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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实践经验袁总结一套成熟的网箱养殖黄鳝技术袁包括养殖地点的选择尧网箱的设计与布置尧放种前的准备尧鳝种的投放尧饲
养等方面内容袁以为黄鳝网箱养殖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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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养殖地点的选择

种院淤黄斑鳝遥体色较黄袁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褐黑色大斑

养殖黄鳝的地点要求具有以下特点院水源方便袁易排

点袁生长速度快袁多生活于湖泊中曰于青斑鳝遥体色青灰袁斑

灌袁不易淹没曰水源水质好袁无污染曰交通方便袁便于运输曰避

纹细密袁生长速度较慢袁多生活于砂质土质的泥中曰盂青黄

风向阳袁冬暖夏凉曰环境安静袁易防盗袁便于管理曰鳝种尧饵料

斑鳝遥体色和斑点介于黄斑鳝和青斑鳝之间袁生长速度也介

鱼易得遥

于两者之间曰榆红鳝遥也称火鳝袁身体红色袁但生长速度很

2 网箱的设计与布置

慢袁数量较少遥

2.1 设置网箱的水体要求
网箱养殖黄鳝的水体要求无污染袁进排水方便袁避风向

渊2冤来源的选择遥市场收购人工捕捞的天然野生鳝种袁
以笼捕的鳝种为佳袁为目前主要来源曰自己捕捞袁为小规模

阳 [1]遥池塘面积 0.13耀3.33 hm2袁水深 1.5耀2.0 m袁池底平坦袁淤

养殖的补充曰人工繁殖苗种袁但真正意义上的很少袁市场上

密袁易污染水质袁发生病害遥

假冒伪劣产品遥

泥 10耀15 cm遥网箱设置面积占水面积的 1/3 较好袁设置过
2.2 网箱结构

网箱是采用 20耀30 目/cm2 的聚乙烯无结节网片缝制而

宣传的所谓的转基因黄鳝尧泰国特大黄鳝尧黄金 1 号等多是

渊3冤体质的选择遥作为人工养殖的黄鳝种苗袁在选择时
还要注意选择黄鳝的体质等遥要求体质健壮袁头小背阔袁游

成的袁网箱规格 2.0 m伊2.0 m伊1.5 m尧4.0 m伊2.0 m伊1.5 m 或

动活泼曰无伤袁无病无疾袁体表无病灶袁无寄生虫等袁不能选

方形遥

4.2 鳝种剔选

4.0 m伊3.0 m伊1.5 m袁上下纲绳直径 5 mm袁敞口尧长方形或正
2.3 网箱设置

网箱四周用毛竹固定袁在池塘中以多排并列袁成野一冶字

用钩钓的尧体表黏液脱落的尧身体受伤的遥
鳝种放养前用深水加压尧盐水浸浴尧目测手剔法三级挑
选无病尧无伤尧黏液丰富尧活动力强尧敏感健康尧体色深黄的

型排开袁每列相隔 3 m袁网箱间隔 1 m袁离塘埂 3 m 以上袁方便

大斑鳝或青黄的细斑鳝放养遥

离底 0.4 m 以上遥网箱于放鳝种前 20 d 安插好遥

塑料箱或相当大小的容器作盛鳝容器袁一次倒入 80 kg 左右

3.1 池塘准备

40 cm袁盖住箱口袁10 min 后掀开盖子观察黄鳝的活动情况袁

小船行驶及管理和喂食遥网箱入水深度 1.0 m袁出水 0.5 m袁
3 放鳝种前的准备工作

用于网箱养鳝的池塘放鳝种前进行冬冻曝晒袁清除过

多淤泥袁夯实塘埂遥放鳝种前 1 个月用生石灰清塘消毒袁用
量 1.5 t/hm2遥3耀5 d 后注水安插网箱移植水花生渊喜旱莲子
草冤遥放苗前 10耀15 d袁先用阿维菌素或伊维菌素等杀虫剂杀
虫袁之后用聚维酮碘尧二氧化氯等消毒剂消毒袁备用遥
3.2 网箱浸泡消毒

新网箱安置前放在非网箱养殖水体浸泡 20 d袁使网箱

有害物质散发袁同时使网衣附着藻类形成生物膜袁以免鳝种
下箱擦伤遥旧网箱安置前曝晒拍打掉附着的泥土遥网箱安插
前用 20 mg/kg 高锰酸钾溶液浸泡 20 min 消毒遥
4 鳝种的投放

4.1 鳝种的选择

渊1冤品种的选择遥因分布于不同的环境尧地域等袁在自然

界中有不同颜色尧不同斑点的黄鳝品系 [2]遥目前常见的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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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深水加压法遥用规格为 60 cm伊80 cm伊60 cm 的无毒

的鳝种遥用塑料皮管沿着箱壁加水袁水温差低于 3 益袁加至
快速将浮在水表尧头部露出水面尧受惊后仍不沉入水底的鳝
种剔除遥

渊2冤盐水浸浴法遥将经深水加压法选择的鳝种倒入 3%耀

5%食盐水溶液中袁把那些一遇到食盐水溶液立即跳窜尧身体
痉挛的鳝种剔除袁此法可达到剔选和消毒的双重作用遥

渊3冤目测手剔法遥用敞口浅底无毒塑料盆作为容器袁倒
入经二级选择的鳝种袁通过目测袁一选体色袁二选规格遥将同
一规格的鳝种放在同一网箱中养殖遥
4.3 鳝种的投放

渊1冤放养时间遥在保证黄鳝成活率的情况下袁放养时间

越早越好遥如人工繁殖苗种 4 月初放养年增长倍数可达 4耀6
倍袁而推迟到 7 月放养则只能增长 2 倍左右遥但野生苗种一
般要求在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放养袁既避开黄鳝繁殖产卵

高峰期袁同时还有合适的生长期和适宜的生长温度遥一般选
择晴天放养袁放养后几天为持续晴好天气遥

渊2冤放养规格遥如果要当年养成体重在 100 g 以上的黄

鳝个体袁其放养规格应该在 35 g 以上遥如果计划 2 年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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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的袁其放养规格可以控制在 10耀20 g袁此类鳝种到年平

制剂改良水质袁定期外泼尧内服药物预防疾病[4-5]遥尽量减少

以上遥

注天气变化袁以防暴雨水位急升袁黄鳝逃走遥平时做好日常

均可以达 50耀60 g袁经过第 2 年养殖袁平均规格可以达 200 g
渊3冤放养密度遥放养密度的大小与黄鳝养成的规格尧单

位面积的产量以及养鳝池的使用率和养殖经济效益相关[3]遥
一般情况下袁放养密度小袁黄鳝生长速度快袁养成规格大袁但

大换水尧洗箱尧翻箱次数袁从而减少对网箱中鳝鱼的刺激遥关
管理日志袁及时记录发现的异常情况及处理方法和结果袁以
便不断总结养殖经验袁提高养殖水平遥
5.5 水草维护

单位面积产量较低曰放养密度大袁则黄鳝生长速度较慢袁养

养鳝池中种植水草渊喜旱莲子草袁俗称水花生冤的作用

成的规格较小袁但单位面积产量高遥综合考虑以上 2 点袁黄

有以下几点院防暑降温曰改良水质袁通过吸收水里的营养物

密度可达 3耀5 kg/m 遥

鳝网箱中的水草是不可缺少的遥水草管理过程中要防止水

鳝的投放密度以 1.0耀1.5 kg/m2 为宜遥但若养殖黄鳝种苗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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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4冤鳝种消毒遥鳝种投放前要用药物消毒袁预防鳝病遥消

毒方式一般采用药物浸泡遥目前主要采用 1%耀2豫食盐水浸
泡 5 min遥
5 饲养

5.1 饲料种类

质袁防止有机质污染水体曰供黄鳝栖息曰御寒保温遥因此袁养
草枝叶长出网箱袁给黄鳝外逃创造条件曰水草的面积不能超

过网箱面积的 90豫曰枯死和腐烂的水草要及时捞出曰水草生
长不好尧面积分布过小时要及时补草遥
5.6 水质调节
网箱养鳝动物性饵料和高蛋白人工配合饲料投喂多袁

黄鳝是以动物性饲料为主的鱼类袁选择投喂食物的种

对养殖水体污染严重袁而池塘面积小尧水浅袁水体自净能力

类时袁应以动物性食物为主袁目前主要有小杂鱼尧白鲢尧蚌尧

差袁远不能净化养殖污染遥因此袁水质调节至关重要袁关系养

螺尧蚯蚓尧虾等曰各种饵料养殖的饲料系数院小杂鱼 6耀8曰白鲢

10渊纯肉为 7耀8冤曰螺 30耀35渊去壳 20冤曰蚌 40耀45渊去壳 25耀

殖成败遥

渊1冤投放滤食性和刮食性鱼类遥鳝池消毒注水后袁每 1

30冤曰蚯蚓 7耀8曰虾 20渊去壳 8耀10冤遥

hm 水面放养规格为 16耀20 尾/kg 的鲢鱼种 4 500 尾尧 鳙鱼

不了黄鳝的要求袁已开发出黄鳝的配合饲料遥试验证明袁将

类摄食浮游生物袁防止水质过肥袁刮食性鲴鱼摄食有机腐殖

由于目前黄鳝养殖规模越来越大袁动物性饲料已满足

配合饲料和动物性饵料合理搭配袁其养殖效果也较好袁饲料
系数在 1.6耀2.0遥
5.2 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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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1 200 尾尧13耀15 cm 细鳞斜颌鲴 750 尾遥 通过滤食性鱼
质袁消除污染源袁摄食附着在网箱上的藻类尧有机物袁清洁网
箱袁疏通网眼遥
渊2冤周期性施用微生物制剂遥黄鳝驯食成功袁正常投喂

黄鳝入箱后 1耀3 d 采用饥饿逼迫法和适口饵料诱食法

后袁每隔 10 d 周期性施用微生物制剂渊以芽孢杆菌为主的复

21院00 按网箱存鳝重量的 2%定点投喂在用网箱中水花生做

物繁殖生长袁通过有益菌分解水体中氨氮尧亚硝酸盐尧硫化

进行驯食袁开始用鲜鱼糜或蚯蚓或鲜鱼糜加蚯蚓于 20院00要

成的野草台冶上遥3耀4 d 后袁调整饵料结构袁用 90%鲜鱼糜加
10%黄鳝饲料遥投喂量视黄鳝吃食情况调整袁如在次日早晨

已吃完则以 1 个百分点递增遥投喂时间每天提前 30 min袁直
至稳定在 17院00要18院00遥鲜鱼糜与配合饲料的比例逐渐调

合菌冤袁使水体中有益菌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袁抑制病原微生
氢等有毒有害物质袁使水体实现良性循环遥水质较差时先用
硫代硫酸钠尧聚合氯化铝尧腐殖酸钠等成分的解毒净水剂快
速净水袁再用生物制剂调水遥

渊3冤适时加换水和调节水体 pH 值遥养殖过程中池塘水

整到 7颐3遥7耀10 d 后当黄鳝的吃食量渊鲜鱼糜加黄鳝饲料冤达

位保持 1.5 m袁高温蒸发袁水位下降应适时加水袁水质恶化时

5.3 喂养

物制剂前 3 d 进行遥

网箱存鳝重量的 5%时驯食成功遥

驯食成功后袁综合考虑黄鳝的食性尧营养需求尧饲料来

及时换水遥每月用生石灰调节 1 次水体 pH 值袁于施用微生

渊4冤网箱内水质调节遥网箱养鳝到中后期袁网眼堵塞严

源尧商品鳝品质尧成活率尧饵料系数尧养殖效益尧对水质污染

重袁网箱内外水体交换差袁网箱内水质差袁氨氮尧亚硝酸盐尧

等因素选用鲜鱼糜加黄鳝全价膨化配合颗粒饲料渊粗蛋白

硫化氢等有毒有害物质处于超标状态袁病原菌繁殖快遥黄鳝

含量不低于 37%冤喂养袁鲜鱼糜和饲料的搭配比例为 6颐4袁投
喂量为网箱存鳝总重量的 5%耀7%袁视水温尧水质和黄鳝吃

食量进行调整遥投喂时间在 17院00要18院00袁每天投喂 1 次袁
以 30耀40 min 吃完为宜遥饵料定点投喂在野草台冶渊根据网箱

大小可设 1耀3 个野草台冶冤上遥喂养过程中不轻易改变饲料种
类及用量袁如确需改变也要由少到多尧循序渐进地调整遥
10要11 月当水温低于 20 益时减少投喂袁低于 15 益时可以
不投喂遥

5.4 日常管理
勤检查网箱看有无破损和病鳝尧死鳝遥每天早晨要清洗
食台袁及时清除吃剩的残饵袁保持网箱内的清洁卫生遥视池
塘中水位和水质情况进行加换水遥定期使用生石灰尧微生物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慢袁免疫力降低袁抗病力下
降袁易发病遥因此袁在养殖中后期必须改善网箱内环境袁方法

是借助 PVC 管袁周期性渊每隔 8 d冤向网箱内投放颗粒型底改
和片状微生物制剂袁通过物理和生物的方法吸附尧降解有毒
有害物质袁为黄鳝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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