.03份、食盐0.2-0.3

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混料2份。

[0016] 所述中档膨化饲料按照重量份数计由以下原料制成：鱼粉6-13份、猪肉粉2-8份、

玉米蛋白粉2-3份、豆粕18-32份、菜粕13-27份、DDGS  3-5份、米糠4-8份、面粉18-25份、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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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4-6份、磷酸二氢钙1.5-2.5份、98.5％赖氨酸0.1-0.2份、蛋氨酸0.05-0.10份、胆汁盐酸

0.01-0 .03份、维C磷酸酯0.03-0 .08份、维生素E  0-0 .01份、防霉剂0.1份、复合抗氧化剂

0.03份、食盐0.2-0.3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混料2份。

[0017] 所述低档膨化饲料按照重量份数计由以下原料制成：鱼粉2-8份、猪肉粉0-8份、玉

米蛋白粉3-6份、豆粕18-32份、菜粕13-27份、DDGS  5-10份、米糠4-8份、面粉18-25份、大豆

油2-4份、磷酸二氢钙1.5-2 .5份、98.5％赖氨酸0.2-0 .3份、蛋氨酸0-0 .05份、胆汁盐酸

0.01-0.03份、维C磷酸酯0-0.01份、维生素E  0-0.01份、防霉剂0.1份、复合抗氧化剂0.03

份、食盐0.2-0.3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混料2份。

[0018] 98.5％赖氨酸中赖氨酸的质量含量为98.5％。

[0019] 所述高档膨化饲料、中档膨化饲料、低档膨化饲料都是浮性膨化饲料。

[0020] 所述浮性膨化饲料的粒径为2.0mm-5.0mm。

[0021] 该方法还要求鱼池内放养20g-100克/尾鲫鱼,3000-5000尾/亩，每天投喂4-6次，

每次20-30min，每次间隔2-3h，投饲量为其体重的1％-3％。

[0022] 下面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3] 养殖方法采用鱼粉含量不同、粗蛋白含量分别为34-36％、31-33％、28-30％的高、

中、低3种档次膨化饲料，分别在不同季节进行投喂养殖鲫鱼，并计算所养鱼平均规格、增重

率、饲料系数。本发明将全年季节分为低温(3-4月)、适温(5-6月)、高温(7-8月)、适温(9-10

月)、低温(10月以后)养殖阶段。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季节投喂不同档次饲料可以提高饲料利

用率，降低成本，而鲫鱼增重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

[0024] 本发明解决了目前技术中池塘养殖鲫鱼占主导的情况下，对全年用料档次定位不

准，造成饲料的营养水平低于或者高于鱼体的生理需要，最终影响鱼体的生长以及饲料的

有效利用的问题。各种消化酶都有各自适宜温度，因此在适宜范围内的水温可促进鱼体的

新陈代谢和生长，但超过其适宜范围则会使其异化代谢加强，生长率下降。高温条件下，鲫

鱼各种代谢类酶活性受到一定影响，消化能力减弱，摄食高档饲料高于其生理需要，达不到

提高生长效率的目的，反而加重其消化负担，易发病，而且增加饲料成本；同时，未被充分消

化的饲料排入养殖水体中，加重水体负担，增加水质调控难度和成本投入。适温条件下，鲫

鱼消化代谢能力等都处于最佳水平，易消化的优质动物蛋白更有利于鲫鱼的消化吸收，最

大发挥鲫鱼的生长潜力。低温条件下，鲫鱼体内代谢酶类活性最低，运动较弱，摄食量较少，

从而也是全年中增重量最少的阶段，投喂高档料无法影响其全年生长效率，因此适当降低

料档，可使养殖户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0025] 本发明所述的高中低档饲料都为浮性膨化饲料。根据鲫鱼不同体重阶段及天气情

况，投饲率为鲫鱼体重的1％-3％。根据鲫鱼自然口径选择适宜粒径，推荐粒径2.0mm-

5.0mm。

[0026] 本发明选择浮性膨化饲料投喂的优点在于，浮性膨化饲料悬浮于水面，一方面，便

于饲养者可以直接观察鱼的采食状况，及时调整投饲量，避免饲料投入过多导致水质污染；

另一方面，膨化饲料经高温高压处理能熟化淀粉，裂解蛋白质的肽键，消化吸收利用率更

高。

[0027] 放养20-100g/尾鲫鱼3000-5000尾/亩，每天投喂4-6次，每次20-30min，每次间隔

2-3h，投饲量为其体重的1-3％，下雨天不投喂。其他常规操作如池塘、水质、饲养过程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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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方面按常规，在此不再赘述。

[0028] 饲料中所述的维生素预混料为常规维生素预混料(如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预混

料厂的杂食性鱼用维生素预混料)；所述的微量元素预混料为常规微量元素预混料(如通威

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预混料厂的杂食性鱼用微量元素预混料)。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根据全年气候温度变化

规律，提出鲫鱼从鱼苗到成鱼养殖全程用料组合方法，合理选择饲料的档次，实现饲料用料

的科学组合与高效利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31] 下列各实施例投喂鲫鱼时，每天投喂4-6次，每次20-30min，每次间隔2-3h，投饲量

为其体重的1-3％，下雨天不投喂。其他常规操作如池塘、水质、饲养过程等管理等方面按常

规，在此不再赘述。

[0032] 实施例1

[0033] 高档浮性膨化饲料原料：鱼粉16份、猪肉粉3份、豆粕23份、菜粕22份、DDGS1份、米

糠6.5份、面粉19.52份、大豆油5份、磷酸二氢钙2份、98.5％赖氨酸0.2份、蛋氨酸0.1份、胆

汁盐酸0.02份、维C磷酸酯0.05份、维生素E  0.01份、防霉剂0.1份、复合抗氧化剂0.03份、食

盐0.27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混料2份。

[0034] 高档饲料满足营养成分：粗蛋白含量为35.53％，粗脂肪含量为8.6％，赖氨酸含量

为2.26％，蛋氨酸含量为0.76％。

[0035] 中档浮性膨化饲料原料：鱼粉11份、猪肉粉3份、玉米蛋白粉3份、豆粕23份、菜粕22

份、DDGS  3份、米糠6.5份、面粉21.17份、大豆油5.4份、磷酸二氢钙2份、98.5％赖氨酸0.2

份、蛋氨酸0.05份、胆汁盐酸0.02份、维C磷酸酯0.05份、维生素E0.01份、防霉剂0.1份、复合

抗氧化剂0.03份、食盐0.27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混料2份。

[0036] 中档饲料满足营养成分：粗蛋白含量为32.98％，粗脂肪含量为7.7％，赖氨酸含量

为2.05％，蛋氨酸含量为0.66％。

[0037] 低档浮性膨化饲料原料：鱼粉5份、玉米蛋白粉4份、豆粕23份、菜粕23份、DDGS  8

份、米糠6.5份、面粉22.08份、大豆油3.5份、磷酸二氢钙2份、98.5％赖氨酸0.3份、胆汁盐酸

0.02份、防霉剂0.1份、复合抗氧化剂0.03、食盐0.27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混

料2份。

[0038] 低档饲料满足营养成分：粗蛋白含量为29.84％，粗脂肪含量为5.5％，赖氨酸含量

为1.85％，蛋氨酸含量为0.54％。

[0039] 将饲料原料制备成浮性饲料：将磷酸二氢钙、98.5％赖氨酸、蛋氨酸、胆汁盐酸、维

C磷酸酯、维生素E、防霉剂、复合抗氧化剂、食盐、维生素预混料和微量元素预混料按照配方

通过混合机混合均匀，制成小料添加物；将鱼粉、猪肉粉、玉米蛋白粉、豆粕、菜粕、DDGS、米

糠、面粉作为大原料，按配方进行混合后，进行粗粉碎，粉碎机筛板孔径为1.5-2.0毫米；将

粗粉碎大原料再进行二次粉碎和超微粉碎，二次粉碎粉碎机筛板孔径为0.8-1.0毫米，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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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细度至少98％过60目，85％过80目；再加入小料添加物和部分大豆油，进行二次混合，

得到二次混合原料，并输送进入调质器进行蒸汽调质，将得到的调质物料输送进入挤压膨

化机，通过挤压膨化机成型，得到湿软颗粒，然后进入烘干机进行干燥，得到烘干颗粒(粒径

3.0mm左右)；将其余大豆油均匀的喷涂在烘干颗粒表面，得到本发明所用的膨化配合饲料

成品。

[0040] 粗蛋白含量是指饲料中含氮化合物的总量，通过氮含量乘以系数6.25得到粗蛋白

含量。

[0041] 粗脂肪含量是指用乙醚浸提饲料样品得到的乙醚浸出物的总量。

[0042] 投喂：

[0043] 7月初，在2m*2m*2m池塘网箱中，每网箱放养规格23克/尾鲫鱼幼鱼300尾，分别投

喂粗蛋白含量为35.53％、32.98％、29.84％的高、中、低档膨化料，8月底翻池，饲料系数分

别为1.15、1.15、1.20，各网箱中鲫鱼平均体重为62.8克/尾、62.5克/尾、60.5克/尾，增重率

分别为173％、172％、163％。

[0044] 9月初，在2m*2m*2m池塘网箱中，每网箱放养规格60克/尾鲫鱼幼鱼250尾，分别投

喂粗蛋白含量为35.53％、32.98％、29.84％的高、中、低档膨化料，10月底翻池，饲料系数分

别为1.52、1.62、1.74，各网箱中鲫鱼平均体重为103.5克/尾、98.0克/尾、95.0克/尾，增重

率分别为72.5％、63.3％、58.3％。

[0045] 11月初，在2m*2m*2m池塘网箱中，每网箱放养规格100g/尾鲫鱼幼鱼220尾，分别投

喂粗蛋白含量为35.53％、32.98％、29.84％的高、中、低档膨化料，11月底翻池，饲料系数分

别为1.67、1.88、2.08，各网箱中鲫鱼平均体重为106.5克/尾、105克/尾、103.8克/尾，增重

率分别为6.5％、5.0％、3.8％。

[0046] 上述各网箱投喂时间、投喂量相同。

[0047] 实施例2

[0048]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使用相同的饲料。

[0049] 7月初，在2m*2m*2m池塘网箱中，每网箱放养规格20克/尾鲫鱼幼鱼300尾，分别投

喂粗蛋白含量为35.53％、32.98％、29.84％的高、中、低档膨化料，11月底翻池，饲料系数分

别为1.40、1.46、1.56，各网箱中鲫鱼平均体重为115.3克/尾、107.9克/尾、100.3克/尾，增

重率分别为476.5％、439.5％、401.5％。

[0050] 上述各网箱投喂时间、投喂量相同。

[0051] 实施例3

[005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使用相同的饲料。

[0053] 7月初，在2m*2m*2m池塘网箱中，放养规格20克/尾鲫鱼幼鱼300尾，在7-8月投喂粗

蛋白含量为32.98％的中档膨化料，在9-10月投喂蛋白含量为35.53％的高档膨化料，11月

投喂蛋白含量为29.84％的低档膨化料，11月底翻池，饲料系数为1.42，网箱中鲫鱼平均体

重为113.1克/尾，增重率为465.5％。

[0054] 上述各网箱投喂时间、投喂量相同。

[0055] 实施例4

[0056] 高档浮性膨化饲料原料：鱼粉10份、猪肉粉4份、豆粕26份、菜粕24份、DDGS1.5份、

米糠6.5份、面粉19.54份、大豆油5份、磷酸二氢钙2份、98.5％赖氨酸0.18份、蛋氨酸0.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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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汁盐酸0.02份、维C磷酸酯0.05份、维生素E0.01份、防霉剂0.1份、复合抗氧化剂0.03、食

盐0.27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混料2份。

[0057] 高档饲料满足营养成分：粗蛋白含量为34.23％，粗脂肪含量为8.0％，赖氨酸含量

为2.23％，蛋氨酸含量为0.74％。

[0058] 中档浮性膨化饲料原料：鱼粉8份、猪肉粉3份、玉米蛋白粉3份、豆粕24份、菜粕24

份、DDGS  4份、米糠6.5份、面粉22.17份、大豆油4.4份、磷酸二氢钙2份、98.5％赖氨酸0.2

份、蛋氨酸0.05份、胆汁盐酸0.02份、维C磷酸酯0.05份、维生素E0.01份、防霉剂0.1份、复合

抗氧化剂0.03份、食盐0.27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混料2份。

[0059] 中档饲料满足营养成分：粗蛋白含量为31.15％，粗脂肪含量为6.3％，赖氨酸含量

为2.09％，蛋氨酸含量为0.63％。

[0060] 低档浮性膨化饲料原料：鱼粉4份、玉米蛋白粉5份、豆粕22份、菜粕24份、DDGS  8

份、米糠6.5份、面粉22.08份、大豆油3.5份、磷酸二氢钙2份、98.5％赖氨酸0.3份、胆汁盐酸

0.02份、防霉剂0.1份、复合抗氧化剂0.03份、食盐0.27份、维生素预混料0.2份、微量元素预

混料2份。

[0061] 低档饲料满足营养成分：粗蛋白含量为28.14％，粗脂肪含量为5.1％，赖氨酸含量

为1.89％，蛋氨酸含量为0.52％。

[0062] 4月初，在5m*5m*1.5m水泥池中，放养规格60克/尾鲫鱼幼鱼200尾，分别投喂粗蛋

白含量为34.23％、31 .15％、28.14％的高、中、低档膨化料，5月底翻池，饲料系数分别为

1.36、1.40、1.47，增重率分别为82％、79％、75％。

[0063] 上述各水泥池投喂时间、投喂量相同。

[0064] 实施例5

[0065]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4饲料相同。

[0066] 5月底，在5m*5m*1.5m水泥池中，放养规格100克/尾鲫鱼幼鱼200尾，分别投喂粗蛋

白含量为34.23％、31 .15％、28.14％的高、中、低档膨化料，7月初翻池，饲料系数分别为

1.55、1.60、1.76，增重率分别为38％、37％、34％。

[0067] 上述各水泥池投喂时间、投喂量相同。

[0068] 实施例6

[0069]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4饲料相同。

[0070] 3月底，在1.41亩池塘中，放养规格50克/尾鲫鱼幼鱼5500尾，分别投喂粗蛋白含量

为34 .23％、31 .15％、28.14％的高、中、低档膨化料，6月初翻池，饲料系数分别为1.22、

1.36、1.50，增重率分别为147％、131％、116％。

[0071] 上述各池塘投喂时间、投喂量相同。

[0072] 实施例7

[007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4饲料相同。

[0074] 6月中旬，在1.41亩池塘中，放养规格100g/尾鲫鱼幼鱼5500尾，分别投喂粗蛋白含

量为34.23％、31.15％、28.14％的高、中、低档膨化料，7月底翻池，饲料系数分别为1.84、

1.90、1.90，增重率分别为40％、35％、38％。

[0075] 上述各池塘投喂时间、投喂量相同。

[0076] 实施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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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在1.41亩池塘中，3月放养规格50克/尾鲫鱼幼鱼5000尾，3-4月份投喂粗蛋白含量

为31.15％的中档膨化料，5-6月份投喂粗蛋白含量为34.23％的高档膨化料，7-8月份投投

喂粗蛋白含量为31.15％的中档膨化料，9-10月份投投喂粗蛋白含量为34.23％的高档膨化

料，10月份以后投投喂粗蛋白含量为28.14％的低档膨化料，11月底养殖结束，每天投喂4-6

次，每次20-30min，每次间隔2-3h，投饲量为其体重的1％-3％，晴朗天气可投喂3％，雨天不

投喂，其他天气投喂1％-2％，另根据食用饵料情况可在1％-3％之间调节，3月放养至11月

养殖结束，饲料系数为1.58，鲫鱼平均体重为373.1克/尾，增重率为646.2％。

[0078] 尽管这里参照本发明的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是，应该理解，本领

域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将落在本申请公

开的原则范围和精神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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