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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原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提出，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心、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三亚热带水产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振华、杨蕊、胡静、周胜杰、赵旺、于刚、陈旭、杨其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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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吻鲈人工催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尖吻鲈（Lates calcarifer）人工催产的环境条件、亲鱼、催产操作、受精卵和产后亲

鱼护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尖吻鲈的人工催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22213-2008  水产养殖术语 

GB/T 22919.3  水产配合饲料  第3部分：鲈鱼配合饲料 

NY 505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71  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标准 

NY 5072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 

SC/T 9103  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尖吻鲈 Lates calcarifer 

俗称盲鰽、金目鲈，属鲈形目（Perciformes）、尖吻鲈科（Latidae）、尖吻鲈属（Lates），为

一种肉食性、广盐性鱼类。 

3.2  

产卵池 spawning pond  

适宜水产动物亲本产卵、受精的水池。 

（GB/T 22213-2008，定义 4.7） 

3.3  

集卵箱 egg-collecting container  

安装在产卵池出水口处用于收集受精卵的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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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2213-2008，定义 4.8） 

3.4  

孵化池 hatching pond 

水产动物受精卵孵化的水池。 

（GB/T 22213-2008，定义 4.9） 

3.5  

性比 sex ratio 

动物种群内的雌雄个体数量之比。 

（GB/T 22213-2008，定义 5.3） 

3.6  

催产剂 estrualizing agent  

促使鱼类性腺成熟和产卵、排精的垂体和激素类。 

（GB/T 22213-2008，定义 5.16） 

3.7  

催产 induced spawning  

利用注射催产剂或控制一定的生态条件促使亲本产卵或排精的措施。 

（GB/T 22213-2008，定义 5.17） 

3.8  

效应时间 effect time 

亲本末次注射催产剂至开始发情产卵所需时间。 

（GB/T 22213-2008，定义 5.18） 

4 环境条件 

4.1 水环境 

亲鱼产卵所用海水水质应符合GB 11607和NY 5052的要求。亲鱼产卵池水温26 ℃～30 ℃，盐度28～

32，pH 7.5～8.5，溶解氧≥5 mg/L，氨氮≤0.5 mg/L，亚硝态氮≤0.3 mg/L。 

4.2 光照条件 

光照时长为可调节至12 h～13 h，光照强度为2000 Lux～5000 Lux。 

4.3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26 ℃～35 ℃。 

5 设施条件 

5.1 养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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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亲鱼培育池 

采用方形圆角的6 m
3
～10 m

3
的水泥池或玻璃钢桶，设中间排污，有流水设施，配备具升温与降温功

能的海水循环系统。 

5.1.2 产卵池 

采用圆形10 m
3
～15 m

3
的水泥池，产卵池注排水方便，设中间排污，有流水设施，配备具升温与降

温功能的海水循环系统。 

5.1.3 集卵箱 

产卵池的出水口处安装一个60 cm×60 cm×70 cm筛绢集卵箱，用于收集受精卵。 

5.2 供电设施 

供电设备使用供电单位连接变压器供电，同时自备发电机组装置。 

5.3 供氧设施 

   采用鼓风机、纯氧加纳米管统一供氧。 

6 亲鱼 

6.1 亲鱼来源 

自然海区采捕、池塘养殖或者网箱养殖的尖吻鲈种鱼，避免近亲繁殖。 

6.2 亲鱼选择 

选择体格健壮、无病态、躯体完整、活动力强的成鱼，雄鱼3～4龄，雌鱼3.5～6龄。 

6.3 亲鱼培育 

6.3.1 培育条件 

亲鱼培育池水温26 ℃～28 ℃，盐度28～32，pH 7.5～8.5，溶解氧≥5 mg/L，光照时长12 h，光

照强度2000 Lux～5000 Lux，氨氮≤0.5 mg/L，亚硝态氮≤0.3 mg/L。 

6.3.2 培育密度 

亲鱼培育密度（1～3）kg/m
3
。 

6.3.3 亲鱼饲料投喂  

以鲈鱼人工颗粒饲料为主，并添加鱿鱼、牡蛎和多维，饲料质量应符合NY 5072和GB/T 22919.3的

要求。日投饵量为亲鱼体重的3%～5%，每天08:00～10:00投喂1次。 

6.3.4 亲鱼管理 

每天7:00～8:00换水一次，换水量约30%～50%，每天吸底，一个月换池一次。早、中、晚均要进行

巡视，如发现停水、停气要及时补救恢复供水供气，如出现吐料现象则应增加供气，紧急换水。每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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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检测水质，并做好记录(记录模板见表A.1)；在养殖过程中，通常每隔一个月就将亲鱼进行淡水浸泡

0.5 h。浸泡所用淡水水源应符合NY 5051的要求。 

6.4 亲鱼生殖细胞成熟度的判别 

6.4.1 亲鱼麻醉 

亲鱼性腺发育情况检查前必须先进行麻醉；养殖池内水位降低至40 cm左右后进行浸泡麻醉，亲鱼

培养池中放置一个1 m×1 m×1 m的水袋，内装40 cm深的海水，将麻醉调好剂量溶解至海水中，抓亲鱼

至水袋中麻醉，麻醉剂采用丁香酚，安全浓度≤40 ug/L，雌雄两尾种鱼同时麻醉；麻醉后亲鱼出现失

去游泳方向和腹部朝上的现象并保持该状态5 min～6 min为麻醉成功。 

亲鱼用鱼架转移至固定实验台进行性腺发育检验，如果检验时间过长，需再次实施麻醉（5 ug/L～ 

30 ug/L）；检查后，将亲鱼用鱼架移回亲鱼养殖池中，保持水池充气状态，亲鱼将在几分钟内恢复正

常的游泳姿势，从麻醉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 

6.4.2 雌鱼卵子成熟度判别    

将注射器套管（5 mL一次性注射器）轻轻插入亲鱼生殖孔，深度为6 cm～8 cm，注射器柱塞略微收

回；取出柱塞后，将注射器套管从生殖孔抽出；如未获得卵母细胞样本，则可以重复该过程，但不得超

过3次；在显微镜下检查卵母细胞的大小和形状，成熟雌性亲鱼的卵母细胞直径大于400 μ m，彼此分离

并具有球形的卵黄囊。 

6.4.3 雄鱼精子成熟度判别   

利用毛细插管（长10 cm，直径2 mm）连接注射器插入亲鱼生殖器，抽出一小部分精子样本，当其

与一滴生理盐水混合时，镜检条件下精子活跃地游泳，判定为适合进行催产。 

7 催产操作 

7.1 催产条件 

催产前准备产卵池、集卵箱、升降温及增氧设备的安装及麻醉剂、催产剂、注射器、托盘等，并对

所要用到工具及器皿等用 75%的酒精喷洒消毒备用；选择表 B.1（先雌后雄）所示性腺检查成熟度达到

第 4、5 阶段的雌雄亲鱼进行催产，亲鱼性比为 1：（2～3）；催产前应该注意水温变化，最适催产水温

为 30 ℃～33 ℃。 

7.2 催产 

采取药物注射的方法进行催熟，注射前需先将亲鱼麻醉，操作方法按 5.5.3；采用促黄体激素释放

激素类似物（LHRH-A2）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作为催产剂，应符合 NY 5071的要求；将正确剂

量的激素溶解在无菌生理盐水中并将其稀释至 1 mL，该溶液装入连接有 25号针头的注射器中；亲鱼均

通过背部肌肉注射。注射点鱼鳞无需去除，针头挑起鱼鳞、穿过鳞片底部的柔软区域，在第一背鳍和第

二背鳍连线的中点垂直向下 3 cm处进行注射。雌鱼的适用浓度分别为 15 µg/kg～25 µg/kg 的 LHRH-A2

和 4 IU～10 IU 的 HCG，雄鱼的适用浓度分别为 15 µg/kg～20 µg/kg 的 LHRH-A2和 4 IU～8 IU 的 HCG；

注射完毕将亲鱼放到产卵池中。 

7.3 催产日志 

每次催产前后都要按表A.2的格式做好催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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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受精卵 

8.1 受精 

水温23 ℃～26 ℃时，效应时间达到35 h～40 h后，亲鱼在产卵池中自然交配后自行产卵并在产卵

池中自行完成受精过程。 

8.2 受精卵收集 

将产卵池中的受精卵收集至集卵箱，搅拌至旋转后静置1 min，采用虹吸法（重复2～3遍）去除受

精卵中死卵和杂质。 

8.3 受精卵的消毒 

8.3.1 受精卵消毒方法  

受精卵的臭氧处理方法是采用浓度约为0.5 mg/L的臭氧在海水中浸泡2 min，采用比色试剂盒对海

水中的臭氧浓度进行测定后加入受精卵。 

8.3.2 臭氧 浓度（CT）测定方法 

TOzEOzSCT  2/)(  

公式中： 

CT--平均臭氧浓度（mg/L） 

OzS--初始时的臭氧浓度 

OzE--消毒完成时的臭氧浓度 

T--时间，单位为分钟。 

在消毒过程中，将受精卵所处CT范围为0.8～0.9。 

8.4 质量判别 

在海水中强力地漂浮的受精卵质量为佳，而微弱浮动或沉没的受精卵为劣质受精卵；采用显微镜对

受精卵镜检，直径在800 µm～850 µm之间且具有单个油滴的为优质受精卵，优质受精卵用于孵化使用。  

8.5 受精卵的孵化 

孵化池配备流水设施，靠近产卵池，旁边配备控温的海水循环系统蓄水池，温度控制在24 ℃～

26 ℃，为孵化池注水用；采用纳米增氧管充气，溶解氧保证在5 mg/L以上；孵化时，受精卵密度为2000 

ind/L；测算孵化率需达到80%以上；孵化期间采用流水，流速为控制在0.5 m
3
/h，并用纳米增氧管充气；

防止断水、断气，定时搅动，防止受精卵沉底造成缺氧；及时清洗出水口过滤网罩，防止卵膜堵塞，引

起排水不畅导致卵粒外溢。 

8.6 尾水排放 

尾水排放按 SC/T 9103 的规定执行。 

9 产后亲鱼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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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鱼产后要及时捞出放归培养池中饲养，对于有擦伤的要采用 100 g/m
3
聚维酮碘进行消毒处理 2 

min。增强营养，便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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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尖吻鲈亲鱼水质检测记录表和亲鱼催产日志 

 

表 A.1 给出了尖吻鲈亲鱼水质检测记录表，表 A.2 给出了尖吻鲈亲鱼催产日志模板。 

表 A.1 尖吻鲈亲鱼水质检测记录表 

日期 氨氮（mg/L) 亚硝态氮（mg/L) 水温（℃）  室温（℃） 盐度 

            

            

            

            

            

            

            

            

            

 

 

表 A.2 尖吻鲈亲鱼催产日志模板 

催产时间： 

序号 雌雄 体重 催产剂 注射剂量 产卵状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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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雌、雄尖吻鲈性腺发育特征 

表 B.1 给出了雌、雄尖吻鲈性腺发育特征。 

表 B.1 雌、雄尖吻鲈性腺发育特征 

发育阶

段 

性腺描

述 

雌性尖吻鲈 雄性尖吻鲈 

形态变化 组织变化 形态变化 组织变化 

阶段 1 

未 成 熟

或 新 形

成阶段 

  
仅在短期内与第 2 期卵巢区分开，卵母细

胞直径小于 80 μm。 

睾丸呈半透明的、薄的带状，

睾丸首先可以通过腹侧的沟

槽的外观来区分。 

主要包括具有大空泡和致密染色细胞和的未分

化基质细胞。 

阶段 2 
发 育 恢

复期 

卵巢紧凑，厚壁，粉红色，

血管化好。 

含有核周核细胞期和高比例的染色质-核仁

期卵母细胞，平均最大卵母细胞直径小于

110 μm。 

睾丸不透明呈带状，具有较深

的纵向沟。 

第一个成熟的裂片由未分化的空泡细胞组成，

没有腔或者小壁，恢复睾丸主要由墙壁和间质

区域的空泡细胞组成。 

阶段 3 
开 始 成

熟期 

成熟的卵巢大小增加，横截

面积变成梨形，边缘狭窄，

浅棕色至奶油色，卵母细胞

肉眼不可见。 

周期性和囊泡期卵母细胞大量存在，偶尔

出现染色质和核细胞期卵母细胞簇，和周

期和囊泡期卵母细胞的平均最大卵母细胞

直径范围为 110 μm～230 μm。 

成熟睾丸变厚，被较少量的脂

肪包围，小叶增大，朝向背部

的小叶比例增大。 

剩下少量小叶间组织大多数间质区域形成新的

小叶。一些精原细胞仍然存在，大量的精母细

胞和精子细胞延伸到小叶管腔，精子存在于大

多数精液管和精子管中。 

阶段 4 成熟期 

成熟的卵巢是乳白色或黄

色，肉眼可以看到更薄的壁

和卵母细胞。 

成熟的卵母细胞最初由卵黄母细胞组成，

然后是平均最大直径为 230 μm～500 μm的

次级卵黄卵母细胞，尽管有一些核周核细

胞和囊泡期的卵母细胞仍然存在。 

成熟睾丸厚而楔形，外侧边缘

边缘，腹侧突起，精子从切睾

丸自由流动。 

小叶壁变的非常薄，他们的腔和精子管被精子

包裹，精原细胞一般不存在，精子细胞和精子

的巢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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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续） 

发育阶

段 

性腺描

述 

雌性尖吻鲈 雄性尖吻鲈 

形态变化 组织变化 形态变化 组织变化 

阶段 5 
完 全 成

熟期 

卵巢扩张，占据大部分体腔，

黄色的成熟卵母细胞通过薄

的卵巢壁清晰可见。 

成熟的卵母细胞直径大于 500 μm，肉眼清

晰可见。 

成熟的睾丸大，其侧边缘圆

形，腹侧肿胀，对睾丸的直接

压力导致精子通过主管挤出。 

小叶壁细小，精子膨大。精子细胞的临时巢仍

然附着在小叶壁上，特别是在较小的腹侧小叶

中。 

阶段 6 退化期 
卵巢是细长而狭窄的，将会

发生闭锁并回到第二阶段。 

排卵卵母细胞，一些残留的成熟卵母细胞

核其他卵母细胞阶段存在大量萎缩卵泡。 

消耗睾丸变成带状，其重量从

峰值第 5 阶段重量的 50%到比

第 2 阶段睾丸稍微重，一些精

子可以从切段的睾丸挤出。 

小叶壁收缩，变厚和起皱，早期 2 期睾丸特征

的空泡细胞开始出现，精子细胞的一些残留巢

仍然存在，精子存在小叶和管道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