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118361.1

(22)申请日 2020.02.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183933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5.22

(73)专利权人 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

地址 570100 海南省三亚市河西区解放路

77号汽车工业大厦第六层中轴以北

601房

(72)发明人 蔡金泉　蔡建顺　蔡春有　蔡有森　

黄春仁　李伟　蔡四川　蔡惠明　

张国庆　蔡智怀　陈猛猛　吴光灿　

陈艺斌　刘赐福　蔡艺新　王景宝　

罗磊　李伟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文小花

(51)Int.Cl.

A01K 61/10(2017.01)

A23K 50/80(2016.01)

A23K 10/30(2016.01)

A23K 10/20(2016.01)

A23K 10/22(2016.01)

A01G 33/00(2006.01)

A01G 22/30(2018.01)

A01G 24/10(2018.01)

审查员 杨丽华

 

(54)发明名称

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

人工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水泥池处理、水质

处理、放养管理、育苗管理，其中，育苗分为三个

阶段，每个阶段每个时期的分不同的水泥池进行

养殖，制造良好的养殖环境，第二、三阶段养殖结

合水草种植进行水泥池净化，每个阶段投喂不同

的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科学搭配，结合鱼苗的

生长规律，仿野生生活模式，进行水流刺激，增强

鱼体质量，本发明的育苗方法大大提高了存活

率，生长发育快，提高了黑斑石斑鱼养殖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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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水泥池处理：设置三个水泥池1、2、3号，将水泥池四周清理干净，暴晒2～6天，1号池

铲入重量份比为7～9:1～3的栗钙土、珊瑚沙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5～10cm，2、

3号池铲入重量份比为2～5:1～4:0.6～3的赤红壤、黄棕壤、栗钙土，泥土覆盖于水泥池底

部，压实后高度为7～15cm，再栽培水草，且水草栽培面积为池塘总面积的20～40％，池底设

置成向排水口方向倾斜的斜面，倾斜度为10～25°；

S2、水质处理：注水量为池塘高度为0.9～1.2m，盐度22～36，pH7 .6～8.0，溶解氧4～

8mg/L，水温25～28℃，透明度70～90cm，亚硝酸盐含量为0.024～0.096mg/L；

S3、放养管理：选择体长规格1.7～2.0mm的苗种，按2000～2500尾/m2投放到1号池；

S4、育苗管理：

第一阶段：仔、稚鱼培育，投喂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Ⅰ，一天投喂3～5次，投喂量为鱼苗

重量的2～5％，每隔8～12天换水，换水量为原池水量的20～40％，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

速为0.8～1.5m3/h，每天2～4h，所述饲料人工配合 添加剂Ⅰ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菱角粉

末6～8份、纵条肌海葵7～10份、黄蜀葵8～12份、车前草5～11份；

第二阶段：鱼苗>26mm后分池培育，投入2号水泥池培育，投喂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

一天投喂2～4次，上午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3～5％，傍晚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1～3％，进行

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1.2～2.8m3/h，每天1～3次，每次2～4h，所述人工配合  饲料添加

剂Ⅱ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苔菜1～3份、酢酱草3～5份、蚯蚓粉2～6份、紫苏籽粉3～7份；

第三阶段：鱼苗>8cm后分到3号水泥池培育，投喂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一天投喂1～

2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2～4％，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2～3.5m3/h，每天1～3次，

每次2～4h，所述人工配合  饲料添加剂Ⅲ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越橘2～7份、首乌藤4～9

份、葛根粉3～8份、瑶柱粉5～9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1步骤中水草为波吉卵囊藻、莫斯、狐尾藻，种植面积比为(2～8)：(3～5)：(1～4)。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4步骤中第二阶段投放密度1200～1500尾/m3。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4步骤中第三阶段投放密度800～1000尾/m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4步骤中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Ⅰ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菱角粉末7份、纵条肌海葵9份、黄蜀

葵10份、车前草8份。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4步骤中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苔菜2份、酢酱草4份、蚯蚓粉4份、紫

苏籽粉5份。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S4步骤中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越橘5份、首乌藤6份、葛根粉5份、瑶

柱粉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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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黑斑石斑鱼，EpinepheLus  tukuLa，又称蓝身大石斑鱼，为辐鳍鱼纲鲈形目鲈亚目

鮨科石斑鱼属的一种鱼类。主要栖息在岩礁地带、海底洞穴以及空隙、珊瑚礁中，是肉食性

鱼，性凶猛、有互相残食现象，尤其在稚幼鱼阶段，个体小的常被个体大的吞食掉。黑斑石斑

鱼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肉食鲜美，为大众所喜爱，但是，目前黑斑石斑鱼的养殖技术尚未

成熟，培育的黑斑石斑鱼肉质差、导致存活率低，生长周期长等。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此，本发明提出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解决上述问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5] S1、水泥池处理：设置三个水泥池1、2、3号，将水泥池四周清理干净，暴晒2～6天，1

号池铲入重量份比为7～9:1～3的栗钙土、珊瑚沙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5～

10cm，2、3号池铲入重量份比为2～5:1～4:0.6～3的赤红壤、黄棕壤、栗钙土，泥土覆盖于水

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7～15cm，再栽培水草，且水草栽培面积为池塘总面积的20～40％，

池底设置成向所述排水口方向倾斜的斜面，倾斜度为10～25°；

[0006] S2、水质处理：注水量为池塘高度为0.9～1.2m，盐度22～36，pH7.6～8.0，溶解氧4

～8mg/L，水温25～28℃，透明度70～90cm，亚硝酸盐含量为0.024～0.096mg/L；

[0007] S3、放养管理：选择体长规格1.7～2.0mm的苗种，按2000～2500尾/m2投放到1号

池；

[0008] S4、育苗管理：

[0009] 第一阶段：仔、稚鱼培育，投喂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Ⅰ，一天投喂3～5次，投喂量为

鱼苗重量的2～5％，每隔8～12天换水，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0.8～1.5m3/h，每天2

～4h，所述饲料添加剂Ⅰ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菱角粉末6～8份、纵条肌海葵7～10份、黄蜀

葵8～12份、车前草5～11份；

[0010] 第二阶段：鱼苗>26mm后分池培育，投入2号水泥池培育，投喂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

Ⅱ，一天投喂2～4次，上午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3～5％，傍晚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1～3％，

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1.2～2.8m3/h，每天1～3次，每次2～4h，所述饲料添加剂Ⅱ包

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苔菜1～3份、酢酱草3～5份、蚯蚓粉2～6份、紫苏籽粉3～7份；

[0011] 第三阶段：鱼苗>8cm后分到3号水泥池培育，投喂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一天投

喂1～2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2～4％，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2～3.5m3/h，每天1～

3次，每次2～4h，所述饲料添加剂Ⅲ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越橘2～7份、首乌藤4～9份、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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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3～8份、瑶柱粉5～9份。

[0012] 进一步的，所述S1步骤中水草为波吉卵囊藻、莫斯、狐尾藻，种植面积比为(2～8)：

(3～5)：(1～4)。

[0013] 进一步的，所述S4步骤中第一阶段换水量为原池水量的20～40％。

[0014] 进一步的，所述S4步骤中第二阶段投放密度1200～1500尾/m3。

[0015] 进一步的，所述S4步骤中第三阶段投放密度800～1000尾/m3。

[0016] 进一步的，所述S4步骤中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Ⅰ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菱角粉末7

份、纵条肌海葵9份、黄蜀葵10份、车前草8份。

[0017] 进一步的，所述S4步骤中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苔菜2份、

酢酱草4份、蚯蚓粉4份、紫苏籽粉5份。

[0018] 进一步的，所述S4步骤中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越橘5份、

首乌藤6份、葛根粉5份、瑶柱粉7份。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本发明设置三个水泥池进行培育，分别对水泥池进行水质管理并铲入一定比

例的栗钙土、珊瑚沙和赤红壤、黄棕壤、栗钙土，通过对底泥和水草的培育和有益微生物生

长能达到一个循环的生态养殖系统，达到净化培育池的水质的标准，保持含氧量，在底泥—

水草—微生物的作用下培育池自我净化水质效果好，有利于育苗的培育；

[0021] (2)另外，育苗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培育，每个阶段投喂不同的人工配合饲料添加

剂，并且严格控制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的比例，做到科学搭配，相互促进鱼苗的吸收，能够

增强鱼体的免疫力，结合鱼苗的生长规律，仿野生生活模式，进行水流刺激，增强鱼体质量，

本发明的育苗方法大大提高了存活率，生长发育快，营养价值高，提高了黑斑石斑鱼养殖的

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更好理解本发明技术内容，下面提供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3] 本发明实施例所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24] 本发明实施例所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S1、水泥池处理：设置三个水泥池1、2、3号，将水泥池四周清理干净，暴晒2天，1号

池铲入重量份比为7:1的栗钙土、珊瑚沙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5cm，2、3号池铲

入重量份比为2:1:0.6的赤红壤、黄棕壤、栗钙土，泥土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

7cm，再栽培水草，且水草栽培面积为池塘总面积的20％，池底设置成向所述排水口方向倾

斜的斜面，倾斜度为10°，所述水草为波吉卵囊藻、莫斯、狐尾藻，种植面积比为2：3：1；

[0028] S2、水质处理：注水量为池塘高度的70％，盐度22，pH7.6，溶解氧4mg/L，水温25℃，

透明度70cm，亚硝酸盐含量为0.024mg/L；

[0029] S3、放养管理：选择体长规格1.7～2.0mm的苗种，按2000尾/m2投放到1号池；

[0030] S4、育苗管理：

[0031] 第一阶段：仔、稚鱼培育，投喂生物饵料及人工配合添加剂Ⅰ，每天早上投喂1次，第

说　明　书 2/7 页

4

CN 111183933 B

4



1天投喂小型轮虫和桡足类幼体，饵料密度300个/L，第11天逐日增加投喂10％小型桡足类

成体，饵料密度150个/L，第21天后开始增加投喂大型桡足类、枝角类，饵料密度150个/L；所

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Ⅰ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菱角粉末6份、纵条肌海葵7份、黄蜀葵8份、

车前草5份，一天投喂3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2％，每隔8天换水，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

速为0.8m3/h，每天2h；

[0032] 第二阶段：鱼苗>26mm后分池培育，投入2号水泥池，投放密度1200尾/m3，投喂碎虾

肉、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苔菜1份、酢

酱草3份、蚯蚓粉2份、紫苏籽粉3份；一天投喂2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3％，进行水流刺激，

控制水流速为1.2m3/h，每天1次，每次2h；

[0033] 第三阶段：鱼苗>8cm后分到3号水泥池培育，投放密度800尾/m3，投喂人工配合饲

料添加剂Ⅲ，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越橘2份、首乌藤4份、葛根

粉3份、瑶柱粉5份，一天投喂1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2％，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

2m3/h，每天1次，每次2h。

[0034] 实施例2

[0035] 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S1、水泥池处理：设置三个水泥池1、2、3号，将水泥池四周清理干净，暴晒6天，1号

池铲入重量份比为9:3的栗钙土、珊瑚沙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10cm，2、3号池铲

入重量份比为5:4:3的赤红壤、黄棕壤、栗钙土，泥土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

15cm，再栽培水草，且水草栽培面积为池塘总面积的40％，池底设置成向所述排水口方向倾

斜的斜面，倾斜度为25°，所述水草为波吉卵囊藻、莫斯、狐尾藻，种植面积比为8：5：4；

[0037] S2、水质处理：注水量为池塘高度的80％，盐度36，pH8.0，溶解氧8mg/L，水温28℃，

透明度90cm，亚硝酸盐含量为0.096mg/L；

[0038] S3、放养管理：选择体长规格1.7～2.0mm的苗种，按2500尾/m2投放到1号池；

[0039] S4、育苗管理：

[0040] 第一阶段：仔、稚鱼培育，投喂生物饵料及人工配合添加剂Ⅰ，每天早上投喂1次，第

10天投喂小型轮虫和桡足类幼体，饵料密度350个/L，第20天逐日增加投喂25％小型桡足类

成体，饵料密度200个/L，第21天后开始增加投喂大型桡足类、枝角类，饵料密度200个/L；所

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Ⅰ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菱角粉末8份、纵条肌海葵10份、黄蜀葵12

份、车前草11份，一天投喂5次，投喂量均为鱼苗重量的5％，每隔12天换水，进行水流刺激，

控制水流速为1.5m3/h，每天4h；

[0041] 第二阶段：鱼苗>26mm后分池培育，投入2号水泥池，投放密度1500尾/m3投喂人工

配合饲料添加剂Ⅱ，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苔菜3份、酢酱草5

份、蚯蚓粉6份、紫苏籽粉7份；一天投喂3次，上午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5％，中午和傍晚投喂

量为鱼苗重量的3％，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2.8m3/h，每天3次，每次4h；

[0042] 第三阶段：鱼苗>8cm后分到3号水泥池培育，投放密度1000尾/m3，投喂碎虾肉、人

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越橘7份、首乌藤9

份、葛根粉8份、瑶柱粉9份，一天投喂2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4％，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

流速为3.5m3/h，每天3次，每次4h。

[0043]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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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S1、水泥池处理：设置三个水泥池1、2、3号，将水泥池四周清理干净，暴晒4天，1号

池铲入重量份比为8:2的栗钙土、珊瑚沙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8cm，2、3号池铲

入重量份比为4:3:2的赤红壤、黄棕壤、栗钙土，泥土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

11cm，再栽培水草，且水草栽培面积为池塘总面积的30％，池底设置成向所述排水口方向倾

斜的斜面，倾斜度为15°，所述水草为波吉卵囊藻、莫斯、狐尾藻，种植面积比为6：4：3；

[0046] S2、水质处理：注水量为池塘高度的75％，盐度30，pH7.8，溶解氧6mg/L，水温27℃，

透明度80cm，亚硝酸盐含量为0.046mg/L；

[0047] S3、放养管理：选择体长规格1.7～2.0mm的苗种，按2300尾/m2投放到1号池；

[0048] S4、育苗管理：

[0049] 第一阶段：仔、稚鱼培育，投喂生物饵料及人工配合添加剂Ⅰ，每天早上投喂1次，第

5天投喂小型轮虫和桡足类幼体，饵料密度320个/L，第15天逐日增加投喂20％小型桡足类

成体，饵料密度180个/L，第21天后开始增加投喂大型桡足类、枝角类，饵料密度180个/L，所

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Ⅰ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菱角粉末7份、纵条肌海葵9份、黄蜀葵10份、

车前草8份，一天投喂4次，投喂量均为鱼苗重量的3％，每隔10天换水，进行水流刺激，控制

水流速为1.3m3/h，每天3h；

[0050] 第二阶段：鱼苗>26mm后分池培育，投入2号水泥池，投放密度1300尾/m3，投喂碎虾

肉、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苔菜2份、酢

酱草4份、蚯蚓粉4份、紫苏籽粉5份；一天投喂2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4％，傍晚投喂量为

鱼苗重量的2％，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1.9m3/h，每天2次，每次3h；

[0051] 第三阶段：鱼苗>8cm后分到3号水泥池培育，投放密度900尾/m3，投喂人工配合饲

料添加剂Ⅲ，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越橘5份、首乌藤6份、葛根

粉5份、瑶柱粉7份，一天投喂1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3％，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

2.8m3/h，每天2次，每次3h。

[0052] 实施例4

[0053] 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4] S1、水泥池处理：设置三个水泥池1、2、3号，将水泥池四周清理干净，暴晒2天，1号

池铲入重量份比为7:1的栗钙土、珊瑚沙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5cm，2、3号池铲

入重量份比为2:1:0.6的赤红壤、黄棕壤、栗钙土，泥土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

7cm，再栽培水草，且水草栽培面积为池塘总面积的20％，池底设置成向所述排水口方向倾

斜的斜面，倾斜度为10°，所述水草为波吉卵囊藻、莫斯、狐尾藻，种植面积比为2：3：1；

[0055] S2、水质处理：注水量为池塘高度的70％，盐度22，pH7.6，溶解氧4mg/L，水温25℃，

透明度70cm，亚硝酸盐含量为0.024mg/L；

[0056] S3、放养管理：选择体长规格1.7～2.0mm的苗种，按2000尾/m2投放到1号池；

[0057] S4、育苗管理：

[0058] 第一阶段：仔、稚鱼培育，投喂生物饵料及人工配合添加剂Ⅰ，每天早上投喂1次，第

1天投喂小型轮虫和桡足类幼体，饵料密度300个/L，第11天逐日增加投喂10％小型桡足类

成体，饵料密度150个/L，第21天后开始增加投喂大型桡足类、枝角类，饵料密度150个/L；所

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Ⅰ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菱角粉末7份、纵条肌海葵9份、黄蜀葵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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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前草8份，一天投喂3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2％，每隔8天换水，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

速为0.8m3/h，每天2h；

[0059] 第二阶段：鱼苗>26mm后分池培育，投入2号水泥池，投放密度1200尾/m3，投喂碎虾

肉、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苔菜2份、酢

酱草4份、蚯蚓粉4份、紫苏籽粉5份一天投喂2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3％，进行水流刺激，

控制水流速为1.2m3/h，每天1次，每次2h；

[0060] 第三阶段：鱼苗>8cm后分到3号水泥池培育，投放密度800尾/m3，投喂人工配合饲

料添加剂Ⅲ，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越橘5份、首乌藤6份、葛根

粉5份、瑶柱粉7份，一天投喂1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2％，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

2m3/h，每天1次，每次2h。

[0061] 实施例5

[0062] 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S1、水泥池处理：设置三个水泥池1、2、3号，将水泥池四周清理干净，暴晒6天，1号

池铲入重量份比为9:3的栗钙土、珊瑚沙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10cm，2、3号池铲

入重量份比为5:4:3的赤红壤、黄棕壤、栗钙土，泥土覆盖于水泥池底部，压实后高度为

15cm，再栽培水草，且水草栽培面积为池塘总面积的40％，池底设置成向所述排水口方向倾

斜的斜面，倾斜度为25°，所述水草为波吉卵囊藻、莫斯、狐尾藻，种植面积比为8：5：4；

[0064] S2、水质处理：注水量为池塘高度的80％，盐度36，pH8.0，溶解氧8mg/L，水温28℃，

透明度90cm，亚硝酸盐含量为0.096mg/L；

[0065] S3、放养管理：选择体长规格1.7～2.0mm的苗种，按2500尾/m2投放到1号池；

[0066] S4、育苗管理：

[0067] 第一阶段：仔、稚鱼培育，投喂生物饵料及人工配合添加剂Ⅰ，每天早上投喂1次，第

10天投喂小型轮虫和桡足类幼体，饵料密度350个/L，第20天逐日增加投喂25％小型桡足类

成体，饵料密度200个/L，第21天后开始增加投喂大型桡足类、枝角类，饵料密度200个/L；所

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Ⅰ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菱角粉末7份、纵条肌海葵9份、黄蜀葵10份、

车前草8份，一天投喂5次，投喂量均为鱼苗重量的5％，每隔12天换水，进行水流刺激，控制

水流速为1.5m3/h，每天4h；

[0068] 第二阶段：鱼苗>26mm后分池培育，投入2号水泥池，投放密度1500尾/m3投喂人工

配合饲料添加剂Ⅱ，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苔菜2份、酢酱草4

份、蚯蚓粉4份、紫苏籽粉5份；一天投喂3次，上午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5％，中午和傍晚投喂

量为鱼苗重量的3％，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流速为2.8m3/h，每天3次，每次4h；

[0069] 第三阶段：鱼苗>8cm后分到3号水泥池培育，投放密度1000尾/m3，投喂碎虾肉、人

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越橘5份、首乌藤6

份、葛根粉5份、瑶柱粉7份，一天投喂2次，投喂量为鱼苗重量的4％，进行水流刺激，控制水

流速为3.5m3/h，每天3次，每次4h。

[0070] 实施例6

[0071]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一种黑斑石斑鱼的室内水泥池人工育苗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S1步骤中水草为波吉卵囊藻、莫斯、狐尾藻，种植面积比为1：2：5。

[0072] 实施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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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S4步骤中第一阶段换水量为原池水量的

60％。

[0074] 对比例1

[0075]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水泥池底中泥土为重量份比为1:1:0.5的赤

红壤、黄棕壤、栗钙土。

[0076] 对比例2

[0077]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水泥池底中不加入赤红壤、黄棕壤、栗钙土。

[0078] 对比例3

[0079]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水泥池底中不种植水草。

[0080] 对比例4

[0081]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Ⅰ包括以下重量份原

料：菱角粉末5份、纵条肌海葵5份、黄蜀葵6份、车前草4份。

[0082] 对比例5

[0083]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Ⅱ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苔

菜1份、酢酱草2份、蚯蚓粉1份、紫苏籽粉2份。

[0084] 对比例6

[0085]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所述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Ⅲ包括以下重量份原

料：越橘1份、首乌藤3份、葛根粉2份、瑶柱粉3份。

[0086] 对比例7

[0087]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未进行分池培育，以第一阶段的培育条件进行培

育。

[0088] 一、育苗结果

[0089] 将上述实施例1～7与对比例1～6育苗40天后情况如下表：

[0090]   平均鱼苗成活率(％) 平均鱼苗体长(cm)

实施例1 93.2 15

实施例2 95.5 16

实施例3 96.3 17

实施例4 94.6 15

实施例5 93.5 13

实施例6 94.4 14

实施例7 94.8 11

对比例1 72.7 8

对比例2 74.9 9

对比例3 75.3 8

对比例4 76.5 10

对比例5 78.9 8

对比例6 77.8 9

对比例7 79.1 8

[0091] 由上表可知，实施例1～5中，石斑鱼的室内人工育苗，对水泥池的合理处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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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处理的参数，分池分三个时期进行育苗管理，科学配制每一时期的人工配合饲料添加

剂和水流处理；实施例3～7中，水泥池的处理和水质管理对石斑鱼鱼苗的生长情况有一定

的影响；对比例1～3表明，水泥池池底使用的泥土和水草能改善水泥池的养殖环境，增强的

鱼体质量，提高育苗成活率，对比例4～7表明，鱼苗在每一时期的生长所需的能量不同，投

喂不同人工配合饲料添加剂，有助于鱼苗的培育，分池培育避免大小鱼共养导致互相残食，

也能实现同时流水线养殖，提高养殖效率。

[009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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