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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

育方法，先在平列槽中进行孵化，鱼苗出膜10天

后，采用微粒子配合饲料和摇蚊幼虫进行开口，

养殖20天后转入仿生态培育系统养殖，投喂饲料

为蝇蛆；所述仿生态培育系统包括蓄水池、水泥

池、网箱和温控装置，所述网箱置于所述水泥池

的池底，网箱上方搭建遮阴网，网箱底部铺设一

层沙粒，沙粒上方布设有空心砖块；所述蓄水池

内设置有紫外线杀菌装置和曝气增氧装置，所述

蓄水池的出水口连接所述温控装置的进水口，所

述温控装置的出水口通过管道连接网箱的进水

管;所述水泥池的底部设置有排水管。真正做到

了黑斑原鮡的仿生态培育，鱼苗的成活率高、生

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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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先在平列槽中进行孵化，鱼苗出膜

10天后，采用微粒子配合饲料和摇蚊幼虫进行开口，养殖20天后转入仿生态培育系统养殖，

投喂饲料为蝇蛆；

所述仿生态培育系统包括蓄水池、水泥池、网箱和温控装置，所述网箱置于所述水泥池

的池底，网箱上方搭建遮阴网，网箱底部铺设一层沙粒，沙粒上方布设有空心砖块；所述蓄

水池内设置有紫外线杀菌装置和曝气增氧装置，所述蓄水池的出水口连接所述温控装置的

进水口，所述温控装置的出水口通过管道连接网箱的进水管；所述水泥池的底部设置有排

水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粒子配合饲

料的蛋白含量为50-55%，脂肪含量10%，粒径为0.2  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粒子配合饲

料和摇蚊幼虫的质量比例为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蝇蛆的培育方

法：在温室环境里，选用含麸皮的粮食混合物培育无菌苍蝇；将毛肚放入其中，3-4天后，苍

蝇将蝇蛆生在毛肚里；将生有蝇蛆的毛肚放入网箱中，每20天更换一次毛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箱的初始网

目为1mm，网箱的养殖密度300尾/m3；养殖50天后，更换为网目为2mm的网箱，网箱的养殖密

度100尾/m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沙粒中含  5%

的泥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砖块层层

堆叠至与水面齐高，空心砖块占网箱底部面积的四分之一。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箱紧靠水泥

池的侧壁设置，所述进水管位于网箱靠近水泥池的一侧，所述排水管位于水泥池另一侧的

底部设置，所述进水管和排水管均设置有电磁阀。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池高

150cm，水泥池内的水深为50-60cm；所述网箱高度与水泥池一致，网箱面积占水泥池的一

半，网箱两侧与水泥池壁留有空隙；所述遮阴网为黑色的网罩。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蓄水池内为地下

水，水温10-12℃，溶氧7.5mg/L以上，pH为8.1-8.4；所述进水管和排水管的流量均为8-9m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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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鱼类的养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黑斑原鮡为高原冷水性鱼类，属鲇形目、  鮡科、原鮡属。分布于印度的布拉马普特

拉河和我国西藏林芝、唐加、日喀则等地区，分布海拔高度从4200m左右到2800m左右，分布

区水流较为湍急，水温常年低于15℃。

[0003] 鮡科鱼类的产量虽不大，但因这类鱼肉质细嫩，肌间刺少，深受群众喜爱，有一定

的渔业价值。近几年，因人为干预，水生态环境发生巨变，加之人为捕捞严重，造成黑斑原鮡

资源量锐减，部分河段已经濒临灭绝边缘。黑斑原鮡作为鰋鮡鱼类的一种，其早期研究多见

于分类学、生物地理学和进化情况；近年来的研究多集中于鰋鮡鱼类系统发育和演化方面，

而对黑斑原鮡人工培育技术进行研究的较少。

[0004] 发明专利201310699056.6，公开了一种采用人工饲料培育黑斑原鮡鱼苗和鱼种的

方法，采用室内水泥池，利用清洁河流水源，人工控制微流水，饲喂人工配合饲料，将从受精

卵孵出的鱼苗培育为全长3cm的鱼种。该专利放养密度为  2000～2500尾/m2，仅适用于2-3

日龄的卵黄苗，不适用于出膜20天后的鱼苗；培育环境也未做到真正的仿生态，且采用人工

配合饲料，不符合黑斑原鮡鱼苗的自然生长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从培育

环境和喂食完全模拟黑斑原鮡的自然生长，真正做到了黑斑原鮡的仿生态培育，鱼苗的成

活率高、生长好。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先在平列槽中进行孵化，鱼苗出膜10天后，采用微

粒子配合饲料和摇蚊幼虫进行开口，养殖20天后转入仿生态培育系统养殖，投喂饲料为蝇

蛆；

所述仿生态培育系统包括蓄水池、水泥池、网箱和温控装置，所述网箱置于所述水泥池

的池底，网箱上方搭建遮阴网，网箱底部铺设一层沙粒，沙粒上方布设有空心砖块；所述蓄

水池内设置有紫外线杀菌装置和曝气增氧装置，所述蓄水池的出水口连接所述温控装置的

进水口，所述温控装置的出水口通过管道连接网箱的进水管;  所述水泥池的底部设置有排

水管。

[0006] 本发明所述微粒子配合饲料的蛋白含量为50-55%，脂肪含量10%，粒径为0.2  mm。

符合黑斑原鮡鱼苗的生长需求，且0.2  mm的粒径易消化同时能引起鱼苗的进食兴趣。

[0007] 优选地，所述微粒子配合饲料和摇蚊幼虫的质量比例为1：3。黑斑原鮡为偏动食性

鱼类，该比例的微粒子配合饲料混合摇蚊虫，在开口饵料的设计上既考虑到了其偏动食性，

又考虑到了饵料的适口性，苗种吃食和生长情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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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发明所述蝇蛆的培育方法：在温室环境里，选用含麸皮的粮食混合物培育无菌

苍蝇；将毛肚放入其中，3-4天后，苍蝇将蝇蛆生在毛肚里；将生有蝇蛆的毛肚放入网箱中，

每20天更换一次毛肚。根据黑斑原鮡鱼苗的偏动食性，模拟自然生态环境的进食习性，更有

利于鱼苗的生长。

[0009] 本发明所述网箱的初始网目为1mm，网箱的养殖密度300尾/m3；养殖50天后，更换

为网目为2mm的网箱，网箱的养殖密度100尾/m3。随鱼苗的生长更换网箱的网目，是为了网

箱内的流水更加通畅，更利于水交换保证水质和流水环境；根据鱼苗生长改变养殖密度，更

利于鱼苗的健康成长，避免水霉病的发生。

[0010] 本发明所述沙粒中含5%的泥巴。加入适量的泥巴更容易滋生微生物，有利于分解

黑斑原鮡排泄物，从而逐级通过食物链作用，最终转化为黑斑原鮡饵料；同时还可以净化水

质，有利于黑斑原鮡存活和生长。

[0011] 本发明所述空心砖块层层堆叠至与水面齐高，空心砖块占网箱底部面积的四分之

一。黑斑原鮡喜欢吸附在砖块的空心里，更好地模拟自然生态环境。

[0012] 所述网箱底面和四周侧壁底部均为实心板，网箱紧靠水泥池的侧壁设置，所述进

水管位于网箱靠近水泥池的一侧，所述排水管位于水泥池另一侧的底部设置，所述进水管

和排水管均设置有电磁阀。仿生态系统的进水管和排水管相对设置于水泥池的两侧，更有

利于水体的流动，设置电磁阀，方便实现水流速的自动控制。

[0013] 优选地，所述水泥池高150cm，水泥池内的水深为50-60cm；所述网箱高度与水泥池

一致，网箱面积占水泥池的一半，网箱两侧与水泥池壁留有空隙；所述遮阴网为黑色的网

罩。

[0014] 由于黑斑原鮡苗种在自然河流中生活在岸边，普遍水深约50-90cm水体，故选择水

深50-60cm，设计水泥池高150，方便日常操作和管理。网箱面积占水泥池的一半，便于方便

定期更换大网目网箱，同时网箱两侧与水泥池壁留有空隙，保证网箱两侧有一定的光照，便

于观察网箱内黑斑原鮡生存情况，且更利于水体交换。

[0015] 蓄水池内为地下水，水温10-12℃，溶氧7.5mg/L以上，pH为8.1-8.4；所述进水管和

排水管的流量均为8-9m3/h。模拟黑斑原鮡自然生长环境的水质和水流条件，水质好。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本发明先在平列槽中进行孵化，开口饵料为微粒子配合饲料和摇蚊幼虫，养殖20天

后转入仿生态培育系统养殖，投喂饲料为蝇蛆；仿生态培育系统为水泥池流水培育系统，在

水泥池内设置网箱，防止鱼苗脱出，且网箱内铺设砂粒，放置空心砖，并通过曝气增氧装置

保持含氧量7.5mg/L以上，温控装置保持自然水温10-12℃，设置紫外线杀菌装置保证水质

提高鱼苗成活率，模拟自然生态环境。本发明根据黑斑原鮡的生活习性，从培育环境和喂食

完全模拟黑斑原鮡的自然生长，无需额外添加防病和保持水质的药物，真正做到了黑斑原

鮡的仿生态培育，鱼苗的成活率高、生长好。

[0017] 2、本发明的开口饵料选用微粒子配合饲料的蛋白含量为50-55%，脂肪含量10%，粒

径为0.2  mm，符合黑斑原鮡的生长需求；黑斑原鮡为偏动食性鱼类，将微粒子配合饲料和摇

蚊幼虫的质量比例控制到1：3，既考虑到了其偏动食性，又考虑到了饵料的适口性，苗种吃

食和生长情况好；20天后投喂饲料为蝇蛆，将生有蝇蛆的毛肚放入网箱中，每20天更换一次

毛肚，完全模拟自然生态环境下的进食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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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3、网箱的初始网目为1mm，网箱的养殖密度300尾/m3；养殖50天后，更换为网目为

2mm的网箱，网箱的养殖密度100尾/m3。随鱼苗的生长更换网箱的网目，是为了网箱内的流

水更加通畅，更利于水交换保证水质和流水环境；根据鱼苗生长改变养殖密度，更利于鱼苗

的健康成长，避免水霉病的发生。

[0019] 4、网箱底面和四周侧壁底部均为实心板，方便放置沙粒，以便水流环境下沙粒不

会流失；网箱紧靠水泥池的侧壁设置，进水管与排水管位于水泥池两侧相对设置，方便控制

水体流动方向；所述进水管和排水管均设置有电磁阀，方便实现水流速的自动控制。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仿生态培育系统的结构图。

[0021] 图2为水泥池的剖视图。

[0022] 附图标记：1、蓄水池，2、温控装置，3、水泥池，4、网箱，5、电磁阀，6、水面，11、曝气

增氧装置，12、紫外线杀菌装置，31、进水管，32、排水管，41、实心板，42、空心砖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更加清楚、详细地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下面通过相关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为具体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法，并不限定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0024] 实施例1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黑斑原鮡鱼苗仿生态培育方法，先在平列槽中进行孵化，鱼苗出

膜10天后，采用微粒子配合饲料和摇蚊幼虫进行开口，养殖20天后转入仿生态培育系统养

殖，投喂饲料为蝇蛆；

所述仿生态培育系统包括蓄水池1、水泥池3、网箱4和温控装置2，所述网箱4置于所述

水泥池3的池底，网箱4上方搭建遮阴网，网箱4底部铺设一层沙粒，沙粒上方布设有空心砖

块42；所述蓄水池1内设置有紫外线杀菌装置11和曝气增氧装置12，所述蓄水池1的出水口

连接所述温控装置2的进水口，所述温控装置2的出水口通过管道连接网箱4的进水管31; 

所述水泥池3的底部设置有排水管32。

[0025] 蓄水池内为地下水，通过曝气增氧装置使溶氧在7.5mg/L以上，温控装置保持水温

10-12℃，从网箱直接进水，方便把控进水流速，从水泥池的排水管排出，真正实现仿生态流

水培育。

[0026] 实施例2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

所述微粒子配合饲料的蛋白含量为50-55%，脂肪含量10%，粒径为0.2  mm。

[0027] 实施例3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

所述微粒子配合饲料的蛋白含量为50-55%，脂肪含量10%，粒径为0.2  mm。

[0028] 所述微粒子配合饲料和摇蚊幼虫的质量比例为1：3。

[0029] 实施例4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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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微粒子配合饲料的蛋白含量为50-55%，脂肪含量10%，粒径为0.2  mm。

[0030] 所述微粒子配合饲料和摇蚊幼虫的质量比例为1：3。

[0031] 所述蝇蛆的培育方法：在温室环境里，选用含麸皮的粮食混合物培育无菌苍蝇；将

毛肚放入其中，3-4天后，苍蝇将蝇蛆生在毛肚里；将生有蝇蛆的毛肚放入网箱中，每20天更

换一次毛肚。

[0032] 实施例5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

所述网箱的初始网目为1mm，网箱的养殖密度300尾/m3；养殖50天后，更换为网目为2mm

的网箱，网箱的养殖密度100尾/m3。

[0033] 实施例6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

所述网箱的初始网目为1mm，网箱的养殖密度300尾/m3；养殖50天后，更换为网目为2mm

的网箱，网箱的养殖密度100尾/m3。

[0034] 所述沙粒中含  5  %的泥巴。

[0035] 实施例7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

所述网箱的初始网目为1mm，网箱的养殖密度300尾/m3；养殖50天后，更换为网目为2mm

的网箱，网箱的养殖密度100尾/m3。

[0036] 所述沙粒中含5  %的泥巴。

[0037] 所述空心砖块层层堆叠至与水面齐高，空心砖块占网箱底部面积的四分之一。

[0038] 实施例8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

所述网箱紧靠水泥池的侧壁设置，所述进水管位于网箱靠近水泥池的一侧，所述排水

管位于水泥池另一侧的底部设置，所述进水管和排水管均设置有电磁阀。

[0039] 实施例9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

所述网箱紧靠水泥池的侧壁设置，所述进水管位于网箱靠近水泥池的一侧，所述排水

管位于水泥池另一侧的底部设置，所述进水管和排水管均设置有电磁阀。

[0040] 所述水泥池高150cm，水泥池内的水深为50-60cm；所述网箱高度与水泥池一致，网

箱面积占水泥池的一半，网箱两侧与水泥池壁留有空隙；所述遮阴网为黑色的网罩。

[0041] 实施例10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

蓄水池内为地下水，水温10-12℃，溶氧7.5mg/L以上，pH为8.1-8.4；所述进水管和排水

管的流量均为8-9m3/h。

[0042] 本发明的曝气增氧装置为增氧泵。

[0043] 本发明设有控制器，通过将增氧泵、温控装置和电磁阀与控制器电连接，实现对溶

氧、水温和水流速的自动控制。

[0044] 本发明先在平列槽中进行孵化，鱼苗出膜10天后，采用微粒子配合饲料和摇蚊幼

虫进行开口，养殖20天后转入该苗种培育系统的水泥池中，共计放入5000尾黑斑原鮡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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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发明的培育方法经过158天的培育，培育结果如下，其中初始全长和体重为10日龄的鱼

苗身长和体重：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不能

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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