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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河南省首次对泥鳅进行了大规模人工繁殖试验，并对人工繁殖过程中不同催产剂对催产效

果的影响和泥鳅胚胎发育过程作了探讨。试验结果表明，不同催产剂的效应时间和催产效果明显不同。在人

工控制条件下。泥鳅性腺发育正常。催产率因催产剂不同而不同．使用LRH—A2和DOM混合催产和使用

HCG和LRH—A2混合催产效果更明显。在水温2l一24℃、盐度5％o的流水环境中，经25h左右仔鱼大量出膜，

体长为3．5-4．8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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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Misgurn珊anguillicaudatus)属鲤形目、鳅

科、泥鳅属。我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许多地区皆

有分布。常出没于湖泊、河流、沟渠、水田之中。泥鳅

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可食用部分占

80％。蛋白质含量为18．45％一20．7％，脂肪含量为

2．7％一2．8％．还含有维生素A、口1、B2、尼克酸、烟酸

以及钙、磷、铁等多种无机盐。泥鳅深受国内外消费

者的喜爱。是一种非常畅销的经济鱼类。

泥鳅属杂食性鱼类，耐低氧，水质要求不高，易于

各种规模的养殖。近几年许多地方进行了规模养殖，

效益显著。而泥鳅苗种大多靠天然捕捞，随着需求增

大，苗种市场出现极大缺口，苗种问题亟待解决。

本次试验对泥鳅的人工催产中常用的3种试

剂——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促黄体素释放激

素(LRH-A2)和马来酸地欧酮(DOM)。试验设计了

5组对照，每组随机选取亲鱼10条，每组放人同一

个72L的水族箱中暂养，l号箱使用HCG催产：

10iz艉；2号箱使用LRH—A2催产：5Ⅱ腥；3号箱使
用LRH—A2和HCG混合催产：2．5lI牡RH—A2和

5iuHCG倡；4号箱使用LRH—A2和DOM混合催
产：2．5ugLRH-A2和0．5mgDO№尾：5号箱使用

HCG和LRH—A2混合催产：5iuHCG和0．5mgDOM／

尾。本次试验的目的在于希望为泥鳅的大规模人工

繁殖和苗种培育，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提供实用

的技术支持。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材料

亲鱼是2008年4月28日，从河南省新乡市封

丘县黄河滩泥鳅养殖基地引进一批体长15—1％m．

体重18---459的泥鳅100千克，放人面积为3．15rex

3．35m的水泥流水池中驯养。其中雌雄比为3：l。为

了保证亲鳅的健康和顺产，每日少量投喂河南省新

乡市金龙生态园生产的专为亲鱼配制的亲鱼颗粒

饲料。

1．2试剂与仪器

主要试剂：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宁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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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素厂生产：促黄体素释放激素(LRH—A2)．杭州

动物药品厂生产；马来酸地欧酮(DOM)，杭州动物

药品厂生产。

主要仪器：72升的水族箱15个．2．5m／的一次

性注射器若干个，温度计、毛巾、吸管、培养皿、显微

镜、解剖镜、增氧机等。

1．3催产用亲鱼的选择

雄鱼特征：胸鳍末端尖细，腹鳍较长，可达生殖

孔，尾柄两侧有两条明显的棱，肤色鲜艳，轻压腹部

有少量浓稠精液流出。

雌鱼特征：胸鳍末端钝圆，腹鳍较短，离生殖孔

有明显距离。腹部明显膨大或稍膨大。

解剖亲鱼。观察雌鱼卵巢的发育情况及卵巢的

长度．观察雄鱼的精巢的发育情况及精巢的发育情

况．观察雄鱼精子的密度及活力情况。

2试验部分

2．1试验分组及注射催产剂

采用一次腹腔注射，设置5个试验组：从亲鱼

池随机选取亲鱼50条。分别放入5个容积为72L

的水族箱内施行暂养，等待催产．水温为21—24℃，

雌雄比为3：l。l号箱使用HCG催产：10i∥尾；2号

箱使用LRH—A2催产：5,g／尾；3号箱使用LRH—A2

和HCG混合催产：2．5ugLRH—A2和5iuHCG倨；4
号箱使用LRH—A2和DOM混合催产：2．5ugLRH—

A2和0．5mgDOM／尾；5号箱使用HCG和LRH-A2

混合催产：5iuHCG和0．5,,,gDOM／尾，具体分组情况

如表1所示。

催产注射后每隔30m／n观察亲鳅．记录不同催

产剂的催产效果和效应时间的差异。

2．2授精及孵化

经催产注射的泥鳅达到效应时间后。采用人工

挤卵和干法人工授精技术进行人工繁殖。泥鳅的受

精卵受精后2min-4min出现粘性，但粘性不强，第

一次粘性消除后粘性消失。刚受精的卵采用滑石粉

消除粘性，然后将受精卵均匀地铺洒入铁制循环孵

裹l 试验分组具体分组情况

化箱内孵化。使用适当的上升水流使受精卵在孵化

箱内漂浮起来．要求受精卵漂浮在水体中进行孵

化。每隔一段时间观察记录孵化过程，包括胚胎发

育各阶段的时间特征，最终出膜时间和仔鱼体长

等。孵化水体水温为21—24。C。

3结果

3．1性腺发育

泥鳅属春季产卵类型。4月25号一5月8号期

间，解剖检查培育的亲鳅后发现，此时箩口巢已进入

第工y期，两叶卵巢长度相当，约4．5era，宽约1．5cm，

呈长圆筒状；精巢左叶为长4．5cm、宽2．7cm的条形

乳白色薄片。轻压雄鱼腹部精液能流出，显微镜下

观察精子密度很高且活跃。

3．2催产效果

2008年5月8号开始进行人工催产．在水温

23℃条件下，5个箱中的亲鱼发育情况、催产率及产

卵情况如表2所示。

表2亲鱼效应时间及催产成功个数

从表2可以看出，1，2，3号箱的效应时间约为

24h：l号箱仅一条采到成熟卵，2号箱三条采到成

熟卵。3号箱五条采到成熟卵，效果均不理想。4。5

号箱效应时间为12h：雌鱼均采到成熟卵。催产率为

100％。人工采卿,-j-，卵细胞很顺畅的被挤出，有的甚
至呈喷射状，效果较好。此次催产，平均每尾雌鱼产

卵约3千粒。

3．3成熟卵的特征

大小均匀，卵径在900一11009in之间，浅黄色，

呈晶莹半透明状。经观察，能进行正常细胞分裂的

卵子，卵径均在950—1080p,m，卵周隙在20—100p【．m。

而卵径900／xm左右的卵未见胚胎发育。

3．4胚胎发育

泥鳅的胚胎发育分为以下二十几个时期：11-31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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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卵、胚胎隆起期、2细胞期、4细胞期、8细胞期、16

细胞期、32细胞期、64细胞期、多细胞期、高囊胚

期、第囊胚期、原肠早期、原肠中期、原肠晚期、神经

胚期、胚空封闭期、肌节出现期、眼囊期、尾芽期、肌

肉效应期、嗅囊出现期、心脏原基期、耳石出现期、

心脏搏动期、孵出期、眼黑色素期等，本文仅对受精

卵、胎盘形成、二细胞期、四细胞期、八细胞期、十六

细胞期、囊胚期、原肠胚期、神经胚期、尾芽出现、即

将脱膜、仔鱼脱膜10个时期进行了观察记录，如图

l所示。

表3随时间变化卵的发育情况

9．即将楣聊 泥鳅胚胎发育细凰仔鱼脱膜

在盐度5‰．观察卵的发育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M室内孵化水温22—25℃平
均23．5cc条件下，40min后进入卵裂期，2．3h后进入

囊胚期。3．6h后进入原肠期，6．1h后进入神经胚期，

9．5h后尾芽形成。22．3h后上颌须原基出现。23h后

心跳开始，25h后出膜；刚出膜的仔鱼长3-4mm，泥

鳅卵从受精至大量出膜时间在25h左右。另有部分

卵放在室外3．15rex3．35m的水泥流水池孵化。水温

范围19—25．5℃，最迟于5月14日孵出，即孵化时间

长达6d，仔鱼出膜时，尾部先破膜，几分钟后头部脱

离卵膜。刚孵出的仔鱼体长p1研3．5—4．8mm。每分钟心

跳200次左右。卵黄囊长lmm、宽0．6mm，油球集中

成一个。在未开口摄食前【11I，仅靠卵黄囊的营养，仔

鱼最大可长到7ram以上。过程历时约一周。在卵黄

囊吸收完之前，体长大小约6ram时(约在出膜后第3

天)，肠道内已可见到投喂的蛋黄颗粒，此时仔鱼已

能摄取食物，应及时投喂开口饵料。

4讨论

在选择亲鱼及亲鱼催产过程中笔者认为应该

注意以下几点：

1．亲鱼的选择。应该选择体质健壮、无病的亲

鱼，以免影响催产效果。亲鱼在短期的培育中要注

意鱼病的防治，亲鱼的养殖密度不能太大。一旦有

亲鱼出现病情应该立即和其他鱼隔离．以防病情传

播恶化。

2．催产过程。在给亲鱼注射催产素时要注意剂

量，112。131由于亲鱼的数量较多．建议先统计亲鱼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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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然后配置一定浓度的催产素，可以先抽取多量每

次少量注射．但是有可能每次注射的剂量与鱼体所

需的不一致，需要多次的练习才能实行，每次注射

时应记下亲鱼的数量和亲鱼的雌雄比。由于泥鳅与

鲫鱼鲤鱼相比是小型的鱼类，且活动性较强，应注

意在给亲鱼注射时应保证与不会受伤。注射时采取

一次腹腔注射，在亲鱼靠近腹鳍基部的地方下针．

如果一次不能成功应该再选另一部位。

从解剖的几条亲泥鳅的性腺可以看出。该批泥

鳅适合做催产，如果性腺发育不好应在注射催产剂

注射时适当加量，催产的效应时间会延长。人工授

精在临近效应时间时，若发现雌雄追逐渐频，发现

有雄鳅身体蜷曲住雌鳅身躯、雌鳅呼吸急促等现

象，说明发情高潮来临，此时挤压雌鳅腹部有金黄

色卵子流出来并游离，说明可以进行人工授精。人

工授精适宜在室内进行。将雌鳅用毛巾裹住．B4-1 5l露

出肚皮，并轻轻挤压腹部，将成熟卵子挤入干燥的

白搪瓷盘中。另一人将配好的精液浇在卵子上，用

手轻摇瓷盘，并用羽毛轻轻搅拌数秒钟后，加入少

量清水以增强精子活力。提高受精率，然后将受精

卵漂洗几次，放入孵化缸中孵化。

在孵化缸中应相对集中地放人同一时间内的受

精卵。孵化用水要清新，含氧丰富，无污染，溶解氧要

求在6-7m玑，PH值在7—8之间，每lml水放卵2—3
粒。孵化缸中水流量应控制在能把受精卵冲到水面

中处．到接近水面时逐渐向四周散开后慢慢下沉为

准。孵化适宜水温为20—28℃，最适水温为25℃，水

温在24—25时℃约30—35h可孵化苗。鱼苗孵化出后

应继续在原缸内缓流水暂养，待大部分仔鱼卵黄囊

基本消失后，向缸内投喂煮熟的蛋黄，20万尾1个

蛋黄。连喂2—3天后。即可下池转入苗种培育。

近年。我国也有一些水产专家做过催产激素的

试验研究，但是对北方常见的泥鳅品种很少有使用

多种催产剂做比较。本试验弥补了这一空缺，为北

方泥鳅的催产和人工繁殖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资料

依据，也为华北地区其它相关鱼种的在人工繁殖过

程中催产激素的选用提供了相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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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Breeding and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Loaches Misgurnusanguillicaudatus
Lu Zhiminl,Li Xiaozhu2

(1．Xinxiang Station for Popularizing Aquatic Techniques，Xinxiang 453003，China；

2．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3，Chinal

Abstract：Based on all unprecedented large—scale artificial breeding experiment on loaches in Henan

Provinc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oxytocics on induced spawning and the process of

embryonic development in the coarse of artificial breeding．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oxytocics have

different reactive time and effects．Under controlled conditions．the gonad of loaches develops normally。but

the indueed spawning rate changes with the use of oxytocics：the effect of a mixture of progesterone—re．

1easing hormone(LRH—A2)and maleie acid in Europe一(DOM)is better than that of HCG and LRH—A2．In

an environment with running water temperature of 21—24℃．salinity of 5‰．a large number of larvae of

loathes with body length of 3．5-4．8 nun will be spawned from membrane after 25 hours．

Key words：Loach；Artificial Breeding；Embryon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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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刊论文 王伟伟.Wang Weiwei 泥鳅的生物学特性和人工繁殖及苗种培育 -北京农业2009(6)
    泥鳅是分布广、数量多的杂食性淡水食用鱼,其适应性强、疾病少、成活率高,且繁殖力强,有较高的食疗作用和药用价值.本文从形态特征、生态特

性、食性、生长等方面系统介绍了泥鳅的生物学特性,全面介绍了泥鳅亲鱼的选育、人工催产以及苗种培育技术,为泥鳅的人工养殖提供参考资料.

3.期刊论文 刘麦侠.樊纪军.霍长江 西北地区泥鳅人工繁殖试验技术 -陕西水利2009(z1)
    就泥鳅在陕西省新民水产良种场的繁殖试验进行了介绍,通过生产实践证明了泥鳅在西北地区人工繁殖的可行性,着重讨论了繁殖中的一些技术要点

,对实际生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期刊论文 王敏.张泗光.Wang Min.Zhang Siguang 泥鳅的人工繁殖及苗种培育技术研究 -水利渔业2000,20(1)
    进行了泥鳅和副泥鳅的繁殖及苗种培育试验.水泥池中培育鳅苗,决定成活率的关键是早期投饵技术.鳅苗下池前要肥水,下池后早期要多点、分散、

均匀投喂,发现较多泥鳅在水上层游动或浮头时应及时加注新水.

5.期刊论文 赵林斌 泥鳅规模化人工繁殖及苗种培育关键技术 -安徽农学通报2006,12(9)
    本文对泥鳅规模化人工繁殖、苗种培育及病害防治等技术进行了阐述.

6.期刊论文 何杰.郭桐.刘汉勤.HE Jie.GUO Tong.LIU Han-qin 泥鳅秋季人工繁殖及苗种培育试验 -水产科技情报

2005,32(2)
    8月中旬挑选体长12cm以上的泥鳅作为亲本进行秋季人工繁殖,经过25d强化培育,90%以上的亲鳅发育良好,催产雌鳅19.3kg,催产率在86%,受精率

83%,孵化率96%,共获得仔鱼约340万尾.以丰年虫无节幼体作为开口饵料,3d后鳅苗平均全长达0.8em,成活率高达99%以上;半个月后体长达2cm左右;到10月

中旬,鳅苗平均全长 5.0cm左右,体重达3～4g,成活率为60%,共计获得鳅苗约200多万尾.

7.期刊论文 宋学宏.凌去非.王永玲.易剑国.丁国斌 泥鳅规模人工繁殖试验 -水利渔业2001,21(4)
    2000年6月19日至9月25日对泥鳅的繁殖季节、雌雄配比、注射方法、催产激素剂量、人工鱼巢的设置、苗种培育进行了研究.人工繁殖试验共催产亲

鱼5批299组,产卵20万粒,出苗14万尾左右.

8.期刊论文 周彬.万华涛 泥鳅的人工繁殖和培育 -科技创新导报2008(32)
    泥鳅是一种分布广泛,适应很强,对环境条件要求不高的小型淡水鱼类.我国几乎从南到北的河流,池塘,稻田等都有分布.人工饲养的泥鳅因此野生泥

鳅肥大而市场价格高,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9.期刊论文 周本翔.杨东辉 泥鳅网箱培育及人工繁殖 -水利渔业2004,24(6)
    收购的泥鳅分别雌雄放入不同的网箱中培育,网箱中越冬并用稻草覆盖保温防止受冻.分3批进行人工催产繁殖,均能孵化出鳅苗,但是在水温

24～26℃并第1批催产时所获得的鳅苗数量最多.

10.学位论文 邵力 泥鳅繁育技术及相关生物学的初步研究 1999
    1、泥鳅个体生殖力的研究.采用当年首次成熟的泥鳅卵巢样品对泥鳅的生殖次数、个体生殖力及其与鱼体常用体征指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2、去巢

流水孵化泥鳅人工繁殖的研究.采用人工催产、人工授精、去巢流水孵化等技术进行泥鳅人工繁殖技术初步研究;3、泥鳅仔鱼开口饵料与生长的初步研究

.彩蛋黄、豆浆、鱼粉、轮虫和藻类等饵料的不同组合和不同投喂量培育泥鳅仔鱼的研究表明:蛋黄、轮虫、藻类作为泥鳅仔鱼的开口饵料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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