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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1)选用设置驯

化池：2)放养前准备；3)投放鱼苗；4)转食驯化：

I、投喂活的淡水轮虫；II、1‑3天后，采用冷冻轮

虫拌水进行投喂；III、1‑2天后，改为采用混合饲

料投喂，混合饲料由冷冻轮虫拌水和人工配合颗

粒饵料按质量比混合成糊状得到，按照1:1、

0.75:1、0.5:1的比例依次减少冷冻轮虫的数量，

直至完全被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所替代；IV、1‑2天

后，改为采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进行投喂1‑2天；

5)日常管理；6)鱼苗下塘：将转食成功的大口黑

鲈鱼苗转移至室外土池塘养殖，养殖饵料为全部

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本发明通过持续调整转食驯

化混合饲料的比例，诱导大口黑鲈仔鱼苗种开口

进食人工配合颗粒饵料，降低饲养成本，提高驯

化转食过程中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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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选用设置驯化池：选用温棚水泥池，温棚水泥池上方设置有黑色遮光顶棚，黑色遮光

顶棚中部设置有一盏聚光灯，温棚水泥池底部四角布设微孔曝气盘；

2)放养前准备：a、水体消毒：清池消毒、注水，对养殖水体消毒；b、驯食饵料预备：选取

子一代活的淡水轮虫作为自然饵料；选取经淡化后的SS型海水轮虫高密度冷冻成块作为后

期饲料储备；选取大口黑鲈仔鱼专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

3)投放鱼苗：将尾体长约2.5㎝的大口黑鲈仔鱼苗种投放入温棚水泥池，控制水温以及

水中溶解氧，保持水体循环，及时处理污物；

4)转食驯化：

I、投喂前，先击打池壁，等鱼苗集群后洒喂子一代活的淡水轮虫生物饵料，保持水体循

环，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II、投喂生物饵料1-3天后，采用冷冻轮虫拌水进行投喂，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III、投喂冷冻轮虫拌水1-2天后，改为采用混合饲料投喂，混合饲料由冷冻轮虫拌水和

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按质量比混合成糊状得到，投喂混合饲料的冷冻轮虫拌水和人工配合颗

粒饵料按质量比如下：按照1:1、0.75:1、0.5:1的比例依次减少冷冻轮虫的数量，直至完全

被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所替代，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IV、投喂冷冻轮虫拌水和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混合1-2天后，改为采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

进行投喂，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V、继续采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进行投喂，投喂1-2天，观察稳定；

转食驯化时间共计7天，I-V每个步骤所需驯化时间至少为1天；

5)日常管理：按期更换新水，监控水中氨氮含量和溶解氧，适时投放微生物制剂，每天

分批投喂饲料，每次定于投饵后2-3小时进行水体消毒，定期分筛鱼苗大小，防止鱼苗残食；

6)鱼苗下塘：

上述温棚水泥池驯食结束后，将转食成功的大口黑鲈鱼苗转移至室外土池塘养殖，养

殖饵料为全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温棚水泥池

底部中央设有密眼网覆盖的出水口，温棚水泥池顶部设有进水管，进水管与重力方向形成

成夹角α，90°＞α＞0°，进水管表面开设出水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水体为

自然水和经过滤后的外塘水混合，养殖水体选用碘制剂进行消毒，水温为20℃-22℃，溶解

氧为8.5-9.6mg/L，pH值为7.5-8.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投放鱼苗

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种密度为200000尾/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转食驯化

中的步骤I中投喂频率为6次/天，活的淡水轮虫生物饵料的投喂重量与温棚水泥池中大口

黑鲈仔鱼苗的总重量的比为7：100；步骤II中投喂频率为5次/日，每次洒喂30min，冷冻轮虫

拌水的投喂重量与温棚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量的比为7：10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转食驯化

中的步骤III混合饲料的投喂总重量与投喂重量与温棚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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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为7：100；步骤IV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投喂重量与温棚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

量的比为7：10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鱼苗下塘

中，土池塘养殖的投喂方式为固定投食台方式投喂，每天仔细观察大口黑鲈鱼苗对人工配

合颗粒饵料的摄食情况，随之鱼苗对人工配合颗粒饵料的摄食量增加，逐渐替换与之匹配

粒径的饲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鱼苗下塘

中，大口黑鲈鱼苗的密度为3000尾/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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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淡水养殖技术领域，涉及鱼类转食驯化养殖技术，尤其是一种大口黑

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口黑鲈(Micropterus  salmoides)属鲈形目、鲈亚目、太阳鱼科，黑鲈属，又称加

州鲈鱼、黑鲈。大口黑鲈因适宜孵化水温24-26，其养殖技术尚不成熟，鱼苗市场长期被南方

垄断，特别是北方秋季繁育的技术瓶颈除了水温之外就是饵料，大口黑鲈是以肉食为主的

杂食性鱼类，刚孵化鱼苗的开口饵料为轮虫和无节幼体，稚鱼以食枝角类为主，幼鱼以食桡

足类为主。其掠食性强、摄食量大，目前虽然有针对大口黑鲈开发的商品化人工饵料，但多

搭配驯化后的鱼苗一起出售，且价格较高，养殖，成本居高不下，而人工养殖大口黑鲈条件

中重要一点是饵料，一般大口黑鲈饵料是轮虫，虽然人工饵料降低了养殖成本，但从自然饵

料转食为人工饵料的驯化较难，因此急需一种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

[0003] 通过检索发现如下与本申请相关的专利文献，具体内容如下：

[0004] 1、一种沙塘鳢鱼苗饵料转食驯化的方法(CN109997784A)，a、网箱驯食：将20000尾

体长1.8～2.2cm已开口的沙塘鳢鱼苗移至长3米宽3米高1米的网箱中，用黑水虻幼虫洒喂

15天，开始2天，每天洒喂5～6次，第三天开始每天洒喂3～4次，每次洒喂30min，洒喂方式是

随手一把黑水虻幼虫慢慢均匀洒在网箱水面；b、养殖池驯食：上述网箱驯食结束后，将沙塘

鳢鱼苗转移至养殖池中，养殖池中沙塘鳢鱼苗的养殖密度为不大于3000尾/亩，养殖饵料开

始为黑水虻幼虫和黑水虻浆液浸泡过的人工颗粒饵料，黑水虻幼虫为池边洒喂，人工颗粒

饵料为池中食台方式投喂，每天仔细观察沙塘鳢鱼苗对人工颗粒饵料摄食状况，随着鱼苗

对人工颗粒饵料摄食增大，降低黑水虻幼虫的洒喂量，驯食1月后停止黑水虻幼虫的洒喂，

全用黑水虻浆液浸泡过的人工颗粒饵料养殖，经5个月养殖池驯食，沙塘鳢可以起捕。

[0005] 2、一种松江鲈鱼幼鱼的人工培育方法(CN109197694A)，对松江鲈鱼鱼苗进行淡化

处理期间，通过合理地饲料搭配及投喂方式，同时利用育苗池曝气设施及气石充气翻动水

体，制造动态饵料的技术，避免饲料的浪费，可节省饲料成本，同时在放苗前进行肥水处理，

促进轮虫等微生物的生长，为幼苗提供天然饵料，可充分利用水中天然饵料种类的多样性

及其中所含的稀有微量元素，提供人工饲料缺失的特殊养分，另外在育苗阶段进行长时间

光照处理，适当的延长光照对松江鲈鱼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既保证了鲈鱼幼苗较高的成

活率，又有利于提高鲈鱼幼苗的快速生长，提高鲈鱼的产量和质量。

[0006] 通过技术特征的对比，上述公开专利文献与本发明的技术结构不相同，不会影响

本发明申请的创造性及新颖性。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提高转食驯化过程中大口

黑鲈仔鱼苗种的存活率，降低大口黑鲈苗种患病几率，降低饲养成本，促进大口黑鲈苗种的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2119950 A

4



生长发育的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

[0008]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采取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9] 1、一种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选用设置驯化池：选用温棚水泥池，温棚水泥池上方设置有黑色遮光顶棚，黑色

遮光顶棚中部设置有一盏聚光灯，温棚水泥池底部四角布设微孔曝气盘；

[0011] 2)放养前准备：a、水体消毒：清池消毒、注水，对养殖水体消毒；b、驯食饵料预备：

选取子一代活的淡水轮虫作为自然饵料；选取经淡化后的SS型海水轮虫高密度冷冻成块作

为后期饲料储备；选取大口黑鲈仔鱼专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

[0012] 3)投放鱼苗：将尾体长约2.5㎝的大口黑鲈仔鱼苗种投放入温棚水泥池，控制水温

以及水中溶解氧，保持水体循环，及时处理污物；

[0013] 4)转食驯化：

[0014] I、投喂前，先击打池壁，等鱼苗集群后洒喂子一代活的淡水轮虫生物饵料，保持水

体循环，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0015] II、投喂生物饵料1-3天后，采用冷冻轮虫拌水进行投喂，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

物；

[0016] III、投喂冷冻轮虫拌水1-2天后，改为采用混合饲料投喂，混合饲料由冷冻轮虫拌

水和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按质量比混合成糊状得到，投喂混合饲料的冷冻轮虫拌水和人工配

合颗粒饵料按质量比如下：按照1:1、0.75:1、0.5:1的比例依次减少冷冻轮虫的数量，直至

完全被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所替代，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0017] IV、投喂冷冻轮虫拌水和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混合1-2天后，改为采用人工配合颗粒

饵料进行投喂，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0018] V、继续采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进行投喂，投喂1-2天，观察稳定；

[0019] 5)日常管理：按期更换新水，监控水中氨氮含量和溶解氧，适时投放微生物制剂，

每天分批投喂饲料，每次定于投饵后2-3小时进行水体消毒，定期分筛鱼苗大小，防止鱼苗

残食；

[0020] 转食驯化时间共计7天，I-V每个步骤所需驯化时间至少为1天；

[0021] 6)鱼苗下塘：

[0022] 上述温棚水泥池驯食结束后，将转食成功的大口黑鲈鱼苗转移至室外土池塘养

殖，养殖饵料为全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

[0023] 优选地，所述温棚水泥池底部中央设有密眼网覆盖的出水口，温棚水泥池顶部设

有进水管，进水管与重力方向形成成夹角α，90°＞α＞0°，进水管表面开设出水口。

[0024] 优选地，所述养殖水体为自然水和经过滤后的外塘水混合，养殖水体选用碘制剂

进行消毒，水温为20℃-22℃，溶解氧为8.5-9.6mg/L，pH值为7.5-8.5。

[0025] 优选地，步骤3)投放鱼苗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种密度为200000尾/池。

[0026] 优选地，步骤4)转食驯化中的步骤I中投喂频率为6次/天，活的淡水轮虫生物饵料

的投喂重量与温棚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量的比为7：100；步骤II中投喂频率为5

次/日，每次洒喂30min，冷冻轮虫拌水的投喂重量与温棚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

量的比为7：100。

[0027] 优选地，步骤4)转食驯化中的步骤III混合饲料的投喂总重量与投喂重量与温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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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量的比为7：100；步骤IV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投喂重量与温

棚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量的比为7：100。

[0028] 优选地，步骤6)鱼苗下塘中，土池塘养殖的投喂方式为固定投食台方式投喂，每天

仔细观察大口黑鲈鱼苗对人工配合颗粒饵料的摄食情况，随之鱼苗对人工配合颗粒饵料的

摄食量增加，逐渐替换与之匹配粒径的饲料。

[0029] 优选地，步骤6)鱼苗下塘中，大口黑鲈鱼苗的密度为3000尾/亩。

[0030] 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31] 本发明先用温棚水泥池驯食，温棚水泥池驯食的饵料是活体轮虫、冷冻轮虫以及

人工配合颗粒饵料，随着养殖时间增长轮虫的量降低，人工配合颗粒饵料量增大，最后全用

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温棚水泥池驯食时间为7天，再移至室外土池塘养殖，其饵料是不同口

口径的人工配合颗粒饵料，这样转食的驯化较成功，可以较快转食人工饵料，且在转食过程

中大口黑鲈仔鱼苗成活率较高，在温棚水泥池驯食以及室外土池塘养殖的成功率都大大提

高，适口的饵料降低了大口黑鲈自相残杀现象。

[0032] 本发明通过持续调整转食驯化混合饲料投喂步骤中饲料投喂量及冷冻轮虫拌水

和人工配合颗粒饵料的比例，从而诱导大口黑鲈仔鱼苗种开口进食人工配合颗粒饵料，降

低饲养成本，降低大口黑鲈仔鱼苗种患病几率，提高驯化转食过程中的存活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以下实施例只是描述性的，不是限

定性的，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种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3)选用设置驯化池：选用温棚水泥池，温棚水泥池上方设置有黑色遮光顶棚，黑色

遮光顶棚中部设置有一盏聚光灯，温棚水泥池底部四角布设微孔曝气盘；

[0037] 4)放养前准备：a、水体消毒：养殖水体选用碘制剂消毒；b、驯食饵料预备：选取活

的淡水轮虫作为自然饵料；选取高密度轮虫冷冻成块作为后期饲料储备；选取大口黑鲈仔

鱼专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

[0038] 3)投放鱼苗：将大口黑鲈仔鱼苗种投放入温棚水泥池，控制水温以及水中溶解氧，

保持水体循环，及时处理污物；

[0039] 4)转食驯化：

[0040] I、投喂前，先击打池壁，等鱼苗集群后洒喂活的淡水轮虫生物饵料，保持水体循

环，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0041] II、投喂生物饵料1-3天后，采用冷冻轮虫拌水进行投喂，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

物；

[0042] III、投喂冷冻轮虫拌水1-2天后，改为采用混合饲料投喂，混合饲料由冷冻轮虫拌

水和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按质量比混合成糊状得到，按照1:1、0.75:1、0.5:1的比例依次减少

冷冻轮虫的数量，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0043] IV、投喂冷冻轮虫拌水和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混合1-2天后，改为采用人工配合颗粒

饵料进行投喂，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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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V、继续采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进行投喂，投喂1-2天，观察稳定；

[0045] 转食驯化时间共计7天，上述I-V每个步骤所需驯化时间至少为1天；

[0046] 5)日常管理：按期更换新水，监控水中氨氮含量和溶解氧，适时投放微生物制剂，

每天分批投喂饲料，每次定于投饵后2-3小时进行水体消毒，定期分筛鱼苗大小，防止鱼苗

残食；

[0047] 6)鱼苗下塘：

[0048] 上述温棚水泥池驯食结束后，将转食成功的大口黑鲈鱼苗转移至室外土池塘养

殖，养殖饵料为全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

[0049] 实施例2

[0050] 一种大口黑鲈仔鱼转食驯化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1] 5)选用设置驯化池：选用温棚水泥池，温棚尺寸为30㎡(长5m宽6m高1m)，温棚水泥

池上方设置有黑色遮光顶棚，黑色遮光顶棚中部设置有一盏聚光灯，聚光灯上设置有灯罩，

灯罩选用聚拢效果好的锥形结构，温棚水泥池底部四角布设微孔曝气盘，温棚水泥池底部

中央设有密眼网覆盖的出水口，温棚水泥池顶部设有进水管，进水管与重力方向形成成夹

角α，90°＞α＞0°，进水管表面开设出水口；

[0052] 6)放养前准备：a、水体消毒：清池消毒，清池消毒后，向池内注入自然水和经过滤

后的外塘水，最后养殖水体选用碘制剂消毒，水温为20℃-22℃，溶解氧为8.5-9.6mg/L，pH

值为7.5-8.5,保持水体循环；b、驯食饵料预备：选取子一代活的淡水轮虫作为自然饵料；选

取经淡化后的SS型海水轮虫高密度冷冻成块作为后期饲料储备；选取大口黑鲈仔鱼专用人

工配合颗粒饵料；

[0053] 3)投放鱼苗：将尾体长约2.5㎝的大口黑鲈仔鱼苗种投放入温棚水泥池，大口黑鲈

仔鱼苗种密度为200000尾/池，控制水温以及水中溶解氧，保持水体循环，及时处理污物；

[0054] 4)转食驯化：

[0055] I、投喂前，先击打池壁，对大口黑鲈鱼苗的摄食进行侧线机械感觉刺激驯化，等鱼

苗集群后洒喂子一代活的淡水轮虫生物饵料，投喂频率为6次/日，促进鱼苗建立良好的摄

食反应，活的淡水轮虫生物饵料的投喂重量与温棚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量的比

为7：100，保持水体循环，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0056] II、投喂生物饵料1-3天后，采用冷冻轮虫拌水进行投喂，投喂频率为5次/日，每次

洒喂30min，洒喂方式是用水舀均匀泼洒在设置在曝气盘充气位置，冷冻轮虫拌水的投喂重

量与温棚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量的比为7：100，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0057] III、投喂冷冻轮虫拌水1-2天后，改为采用混合饲料投喂，混合饲料的投喂总重量

与投喂重量与温棚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量的比为7：100，混合饲料由冷冻轮虫

拌水和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按质量比混合成糊状得到，具体投喂混合饲料的冷冻轮虫拌水和

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按质量比如下：按照1:1、0.75:1、0.5:1的比例依次减少冷冻轮虫的数

量，直至完全被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所替代，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0058] IV、投喂冷冻轮虫拌水和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混合1-2天后，改为采用人工配合颗粒

饵料进行投喂，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投喂重量与温棚水泥池中大口黑鲈仔鱼苗的总重量的比

为7：100，保持水体循环，处理污物；

[0059] V、继续采用人工配合颗粒饵料进行投喂，投喂1-2天，观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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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转食驯化时间共计7天，上述I-V每个步骤所需驯化时间至少为1天；

[0061] 5)日常管理：按期更换新水，监控水中氨氮含量和溶解氧，适时投放微生物制剂，

每天分批投喂饲料，每次定于投饵后2-3小时进行水体消毒，定期分筛鱼苗大小，防止鱼苗

残食；

[0062] 6)鱼苗下塘：

[0063] 上述温棚水泥池驯食结束后，将转食成功的大口黑鲈鱼苗转移至室外土池塘养

殖，室外池塘大口黑鲈鱼苗的养殖密度为不大于3000尾/亩，养殖饵料为全价人工配合颗粒

饵料，固定投食台方式投喂，每天仔细观察大口黑鲈鱼苗对人工配合颗粒饵料的摄食情况，

随之鱼苗对人工配合颗粒饵料的摄食量增加，逐渐替换适宜的粒径饲料，每15天对大口黑

鲈鱼苗进行分筛，以减少鱼苗之间相互残食。

[0064] 本发明先用温棚水泥池驯食，温棚水泥池驯食的饵料是活体轮虫、冷冻轮虫以及

人工配合颗粒饵料，随着养殖时间增长轮虫的量降低，人工配合颗粒饵料量增大，最后全用

人工配合颗粒饵料，温棚水泥池驯食时间为7天，再移至室外土池塘养殖，其饵料是不同口

口径的人工配合颗粒饵料，这样转食的驯化较成功，可以较快转食人工饵料，且在转食过程

中大口黑鲈仔鱼苗成活率较高，在温棚水泥池驯食以及室外土池塘养殖的成功率都大大提

高，适口的饵料降低了大口黑鲈自相残杀现象。

[0065] 本发明通过持续调整转食驯化混合饲料投喂步骤中饲料投喂量及冷冻轮虫拌水

和人工配合颗粒饵料的比例，从而诱导大口黑鲈仔鱼苗种开口进食人工配合颗粒饵料，降

低饲养成本，降低大口黑鲈仔鱼苗种患病几率，提高驯化转食过程中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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