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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养殖 3龄以上的卵形鲳鲹成鱼于催产前 3个月进行强化培育. 在水温达到

23℃以上的季节 ,用激素 HCG和 LRH—A2、A3 进行催产. 受精卵在水温 28～29℃、

盐度 32、pH811时 ,经过 20h孵化 . 在土池水温 23 ～34℃,盐度 24～34, pH716～914

的培育条件下 ,开口仔鱼经 20d左右完全变态为全长 25～30 mm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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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形鲳鲹 ( T tach inotus ova tus) 俗称红衫、金鲳、短鲳鲹、黄腊鲳 ,隶属于鲈形目 ( Perci2
fonnes)、鲈亚目 ( Percoide)、鲳鲹亚科 ( Trachinotinac)、鲳鲹属 ( Trachinotus) ,主要分布于印度

洋、印度尼西亚、澳洲、中国海、日本、美洲热带和温带的大西洋、非洲西海岸等地. 其鱼肉为白

色、细嫩 ,鲜美可口 ,为名贵海产经经济鱼类之一 [ 1 ]
. 其生长迅速 ,从种苗开始养殖 4～6个月可

达 400～600g, 当年就可上市 ,是粤、闽、台、琼、桂等省和港、澳地区网箱主要的养殖对象. 2004

年黄海、渤海等海区部分养殖业者也进行了工厂化养殖.

历年来卵形鲳鲹养殖的种苗都依赖捕捞天然苗 ,数量少 ,价格高 , 3cm左右的天然苗价格

高达 10～20元 /尾 ,严重限制了养殖业的发展. 1990年台湾卵形鲳鲹人工育苗获得突破. 国内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林锦宗等于 1999年培育出 4～5cm幼鱼 25万尾 ,取得育苗初步成功. 深圳

市水技站试验场 1996年用网箱养殖 3龄以上的亲鱼 (体重 215～3kg)进行催产、孵化 ,培育出

10多万 3～5cm的幼鱼 ,但均未发表育苗研究论文.

由于卵形鲳鲹亲鱼培育数量有限 ,人工种苗培育数量一直停滞不前. 虽然也有不少养殖专

业户参加培育 ,但数量也都很少 ,形成不了规模. 直到 2002年后 ,特别是 2003～2005年期间 ,

在海南省三亚海区养殖户网箱催产出大量的卵形鲳鲹受精卵 ,同时利用土池生态育苗方法培

育出大批量的人工种苗. 海南、广东和福建等省每年总产苗量已超过 2千万尾 ,解决了种苗需

求问题 ,鱼苗价格也由此大幅度下降 ,推动了卵形鲳鲹的养殖产业化 [ 2 ]
. 目前国内尚未有卵形

鲳鲹人工育苗技术的研究报告. 本文为笔者开展卵形鲳鲹人工育苗技术研究的初步报告 ,仅供

水产同仁参考.

1　繁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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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繁殖习性

在海南省三亚海区强化培育的卵形鲳鲹 3～4龄鱼 (体重 315～410kg)有部份即达到性成

熟 ,经显微检查其性腺处于 3～4期. 卵形鲳鲹为一次性产卵鱼类 ,在 23～32℃的水温范围内 ,

都有催产产卵的记录. 生殖季节时在外形上雌雄不易鉴别 ,用手挤亲鱼的下腹部挤不出精液.

在我国 ,卵形鲳鲹成熟季节根据地理位置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别 ,一般春季海南三亚海区水温

高 ,成熟早 ,产卵期为 3～4月 ,广东大亚湾海区为 5月 ,而福建沿海要到 5月中、6月初才能催产.

112　亲鱼的选择及强化培育

选择适龄、体壮、健康的亲鱼在繁殖季节前 3个月进行精养. 精养一般选择潮流畅通的网

箱养殖区进行. 精养密度为 515m ×515m ×310m的网箱放养 4～10kg/尾的亲鱼 90～100尾为

宜. 每天投喂两次 ,上、下午各 1次 ,饱食投喂. 主要投喂新鲜的小杂鱼 ,如枪乌贼 (L oligo sp. )、

玉筋鱼 (Amm ody tes persona tus) 、蓝圆鲹 (D ecapterus m a ruadsi) 、沙丁鱼 ( Sard inella sp. )等 ,

并且添加适量的复合维生素和维生素 E,促进性腺进一步发育.

113　催产

在水温已达 23℃以上时选择腹部有所膨大的亲鱼进行催产. 催产可在海上网箱和室内水

泥池中进行. 以海上网箱催产为佳 ,其操作方便 ,环境变化小 ,有利于亲鱼产卵. 产卵网箱选择

60～80目筛绢网做成 ,与养殖网箱同规格 ,套在养殖网箱内即可.

催产激素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和促排卵素 2号或 3号 (LRH2A2 或 LRH2A3 )混合

或单一进行催产 ,剂量视亲鱼的成熟度而定. 水温低、成熟度较差时剂量用大些 ,水温高、成熟

度较好时剂量可调小. 使用单一激素时 , HCG一般为 400～500 IU /kg, LRH2A2 (或 LRH2A3 )为

112～315μg /kg;使用混合激素时 ,剂量为 HCG 500 IU /kg + LRHA2 210μg/kg. 行背肌或胸鳍

下方腹腔注射 ,放入产卵网箱或催产池内 ,让其自然产卵、受精 ,效应时间一般为 31～40h. 卵

形鲳鲹在外形上雌雄不易区别 ,催产时只能随机挑选亲鱼投放于催产网箱中 ,一般 515m ×

515m ×310m的催产网箱放入 50尾. 表 1为 2005年海南省水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陵水种苗基

地卵形鲳鲹亲鱼催产情况.

表 1　卵形鲳鲹亲鱼催产结果

Tab11　Results of induced breeding for Trach inotus ova tus

亲鱼
年龄
组
/龄

亲鱼
体重

/ kg

催产
亲鱼
数量

/组

激素用量
HCG +LRH2A2

( IU /kg +μg/kg)

获产情况

获
产
组
数

获
产
率
/
%

获产
组平
均产
卵量

/ g

受
精
率
/
%

孵
化
率
/
%

3～4 3. 5～4. 0 30 500 + 2. 0 6 20 100 85 92

4～5 4. 0～5. 0 30 500 + 2. 0 15 50 180 90 95

> 5 > 6. 0 30 500 + 2. 0 27 90 300 90 95

　　　　 注 :亲鱼催产时间为 3月 14～15日 ,期间水温 27～28℃,盐度 32, pH7. 4

从表 1中可看出 ,卵形鲳鲹在三亚海域 3～4龄鱼有部份亲鱼已成熟可催产 ,孵化出正常

苗 ;在 4～5龄组催产获产率为 50% ; 5龄以上亲鱼已完全成熟.

2　育苗技术
2. 1　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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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精卵用捞网或溢水法收集 ,经多次洗卵后放入容积为 015m
3 的孵化桶或用 100目筛绢

网制成圆锥形孵化网箱吊挂在孵化池中进行孵化. 孵化密度以 35～50万粒卵 /m
3 为宜 ,微充

气 ,气量调到能带动卵为准 ,使受精卵均匀地分布在水中 ,避免沉积缺氧. 孵化适宜水温为

19～30℃,适宜盐度为 27～34,溶解氧为 4～14mg/dm3 , pH为 716～815. 孵化过程中必须保持

水质良好 ,并经常去除水面污膜 ,换水 ,以提高孵化率 ,减少畸形. 孵化仔鱼后即可移入室内水

泥池或室外土池中进行培育.

如果土池水质条件适宜 ,可直接在土池中孵化.在土池中搭建容积为 310m ×310m ×113m或

310m ×410m ×113m的布篓 ,布篓上方用遮荫网遮荫 ,进水 110～112m,布气石 1粒 /115m
2

,微充

气孵化 ,鱼卵孵化密度为 6～12万粒卵 /m3.如果土池面积大 ,可适当增加布篓个数.

212　胚胎及仔、稚、幼鱼生长发育

21211　胚胎发育 　受精卵圆形、透明、浮性、单油球 ,卵径为 112mm,油球径为 0116mm. 每 g

卵数量约 1 000～1 200粒. 在水温 28～29℃、盐度 32、pH811的条件下 ,经 20h完成孵化. 其发

育过程如表 2所示.

表 2　卵形鲳鲹的胚胎发育过程

Tab12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Trachinotus ova tus

发育期 受精后时间 主要形态特征

胚盘隆起 0h28m in 原生质集中于动物极 ,形成隆起的胚盘

4细胞期 0h45m in 胚盘分裂成大、小相等的 4细胞

8细胞期 0h58m in 胚盘分裂成 8个细胞

16细胞期 1h20m in 胚盘分裂成 16细胞 ,排列成 4行

高囊胚期 3h40m in 胚盘呈高帽状 ,约占卵球 1 /3,突出于卵黄上面

低囊胚期 4hm in 胚盘下包成偏平低帽状 ,约占卵球 1 /4高

原肠初期 6h5m in 囊胚层下包 ,形成胚环

原肠中期 7h15m in 囊胚层下包 1 /2,胚盾明显 ,神经管出现

原肠后期 8h25m in 胚盾出现 2肌节 ,神经管前端膨大

孵化前期 18h40m in 胚体剧烈活动 ,肌节 24对

初孵仔鱼 20h 仔鱼通体透明

21212　仔、稚、幼鱼发育 　卵形鲳鲹仔、稚、幼鱼的形态发育描述如下.

初孵仔鱼全长为 210mm,在水温 23～34℃,盐度 25～35, pH718～813条件下经过 15～20d

的土池培育 ,仔鱼完全变态进入幼鱼期 ,全长达 18～20mm (图 1).

孵化后 16h,仔鱼全长 311mm,油球直径为 0125mm,背鳍膜的边缘有树枝状的黑色素分

布 ,卵黄囊的长度为 017mm,油球位于卵黄囊的中段部位 ,眼球小 ,无黑色素 ,肛门处及背椎部

位的黑色素延伸到背鳍膜的边缘 ,静止时 ,头部朝下 ,倾斜 ,偶尔作旋转式的急速间歇运动.

孵化后第 2天 ,尚未有趋光性 ,悬浮于水中.

孵化后第 3天 ,全长 316mm,眼睛黑色素增加 ,眼球变黑. 约在孵化后 50h左右 ,仔鱼开口 ,

已由内源性营养转化为外源性营养的需求 ,开始摄食 ,可投喂经 100目筛绢网过滤出的轮虫

(B rach ionus sp. )、桡足类 (Copepoda)幼体等.

孵化后第 4天 ,即开口第 2天 ,摄食量剧增 ,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和集群性.

孵化后第 5天 ,全长 410～412mm,背鳍已经开始分化 ,口大且体宽变厚 ,从水面观察 ,除

尾部外 ,躯干呈黑色 ,尤其在背缘部位 ,内脏部位的体表颜色亦较深 ,生长快的仔鱼 ,其体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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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银白色的色素 ,但尾鳍尚呈圆形. 仔鱼运动速度加快 ,需要投入大量的轮虫供其摄食. 此时

仔鱼趋光集群现象明显 ,上午在池子的东边 ,傍晚在西边 ,晚上则分散在全池中.

孵化后第 6天 ,全长在 410mm以内者 ,躯干部位尚为黑色 ;全长在 412mm以上者体表已

开始长出银色素. 此阶段的仔鱼常出现往水面上啄的现象 ,体型上差异也逐渐变大 ,所以应保

证充足的饵料供其摄食.

孵化后第 8天 ,仔鱼全长为 815～918mm,尾鳍渐呈叉状 ,臀鳍有 2硬棘 ,同时出现有黑色

及银白色的仔鱼两种 ,黑色仔鱼饱食后会渐转银白色 ,此时可逐渐加入粉状人工饲料对仔鱼进

行驯化.

孵化后第 10天 ,仔鱼全长 818～918mm ,大部分仔鱼为银白色 ,头部及背部的后缘有红棕

色的色素分布 ,夜晚观察时体呈粉红色. 背鳍分化尚未完成 ,仔鱼最主要摄食于水表层附近 ,游

泳相当迅速 ,饥饿时沿池四周游个不停 ,遇到惊动迅即潜入水中 ,可完全投喂细颗粒状人工配

合饲料供其摄食.

孵化后第 12天 ,全长为 13～16mm,背鳍分化完成 ,发育进入稚鱼期 ,分布于水体中上层 ,

已完全驯化摄食人工配合饲料.

孵化后第 14天 ,全长为 14～18mm,尾鳍已开始渐呈叉状.

孵化后第 15天 ,全长为 18～20mm,鳍条已发育完成.

孵化后第 20天 ,全长为 25～30mm,鳞片发育完成 ,全身披鳞 ,形态与成鱼相似 ,进入幼鱼

期. 鱼苗的体质健壮 ,适合于捕捉操作及运输.

213　鱼苗培育

21311　培育方法 　到目前为止 ,卵形鲳鲹育苗有室内全人工培育、室外土池生态培育以及两

种方式相结合等 3种培育方法. 室内培育的成本高 ,饵料种类单一、种苗生长发育慢、育苗时间

长 ,风险性大. 室外土池育苗具有水质稳定、天然饵料种类多、营养丰富、种苗生长速度快、育苗

时间短、苗体健壮等特点 ,更适于操作 ,所以土池生态育苗方法被闽、粤、琼、台等省养殖业者广

泛采用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 3 ]
. 以下主要介绍土池生态人工育苗的方法.

21312　土池生态人工育苗的管理 　育苗土池应该选择周边无污染源、水质稳定 ,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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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4 000m
2

,水位能保持 112～115m,底质为泥质、半泥沙或砂质. 在放苗前 5d左右 ,进水

20～30cm,用漂白粉 5 ×10
- 6全池泼洒消毒 2d后进水 ,进水时用 100～150目筛绢网袋过滤 ,

以滤去过大的饵料生物和敌害生物. 进水水位达到 120cm时为止. 然后接种轮虫 ,使水体中轮

虫密度达到 1个 / cm
3 左右 ,并用鳗鱼粉或豆浆培育轮虫和其他浮游生物饵料. 同时 ,开展受精

卵孵化工作. 土池基础饵料生物培育工作和受精卵孵化必须同步进行. 一般情况下 ,受精卵从

开始孵化到仔鱼开口需要 3～4d左右 ,此期间内土池中的饵料生物也繁殖到一定的密度 ,且大

小合适 ,有利于仔鱼的适口摄食 ,可提高仔鱼的开口摄食率.

在做好育苗土池基础生物饵料培育的同时 ,用面积约占育苗面积的 30%的土池专门培育

轮虫、桡足类、枝角类等饵料生物 ,作为育苗土池的补充饵料.

孵化后 3～4d,仔鱼已开口 1～2d,此时可选择在清晨时将开口仔鱼放入土池中 ,每亩按

40～50万尾的密度投苗 ,进行土池培育.

土池生态育苗技术重点应掌握以下 5点 : (1)基础饵料生物的培养 :轮虫的密度始终保持

在 4个 / cm
3 以上 ,在充足饵料生物的基础上 ,仔鱼才能生长迅速 ,个体均匀 ,体质强壮. (2)水

质控制 :不要施肥过度 ,以免败坏水质 ,施肥时尽量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水清时多施肥 ,水的

透明度不高时少施肥或不施肥. 如果仔鱼密度高 ,池中可增设气管 ,加大供氧量. 仔鱼全长

015cm以上时可启用水车式增氧机增氧. (3 )适时驯饵 :仔鱼全长长到 018cm时可开始驯饵 ,

增加投喂粉状人工配合饲料 ,并随着生长逐渐加大比例 ,到全长 110～112cm时完全可投喂人

工配合饲料 ,同时加大换水量 ,保持水质良好. 配合饲料的投喂量以鱼苗摄食至腹部鼓胀为度.

投饵时少量多次. (4)安排专人专管 :每口池塘派专人负责 ,及时处理生产中问题. 每天巡池 4

次 (早上、中午、下午和晚上 ) ,主要观察池塘中的饵料、溶解氧、病害等. 特别是做好夜间巡塘

工作 ,注意观察仔鱼饱食情况 ,更要注意增氧设备的运转情况 ,防止缺氧事故的发生. (5)鱼苗

长成商品需求规格后应及时出塘.

21313　土池生态人工育苗饵料系列 　卵形鲳鲹土池生态人工育苗过程中只要生物饵料充足 ,

人工配合饲料驯化及时 ,日常工作管理好 ,育苗成活率会很高. 卵形鲳鲹土池生态人工育苗的

饵料系列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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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海南省水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陵水种苗基地采用土池进行卵形鲳鲹生态育苗 ,其

中有 3口面积为 5 336m
2 的土池 ,每口土池收获全长 310cm以上鱼苗出塘数量都高达 140万

尾 ,育苗成活率都高达 70%. 表 3为卵形鲳鲹室外土池生态育苗的结果 ,育苗土池的水温为

23～34℃,盐度 24～34, pH716～914.

表 3　卵形鲳鲹室外土池育苗的结果

Tab13　Hatching results for Trachinotus ovatus in outdoor earth pond

投放开口
苗日期
(日 /月 )

开口苗
投放数量

/万尾

全长 2. 5cm鱼苗 全长 3. 0cm以上鱼苗

苗量
/万尾

成活率
/%

育苗天数
/ d

苗量
/万尾

成活率
/ %

育苗天数
/ d

19～20 /03 200 170 85 30 140 70 40

21314　病害防治 　卵形鲳鲹在人工繁殖育苗期间 ,其发生病害有胃肠性疾病、细菌性的烂皮

病和寄生虫性病害 ,其中寄生虫性病害比较流行 ,目前闽、粤养殖区普遍发生隐鞭虫 (C ryptobia

spp. )病 (俗称白斑病 )、淀粉卵鞭虫 (Am y lood in ium ocella tum ) 病 (俗称白点病 )、海水小瓜虫

( Ich thyoph th irius m a rinus) 病等寄生虫疾病 ,感染的病鱼不摄食 ,上浮水面 , 4～5d后病鱼全部

死亡. 土池高密度生态育苗会经常发生病害 ,因此在育苗过程中 ,在加强水质和饵料饲养管理

的同时 ,应坚持“防治结合 ,以防为主 ”的原则 ,开展病害防治工作.

预防 　防止病害发生的根本方法是提倡生态养殖法 ,保持水质不受污染 ,饵料新鲜 ,杜绝

病源侵入. ①胃肠性疾病 :饵料要新鲜 ,投饵适量 ,为防止胃肠性疾病发生 ,每星期在 10kg饵料

中可以加入 1g的大蒜素 ,投喂 1～2次. ②网箱养殖每个月两次用淡水加 50 ×10 - 6甲醛或

2～3 ×10
- 6百虫杀浸浴消毒 30m in. 土池培育用 1 ×10

- 6漂白粉或 018 ×10
- 6硫酸铜消毒 2～3h

(要降低池水水位 ) ,并及时换新鲜海水 ,可杀灭寄生虫.

治疗 　 (1)胃肠性疾病 :因摄食不新鲜饵料或水质恶化 ,受污染等引起 ,在疾病发生时勤

换水改善水质 ,且在饵料中每 10kg加入大蒜素 1g投喂. (2) 细菌性烂皮病 :因受伤及水质恶

化中寄生虫病严重发生引起 ,可用 012～015 ×10 - 6的聚维酮碘药液浸泡 12h,连续 2～3次 ,直

到病愈为止. (3)寄生虫性病害 : ①可用 018 ×10 - 6的硫酸铜 + 012 ×10 - 6的硫酸亚铁 ,全池泼

洒 ,消毒 4～5h后换水 ,连续消毒 2～3次 ,小苗用药量为 015 ×10 - 6硫酸铜 + 012 ×10 - 6硫酸亚

铁 ,消毒 1～2h后换水 ,连续消毒 2～3次. ②成鱼用 50～100 ×10 - 6甲醛消毒 4～5h,鱼苗用

50 ×10
- 6甲醛消毒 1～2h,连续 2次. 如在网箱养殖可用淡水加上述药物消毒 30m in,连续 2～3

次. 室内蓄养的亲鱼在连续消毒 2～3次后 ,最好移到水流畅通的海上网箱 ,病症容易消失.

3　讨论
(1)卵形鲳鲹和布氏鲳鲹外形相似 ,需认真观察才能区分 ,主要是卵形鲳鲹的第二背鳍短

些 ,布氏鲳鲹长些 ,而体色也有所差异. 张其永教授等进行网箱养殖卵形鲳鲹和布氏鲳鲹分类

性状的研究 ,深入地研究了这两种鱼的形态特征差异 ,并从分类性状鉴别种间差异 ,认定这两

种鱼为同一属不同种 [ 4 ] . 卵形鲳鲹和布氏鲳鲹外形相似 ,在幼鱼阶段不易区分 ,稍大后较易区

分. 台湾张赐玲的论述 [ 5 ]和我们观察的结果一样 :卵形鲳鲹的第二背鳍在自然伸展状态下 ,其

末端与体中部的垂直线约在体干后斜段的中点部 ,尚未达到尾柄部 ;臀鳍金黄色. 眼睛近圆形 ,

呈银黄色的眼圈. 体背面观较胖厚. 布氏鲳鲹第二背鳍在自然伸展状态下 ,其末端约至尾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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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基部 ;臀鳍前部为灰黑色 ,后半部为银黄色. 眼睛呈拟钝三角形状 ,钝尖端向前有银黄色和黑

色的眼圈. 体背部较瘦薄.

在生态习性方面 ,卵形鲳鲹和布氏鲳鲹均为暖水性鱼类 ,但对水温的适应性却存在明显的

差异 :卵形鲳鲹能够适应冬季低温 ,在 9～10℃的环境下仍然正常生存 ,在海南、广东和福建南

部沿海养殖可以顺利越冬 [ 6 ]
;而布氏鲳鲹对低温适应性较差 ,在水温 14℃以下难以存活 ,在广

东和福建养殖难以越冬. 这两种鱼苗在外观上非常相似 ,因此 ,在养殖生产时应加强对苗种的

仔细辨认区分 ,防止由于冻害而造成损失.

(2)关于卵形鲳鲹亲鱼的性成熟年龄 ,台湾省东港水产研究所的张赐玲认为 4～5龄性成

熟 [ 5 ]
;方永强教授等进行卵形鲳鲹早期卵子发育的显微和超微结构的研究 ,其结果与国外文

献记载此鱼成熟年龄 7～8龄的文献相符合 ,但研究也认为可用外源激素科学地培育亲鱼提早

性腺发育和成熟 [ 7 ]
.

海南省三亚市网箱养殖海区海水水温在 20℃以上的时间达 10个月左右 ,海区盐度也稳

定在 31左右. 卵形鲳鲹亲鱼经强化培育 (饵料中添加复合维生素及维生素 E等 ) ,并以性激素

促熟 ,养殖 3龄以上的亲鱼就有部分亲鱼成熟. 亲鱼经人工强化培育及促熟、达到提早成熟 ,从

而验证方永强等认为外源性的诱导可提前性成熟的论断.

(3)在卵形鲳鲹人工催产实践中 ,应根据亲鱼的性腺成熟程度进行催产 ,注意控制激素的

适当用量 ,防止因使用过量的激素而导致亲鱼难产、死亡. 一般来说 ,亲鱼前期的促成熟以注射

LRH2A2 (或 LRH2A3 )激素为主 ,后期的催产排卵以注射 HCG激素为主 ,两者结合灵活运用.

(4)实践证明 ,利用春季室外土池的水温升高、饵料生物丰富等特点 ,采用室外土池进行

卵形鲳鲹生态育苗生产 ,具有鱼苗生长速度迅速、变态快、成活率较高等优点 ,容易大面积推广

应用 ,培育出大批的优质苗种.

(5)采用室外土池进行卵形鲳鲹生态育苗生产 ,在做好育苗土池基础生物饵料培育的同

时 ,应进行备用饵料池 (占培育土池总面积的 20% ～30% )培育轮虫、桡足类和枝角类 ,以作为

补充饵料. 由于鱼苗的摄食强度很大 ,当生物饵料不足时容易发生互相残食的现象 ,应及时投

喂人工配合饵料 ,以提高鱼苗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 同时 ,由于土池生态条件较复杂 ,较易滋生

病害 ,因此要加强水质和投饵管理 ,预防病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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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 trac t: Trach inotus ova tus with ages over 3 years were fatted for 3 months before conducting artifi2
cial spawning. In season when the water temperature reached 23℃ or above, the fish were induced to

spawn with HCG and LRH2A2 or A3. After fertilized the eggswere incubated in water for 20hours un2
der 28～29℃ with salinity 32 and pH811 until the larvae were hatched. Then the larvae were put to

grow up in outdoor earth pond. It took 20 days for larvae from opened mouth to size of 25～30mm in

length under water temperature 23～34℃, with salinity 24～34 and pH7. 6～9. 4.

Key wo rd s: marine aquaculture; Trach inotus ova tus; artificial p ropagation;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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