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观赏鱼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青

睐，其养殖也愈加普及。金鱼作

为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养殖观赏鱼

起源于中国，其祖先是野生鲫鱼，

在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和人

工干预后演变成现在五彩斑斓、

形态各异的金鱼。金鱼的养殖分

布十分广泛，且种类繁多，不仅供

应国内市场，同时也是我国观赏

鱼出口的主要品种，所以金鱼一

直以来同时具备了文化和经济价

值。

杭州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年温适中，冬寒夏热，春温秋

爽，四季分明，光照充足，空气湿

润，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5.9~

17.0℃，呈南高北低分布。杭州

动物园金鱼的繁殖产卵时间一般

为每年的 3~5 月，平均发情气温

在 15~18℃，通常 1 年可繁殖 1

季，繁殖方法可分为自然繁殖和

人工授精两

种。

1 亲鱼

的挑选与培

育

1.1 辨

别雌雄

金 鱼

亲鱼的挑选是金鱼繁殖工作中重

要的一步，亲鱼的品质直接影响

金鱼繁殖的结果。一般每年的10

月就开始挑选亲鱼，而挑选亲鱼

时首先要能准确辨别雌雄，金鱼

的雌雄主要看金鱼的性特征，雄

性鱼在发情期出现副性征“追

星”，即在鱼鳃盖和胸鳍第一根鳍

条上出现若干白色小突起，而雌

鱼无此特征，这样辨别雌雄就准

确无误了。

此外还可以用手抚摸鱼腹

部，手感软的是雌鱼，手感较硬的

是雄鱼。雄鱼游动活泼，常主动

追逐其他金鱼；雌鱼游动较慢，反

应不如雄鱼灵敏，自然繁殖时选

择亲鱼的雌雄比例一般为2∶3。

1.2亲鱼的挑选

选定的亲鱼一定是在同类中

体格强壮，色彩鲜艳，主要品种特

征（如水泡、头块、绒球）明显，性

腺发育成熟度高的 2~3 龄的亲

○张徐徐 叶 彬 吴国平 王旭洪 付剑雄 吕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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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这样的亲鱼繁殖能力强，子

代成活率高。

挑选具体标准：上等金鱼首

先是四开尾，胸鳍、腹鳍、臀鳍要

左右对称，背鳍高大如帆。而且

无论形态、色泽和姿容都应达到

美观的要求。

首先体形短圆，左右对称，腹

部丰满，品种特征越明显，品相也

越优越。比如龙睛要求眼球膨大

突出眼眶外，两眼大小一致，左右

对称，呈算盘珠。蛋种金鱼要求

背部光滑平坦，无残鳍，背部呈流

线型弯曲。狮头金鱼，要求头部

肉瘤丰满厚实，包裹两颊。水泡

金鱼，要求两个水泡左右对称，泡

大柔软而半透明。

金鱼体色繁多，单色鱼要求

色纯无瑕斑，双色鱼色块杂而不

乱。五花金鱼要求体表底色是蓝

色或红色，其他色泽匀称。

金鱼除了要拥有端正的形态

和鲜艳的色泽，还要游动时姿态

轻柔飘逸优美，不能歪扭一侧，静

止时，身体平衡，不能歪斜，这是

兼具动态美和静态美的金鱼的挑

选标准。

1.3亲鱼的培育

挑选完毕后，将不同种类的

金鱼分池饲养，同时雄鱼和雌鱼

也要分池饲养，养殖过程中注意

保持池内有益藻的含量，同时定

期注入新水提高水体含氧量，繁

殖前可采用微流动水以刺激亲鱼

的性腺发育。亲鱼饲养以颗粒饲

料搭配活饵料为主，冬季饵料投

喂量较少，但繁殖期间应适当提

高饲料的投喂量，尤其应多投喂

新鲜的活饵料以提高亲鱼的蛋白

的摄入量，从而增强亲鱼的身体

机能。

2金鱼的繁殖

2.1产卵池的准备

当水温在 18~22℃时，亲鱼

会出现相互追逐的繁殖活动。临

产前的金鱼应饲养在绿水中，以

保持水色水质的稳定来控制亲鱼

的性欲活动。在亲鱼产卵的鱼缸

里放入一些水草等浮萍植物作为

卵床，金鱼会把卵产在浮萍植物

的根系上。根据雌鱼的多少，大

小判断需要的水草数量。在产卵

池里可以一雌两雄以此来提高受

精率和成活率。金鱼一般在凌晨

4时到上午10时产卵，所以可在

每天傍晚注入新水增加含氧量，

在雌鱼产完卵时雄鱼也会同时排

出精子进行受精，有条件的话最

好使产卵时的水温保持在 2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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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产后护理

当鱼产完卵后应该把亲鱼和

鱼卵分开来饲养，因为金鱼会有

吞食鱼卵的行为。然后将鱼卵连

同水草一起捞出，放入另一只孵

化池内，置于通风向阳处，进行孵

化。

自然繁殖可以降低亲鱼的死

亡率，亲鱼可以重复使用。刚产

完精、卵的亲鱼体质比较虚弱，应

将雌鱼和雄鱼分开分别放入与原

池水温相同的绿水池中静养，捕

捞亲鱼过程中动作要轻，注意不

要将亲鱼弄伤而导致感染。

放回鱼池后的亲鱼要精心饲

养，注意加强营养，饵料投喂要少

而精，最好以活饵料为主，待亲鱼

体质完全恢复后再按正常标准投

饵。恢复完全一周后可再次进行

繁殖，整个繁殖周期雌鱼可产卵

3~4次。

2.3孵化池的准备

孵化池可选用塑料整理箱，

要求面宽敞、底平整，使用前先进

行消毒，清洗干净后注入晾晒好

的新水，水位不宜太高，低水位有

利于光线的照射，提高受精卵的

孵化率。水质一定要保持洁净，

水中要有充足的溶解氧。

2.4受精卵的管理

受精卵孵化时间的长短与精

卵的质量以及外部环境条件有

关，尤其是水温，所以在孵化期间

内要尽量避免水温的剧烈波动。

一般情况下，水温越高，受精卵的

孵化周期越短。

据观察水温15~16℃孵化需

要 7 天；水温 18~19℃需要 4 天；

水温20℃需要3天；水温25℃需

要2天。但水温也不可过于高或

低，当水温小于 6℃或者大于

30℃时会引起胚胎发育紊乱从而

导致次品畸形率增加。金鱼的最

佳孵化水温应该在18℃左右，这

个水温下孵化时周期较短同时孵

化出的幼鱼体质强健，发育良好

且畸形率低。

鱼的受精卵一般都是全透明

的，未受精成功的卵会发白。产

卵后一般 2~3 天鱼卵就起珠了，

能在鱼卵内看到小黑点。为保持

水质可对池内未受精的卵进行清

理，比如可用针管吸除。鱼卵清

除后，可加同温度、同水源的水。

鱼卵池不可随意换水，对鱼卵的

生命有很大的威胁，并且也不能

打氧，在没有打氧的情况下鱼苗

才是真正健壮的，对环境的适应

性也比较强。

3~5天后鱼苗开始出壳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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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吸收掉的卵黄囊，刚破膜而

出的鱼苗身体各鳍发育未完全不

能游动，仅靠胸鳍处的呼吸器官

把身体悬挂在水草上，同时消化

系统也未发育完全，不能摄取到

来自外界的营养，只能消化吸收

剩余的卵黄囊来获取营养，因此

小鱼刚孵出来时，小若针尖，体呈

黑色，不吃也不动，附在池底、池

壁或水草上，此时要保证环境安

静，不可急于取出水草。

2.5人工授精

近年来，金鱼养殖场开始改

变千百年来金鱼只能自然交配繁

殖的状况，采取了人工授精的方

法，提高了金鱼的繁殖能力和受

精率。采取人工授精的鱼卵其受

精率要比自然交配的高 20%~

30%，人工授精还可以解决雄鱼

少或雄鱼不健康的问题，不受客

观产卵条件差的束缚，有计划的

安排和掌握金鱼的具体产卵时

间。人工授精的方法一般可分为

离水授精法和水内授精法。

3鱼苗的饲养

3.1养殖池的准备

鱼苗养殖前首先要准备好适

宜的养殖场所，养殖池应背风向

阳，周边环境安静，鱼苗入池前必

须要对养殖池进行消毒处理，然

后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之后注

入晾晒过的新水，鱼苗的培育对

水质的要求十分严格，养殖用的

水体应无污染、无病害。鱼苗入

池前应专业检测各类指标，水温

最好保持在15~24℃，pH6.5~7.5，

水中溶解氧＞5mg/L，在养殖的过程

中要注意水质的调节，定期换水。

3.2鱼苗的护理

鱼苗出壳后4~5天卵黄囊消

失，此时鱼苗的消化系统已经初

步发育完善，即可开始投喂开口

饵料，开口饵料一般是蛋黄水或

豆浆水，可将煮熟的蛋黄用纱布

包好，挤出蛋黄水喂饲小鱼，每天

喂二次到三次，沿着边缘挤入池

内，投喂量要少一些以1 小时吃

完为准，多了容易导致水质变坏，

喂蛋黄是要每天清理的，上午投

喂下午用软毛牙刷刷下污物用吸

管吸出。

小鱼孵出后的两周内，由于

身体太小，一般不宜换水，但要注

意保持水质。如水质腐败鱼苗出

现浮头现象就要换水，换水最好

在下午，一个星期换一次即可，要

换同水源、同温度、经过晾晒后的

水。投喂饵料 7~15 天后鱼苗即

可长至约 1cm，此时可改喂丰年

虾，丰年虾在上午投喂1次，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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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苗的消化系统和运动机能要比

之前发育的更加完整，所以要注

意合理地增加饵料的投喂量，避

免互相残杀的现象发生，同时鱼

苗的放养密度要合理，保持水中

溶解氧的充足，避免缺氧浮头。

待到鱼苗培育约一个月后，

鱼苗可长到2cm以上，此时的鱼

苗已经发育完全，需要逐渐减少

养殖密度，饲料也可使用活饵料

搭配颗粒料的方法来投喂鱼苗。

3.3鱼苗的优选

金鱼的筛选是一项十分细致

的工作，可以稀释养殖密度，提高

水体空间的利用率，节约饲养成

本。一般从鱼苗孵化出20~30日

龄苗种优选即可开始，挑选时根

据金鱼的体型、鳍型和体色等几

方面进行筛选，鱼苗要培育出高

品质的观赏金鱼至少需要经历5

次筛选，之后起码80%的次品鱼

被陆续淘汰，剩下的优良品种约

占20%。

第 1 次筛选在金鱼到达 20~

30日龄，体长达到1cm以上时开

始，此次主要淘汰单尾和畸形尾

的鱼苗，保存尾叶分叉的鱼苗。

再过 10d，进行第 2 次筛选，

此时鱼体的长度约 2cm，同时金

鱼的尾鳍已经基本发育形成，此

次筛选主要挑选尾鳍的形状，是

否具有四页尾鳍及尾鳍是否端正

挑选，剔除品相不良的尾型。

第3次筛选在第2次筛选的

10天后进行，此时鱼体的长度已

经达到 3cm，这次筛选主要保留

各鳍发育良好的个体，淘汰之前

体态残缺的背鳍不端正的次品

鱼，筛选蛋种金鱼体背应光滑匀

称。

第4次筛选在第3次筛选的

10天后进行，此时金鱼的体长已

经达到 4~6cm，此时金鱼的品种

特征已经比较明显，此次挑选可

按照上品金鱼的挑选标准进行筛

选，挑选时要注意金鱼的体型、尾

型、各鳍的外在形态是否正常。

第5处筛选在第四次筛选的

约20天后进行，此时鱼苗最大的

体长已经达到 8cm，此时金鱼的

褪色已基本完成，体色已经呈现

出来，此次筛选金鱼体色的优劣，

剔除出体色呈青色的个体，保留

体色鲜艳，颜色搭配协调的个体。

经过5次挑选后保留下来的

金鱼基本上在各个方面达到标

准，经过精心培育后即可发育成

为具有高经济价值和高观赏价值

的上品金鱼。

（通联：310008，杭州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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