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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池塘主养长丰鲫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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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加快长丰鲫在吉林省的推广应用袁选取 2 口面积均为 2 668 m2 的试验池塘袁以长丰鲫夏花苗种为试验对象袁放养 12 万尾/hm2袁
开展池塘主养 1 龄长丰鲫苗种试验遥结果表明袁经过 118 d 的养殖试验袁养殖成活率平均为 76.7%袁出池规格平均为 189.4 g/尾袁平均产量为
17 432.3 kg/hm2遥长丰鲫生长速度快袁产量高袁适应性强袁适合在北方地区推广养殖遥
关键词 池塘曰长丰鲫曰生长速度曰抗病力曰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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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鲫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联合培育的四倍体异育银鲫新品种 遥
[1]

长丰鲫体型好袁与普通鲫鱼处观一致曰生长速度快袁1尧2 龄鱼
分别比异育银鲫 D 系快 25.06%~42.02%和 16.77%~32.10%遥

长丰鲫肉质细嫩袁肉味鲜美袁营养丰富曰鳞片紧密袁不易脱
落曰遗传性状稳定袁便于保种曰抗逆性强 遥为了加快该鱼在
[2]

吉林省的推广应用袁2018 年舒兰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和国
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长春综合试验站联合申报吉林
省推广示范项目野池塘养殖长丰鲫试验示范冶遥现将试验示
范情况总结如下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达到 5.0 cm 左右时便开始人工驯化袁投喂粒径 0.5 mm 的鲤
鱼专用破碎开口料袁每天驯化 3 次袁每次驯化 30 min袁5~7 d

驯化成功遥驯化成功后每天投喂 4 次袁投喂时间间隔保证
3.5~4.0 h袁在投喂量上以大多数鱼吃饱游走为止袁要根据鱼
苗规格及时调整饲料粒径遥

日常管理遥鱼苗正常投喂后袁将水位调整至 1.2 m 左

1.4.2

右袁进入 7 月高温期每 10 d 加注新水 1 次袁每次加水量 10~

20 cm遥7要8 月袁每 15 d 用 1 次生石灰调节水质 [4-5]袁使池水

pH 值达到 7.5~8.5遥养殖中后期袁定时开启增氧机袁使池水溶
解氧保持在 5.0 mg/L 以上遥

在鱼病防治上坚持以防为主袁夏花鱼苗驯食成功后袁每

试验池塘选择

选择 2 口面积均为 2 668 m2 的池塘袁池深 2.2 m袁最大蓄

水深 1.8 m袁池底平坦尧淤泥 30 cm 左右袁水源为地下水和水

15 d 全池施用 1 次杀虫剂和 1 次水质消毒剂袁每月投喂 1 次
药饵袁做到无病先防尧有病早治遥

坚持每天早尧中尧晚巡塘袁每天做好养殖记录袁主要包括

库水袁注尧排水方便遥每口池塘配备 1 台自动投饵机和 2 台

饲料投喂情况[6]尧水质变化尧天气变化尧鱼活动情况尧鱼病情

1.2

寄主袁并及时捞出残饵和死鱼遥

3.0 kW 叶轮增氧机遥
放养前准备

清塘尧注水遥清塘药物选用生石灰袁用量 1 200 kg/hm 遥

1.2.1

2

况等遥注意鱼池环境卫生袁勤除池边杂草袁勤除敌害及中间
2 结果与分析

清塘后 5~7 d 注水袁注水深 80 cm 左右遥注水时用细筛绢将

2.1 生长情况

1.2.2

出池规格为 191.3 g/尾尧产量为 18 043.5 kg/hm2袁鲢鳙鱼的产

注水口包好袁以防野杂鱼及蛙卵进入池塘遥

施肥遥注水后袁立即施入发酵好的有机肥培育鱼苗适

口饵料生物袁施肥量为 7 500~9 000 kg/hm2袁将发酵好的有机
肥兑水调成浆状全池均匀泼洒遥
1.3 苗种放养

长丰鲫夏花苗种放养量为 12 万尾/hm2袁搭配品种为鳙

鱼 1.5 万尾/hm2尧白鲢 2.25 万尾/hm2遥夏花苗种要求体质健
壮尧无病无伤尧规格整齐遥放养时间选在施肥 1 周后池水中

浮游动物达到高峰期时遥浮游动物高峰期鱼苗下塘袁确保
有充足尧适口的天然饵料袁可以提高苗种的成活率遥
1.4

饲养管理

1.4.1

由表 1 可以看出袁1 号池长丰鲫的养殖成活率达 78.6%尧

量为 3 217.5 kg/hm2袁总产量为 21 261.0 kg/hm2曰2 号池长丰鲫
的养殖成活率达 74.8%尧出池规格为 187.4 g/尾尧产量达到

16 821.0 kg/hm2袁鲢鳙鱼的产量为 3 231.0 kg/hm2袁总产量为
20 052.0 kg/hm2遥2 口池塘长丰鲫平均养殖成活率为 76.7%尧

平均规格为 189.4 g/尾尧平均产量为 17 432.3 kg/hm2袁鲢鳙鱼
平均产量为 3 224.3 kg/hm2袁平均总产量为 20 657.0 kg/hm2遥
表1

试验池
1号
2号
平均

饲料投喂遥夏花鱼苗放养后要经常检查池塘水体中浮

游动物量袁若发现池水中浮游动物数量不足袁应及时投喂人

长丰鲫收获情况

成活率/% 出池规格/g窑尾-1
产量/kg窑hm-2
鲫
鲢鳙
鲫
鲢鳙
鲫
鲢鳙
78.6 72.4 191.3 118.5 18 043.5 3 217.5
74.8 75.2 187.4 114.6 16 821.0 3 231.0
76.7 73.8 189.4 116.6 17 432.3 3 224.3

总产量
kg窑hm-2
21 261.0
20 052.0
20 657.0

工饲料遥开始可投喂 3~5 d 黄豆浆袁5 d 后投喂混合饲料粉

2.2 效益分析

缩小投喂范围袁几天后只投放在饲料台附近 遥待鱼苗全长

产值为 228 532.5 元/hm2袁利润为 66 877.5 元/hm2袁投入产出

由表 2 可知袁2 口池塘平均生产成本为 161 655 元/hm2袁

面袁将混合饲料粉面用水和成团状袁沿池塘周边投喂袁逐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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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1.00颐1.41遥

3

结论与讨论
养殖试验结果表明袁长丰鲫生长速度较快袁产量较高曰
渊下转第 201 页冤

史荣华等院肉种鸡禽白血病与马立克氏病混合感染的初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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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a 肝内多个肿瘤病灶曰b 肝内肿瘤细胞为 MD 特有的肿瘤细胞曰c 心肌内大量肿瘤细胞浸润曰d 心肌内肿瘤细胞为 MD 特有
肿瘤细胞曰e 腺胃内大量肿瘤细胞浸润曰f 腺胃内肿瘤细胞为 MD 特有肿瘤细胞曰g 脾脏 1 内大量肿瘤细胞浸润曰h 脾脏 1 内
肿瘤细胞为 ALV-J 特有肿瘤细胞曰j 脾脏 2 内大量肿瘤细胞浸润曰k脾脏 2 内肿瘤细胞为 MD 特有肿瘤细胞遥

图 3 组织病理变化

其发生[11]曰对于 AL袁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疫苗袁更没有有效的
药物可以治疗遥因此袁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净化淘汰袁自行
清除 ALV要J 阳性的鸡群或者引进国外鸡群时加强 ALV要J

筛查袁最后逐步建立无 ALV要J 感染的鸡群袁改善饲养环境
[13]
遥同时袁还应加强种鸡的饲养管理和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袁
以减少水平传播袁并选择无外源病毒污染的疫苗进行合理
免疫袁避免因疫苗污染而导致鸡群感染禽白血病[14]遥本试验
诊断为该鸡场下一步的预防和净化工作起到一定的参考
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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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池
1号
2号
平均

池租
5 250
5 250
5 250

表2
生产费用/元窑hm
饲料
水电
14 2575
6 600
13 0335
6 600
13 6455
6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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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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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种
7 800
7 800
7 800

药费
1 800
1 800
1 800

在北方地区其生长期只有 120 d 左右袁当年苗种出池平均规

格达 189.4 g/尾袁是近年来引近的鲫鱼新品种中生长速度最

快的遥在试验过程中一直使用鲤鱼苗种饲料袁如果用鲫鱼专
用饲料袁出池规格和产量会更佳袁当年有望达 200 g/尾以上的
上市规格遥因此袁长丰鲫在北方地区完全有可能当年养殖商
品鱼遥
试验还发现袁长丰鲫抗病能力也很强袁在养殖过程中除
正常的清塘尧消毒外袁没有使用任何防病药物袁长丰鲫未发
生鱼病袁养殖成活率达到 76.7%袁较异育银鲫中科 3 号成活

率提高 20%以上遥鉴于长丰鲫生长快尧抗病力强尧成活率高尧

人工
3 750
3 750
3 750

售价/元窑kg-1
鲫鱼
鲢鳙
12
6
12
6
12
6

产值
元窑hm-2
235 827.0
221 238.0
228 532.5

利润
元窑hm-2
68 052.0
65 703.0
66 877.5

效益显著等优点袁适宜在北方地区大力推广养殖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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