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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病

毒病的饲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饲料由重量份数

分别为小麦粉30‑50份、稻糠30‑50份、虾壳10‑15

份、大豆粕15‑20份、玉米粉15‑20份、复合维生素

1‑10份、金银花1‑20份、连翘1‑20份、桔梗1‑20

份、薄荷1‑20份、荆芥1‑20份、淡豆豉1‑20份、牛

蒡子1‑20份、淡竹叶1‑20份、甘草1‑20份组成，其

制备方法包括：1）取小麦粉、稻糠、虾壳、大豆粕、

玉米粉原料粉碎；2）将重量份数的金银花、连翘、

薄荷、荆芥、淡豆豉、炒牛蒡子、桔梗、淡竹叶和甘

草以及辅料制备成银翘颗粒；3）发酵；4）密封静

置；5）饲料颗粒机中制粒成型得产品。本发明的

饲料添配方合理，无毒副作用，安全可靠，能够防

治斑点叉尾鮰病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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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幼鱼病毒病的饲料，其特征在于，由下述组分按重量份数

组成：小麦粉30份、稻糠30份、虾壳15份、大豆粕20份、玉米粉20份、复合维生素10份、金银花

15份、连翘1份、桔梗5份、薄荷10份、荆芥12份、淡豆豉11份、牛蒡子16份、淡竹叶8份、甘草15

份；

所述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幼鱼病毒病的饲料，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按上述重量份数取小麦粉、稻糠、虾壳、大豆粕、玉米粉、复合维生素为原料，进行混

合后，转移至磨粉机，粉碎成粉末；

2）将上述重量份数的金银花、桔梗分别粉碎成颗粒，过筛，备用；薄荷、荆芥用水蒸气蒸

馏提取挥发油，蒸馏后的水溶液另器收集，备用；药渣与牛蒡子、淡竹叶、甘草加水煎煮2次，

每次2小时，合并煎液，滤过；淡豆豉加水煮沸后，于80℃温浸2次，每次2小时，合并浸出液，

滤过；合并上述药液，浓缩成稠膏；连翘加水煎煮2次，每次2小时，合并煎液，滤过，再浓缩成

稠膏；上述稠膏、金银花、桔梗颗粒，喷加薄荷、荆芥挥发油，在60℃、0.07Mpa‑0.08Mpa  条件

下干燥，粉碎制成粉末；

3）将步骤1）和步骤2）得到的粉末混合，加入水，加入发酵粉末混合均匀后，得到混合

料，密封发酵24h，得到发酵料；

4）在步骤3）中得到的发酵料中加入添加剂搅拌混合均匀后密封静置2h，得到饲料混合

物；

5）将步骤4）得到的饲料混合物过40目筛，放入饲料颗粒机中制粒成型，粒径为1‑4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幼鱼病毒病的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

合维生素包括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维生素K、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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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病毒病的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鱼饲料及其制备方法，具体是一种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病毒病的

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斑点叉尾鮰又称沟鲶、钳鱼，属于鲶形目、鮰科鱼类。原产于北美洲，是一种大型淡

水鱼类，具有食性杂、生长快、适应性广、抗病力强、肉质上乘等优点。美国叉尾鮰鱼自1985

年从美国引进原种进行驯化，于1989年繁育成功。斑点叉尾鮰天然分布区域在美国中部流

域、加拿大南部和大西洋沿岸部份地区，以后广泛地进入大西洋沿岸，全美国和墨西哥北部

都有分布，产地是水质无污染、沙质或石砾底质、流速较快的大中河流，也能进入咸淡水水

域生活。现为美国主要淡水养殖品种之一。斑点叉尾鮰是湖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于1984年

与云斑鮰同时引进的一种鮰科鱼类，经过几年的研究及推广养殖，证实该种鱼适合中国大

部份地区养殖。

[0003] 斑点叉尾鮰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还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具有肉厚

无刺、皮滑肉嫩、肥美味浓的特点。钳鱼的营养价值极高，具有大鲜、大补的特点，通常用来

做成煲仔菜，适合用榨菜来焖制，以吊出其鲜味，吃时斑点叉尾鮰鲜美嫩滑，别有一番滋味。

斑点叉尾鮰营养丰富，每100克鱼肉中含水分64.1克、蛋白质14.4克，并含有多种矿物质和

微量元素，特别适合体弱虚损、营养不良之人食用。斑点叉尾鮰不仅像其他鱼一样含有丰富

的营养，而且肉质细嫩，含有的蛋白质和脂肪较多，对体弱虚损、营养不良之人有较好的食

疗作用。斑点叉尾鮰是催乳的佳品，并有滋阴养血、补中气、开胃、利尿的作用，是妇女产后

食疗滋补的必选食物。

[0004] 除斑点叉尾鮰的鱼子有杂味不宜食用以外，全身是宝，斑点叉尾鮰是名贵的营养

佳品，早在史书中就有记载，可以和鱼翅、野生甲鱼相媲美，它的食疗作用和药用价值是其

他鱼类所不具备的，独特的强精壮骨和益寿作用是它独具的亮点。

[0005] 斑点叉尾鮰病毒(CCV)是鮰疱疹病毒Ⅰ型，属疱疹病毒科，呈二十面体，有囊膜，直

径175～200nm，病毒核酸为双链DNA。斑点叉尾鮰病毒病(CCVD)在斑点叉尾鮰病害中，是危

害最大、传染最猛烈、死亡最快的一种传染病，一旦发病，死亡率极高，是一种可怕的灾害性

疾病。其发病症状是：病鱼垂直悬浮于水中，病鱼皮肤及鳍基部出血，腹部膨大，解剖可见腹

水，鳃丝发白，眼球突出；解剖后肝、脾、肾有出血斑。因此研发一种能够防治斑点叉尾鮰病

毒病的饲料具有重大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病毒病的饲料，可

提高斑点叉尾鮰免疫力，防治病毒病的流行或者爆发。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另一个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病毒病饲

料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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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9] 一种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病毒病的饲料，由下述组分按重量份数组成：小麦粉30‑

50份、稻糠30‑50份、虾壳10‑15份、大豆粕15‑20份、玉米粉15‑20份、复合维生素1‑10份、金

银花1‑20份、连翘1‑20份、桔梗1‑20份、薄荷1‑20份、荆芥1‑20份、淡豆豉1‑20份、牛蒡子1‑

20份、淡竹叶1‑20份、甘草1‑20份。

[0010] 作为优选，所述复合维生素包括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维生素K、维生素B1、

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B12。

[0011] 作为优选，所述重量份数的组分分别为：小麦粉40份、稻糠40份、虾壳10份、大豆粕

15份、玉米粉15份、复合维生素1份、金银花1份、连翘1份、桔梗1份、薄荷1份、荆芥1份、淡豆

豉1份、牛蒡子1份、淡竹叶1份、甘草1份。

[0012] 作为优选，所述重量份数的组分分别为：小麦粉48份、稻糠30份、虾壳12份、大豆粕

16份、玉米粉18份、复合维生素6份、金银花20份、连翘10份、桔梗15份、薄荷10份、荆芥5份、

淡豆豉8份、牛蒡子10份、淡竹叶3份、甘草5份。

[0013] 作为优选，所述重量份数的组分为：小麦粉30份、稻糠50份、虾壳15份、大豆粕20

份、玉米粉20份、复合维生素10份、金银花15份、连翘1份、桔梗5份、薄荷10份、荆芥12份、淡

豆豉11份、牛蒡子16份、淡竹叶8份、甘草15份。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饲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按上述重量份数取小麦粉、稻糠、虾壳、大豆粕、玉米粉、复合维生素为原料，进

行混合后，转移至磨粉机，粉碎成粉末状；

[0016] 2)将上述重量份数的金银花、桔梗分别粉碎成颗粒，过筛，备用；薄荷、荆芥用水蒸

气蒸馏提取挥发油，蒸馏后的水溶液另器收集，备用；药渣与牛蒡子、淡竹叶、甘草加水煎煮

1‑3次，每次1‑3小时，合并煎液，滤过；淡豆豉加水煮沸后，于80℃温浸1‑3次，每次1‑3小时，

合并浸出液，滤过；合并上述药液，浓缩成稠膏；连翘加水煎煮1‑3次，每次1‑3小时，合并煎

液，滤过，再浓缩成稠膏；上述稠膏、金银花、桔梗颗粒，喷加薄荷、荆芥挥发油，按照常规方

法制成粉末。

[0017] 3)将步骤1)和步骤2)得到的粉末混合，加入水，加入发酵粉末混合均匀后，得到混

合料，密封发酵24h，得到发酵料；

[0018] 4)在步骤3)中得到的发酵料中加入添加剂搅拌混合均匀后密封静置2h，得到饲料

混合物；

[0019] 5)将步骤4)得到的饲料混合料过40目筛，放入饲料颗粒机中制粒成型，粒径为1‑

4mm。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2)为：将上述重量份数的金银花、桔梗分别粉碎成颗粒，过筛，

备用；薄荷、荆芥用水蒸气蒸馏提取挥发油，蒸馏后的水溶液另器收集，备用；药渣与牛蒡

子、淡竹叶、甘草加水煎煮2二次，每次2小时，合并煎液，滤过；淡豆豉加水煮沸后，于80℃温

浸2次，每次2小时，合并浸出液，滤过；合并上述药液，浓缩成稠膏；连翘加水煎煮2次，每次2

小时，合并煎液，滤过，再浓缩成稠膏；上述稠膏、金银花、桔梗颗粒，喷加薄荷、荆芥挥发油，

按照常规方法制成粉末。

[0021]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2)中常规方法是指在60℃、0.07Mpa‑0.08Mpa条件下干燥，粉

碎成细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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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病毒病饲料中的小麦粉、稻糠、虾壳、大豆

粕、玉米粉和复合维生素富含禽类生长中的绝大部分营养元素，金银花、连翘、桔梗、薄荷、

荆芥、淡豆豉、牛蒡子、淡竹叶、甘草为中药“银翘散”的成分，可对抗引起斑点叉尾鮰病毒病

的Ⅰ型疱疹病毒；加入小麦粉、稻糠、虾壳、大豆粕、玉米粉和复合维生素后，既能解决斑点叉

尾鮰的喂养问题，又能对抗斑点叉尾鮰饲料和摄食中的致病病毒Ⅰ型疱疹病毒，同时本配伍

所制成的斑点叉尾鮰饲料毒副作用小，预防作用效果显著，高效无毒、无残留、无公害，安全

可靠，成本低；制备方法采用了发酵，使饲料中的营养成分更易被斑点叉尾鮰吸收，达到提

高其自身免疫力的效果，大大减少了病毒病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实施例1‑3

[0025] 本发明提供一种如上所述的用于防治斑点叉尾鮰病毒病饲料的制备方法，按表1

中实施例1‑3的配方，执行以下步骤：

[0026] 1)按下述重量份数取小麦粉、稻糠、虾壳、大豆粕、玉米粉、复合维生素为原料，进

行混合后，转移至磨粉机，粉碎成粉末状；

[0027] 2)将下述重量份数的金银花、桔梗分别粉碎成颗粒，过筛，备用；薄荷、荆芥用水蒸

气蒸馏提取挥发油，蒸馏后的水溶液另器收集，备用；药渣与牛蒡子、淡竹叶、甘草加水煎煮

2二次，每次2小时，合并煎液，滤过；淡豆豉加水煮沸后，于80℃温浸2次，每次2小时，合并浸

出液，滤过；合并上述药液，浓缩成稠膏；连翘加水煎煮2次，每次2小时，合并煎液，滤过，再

浓缩成稠膏；上述稠膏、金银花、桔梗颗粒，喷加薄荷、荆芥挥发油，按照常规方法制成粉末。

[0028] 3)将步骤1)和步骤2)得到的粉末混合，加入水，加入发酵粉末混合均匀后，得到混

合料，密封发酵24h，得到发酵料；

[0029] 4)在步骤3)中得到的发酵料中加入添加剂搅拌混合均匀后密封静置2h，得到饲料

混合物；

[0030] 5)将步骤4)得到的饲料混合料过40目筛，放入饲料颗粒机中制粒成型，粒径为1‑

4mm。

[0031] 表1实施例1‑3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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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0033] 在实施过程中，开展实验选取幼年斑点叉尾鮰30只，随机分为3组，分别置于3个独

立隔离的30平米水池中饲养，第一组喂食常规饲料；第二组喂食本饲料(按照实施例3的配

方生产)；第三组喂食含利巴韦林的饲料。喂食2月后，准备100mlⅠ型疱疹病毒，雾化方式分

别喷洒至3个水池，10天后进行统计。禽流感感染认定为：凡斑点叉尾鮰悬浮于水中、病鱼皮

肤及鳍基部出血、腹部膨大、解剖可见腹水、鳃丝发白、眼球突出中的3种或3种以上认定感

染，无症状的认定未感染。结果如表2：

[0034] 表2喂养10天症状检测

[0035]   组1 组2 组3

未感染 0 8 4

感染 2 2 3

死亡 8 0 3

[0036] 在不喷淋Ⅰ型疱疹病毒情况下，继续喂养10天，症状检测结果如下：

[0037] 表3喂养20天症状检测

[0038]   组1 组2 组3

未感染 0 8 3

感染 1 1 3

死亡 9 1 4

[0039] 实验结果可见，组2各项症状检测结果显示采用本饲料喂食的斑点叉尾鮰，对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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疱疹病毒抵御力明显高于传统抗病毒药物疗法，说明喂食本饲料的斑点叉尾鮰的体质较常

规喂养和其他抗病毒药物喂养有较大增强作用，从而使其生长迅速，进而提升斑点叉尾鮰

供货量。

[0040] 上述实施方式仅供说明本发明之用，而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作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

有等同的技术方案也应属于本发明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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