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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处理系列：帮您养出一缸“好水”
简单使用，效果显著，一个“会用”的品牌——美国ATA,

全能

ATA崇尚“懒人养鱼”，享受休闲乐趣

水草缸系列：还原“大自然”的法宝

专注新鱼检验、鱼病防治及水质护理三大领域是ATA品牌努力的方向，
坚持安全高效、易懂易用也是ATA品牌产品开发理念。

防治系列：养鱼之道，在于预防
产品安全，对人体无害，药性温和，对鱼体无害

特效系列

新鱼检疫、异常预防、初病治疗

必备神器

一盖约为10ml

护理防治

认准此商标
水草系列

产品名称
独特人性化设计
增强握感体验。

龙鱼系列

净含量/型号
罗汉系列
ATA在产品包装上并不显得特别华丽以及花费过高的产品成本在
花俏的工艺上，但在设计上加入了人体学概念设计，让产品更加
符合消费者使用体验。在控制包装成本的同时也不丢失品牌的档次
和形象，从而达到将大部分成本花费在产品质量本身。

血鹦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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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101 水质澄清剂（海淡通用）
快速澄清
不伤害水草/鱼体

速效去除水中的废物和残渣，特

高浓度活性菌

别针对不明原因的水白和水浊现

分解鱼粪、残食导致
的亚硝酸盐 、硝酸盐

象，使水质恢复清澈透亮，祛除

清澈透亮

水质变坏后发生的腥臭气味。含

祛除腥臭

有特效保护水草植物因子和鱼体

ATAS301 硝化细菌（海淡通用）

净化水质开缸必备
建立硝化系统

黏膜因子，与同类产品相比，具
有不伤害水草、鱼儿和速效增氧

高活性菌种发酵，含量比同类产品高3倍

等优点。

以上，纯化高，无杂菌。净化水质，除去
水中异味，保持水质清澈透亮。含有特效
放线菌-玉垒菌，快速分解水中的残饵、
粪便,阿摩尼亚、亚硝酸等有害成分，生
物降解能力是其它产品10倍以上。抑制
病菌繁殖，防止鱼病发生。长期使用，可
减少换水率达70％以上，是新开缸和老
化缸的必备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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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201 除氯氨水质稳定剂（海淡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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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水质
解除鱼体紧迫
特有的配方,能吸收重金属离子
速效解毒（氯氨） 解除鱼体紧迫
富含维生素和保护胶质

再现亚马逊河原生态水质
独有杀菌配方，抑制病菌繁殖
软化水质

迅速祛除自来水中余氯和氨、重金属离子等
有害因子，驱除水中的腥臭气味，防止水质
老化腐败变质。含有特效EDTA，速效解毒，
解除鱼体紧迫。抑制水中的病菌，减少鱼儿
感染，使鱼儿和水草快速适应新环境。富含
B族维生素和保护胶质，保护鱼体表黏液组
织和水草叶面纤维质，稳定水质，增强水体
的缓冲能力，巩固水体生态系统，为鱼儿创
造最佳生长环境。

ATAS401 黑水原液

精选亚玛逊流域天然泥煤萃取
物，含多种成分的腐植酸、保
护胶质、抗菌成分和钾、镁、
锰等元素,再现亚马逊河原生态

迅速解除鱼体亚健康状态
含天然物质

水质。含特殊水体缓冲因子，

稳定PH值

病菌繁殖、软化水质、调节和

增艳鱼体颜色，
迅速解除鱼体亚健康状态

有效增加水体承载能力，抑制
稳定pH值到热带鱼的最佳生长
范围。增艳鱼体颜色，迅速解
除鱼体亚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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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501 水草液肥（免CO2）
富含水草生长所需的数十种微量元素、矿

增强吸收、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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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801 除蜗牛和涡虫

抑制蜗牛/涡虫繁殖

物质和天然酵素等营养物质，保证水草充

特别添加藻类抑制素
富含水草所需营养元素

足均衡营养，散发出勃勃生机，稳定水体

蜗牛与涡虫在水族箱中的繁殖力强，会严重影响水

生态系统。运用双层包衣加工技术，使有

族箱的欣赏价值，涡虫甚至会攻击初生的小虾，造

效肥更容易吸收，效果持久。无须另外添

成损失。本品属性温和，不会伤害水草及活体。定

加二氧化碳,不含氮磷,对鱼无伤害。特别

期添加变可抑制蜗牛和涡虫的出现。

添加藻类抑制素，有效抑制水中蓝绿藻的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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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601 水草铁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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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PH值

ATAS901 PH酸性锁定剂
锁定PH 6.5

丰富营养

采用特殊有机螯合技术，比普通无机铁

更易吸收

肥更易吸收，加强水草对其它营养物质

本品能快速地降低水族箱水体的PH值，并最终将PH锁

的吸收，促进叶面细胞色素的沉积，有

定在6.5左右，特别适合于制造软水环境，以适应喜欢软

效改变水草枯黄，使绿草更绿，红草更

水热带鱼的生长：如七彩神仙、龙鱼、血鹦鹉、灯鱼、

艳，不含磷酸盐，抑制藻类繁殖。

鼠鱼等。

防枯黄
水草增艳
抑制藻类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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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701 除藻去苔剂

杀灭各种单细胞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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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1001 PH碱性锁定剂

不伤害鱼/虾
预防藻类滋生
水中经常会因光照过长，水中饲料粪便过多引起水
中藻类大量繁殖而引起绿水，本品能特别杀灭各种
藻类，迅速净化水质，保持水质清澈透亮。同时可
以防止水草缸中黑毛藻、绿毛藻的滋生。

提高PH值
锁定PH 8.2

本PH碱性锁定剂能缓慢而稳定
的提高水体的PH值，最高能稳
定在8.2左右，能制造各种淡海
水所需求的理想的PH值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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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1301 万能药水

ATAS1101 白点治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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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1501 肠炎治疗剂
本品含有效杀菌抗菌因子，能有效杀灭观赏鱼

杀菌抗菌
针对体内病原体
肠炎专治

通用性强，有备无患
专治白点病，见效快(升温效果更佳) ，彻底根
治、以防复发，不伤鱼 不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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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外的各种病原细菌。主要表现特征为：厌
食、肛门红肿、充血、消化不良、腹胀、游动
迟缓、呆滞、立鳞等症状。

ATAS1601 外寄生虫清

治疗观赏鱼各种常见疾病有特效。
专治体表寄生虫

特别处理因白点虫（小瓜虫）、口丝虫等虫体引起的

真菌性: 白毛、白棉等。

白点病有特效，鱼体表现症状为体表出现均匀分布的

细菌性：烂鳃、烂鳍、烂尾、烂肉、红点、朦眼、肠

针尖大小的白点，继而发生摩擦缸壁、颜色变淡白化

炎、血丝、立鳞、松鳞、掉鳞、胀肚白便等。

鳍条破损等症状。富含特殊元素，增强鱼体食欲，安

寄生虫: 白点、头洞、鱼虱、箭虫、擦缸、擦身等。

收鳍等病症，还可杀灭肉眼可见的鱼虱、锚头蚤（箭虫）及水

其他：感冒、厌食、黑身、凸眼等。

蛛（大型水蚤）等。

全快速，不破坏水质、不伤害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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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1201 白毛白棉治疗剂
专治水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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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1401 杀菌水

杀菌特效药，消炎，防治\治疗
不影响水质，自动降解
杀菌消毒特效药，特别
针对鱼体烂身、烂鳍、
烂鳃、朦眼肠炎、厌食
红点、红斑、立鳞、腹
水等症状有特效。效果
温和，不受水质影响，具
较强的渗透力，不伤水。

专业针对观赏鱼因外伤而引起的肤霉、白毛、白

含有特效抗应激成分，增

棉、鳃霉等真菌疾病。

强鱼体免疫系统。

本品可治疗鱼儿体表及鳃上寄生虫病，如三代虫、指环虫、车
轮虫、斜管虫、四膜虫、口丝虫等引起的烂身、烂鳃、擦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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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1701 龙鱼活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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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2001
锦鲤全能（锦鲤疾病防治特效配方）

特殊活力配方，稳定pH，可创造龙鱼原生态环

专门针对锦鲤的全能特效药，日本特别配方，疗效显著，

境水质；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提高鱼的

安全可靠。

免疫力，增强鳞片亮度；祛除水中残留氯和重金

适用症状：烂鳃、烂鳍、烂尾、烂肉、红点、血丝、立

属等有害物质；含龙鱼保护素，抑制病菌生长。

鳞、松鳞、白毛、白棉、腹水、擦缸、擦身等。

ATAS1801 龙鱼全能（龙鱼疾病防治特效配方）

21

ATAS2101 罗汉隆头增艳配方

专门针对龙鱼各种疾病的全能特效药，龙鱼养殖场多

含花罗汉所需各种营养元素，促使罗汉鱼保持健康活

年实践配方，疗效显著，安全可靠。

力。特别添加天然免疫抗体及增艳、起头独特配方，

适用症状：烂鳃、烂鳍、立鳞、缩鳍、朦眼、卧缸、

更能让鱼儿保持完美色彩和体型，促进罗汉的消化吸

呼吸急促、充血、感冒、肠炎、厌食等。

收并降低水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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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1901 魟鱼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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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2201 罗汉全能
（罗汉疾病防治特效配方）

专门针对魟鱼（软骨类）各种疾病的全能特效药，可
快速杀灭水中各种细菌、真菌和霉菌、寄生虫等疾病

专门针对花罗汉疾病的全能特效药品，疗效显著，

因子，疗效显著。

安全可靠。

适 用 症 状 : 溃疡、充血、霉菌、拒食、体瘦、无活力、

适用症状：胀肚、肠炎、白便、凸眼、头洞、肿嘴及

肠胃炎、鳃烂、呼吸急促、白皮、白尾、烂尾、发黑。

烂身、烂鳍、厌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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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2301 血鹦鹉增艳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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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2501 七彩全能

含血鹦鹉增色所需的

七彩神仙和神仙鱼

独特生物活性成分，

专用特效药

科学配伍多种营养元

适用症状：缩鳍、

素，能增强血鹦鹉免

消瘦、体色发黑、

疫力和活力，增艳鱼

钻角、黏液增多症

体色彩，效果显著并

黑死病、头洞病、

持久。

胀肚、肠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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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鹦鹉超强增色饲料

专门为血鹦鹉鱼的营养需求，添加进口虾红素和特殊增艳成
分，使用一周以后就能见到明显增艳效果。添加天然免疫多
糖，帮助鱼儿消化吸收利用营养物质，增强抗病力。不含对
鱼有害的荷尔蒙，悬浮颗粒。
主要成份：鱼肉蛋白、进口鱼粉、麦芽、酵母粉、面粉、黄
豆粉、海藻粉、南极虾粉、天然免疫多糖、纳豆菌、进口虾
红素、多种有机矿物质、十六种维生素、卵磷脂。
成份分析

增艳

粗蛋白质：42％

增强免疫力

粗脂肪：3％

不浑水/不黄水

粗纤维：2％
粗灰质：7％
水 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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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2401 血鹦鹉全能
（血鹦鹉疾病防治特效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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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2601 龟病全能

花罗汉隆头增色饲料

专为花罗汉而设计的隆头增色饲料，含高级鱼肉蛋
白、进口虾红素和增头秘方成分，同时含有天然免疫
多糖，能促进花罗汉对营养物质快速吸收利用，头部
隆起，色彩艳丽，增强抗病力。配合多种稳定型维他
命和有机矿物质。
主要成份：白鱼粉、增头秘方、小麦粉、黄豆粉、南
极虾粉、酵母粉、螺旋藻粉、海藻粉、纳豆菌、天然
免疫多糖、十六种维他命、卵磷脂、矿物质、虾红
素、叶黄素、类胡萝卜素。
成份分析
专门针对血鹦鹉疾病的全能特效药品，疗效

本品适用于观赏乌龟和各种两栖爬行动物使用，

显著，安全可靠。

可快速杀灭水中各种病菌、毒素和真菌寄生虫等

适用症状：胀肚，肠炎、鳃菌、鳃霉、白便

治病因子，是乌龟防病治病的特效药物。主要针

蒙眼、凸眼、头洞、肿嘴、白点及烂身、烂

对症状: 腐皮、烂甲、白眼、出血、穿孔、红脖

鳍、厌食、黑纱等。

子、红底板、白底板、脓疮烂嘴等疾病。

粗蛋白质：38％
独特隆头和增艳配方
增强抗病能力

营养均衡

营养均衡，隆头好帮手

粗脂肪：3％
粗纤维：9％
粗灰质：12％
水 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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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锦鲤增色饲料

专为中大型慈鲷鱼设计的完美配方饲料，适口绝佳，不污染

专为金鱼和锦鲤研制，添加纳豆菌和天然免疫多糖，帮助

水质。采用优质原料和均衡的营养配制，富含观赏鱼成长过

鱼儿消化和增强抗病力，促进鱼儿长期健康成长。类胡萝

程中所必需的各种维他命及微量元素，强大的综合配比能够

卜素和螺旋藻添加，能促进鱼儿颜色更加艳丽。缓沉性配

充分满足慈鲷类观赏鱼的营养健康，体色丰润的需求。添加

方，吃了不涨肚，防止鱼出现失衡症。多种维他命、不

天然免疫多糖、维生素和藻类等自然扬色成份以增强鱼儿疾

饱和脂肪酸和有机矿物质添加。
增强抗病能力，增艳配方
帮助消化/不涨肚
鱼儿健康，颜色艳丽

成份分析

主要成份：

粗蛋白质：38％

鱼肉蛋白、白鱼粉、胚芽、

粗脂肪：3％

酵母粉、面粉、黄豆粉、海

粗纤维：9％

藻粉、草本精华、南极虾粉

粗灰质：12％

天然免疫多糖、纳豆菌、多

水 份：10％

种有机矿物质、十六种维生

病抵抗能力并长久保持体色艳丽多姿。
慈鲷科混养，一罐搞定
慈鲷科的完美配方 ，维他命
和微量元素，增艳配方

素、卵磷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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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肉蛋白、白鱼粉、麦芽、酵母粉

粗脂肪：5％

面粉、黄豆粉、海藻粉、螺旋藻粉

粗纤维：5％

南极虾粉、天然免疫多糖、纳豆菌

粗灰质：8％

虾红素、多种有机矿物质、十六种

水 份：10％

维生素、卵磷脂。

小型热带鱼增色饲料

鱼儿食用的富含虾红素和高蛋白的红色颗粒组成，特别适

添加天然免疫多糖，帮助龙鱼消化吸收利用营养物

合短鲷、灯科鱼、孔雀等小型鱼食用。鱼儿食用后可快速

质，增强抗病力。悬浮颗粒，适口绝佳，不污染水

吸收，不涨肚。快速成长、体型优美、鱼鳍高耸、色彩自

质。也可适用各种大型鱼类适用，比如银龙、招财、

然艳丽。

慈鲷等。
主要成份：

粗蛋白质：38％

食用的富含螺旋藻和类胡萝卜素的绿色颗粒和适合肉食性

矿物质，保证龙鱼的健康成长，防止龙鱼出现畸形。

成份分析

主要成份：

专为小型热带鱼开发的高级增艳饲料，由适合素食性鱼儿

配比合理，添加多种维他命、必须不饱和脂肪酸和

合理营养配比，多种营养配方

成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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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鱼饲料

专为龙鱼的营养需求和口型而精心烘焙的条状饲料，

吃饲料的龙鱼更健康

慈鲷增色饲料

小型鱼也爱虾红素

粗蛋白质：43％

鱼肉蛋白、白鱼粉、麦芽、酵母

增强消化吸收

粗脂肪：3％

粉、面粉、黄豆粉、海藻粉、螺

丰富营养吸收好

增强免疫力

粗纤维：5％

旋藻粉、南极虾粉、天然免疫多

不涨肚 增艳配方

粗灰质：8％

糖、纳豆菌、多种有机矿物质、

水 份：10％

十六种维生素、卵磷脂。

成份分析
粗蛋白质：45％
粗脂肪：3％
粗纤维：5％
粗灰质：10％
水 份：10％

主要成份：鱼肉蛋白、小麦粉、黄
豆粉、南极虾粉、昆虫粉、酵母粉、
螺旋藻粉、蔬菜粉、纳豆菌、天然
免疫多糖、十六种维他命、卵磷脂、
矿物质、类胡萝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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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鱼薄片饲料
添加天然免疫多糖的独特专利生物活性配

成份分析
粗蛋白质：48％
粗脂肪：8％
粗纤维：2％
粗灰质：11％
水 份：10％

独特生物配方
增强抗病力促进成长
漂浮在水面上的诱惑

方，帮助鱼儿消化和增强抗病力，促进鱼
儿 长 期 健 康 成 长 。多种薄片提供完全营养，
富含蔬菜、鱼肉蛋白和螺旋藻、类 胡 萝 卜 素
等天然增色成分，配合多种维他命、不饱
和脂肪酸、有机矿物质，非常容易被鱼儿
消化吸收。不产生残留物质，适合所有热
带鱼食用。
主要成份：
白鱼粉、小麦粉、黄豆粉、南极虾粉、酵
母粉植物蛋白萃取、软体、螺旋藻粉、海
藻粉、纳豆菌、天然免疫多糖、卵磷脂、
十六种维他命矿物质、虾红素、叶黄素、

09

类胡萝卜素。

08

异形底栖鱼饲料

根据乌龟的生理特点和嗜口性而设计，特别添加多种优质蛋白、甲壳类
蛋白、蔬菜粉、维生素D3、昆虫粉等，富含多种维他命、矿物质、必须

根据异形和底栖鱼的食性特点而开发的啃食

不浑水，不污染水质

不饱和脂肪酸、氨基酸、高钙磷成分，喂食后防止龟壳软化，保证乌龟

成份分析

性饲料，含有各种必须的海藻类、维他命及

粗蛋白质：36％

矿物质，添加独特天然免疫多糖，能提升鱼

粗脂肪：3％

儿对环境的抵抗力，帮助鱼儿消化吸收，促

粗纤维：10％

进鱼儿快速健康成长，特制的饼型饲料加速

粗灰质：12％

水份的吸收，帮助软化，更有助于底栖鱼的

成份分析

主要成份：

水 份：10％

消化吸收，多种维他命和矿物质添加。

粗蛋白质：38％

鱼肉蛋白、小麦粉、黄豆粉、南极虾

粗脂肪：3％

粉、昆虫粉、酵母粉、螺旋藻粉、蔬

粗纤维：8％

菜粉、纳豆菌、天然免疫多糖、十六

特制配方，加速水份吸收，帮助软化
营养完整，嗜口性佳

乌龟高钙饲料

主要成份：

健康成长。添加天然免疫多糖，帮助乌龟肠道消化吸收利用营养物质，
增强乌龟抵抗力。

含高钙成分

白鱼粉、小麦粉、黄豆粉、南极虾粉、酵母

多种营养配方

粗灰质：16％

种维他命、卵磷脂、矿物质、类胡萝

粉、螺旋藻粉、蔬菜粉、纳豆菌、天然免疫

强化肠道

水 份：10％

卜素。

多糖、十六种维他命、卵磷脂、矿物质、类
胡萝卜素。

消化吸收

钙：5％

FORMULA OF THE USA
DEGRADE THE AMMONIA、NITRITE、SULFURETED

含硝化细菌、芽孢菌、乳酸菌等多种有益菌
种，经过液态深层发酵技术培养而成，具有
活性高，保存期限长，加入水中立刻开始工
作的优点，能快速分解水中阿摩尼亚、亚硝
酸盐等有害成分，净化水质，保持水质稳定
清澈。

特别加入活性蛋白酶和
脂肪酶类，可提高龙鱼
活力，防止龙鱼生病，
分解多余脂肪并可减少

R

饲料对水质的污染，是
龙鱼的最佳伴侣。

是 最 好 的 硝 化 细 菌

针对水草、小型热带鱼、水晶
虾等专业配比菌种，可消耗水
中磷酸盐类和亚硝酸盐类，防
止藻类爆发，提高水草叶面对
液肥的营养吸收，并对鱼儿形
成保护胶质，减少疾病发生。

药水产品目录表
水质处理系列

系列

水 草 缸 系 列
防 治 系 列
全 能 特 效 系 列
胶囊

编号

饲料产品目录

产品名称

ATAS101/ATAS102

水质澄清剂

ATAS201/ATAS202

除氯氨水质稳定剂

ATAS301/ATAS302

硝化细菌

ATAS401/ATAS402

黑水原液

ATAS501/ATAS502

水草液肥（免CO2）

ATAS601/ATAS602

水草铁肥

ATAS701/ATAS702

除藻去苔剂

ATAS801/ATAS802

除蜗牛和涡虫剂

ATAS901/ATAS902

PH酸性锁定剂

ATAS1001/ATAS1002

PH碱性锁定剂

ATAS1101/ATAS1102

白点治疗剂

ATAS1201/ATAS1202

白毛白棉治疗剂

ATAS1301/ATAS1302

万能药水

ATAS1401/ATAS1402

杀菌水

ATAS1501/ATAS1502

肠炎治疗剂

ATAS1601/ATAS1602

外寄生虫清

ATAS1701/TAS1702

龙鱼活力素

ATAS1801/ATAS1802

龙鱼全能

ATAS1901/ATAS1902

魟鱼全能

ATAS2001/ATAS2002

锦鲤全能

ATAS2101/ATAS2102

罗汉隆头增艳配方

ATAS2201/ATAS2202

罗汉全能

ATAS2301/ATAS2302

血鹦鹉增艳配方

ATAS2401/ATAS2402

血鹦鹉全能

ATAS2501/ATAS2502

七彩全能

ATAS2601/ATAS2602

龟病全能

AC101

硝化细菌

编号

中文名称

AF101
血鹦鹉超强增色饲料
AF102

1000ml/350g
500ml/180g

AF201
AF202

包装规格

1000ml/350g
花罗汉隆头增色饲料
500ml / 180g

AF301

1000ml/350g
金鱼锦鲤增色饲料

AF302

500ml/180g
1000ml/300g

AF401
龙鱼饲料
AF402

500ml/130g

AF501
AF502

1000ml/350g
慈鲷增色饲料
500ml/180g

AF601

小型热带鱼增色饲料

500ml/150g

AF701

热带鱼薄片饲料

500ml/ 60g

AF801

异形底栖鱼饲料

500ml / 250g

AF901

乌龟高钙饲料

500ml/ 150g
500g×24瓶

AF1001
AF1002

AF1101
AF1102

简易血鹦鹉增色饲料

简易锦鲤金鱼增色饲料

350g×36瓶

500g×24瓶
350g×36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