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始于自然……

         ……完善于鱼苗工坊

包装内含：

• 1 x 孵化器主体/电机单元，白色。

• 1 x 平衡装置，白色。

• 2 x 网具/篮子，黑色。

• 1 x 电源盒，内含：12v 电源，4个插头转换器（分别适用于美式、欧式、英式及

澳大利亚插头）

• 用户手册

用户手册/说明书/零部件

观赏鱼孵化器

  鱼苗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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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哒”

将孵化器主体部分安装到水族箱/孵化

缸缸壁上并夹紧。

2
安装网具，将网钩在黑色的网座上，左

右各一。

3
通过顶部的金属夹具从背后将白色平衡

装置推入。将平衡装置垂直向下拉出直

至网具入水，之后再将其提起直至网具

离开水面。

接入电源并开启，约50秒后，网具会

在水中上下移动，此时安装完成。孵

化器已可用于孵化鱼卵。

基本安装说明 详细说明

1.  将产品移出包装时请务必小心以免损坏。

2. 产品底部有一金属夹具可用于将孵化器固定于孵化缸。应先将夹具外侧的三

角形结构放在鱼缸上，然后拉开内侧的两只金属支脚支撑于缸壁上（注意，

若两支脚间距大于1.18英寸/3cm，金属夹具可能损坏）。从孵化器的背面通

过夹具顶部将平衡装置推入，最后将整个装置向下推至鱼缸边缘。

3. 将网具从包装内取出，挂在黑色网座上，左右各一。若安装正确，网具会在

网座上轻轻扣紧。

4. 请勿将网具与缸壁或其他物体接触，否则网具可能掉落，并导致鱼卵死亡，

甚至损坏孵化器。

5. 将网具调试到合适的高度是非常重要的。适宜的高度为网具的黑色边缘底部

刚好与水面相切。只可使用干净的网具。本产品底部配有一白色高度调节工

具：轻轻地将工具向下拉出，可使网具浸入水中，将工具向上推可使网具升

高并离开水面。也可移除此工具，并将整个装置向下推至鱼缸边缘，而后通

过加水或排水调整水面高度至适宜位置。

6. 将电源从包装内取出并选择合适的插头转换器，将转换器滑入电源，至正确

位置时会听到“咔哒”一声。将电源插入插座（请勿开启！！），最后将电

源的另一端与孵化器连接。

7. 开启电源，等待约50秒，看到网具在水中上下移动之后，示安装完成，孵化

器已可用于孵化鱼卵。

8. 当 需要将鱼苗从孵化器移入其他鱼缸饲养时（约16 – 18天），关闭电源，捏

住网具边缘（夹具对面的部分），向上轻轻抬起并保持一段时间，网具会自

动脱离孵化器。此时便能将鱼苗移入新缸。

9. 请 勿将其他任何鱼、虾或蜗牛和鱼卵或鱼苗同时放入网中，否则这些动物可

能会杀死或吃掉鱼卵/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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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金属夹具的两支脚间距若大于1.18英寸/3厘米，金属夹具可能损坏。拉伸夹

具可能导致网具接触缸壁，以至于损坏孵化器及/或鱼卵的死亡。

2. 严禁将除网具之外的其他任何部分（尤其是电机单元）弄湿或没入水中，电

机单元及电路板在潮湿环境中可能受到损坏。

3. 严禁在鱼缸罩下、盖板下或任何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机。电机单元及电路板

暴露在过于潮湿环境中可能受到损坏。

4. 严禁在网具下方放置气石或制造任何水花，否则可能因潮湿导致电机单元和

电路板的是损坏。鱼苗工坊的设计使其能在网具下没有打气的情况下良好地

工作，网具周围的气泡和水花并不能提高鱼卵及鱼苗的成活率。

5. 严禁在没有安装网具的情况下使用孵化器，否则将损坏该产品。

6. 严禁在网具完全离开水面的情况下使用孵化器，否则将损坏该产品。

7. 严禁将除了鱼卵和鱼苗之外的任何东西放进网具。网具无法承受除了鱼卵和

鱼苗之外的任何物体。除了鱼卵和鱼苗之外的任何物体进入网具将导致故障

和孵化器的损坏。注意：哪怕仅仅一颗极小的砂砾都有可能在孵化过程中产

生摩擦并导致鱼卵及鱼苗的死亡。

8. 使用过程中严禁在网具上盖盖子或添加任何覆盖物。如果网具放置的位置适

宜，鱼苗无法跳出水面，因此加盖是毫无必要的。覆盖物产生的额外重量可

能会损坏孵化器。若网具在水中的位置太低，鱼苗可能逃逸。

9. 在不使用时严禁将网具留在水中，否则藻类和其他有害物质可能在网上滋

生，这将阻塞水流、降低网内溶氧或造成网具倾斜，并导致孵化率降低。网

具上的额外重量及阻力可能损坏孵化器。

10. 严禁在阳光直射下使用孵化器，或两次孵化间隙清洗时将网具放置在阳光

下。阳光直射会加速网具的老化。

未按照上述说明使用本产品将导致水族创新有限公司

（Aquarium Innovations Pty Ltd）所提供的保修条款失效。

小贴士

为什么我的鱼卵无法孵化？

1.  未受精（这是鱼卵无法孵化的最主要原因）。

  未受精的卵应及时移走，以防止真菌及其他病原体滋生。死亡的鱼卵及鱼苗

极易导致孵化缸中水质恶化，甚至整批鱼卵及幼体的死亡。

2.  水质问题（以下各项请用水质检测工具进行测试）。
+ - 氨氮（NH3-NH4 ）必须为0。腐烂的未受精卵或孵化开始前未建立充分的

过滤/循环系统都会导致水质的下降。

 - 亚硝氮（NO2-）必须为0。腐烂的未受精卵或孵化开始前未建立充分的过滤

/循环系统都会导致水质的下降。

 - 非洲慈鲷（African Cichild）孵化的最适pH为8.4，但不应超出7.4 – 9.4这一

区间

 - 孵化非洲慈鲷时GH应介于100 ppm (6 dH) – 300 ppm (17 dH) 之间。

 - 硝酸氮（NO3-）含量不宜太高，最好为0.

3.  温度 – 非洲慈鲷及鲶鱼孵化的最适温度为25℃。鱼卵在20℃ - 32℃之间都能

孵化，但偏离25℃越远孵化率越低。若水温超出20℃ - 32℃这一范围可能导

致鱼卵及鱼苗的大范围死亡。

4.  寄生虫感染

若发现非洲慈鲷卵卵黄从一小孔流出并死亡，则这批卵已被寄生虫感染，若

没及时使用吡喹酮处理，整批卵将很快全部死亡。

  若发现非洲慈鲷卵变长，鱼苗失血，头部及尾部可能扭曲并远离鱼卵，则可

能已被寄生虫感染，若没及时使用吡喹酮处理，整批卵可能全部死亡。

  吡喹酮可从鱼店购买，商品名可能非常多样，请向店主咨询，或仔细阅读鱼

药成分表。

  可以在孵化开始的同时用推荐剂量的吡喹酮处理孵化缸。

  鱼卵感染寄生虫后的紧急处理：将四分之一片吡喹酮药片碾成粉末撒在网具

内的水面上，然后在孵化缸中添加推荐剂量的吡喹酮。

  注意：孵化鲶鱼时请勿添加任何吡喹酮，否则将导致鱼卵和/或鱼苗的死亡。

5.  将所有不是鱼卵/鱼苗的物体移出网具。孵化过程中，最小的砂砾或蜗牛碎片

都可能导致鱼卵或鱼苗的死亡。

6.  请勿将其他任何鱼、虾或蜗牛和鱼卵或鱼苗同时放入网具或孵化缸中，否则

这些动物可能会杀死或吃掉鱼卵/鱼苗。

注意：鱼苗工坊专为大规模繁殖设计，应只应用于专用的孵化缸。若孵化缸

中有其他任何鱼、虾、蜗牛，它们可能会隔着网对鱼卵/鱼苗进行攻击，导致

鱼卵/鱼苗受伤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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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鲶鱼卵

杜鹃鲶鱼（密点歧须鮠，Synodontis multipunctatus）可以单独孵化或与做饵料用的慈鲷卵

一同孵化（鲶鱼鱼苗会把慈鲷卵吃掉）。

使用鱼苗工坊能很轻松地孵化多种鲶鱼，如钩鲶及其他异形鱼（又名琵琶鼠鱼），只需

要将鱼卵放到网中，孵化器能自动完成剩下的工作。在网具可容纳的范围内，可以孵化

尽可能多的鱼卵。未受精的卵应尽快移走，以避免滋生真菌及其他病原体。死亡的鱼卵

及鱼苗极易导致孵化缸中水质恶化，甚至整批鱼卵及幼体的死亡。

慈鲷和异形能在同一网内进行孵化吗？

只要卵的年龄相近，慈鲷和异形可以在同一网内进行孵化。异形的卵块放在慈鲷卵之上

不会对其造成损伤。水质参数的控制是唯一的难点，适合异形孵化的pH和GH相对较

低，约为pH 7.4 及GH 100 ppm (6dH)。

产卵后多久的卵能放到鱼苗工坊中进行孵化？

我们建议，最好在亲鱼产卵30 min后取卵并开始人工孵化。

鱼苗工坊适用的鱼种：

• 所有行口孵繁殖的非洲慈鲷；

• 杜鹃鲶鱼 (Synodontis multipunctatus)；

• 大多数的异形（琵琶鼠鱼）。

可能可以用鱼苗工坊进行孵化的鱼种：

• 所有其他行口孵繁殖的慈鲷（珠母丽鱼属，Geophagus spp.）；

• 所有淡水及海水的口孵鱼类（如，天竺鲷科，Apogonidae）

• 所有的淡水鲶鱼。

合法性

• 鱼苗工坊（Fry Factory®）已是的注册商标

• 鱼苗工坊（Fry Factory®）已通过水族创新有限公司（Aquarium 

Innovations Pty Ltd）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获得专利

• 版权所有©：水族创新有限公司（Aquarium Innovations Pty Ltd. 2017）

• 在澳大利亚设计和组装

我的鱼苗没尾巴和/或眼睛。

在孵化缸里有一个年纪较大的鱼苗通过网具攻击鱼苗。鲶鱼、虾、蜗牛及其他动物也可

能这么早。请勿在孵化缸中放其他任何动物。

可以同时孵化多批鱼卵，但是如果前一批卵比后一批大3天或以上，年纪较大的鱼苗就

会咬掉较小鱼苗的尾巴和眼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吃所有还未鱼卵和较小的鱼苗。

每个网可以孵化多少鱼卵？

这取决于鱼卵的大小。单个网具可以孵化鱼卵的最大数量目前未知，如果可能，请告诉

我们你成功孵化的数量记录。

根据目前的实验，每个网能孵化的鱼卵数量如下：

小型卵
维纳斯鲷 （爱神雨丽鱼，Nimbochromis venustus）

金帆王子（金帆，Pseudotropheus acei）

蓝茉莉鱼（穆尔氏隆背丽鲷，Cyrtocara moorii）

1000

中型卵
肯尼慈鲷（Metriaclima lombardoi）

孔雀鲷（孔雀鲷属，Aulonocara spp.）

赤当嘎小丑（菲氏突吻丽鱼，Labeotropheus fuelleborni）

500

大型卵
皇冠六间，（横带驼背非鲫，Cyphotilapia frontosa）

红宽带蝴蝶，（红身蓝首鱼，Tropheus moori）

岩丽鱼，（岩丽鱼属，Petrochromis sp.）

250

鱼卵大小 例子 每网数量



孵化鲶鱼卵

杜鹃鲶鱼（密点歧须鮠，Synodontis multipunctatus）可以单独孵化或与做饵料用的慈鲷卵

一同孵化（鲶鱼鱼苗会把慈鲷卵吃掉）。

使用鱼苗工坊能很轻松地孵化多种鲶鱼，如钩鲶及其他异形鱼（又名琵琶鼠鱼），只需

要将鱼卵放到网中，孵化器能自动完成剩下的工作。在网具可容纳的范围内，可以孵化

尽可能多的鱼卵。未受精的卵应尽快移走，以避免滋生真菌及其他病原体。死亡的鱼卵

及鱼苗极易导致孵化缸中水质恶化，甚至整批鱼卵及幼体的死亡。

慈鲷和异形能在同一网内进行孵化吗？

只要卵的年龄相近，慈鲷和异形可以在同一网内进行孵化。异形的卵块放在慈鲷卵之上

不会对其造成损伤。水质参数的控制是唯一的难点，适合异形孵化的pH和GH相对较

低，约为pH 7.4 及GH 100 ppm (6dH)。

产卵后多久的卵能放到鱼苗工坊中进行孵化？

我们建议，最好在亲鱼产卵30 min后取卵并开始人工孵化。

鱼苗工坊适用的鱼种：

• 所有行口孵繁殖的非洲慈鲷；

• 杜鹃鲶鱼 (Synodontis multipunctatus)；

• 大多数的异形（琵琶鼠鱼）。

可能可以用鱼苗工坊进行孵化的鱼种：

• 所有其他行口孵繁殖的慈鲷（珠母丽鱼属，Geophagus spp.）；

• 所有淡水及海水的口孵鱼类（如，天竺鲷科，Apogonidae）

• 所有的淡水鲶鱼。

合法性

• 鱼苗工坊（Fry Factory®）已是的注册商标

• 鱼苗工坊（Fry Factory®）已通过水族创新有限公司（Aquarium 

Innovations Pty Ltd）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获得专利

• 版权所有©：水族创新有限公司（Aquarium Innovations Pty Ltd. 2017）

• 在澳大利亚设计和组装

我的鱼苗没尾巴和/或眼睛。

在孵化缸里有一个年纪较大的鱼苗通过网具攻击鱼苗。鲶鱼、虾、蜗牛及其他动物也可

能这么早。请勿在孵化缸中放其他任何动物。

可以同时孵化多批鱼卵，但是如果前一批卵比后一批大3天或以上，年纪较大的鱼苗就

会咬掉较小鱼苗的尾巴和眼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吃所有还未鱼卵和较小的鱼苗。

每个网可以孵化多少鱼卵？

这取决于鱼卵的大小。单个网具可以孵化鱼卵的最大数量目前未知，如果可能，请告诉

我们你成功孵化的数量记录。

根据目前的实验，每个网能孵化的鱼卵数量如下：

小型卵
维纳斯鲷 （爱神雨丽鱼，Nimbochromis venustus）

金帆王子（金帆，Pseudotropheus acei）

蓝茉莉鱼（穆尔氏隆背丽鲷，Cyrtocara moorii）

1000

中型卵
肯尼慈鲷（Metriaclima lombardoi）

孔雀鲷（孔雀鲷属，Aulonocara spp.）

赤当嘎小丑（菲氏突吻丽鱼，Labeotropheus fuelleborni）

500

大型卵
皇冠六间，（横带驼背非鲫，Cyphotilapia frontosa）

红宽带蝴蝶，（红身蓝首鱼，Tropheus moori）

岩丽鱼，（岩丽鱼属，Petrochromis sp.）

250

鱼卵大小 例子 每网数量



水族创新有限公司一年保修条款

相关信息

水族创新有限公司（Aquarium Innovations Pty Ltd）是鱼苗工坊的制造商和供应商，

并提供该产品的保修服务。如果您对本保修条款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联系

方式详见以下第5.0节。

与水族馆创新产品一起封装的任何单独产品均受其保修条款的保护。

本保修条款在满足消费者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的条件下，可作为消费者权益的补

充。

1.0 保修条款和适用条件

水族创新有限公司的保修条款自购买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可免费维修或更换因以下原因

引起故障的产品：

a) 材料缺陷；

b) 做工问题；或

c) 根据本公司提供的说明书进行操作时，产品无法进行工作。

d) 所有的维修或更换索赔的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送达购买地点，如果是通过网购购买

的产品，申请应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本公司的电子邮件地址（详见第5.0节）

e) 申请保修时请务必提供含有购买日期的收据原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请一并提交

本保修条款的副本。

f) 一旦本公司收到申请，我们将审查索赔的详情，并与您联系，以提供进一步的服

务。

g) 享受本保修服务的产品将由您打包并寄回，打包时请使用原包装或其他能对产品提

供相同保护程度的其他包装。您将承担索赔保修费用，如果需要将货物送回本公司

进行评估、维修或更换，您需要支付所有运费。

h) 若在本保修期内维修或更换货物，本保修将在原保修期的剩余时间内持续生效（自

原购买之日起至一年后终止）。

I) 若已提交保修申请的产品在检查工作正常，本公司将要求您支付因此产生的所有合

理费用。

2.0 不适用本保修条款的范围

本保修条款不适用于以下任何一种情况：

维修或更换因（但不限于）以下原因引起故障的产品：

a) 使用不当；

b)  火灾、水灾或不可抗力；

c) 自然磨损或老化；

d)  意外损坏；

e) 电源电压波动或电源故障，或因连接至铭牌上所述适宜电压之外的电压后引起的故

障；

f) 改装电线或插头；

g) 害虫，昆虫或异物；或

h) 使用时进水/浸水的产品；

I) 在本公司或其指定维修人员检查后发现产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包括但不限于正常

工作时产生的噪音或振动） 的产品；

j)  未经授权的人修理或改装；

k) 产品出厂铭牌被拆除、更改、损坏或无法辨认；

l) 产品未根据本公司说明书（包括“安全保护措施”一节）及保修条款进行安装、使

用及维护；

m) 使用时进行了说明书中“注意事项”一节中所述“严禁”进行的操作；

n)  更换或修理诸如网具和篮子之类的耗材，或更换丢失的零部件；或

o) 在安装，运输或搬运时所遭受任何损伤的产品。

3.0 责任范围

除适用的当地法定权利和义务（本保修条款不受影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所有明

示的和默示的保证和条件都不包括在成文法法律中，并且在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的责

任范围如下：

a) 更换或提供同等产品；

b) 产品维修，或换货/获得同等产品的成本；

c) 本公司将不对任何形式的损失或损害负责，包括直接或间接的后果性损失或损害，

以及因此产生的任何费用；

d) 根据“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本公司对于澳大利亚的消费者提供以下保证：您有权

因产品的重大故障要求进行更换或退款，并赔偿任何其他可合理预见的损失或损

坏；如果对产品质量不满意或故障不严重，您也有权要求维修或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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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安全保护措施

为防止人身伤害，请注意以下防护措施：

1  请仔细阅读本节及产品附带的安全指示及注意事项的所有内容。

2  本产品不适合儿童或体弱者在未经监督的情况下使用。应避免儿童玩弄本产品。

3  使用水族器材时与水的接触不可避免，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触电，使用时应格外小

心。发生以下情况时请勿尝试自行维修，并将产品送至经本公司授权的维修点或抛

弃：

  a) 若产品或产品的任何电子零件（限非浸入式器材）不慎弄湿或掉入水中，请勿

接触它；

  b) 若产品有任何不正常的漏水现象，立刻断电并拔下插头；

  c) 产品安装完成后请仔细检查，若任何不应沾湿的部分有水，请勿插上插头；

  d) 若电源线或插头损坏、发生故障、脱落或发生其他任何形式的损坏，请勿使用

产品。

4  应对所有连接水族箱和电源的电线建

立“滴水循环”（见图），这能有效

防止水滴通过电线进入电源。

5  若插头和插座已被弄湿，请勿插拔插

头。可以断开于孵化器相连的电源，

之后联系电工对沾水的插头/插座进行

检测。

6  不使用产品时请拔下插头。产品组

装、拆卸、维护及清洗之前请务必拔

下插头。

7  请勿拉扯电线，或以拉扯电线的方式

拔下插头。

8  请勿在预期用途之外使用产品。不使

用制造商推荐或销售的附件可能会导

致产品不安全，建议不要这样做。

9  请勿在露天环境或零度以下使用产品。

10  使用前请确保置于鱼缸上的产品部件已妥善安装。

11  请确保接入电源的电压与您所在地区的电压一致。

12  如需使用延长电线，应该有适当的产品。小心安排电源线，以免发生跳闸或拉扯。

13  对于所有的电子产品，建议使用接地故障电路中断器及浪涌保护器。

14  开关电源及插拔插头前，请确保双手干燥。

15  若对电子产品的安装及安全性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有资质的电工。

本产品包含4种插头转换器，请务必选用您所在国家和地区所适用的转换头。本公司提

供的转换器分别适用于以下国家和地区：

美国：2针插头适配器；

英国：2针插头适配器；

欧盟国家：2针插头适配器；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2针插头适配器。

请勿改造插头， 否则将使本产品提供的保修无效。对于其他保修条款，请参阅本产品附

带的保修表格。

5.0 联系我们

水族创新有限公司（Aquarium Innovations Pty Ltd）

通信地址：

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 汤斯维尔
PO Box 1004 
Aitkenvale QLD Australia 4814

电话：

澳大利亚境内：0458035851

澳大利亚境外：+61 458035851

电子邮箱： info@aquariuminnovation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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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安全保护措施

为防止人身伤害，请注意以下防护措施：

1  请仔细阅读本节及产品附带的安全指示及注意事项的所有内容。

2  本产品不适合儿童或体弱者在未经监督的情况下使用。应避免儿童玩弄本产品。

3  使用水族器材时与水的接触不可避免，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触电，使用时应格外小

心。发生以下情况时请勿尝试自行维修，并将产品送至经本公司授权的维修点或抛

弃：

  a) 若产品或产品的任何电子零件（限非浸入式器材）不慎弄湿或掉入水中，请勿

接触它；

  b) 若产品有任何不正常的漏水现象，立刻断电并拔下插头；

  c) 产品安装完成后请仔细检查，若任何不应沾湿的部分有水，请勿插上插头；

  d) 若电源线或插头损坏、发生故障、脱落或发生其他任何形式的损坏，请勿使用

产品。

4  应对所有连接水族箱和电源的电线建

立“滴水循环”（见图），这能有效

防止水滴通过电线进入电源。

5  若插头和插座已被弄湿，请勿插拔插

头。可以断开于孵化器相连的电源，

之后联系电工对沾水的插头/插座进行

检测。

6  不使用产品时请拔下插头。产品组

装、拆卸、维护及清洗之前请务必拔

下插头。

7  请勿拉扯电线，或以拉扯电线的方式

拔下插头。

8  请勿在预期用途之外使用产品。不使

用制造商推荐或销售的附件可能会导

致产品不安全，建议不要这样做。

9  请勿在露天环境或零度以下使用产品。

10  使用前请确保置于鱼缸上的产品部件已妥善安装。

11  请确保接入电源的电压与您所在地区的电压一致。

12  如需使用延长电线，应该有适当的产品。小心安排电源线，以免发生跳闸或拉扯。

13  对于所有的电子产品，建议使用接地故障电路中断器及浪涌保护器。

14  开关电源及插拔插头前，请确保双手干燥。

15  若对电子产品的安装及安全性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有资质的电工。

本产品包含4种插头转换器，请务必选用您所在国家和地区所适用的转换头。本公司提

供的转换器分别适用于以下国家和地区：

美国：2针插头适配器；

英国：2针插头适配器；

欧盟国家：2针插头适配器；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2针插头适配器。

请勿改造插头， 否则将使本产品提供的保修无效。对于其他保修条款，请参阅本产品附

带的保修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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