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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鱼类养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淡

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池塘

清淤、消毒和施肥培水，并将池塘排水口连接至

就近的农田蓄水池或进水渠；每亩池塘投放全长

5厘米以上的主养鱼，混养鲢鱼、鳙鱼、鲫鱼；投喂

膨化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配合饲料量占池塘中

所有鱼体重的2％～6％，并辅投青饲料，每日投

喂配合饲料和青饲料两次；全日24小时保持流

水；每月换水2～3次；换水后泼洒生石灰，每月全

池泼洒1～2次，每立方米水体生石灰用量为10～

30克；所述养殖时间为16～20月。本发明能够提

高淡水鱼的成活率、产量，且实现养殖生产节能

环保、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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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以下步骤，

S1：池塘清淤、消毒和施肥培水，并将池塘排水口连接至就近的农田进水渠或蓄水池；

S2：苗种放养：每亩池塘投放全长5厘米以上的主养鱼1500～1800尾，每亩混养全长13

～17厘米的鲢、鳙及鲫鱼鱼种，共100～150尾；

S3：饲料投喂：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膨化颗粒配合饲料量占池塘中所有鱼体

重的2％～6％，并辅投青饲料；每日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和青饲料两次，两次投喂的时间

分别为每日7:00～12:00和17:00～19:00；

S4：水质调节：全日24小时保持流水；每月换水2～3次；换水后泼洒生石灰，每月全池泼

洒1～2次，每立方米水体生石灰用量为10～30克；

S5：养殖时间为16～20月。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农田为水稻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S6：池塘中

种植水生植物。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青饲料包括浮

萍、莴笋叶、南瓜叶或鲜嫩青草。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膨化颗粒配合饲

料的蛋白质含量在30％以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池塘蓄水深度为

1.5米以上。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流水的流速为8

厘米/秒-32厘米/秒。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保持池塘中溶氧量大

于4毫克/升。

9.如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养

鱼为杂食性或草食性鱼类。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的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养殖密度为2-9

尾/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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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属于鱼类养殖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阶段我国淡水鱼的主要养殖方式为池塘养殖、网箱养殖、工厂化养殖，普遍在养

殖生态系统功能方面存在短板，近年来，由此引发的养殖环境自净能力弱、资源(饵、水、池)

利用率低、病害容易发生、产品品质下降、产量效益不稳定、影响周围环境等一系列问题日

益突出，已严重制约产业的自身发展。

[0003] 淡水鱼如黑脊倒刺鲃，亦称光倒刺鲃、刺鲃，俗称光鱼、军鱼等，主要分布于钱塘

江、闽江、珠江等水系，为我国重要的淡水名优经济鱼类。其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并具有药

用之功效，深受消费者的青睐。由于长期人为的酷渔滥捕，致使该种类自然资源几近枯竭，

市场上野生黑脊倒刺鲃极少且价格高。目前黑脊倒刺鲃养殖以池塘静水养殖为主，水库网

箱养殖也适量发展。池塘静水养殖，并配置增氧机，适当加注新水，放养体长6-7厘米的苗

种，经18个月以上时间的管养，一般平均个体重达400-500克，亩产量200-500千克不等，成

活率最高为75％。

[0004] 水库网箱养殖，因其水体相对开放畅通，病害难于防控，养殖效果不理想，而黑脊

倒刺鲃养殖病害发生率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养殖户加大药品投入，给环境及水产品的质量

安全带来隐患。

发明内容

[0005]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提高淡水鱼产量的健康高效养殖

方法。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案包括：

[0009] 一种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10] S1：池塘清淤消毒和施肥培水，并将池塘排水口连接至就近的农田进水渠或蓄水

池；

[0011] S2：苗种放养：每亩池塘投放全长5厘米以上的主养鱼1500～1800尾，每亩混养全

长13～17厘米的鲢、鳙及鲫鱼鱼种，共100～150尾；

[0012] S3：饲料投喂：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膨化颗粒配合饲料量占池塘中所有

鱼体重的2％～6％，并辅投青饲料；每日投膨化颗粒喂配合饲料和青饲料两次，两次投喂的

时间分别为每日7:00～12:00和17:00～19:00；

[0013] S4：水质调节：全日24小时保持流水；每月换水2～3次；换水后泼洒生石灰，每月全

池泼洒1～2次，每立方米水体生石灰用量为10～30克；

[0014] S5：养殖时间为16～2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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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上述方案采取主养鱼与其它鱼类混养的方式，在这些鱼类品种及其投放比例下，

充分利用饵料和池塘水体空间，提高总体鱼的产量。具体的主养鱼、鲢鱼、鳙鱼、鲫鱼生活在

不同的水层，利用它们在栖息空间、生活食性等生态方面的互补性，开展合理搭配混养，既

可自我改善水质、减少病害发生，又可充分利用饵料和池塘水体空间，净化池水排放，促进

养殖鱼类生长，提高养殖产量和效益。池塘养殖尾水排至就近的农田蓄水池或进水渠，用于

农田灌溉。昼夜不停的池塘流水富含有机质、矿物质等，为保持清洁度，不加以循环再作为

养鱼用水，而用于农田灌溉，在节约用水及肥料的同时，还可促进农田农作物的生长。

[0016] 优选农田为水稻田。

[0017]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其还包括S6：池塘中种植水生植物。

[0018] 利用池塘空闲时间种植轮叶黑藻等鱼类喜摄食的水生植物，一方面可供鱼类摄

食，另一方面可消除过多淤泥产生的危害，还可减少清淤费用。

[0019]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青饲料包括浮萍、莴笋叶、南瓜叶或鲜嫩青

草，不同生长阶段投放相应粒径的青饲料。

[0020]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膨化颗粒配合饲料蛋白质含量在30％以上。

[0021]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池塘蓄水深度为1.5米以上。

[0022]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流水的流速为8厘米/秒-32厘米/秒。

[0023] 在上述流水的流速范围内，池塘可以在12-24小时换一次水，保证池水的清洁度、

含氧量；也是淡水鱼适应的最佳流水速度，在此速度范围内，可增加鱼体的活动量，促进鱼

体健康生长，提升鱼的品质。

[0024]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还包括步骤S7，监测鱼体生长情况，每隔20天随机

抽样抓捕所述池塘中的鱼40尾，进行体长、体重测定，掌握养殖鱼总量及生长情况，确定步

骤S3中的饲料投喂量。

[0025] 本技术方案在进行体长、体重测定后，可综合池塘的水质、气候、鱼体活动摄食及

残饵情况，确定饲料投喂量，以防止投喂过量而败坏水质，引发疾病，或者饲料不足，影响淡

水鱼的生长。

[0026]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池塘中淡水鱼的养殖密度为2-9尾/米2。

[0027] 在这个密度范围内，淡水鱼的养殖成活率最高，生长最快，效果最好。

[0028]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保持池塘中溶氧量大于4毫克/升。

[0029] 作为本发明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主养鱼为黑脊倒刺鲃等杂食性或草食性鱼

类。

[0030] (三)有益效果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2] 1、本发明池塘保持全天候流水，并将养殖尾水用于农田灌溉，一方面可减少增氧

机的使用时间，使养殖尾水得以重新净化与再利用，有效避免了养殖尾水排放对外部环境

的负面影响，节省农田的肥料使用量在25％以上，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另一方面可提高淡水

鱼品质，实现养殖生产节能环保、提质增效。

[0033] 2、本发明采用生态混养，投放主养鱼(一般为中下层杂食性或草食性鱼类)，并合

理搭配混养上层滤食性鱼类(鲢鱼、鳙鱼等)及底层杂食性鱼类(鲫鱼、鲤鱼、罗非鱼等)。上

层鱼类主要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主养鱼摄食鲜嫩青菜、膨化颗粒配合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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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昆虫、植物种子和碎片为主，底层鱼类可以摄食其它鱼类的残饵、粪便等，发挥清洁工

的作用。利用它们在栖息空间、生活食性等生态方面的互补性，开展合理搭配混养，既可自

我改善池塘养殖环境，减少病害发生，又可充分利用饵料和池塘水体空间，净化池水排放，

促进鱼类生长，提高产量和效益。利用池塘空闲时间种植轮叶黑藻等鱼类喜摄食的水生植

物，一方面可供鱼类摄食，另一方面可消除过多淤泥产生的危害，还可减少清淤费用。

[0034] 3、本发明可应用不同的区域的池塘，适用范围广，设施成本低，易于接受，实用性

强。

[0035] 4、本发明将池塘立体生态养殖、池塘流水养殖、节能环保、池塘-湿地复合生态养

殖等技术及工艺进行集成与创新，完善了池塘养殖生态系统功能，且在池塘养殖尾水的净

化与再利用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有效提高了养殖系统内外净化能力、资源(饵、水、池)的

利用率，达到绿色、节能、高效、安全的目标，取得显著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与现有的淡

水鱼养殖技术相比，本发明在先进实用、生产稳定、环境保护、抵抗风险等方面的优势明显。

[0036] 5、本发明养殖技术应用于养殖黑脊倒刺鲃，其成活率在90％以上、平均个体重在

600克以上、平均亩产量在860千克以上。

[0037] 6、本发明优选应用于山区池塘流水养殖黑脊倒刺鲃，而现有技术中未公开有相关

的技术。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发明，以便于理解，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详细描

述。

[0039] 一种淡水鱼的健康高效养殖的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40] S1：池塘清淤消毒和施肥培水；在苗种放养之前，进行池塘改造、清淤消毒和施肥

培水。池塘蓄水深度为1.5米以上。并将池塘排水口连接至就近的农田进水渠或蓄水池。

[0041] 池塘改造：按养殖的面积要求改造池塘，并将池塘排水口改成连接至农田进水渠

或蓄水池。但是，以上池塘改造不是必须的，如果池塘满足养殖的要求，就无需就行改造。

[0042] 清淤消毒:排干池水，经风干或曝晒致池底淤泥成龟裂状，后人工挖除。可用挖取

的塘泥对损毁的塘壁和塘埂进行维修，达到夯实无漏洞，利于蓄水，同时，让池底接受充分

的风吹日晒和霜冻。以上为人工清淤法，也可采用机械清淤法。鱼苗放养前半个月，每亩用

生石灰50千克溶于水后，均匀泼洒全池消毒。

[0043] 施肥培水：消毒后一周，新建或较瘦的池塘底部每亩均匀施撒经发酵的鸡粪等有

机肥55千克，并注入新水，数日后，水质转肥即可放苗；老旧或较肥的池塘注入新水，每亩泼

撒尿素1.5-2千克、磷肥2.5-3千克，5-6天后水质转肥即可放苗。

[0044] S2：苗种放养：每亩池塘投放全长5厘米以上的主养鱼1500～1800尾，每亩混养全

长13～17厘米的鲢、鳙及鲫鱼鱼种，共100～150尾；其中，优选为鲢鱼25尾、鳙鱼75尾、鲫鱼

30尾。

[0045] 苗种放养优选在秋冬季放养，但不是必须的。

[0046] S3：饲料投喂：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膨化颗粒配合饲料量占池塘中所有

鱼体重的2％～6％，并辅投青饲料；每日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和青饲料两次，两次投喂的

时间分别为每日7:00～12:00和17:00～19:00；所投饲料量可以所有鱼吃饱离开作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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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其中，所述青饲料包括浮萍、莴笋叶、南瓜叶或鲜嫩青草，不同生长阶段投放相应粒

径的青饲料。保持青饲料新鲜，不投过期变质饲料，以免发生鱼病。所述膨化颗粒配合饲料

蛋白质含量在30％以上。

[0047] S4：水质调节：全日24小时保持流水；每月换水2～3次；在换水后泼洒生石灰，每月

全池泼洒1～2次，每立方米水体生石灰用量为10～30克；保持池塘中溶氧量大于4毫克/升。

[0048] S5：养殖时间为16～20月。

[0049] 其还包括S6：利用池塘空闲时间种植水生植物。水生植物优选为轮叶黑藻，更优选

为轮叶黑藻、伊乐藻和苦草，轮叶黑藻、伊乐藻和苦草皆为沉水植物，轮叶黑藻、伊乐藻和苦

草按列相互间隔排列种植。

[0050] 其中，所述池塘排水口连接至就近的农田进水渠或蓄水池，养殖尾水用于农田灌

溉。农田优选为水稻田。

[0051] 其中，还包括步骤S7，监测鱼体生长情况，每隔20天随机抽样抓捕所述池塘中的养

殖鱼40尾，进行体长、体重测定，掌握养殖鱼总量及生长情况，并综合所述池塘的水质、气

候、鱼体活动摄食及残饵情况，确定步骤S3中的饲料投喂量。

[0052] 其中，所述流水的流速为8厘米/秒-32厘米/秒；优选为15厘米/秒-20厘米/秒。

[0053] 其中，所述池塘中主养鱼的养殖密度为2-9尾/米2,优选为4-8尾/米2,更优选为5-7

尾/米2，再优选为6尾/米2。

[0054] 其中，所述主养鱼优选为黑脊倒刺鲃。

[0055] 实施例1：

[0056] 一种黑脊倒刺鲃养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S1：池塘清淤、消毒和施肥培水；在苗种放养之前，进行池塘改造、清淤消毒和施肥

培水，池塘蓄水深度为1.5米，池塘排水口连接至就近的稻田进水渠，养殖尾水排至稻田，用

于稻田灌溉；在池塘内种植轮叶黑藻、伊乐藻和苦草，轮叶黑藻、伊乐藻和苦草按列相互间

隔排列种植。其中，轮叶黑藻、伊乐藻和苦草每亩分别种植180株、210株、210株。

[0058] S2：苗种放养：在步骤S1处理后，按每亩池塘投放全长5厘米以上的黑脊倒刺鲃

1600尾，混养全长15厘米的鲢鱼25尾、鳙鱼75尾，鲫鱼30尾。

[0059] S3：饲料投喂：投喂蛋白质含量为30％的膨化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膨化颗粒配合

饲料量占池塘中所有鱼体重的4％，并辅投所有鱼体重的4％的浮萍、莴笋叶等新鲜青饲料；

每日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和青饲料两次，两次投喂的时间分别为每日8:00和18:00。

[0060] S4：水质调节：全日24小时保持流水，流水速度为15厘米/秒；每月换水3次；换水后

泼洒生石灰，每月全池泼洒1次，每立方米水体生石灰用量为20克；保持池塘中溶氧量大于4

毫克/升。流水排出来的水可通过排水口排至稻田进水渠内，用于稻田灌溉。

[0061] S5：养殖时间为18月。

[0062] 按照本实施例方法养殖黑脊倒刺鲃，其成活率为95％，个体重为630g。

[0063] 实施例2：

[0064] 一种黑脊倒刺鲃养殖的方法，包括以下依次进行的步骤，

[0065] S1：池塘清淤消毒和施肥培水；在苗种放养之前，进行池塘改造、清淤消毒和施肥

培水，池塘蓄水深度为1.6米，池塘排水口连接至就近的稻田，养殖尾水排至稻田，用于稻田

灌溉。在池塘内种植轮叶黑藻和伊乐藻，轮叶黑藻和伊乐藻按列相互间隔排列种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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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叶黑藻和伊乐藻每亩分别种植210株和390株。

[0066] S2：苗种放养：在步骤S1处理后，每亩池塘投放全长5厘米以上的黑脊倒刺鲃1500

尾，混养全长13厘米的鲢、鳙，及鲫鱼鱼种，共150尾；其中，鲢鱼35尾，鳙鱼65尾，鲫鱼50尾。

[0067] S3：饲料投喂：投喂粗蛋白含量为30％的膨化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膨化颗粒配合

饲料量占池塘中所有鱼体重的2％，并辅投所有鱼体重2％的新鲜青饲料，其中，青饲料为莴

笋叶；每日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和青饲料两次，两次投喂的时间分别为每日7:00和17:

00。

[0068] S4：水质调节：全日24小时保持流水；每月换水2次；换水后泼洒生石灰，每月全池

泼洒1次，每立方米水体生石灰用量为10克；保持池塘中溶氧量大于4毫克/升。流水速度为8

厘米/秒；流水排出来的水可通过排水口排至稻田进水渠内，用于稻田灌溉。

[0069] S5：养殖时间为16月。

[0070] 按照本实施例方法养殖黑脊倒刺鲃，其成活率为93％，个体重为600g。

[0071] 实施例3：

[0072] 一种黑脊倒刺鲃养殖的方法，包括以下依次进行的步骤，

[0073] S1：池塘清淤消毒和施肥培水；在苗种放养之前，进行池塘改造、清淤消毒和施肥

培水，池塘蓄水深度为1.75米，池塘排水口连接至就近的稻田进水渠，养殖尾水排至稻田，

用于稻田灌溉。在池塘内种植轮叶黑藻和苦草，轮叶黑藻和苦草按列相互间隔排列种植。其

中，轮叶黑藻和苦草每亩分别种植300株和300株。

[0074] S2：苗种放养：在步骤S1处理后，按每亩池塘投放全长5厘米以上的黑脊倒刺鲃

1800尾，每亩混养全长17厘米的鲢、鳙，及鲫鱼鱼种，共120尾；其中，鲢鱼60尾，鳙鱼25尾，鲫

鱼35尾。

[0075] S3：饲料投喂：投喂蛋白质含量为30％的膨化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膨化颗粒配合

饲料量占池塘中所有鱼体重的6％，并辅投所有鱼体重6％的新鲜青饲料，其中，青饲料为浮

萍、莴笋叶、南瓜叶和鲜嫩青草；每日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和青饲料两次，两次投喂的时

间分别为每日12:00和19:00。

[0076] S4：水质调节：全日24小时保持流水；每月换水3次；换水后泼洒生石灰，每月全池

泼洒2次，每立方米水体生石灰用量为30克；保持池塘中溶氧量大于4毫克/升。流水速度为

32厘米/秒；流水排出来的水可通过排水口排至稻田进水渠内，用于稻田灌溉。

[0077] S5：养殖时间为20月。

[0078] 按照本实施例方法养殖黑脊倒刺鲃，其成活率为94％，个体重为650g。

[0079] 实施例4：

[0080] 一种黑脊倒刺鲃养殖的方法，包括以下依次进行的步骤，

[0081] S1：池塘清淤消毒和施肥培水；在苗种放养之前，进行池塘改造、清淤消毒和施肥

培水，池塘蓄水深度为1.75米，池塘排水口连接至就近的稻田进水渠，养殖尾水排至稻田，

用于稻田灌溉。在池塘内每亩种植600株伊乐藻。

[0082] S2：苗种放养：在步骤S1处理后，按每亩池塘投放全长5厘米以上的黑脊倒刺鲃

1550尾，混养全长16厘米的鲢、鳙，及鲫鱼鱼种，共100尾；其中，鲢鱼35尾，鳙鱼35尾，鲫鱼30

尾。

[0083] S3：饲料投喂：投喂蛋白质含量为30％的膨化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膨化颗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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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量占池塘中所有鱼体重的3％，并辅投所有鱼体重3％的新鲜青饲料，其中，青饲料为莴

笋叶、南瓜叶和鲜嫩青草；每日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和青饲料两次，两次投喂的时间分别

为每日11:00和17:30。

[0084] S4：水质调节：全日24小时保持流水；每月换水3次；换水后泼洒生石灰，每月全池

泼洒1次，每立方米水体生石灰用量为25克；保持池塘中溶氧量大于4毫克/升。流水速度为

12厘米/秒；流水排出来的水可通过排水口排至稻田进水渠内，用于稻田灌溉。

[0085] S5：养殖时间为19月。

[0086] 按照本实施例方法养殖黑脊倒刺鲃，其成活率为90％，个体重为660g。

[0087] 实施例5：

[0088] 一种黑脊倒刺鲃养殖的方法，包括以下依次进行的步骤，

[0089] S1：池塘清淤消毒和施肥培水；在苗种放养之前，进行池塘改造、清淤消毒和施肥

培水，池塘蓄水深度为1.55米，池塘排水口连接至就近的稻田进水渠，养殖尾水排至稻田，

用于稻田灌溉。在池塘内种植轮叶黑藻和伊乐藻，植轮叶黑藻和伊乐藻按列相互间隔排列

种植。其中，轮叶黑藻和伊乐藻每亩分别种植330株和270株。

[0090] S2：苗种放养：在步骤S1处理后，按每亩池塘投放全长5厘米以上的黑脊倒刺鲃

1700尾，每亩混养全长14厘米的鲢、鳙，及鲫鱼鱼种，共140尾；其中，鲢鱼50尾，鳙鱼40尾，鲫

鱼50尾。

[0091] S3：饲料投喂：投喂蛋白质含量为30％的膨化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膨化颗粒配合

饲料量占池塘中所有鱼体重的5％，并辅投所有鱼体重5％的新鲜青饲料，其中，青饲料为浮

萍、莴笋叶和南瓜叶；每日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和青饲料两次，两次投喂的时间分别为每

日9:00和18:30。

[0092] S4：水质调节：全日24小时保持流水；每月换水2次；换水后泼洒生石灰，每月全池

泼洒2次，每立方米水体生石灰用量为13克；保持池塘中溶氧量大于4毫克/升。流水速度为

28厘米/秒；流水排出来的水可通过排水口排至稻田进水渠内，用于稻田灌溉。

[0093] S5：养殖时间为17月。

[0094] 按照本实施例方法养殖黑脊倒刺鲃，其成活率为96％，个体重为610g。

[0095] 实施例6：

[0096] 一种黑脊倒刺鲃养殖的方法，包括以下依次进行的步骤，

[0097] S1：池塘清淤消毒和施肥培水；在苗种放养之前，进行池塘改造、清淤消毒和施肥

培水，池塘蓄水深度为1.65米，池塘排水口连接至就近的稻田进水渠，养殖尾水排至稻田，

用于稻田灌溉。在池塘内种植苦草和伊乐藻，苦草和伊乐藻按列相互间隔排列种植。其中，

苦草和伊乐藻每亩分别种植360株和420株。

[0098] S2：苗种放养：在步骤S1处理后，按每亩池塘投放全长5厘米以上的黑脊倒刺鲃

1650尾，每亩混养全长14厘米的鲢、鳙，及鲫鱼鱼种，共130尾；其中，鲢鱼70尾，鳙鱼30尾，鲫

鱼30尾。

[0099] S3：饲料投喂：投喂蛋白含量为30％的膨化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膨化颗粒配合饲

料量占池塘中所有鱼体重的5％，并辅投所有鱼体重8％的新鲜青饲料，其中，青饲料为浮

萍、南瓜叶和鲜嫩青草；每日投喂膨化颗粒配合饲料和青饲料两次，两次投喂的时间分别为

每日9:00和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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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S4：水质调节：全日24小时保持流水；每月换水2次；换水后泼洒生石灰，每月全池

泼洒1次，每立方米水体生石灰用量为18克；保持池塘中溶氧量大于4毫克/升。流水速度为

19厘米/秒；流水排出来的水可通过排水口排至稻田水渠内，用于稻田灌溉。

[0101] S5：养殖时间为17月。

[0102] 按照本实施例方法养殖的黑脊倒刺鲃，其成活率为92％，个体重为620g。

[0103]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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