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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小龙虾稻田养殖领域，尤其涉及

一种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本发明提供的山

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包括稻田工程建设、水

稻栽培、深水区管理、苗种繁育、苗种冬养和出

虾。本发明选择地势最高的地块设置深水区，利

用深水区的高地势，将里面繁殖出的苗种直接通

过排水放到整个养殖单元，不用捕捞苗种，出苗

早，且减少了人工操作，同时又避免了种苗的自

相残杀，提高了成活率；本发明不开挖围沟，不会

出现漏水现象，且和水稻种植不冲突，对稻田原

始田埂破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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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稻田工程建设、水稻栽培、深水区

管理、苗种繁育、苗种冬养和出虾；

所述稻田工程建设包括加高加宽最外围田埂、设置深水区和养殖区；所述深水区为整

个养殖单元内地势水平最高的区域，所述深水区的面积占整个养殖单元面积的8％～10％；

所述深水区的田埂的高度为50～80cm，所述深水区田埂的宽度为1～1.5m；所述养殖区为除

深水区之外的区域；所述养殖区包括连通的若干养殖块；

所述深水区管理包括虾种投放和虾种养殖；

所述苗种繁育为在水稻收获期，深水区排干水晒田，将未入洞的小龙虾全部捕捉，然后

回水，当苗种离开母体，深水区放水淹没整个养殖单元；

所述深水区放水的时期为当年10月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山区为广西山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个养殖单元的面积为3～20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最外围田埂加宽加高后的高度为

50～80cm，宽度为1～2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最外围田埂和深水区的田埂设置防逃

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虾种投放的时间为当年4～5月，所述

虾种的规格为10～20g，所述虾种的投放量为30～40kg/亩；所述虾种养殖包括：当年4～7月

投喂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所述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为4～4.5：1；当年8～9月投

喂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所述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为1～1.2：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水鸟较多时，所述深水区用防鸟网覆盖。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苗种冬养包括在养殖块中泼洒豆浆，

所述豆浆的泼洒量以制备豆浆的黄豆计为5～6kg/亩；当水温高于13℃时，投喂人工配合饲

料，所述人工配合饲料的日投喂量以存虾重量的3％～5％估算，当天投喂量以前天觅食情

况而增加或减少。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出虾的时间为次年1月底至3月初，所

述出虾的规格为虾重30～4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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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小龙虾稻田养殖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小龙虾主产区均为中部省份，上市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年4月至9月，而广西北

半部属中亚热带气候，南半部属南亚热带气候，降水充沛、日照充足，雨热同季，小龙虾越冬

期短，恰好可弥补小龙虾上市过于集中这一短板，填补华南地区小龙虾市场供给的空白和

北方冬春季节性市场供给的稀缺。从目前的养殖效果来看，广西小龙虾上市时间可比湖北

等省份提前2个月以上。但在推广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0003] 一是目前的主要养殖区域仍分布在土地较为平坦的地区，养殖模式主要参照湖

北，即通过土地流转和“小改大”，将稻田改造为10亩以上的养殖单元，在四周开挖围沟，围

沟面积占比10％左右，中间田块种植水稻。但广西80％以上的稻田为山区丘陵地带，稻田高

差较大，土地不平整，机械作业成本高，且耕作层薄，围沟开挖后，底部常有漏水现象，因此

推广困难。

[0004] 二是苗种捕捞难度大，广西小龙虾基础种群小，对苗种需求量大，目前稻田繁育苗

种捕捞规格多在4～5g以上，在11月底才能达到捕捞高峰，而此时水温已相对较低，在20℃

以下，影响捕捞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本发明提供的

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具有对稻田原始田埂破坏小、无漏水现象、易推广、出苗早、无需

捕捞苗种、省人工、苗种成活率高等优点。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包括稻田工程建设、水稻栽培、深水

区管理、苗种繁育、苗种冬养和出虾；

[0008] 所述稻田工程建设包括加高加宽最外围田埂、设置深水区和连通养殖区；所述深

水区为整个养殖单元内地势水平最高的区域，所述深水区的面积占整个养殖单元面积的

8％～10％；所述深水区的田埂的高度为50～80cm，所述深水区田埂的宽度为1～1.5m；所述

养殖区为除深水区之外的区域；所述养殖区包括连通的若干养殖块；

[0009] 所述深水区管理包括虾种投放和虾种养殖；

[0010] 所述苗种繁育为在水稻收获期，深水区排干水晒田，将未入洞的小龙虾全部捕捉，

然后回水，当苗种离开母体，深水区放水淹没整个养殖单元。

[0011] 优选的，所述山区为广西山区。

[0012] 优选的，所述每个养殖单元的面积为3～20亩。

[0013] 优选的，所述最外围田埂加宽加高后的高度为50～80cm，宽度为1～2m。

[0014] 优选的，所述最外围田埂和深水区的田埂设置防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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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优选的，所述虾种投放的时间为当年4～5月，所述虾种的规格为10～20g，所述虾

种的投放量为30～40kg/亩；所述虾种养殖包括当年4～7月投喂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所述

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为4～4.5：1；当年8～9月投喂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所述黄

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为1～1.2：1。

[0016] 优选的，当水鸟较多时，所述深水区用防鸟网覆盖。

[0017] 优选的，所述深水区放水的时期为当年10月底。

[0018] 优选的，所述苗种冬养包括在养殖块中泼洒豆浆，所述豆浆的泼洒量以制备豆浆

的黄豆计为5～6kg/亩；当水温高于13℃时，投喂人工配合饲料，所述人工配合饲料的日投

喂量以存虾重量的3％～5％估算，当天投喂量以前天觅食情况而增加或减少。

[0019] 优选的，所述出虾的时间为次年1月底至3月初，所述出虾的规格为虾重30～40g。

[0020] 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提供的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包括稻田工程建设、水稻栽培、深水区管

理、苗种繁育、苗种冬养和出虾；所述稻田工程建设包括加高加宽最外围田埂、设置深水区

和养殖区；所述深水区为整个养殖单元内水平最高的区域，所述深水区的面积占整个养殖

单元面积的8％～10％；所述深水区的田埂的高度为50～80cm，所述深水区田埂的宽度为1

～1.5m；所述养殖区为除深水区之外的区域；所述养殖区包括连通的若干养殖块；所述深水

区管理包括虾种投放和虾种养殖；所述苗种繁育为在水稻收获期，深水区排干水晒田，将未

入洞的小龙虾全部捕捉，然后回水，当苗种离开母体，深水区放水淹没整个养殖单元。本发

明选择地势最高的地块设置深水区，利用深水区的高地势，将里面繁殖出的苗种直接通过

排水放到整个养殖单元，不用捕捞苗种，出苗早，且减少了人工操作，同时又避免了种苗的

自相残杀，提高了成活率；本发明不开挖围沟，不会出现漏水现象，且和水稻种植不冲突，对

稻田原始田埂破坏小。

附图说明

[0022] 图1养殖单元示意图，其中A为深水区；B为养殖区(除深水区之外的区域)；C为最外

围田埂；D为进水管；E为出水管；F为山区原始田埂，以山区原始田埂围成的区域即为养殖

块，共同构成养殖区；G处深水区田埂比其他深水区田埂低5～15cm；H为连通养殖块的开口

(开口以浅沟相连)。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包括稻田工程建设、水稻栽培、深水

区管理、苗种繁育、苗种冬养和出虾；

[0024] 所述稻田工程建设包括加高加宽最外围田埂、设置深水区和连通养殖区；所述深

水区为整个养殖单元内地势水平最高的区域，所述深水区的面积占整个养殖单元面积的

8％～10％；所述深水区的田埂的高度为50～80cm，所述深水区田埂的宽度为1～1.5m；所述

养殖区为除深水区之外的区域；所述养殖区包括连通的若干养殖块；

[0025] 所述深水区管理包括虾种投放和虾种养殖；

[0026] 所述苗种繁育为在水稻收获期，深水区排干水晒田，将未入洞的小龙虾全部捕捉，

然后回水，当苗种离开母体，深水区放水淹没整个养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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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发明的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优选在广西山区实施。广西降水充沛、日照充

足、雨热同季，自然条件优越，小龙虾越冬期短，恰好可弥补小龙虾上市过于集中这一短板，

填补华南地区小龙虾市场供给的空白和北方冬春季节性市场供给的稀缺。

[0028] 在本发明中，所述稻田工程建设包括加高加宽最外围田埂、设置深水区和养殖区。

本发明所述最外围田埂加宽加高后的高度优选为50cm～1m，进一步优选为80cm；宽度优选

为1～2m，进一步优选为1.5m，将最外围田埂加宽加高主要目的是防止田埂被小龙虾打穿漏

水；同时本发明通过最外围田埂将山区分割成若干养殖单元；所述每个养殖单元的面积优

选为3～20亩，进一步优选为10～15亩。本发明对山区的分割方式没有特殊要求。

[0029] 本发明优选将养殖单元分成深水区和养殖区；所述深水区为整个养殖单元内地势

水平最高的区域；所述深水区的面积占整个养殖单元面积的8％～10％，更优选为10％；所

述深水区的田埂高度为50～80cm，进一步优选为70cm；所述深水区田埂的宽度为1～1.5m，

进一步优选为1m；本发明对深水区的形状没有特殊要求，在山区原有田埂的基础上加高加

宽即可；本发明所述深水区为虾种繁育区，所述深水区的进水方式优选为注入，具体通过进

水管注入；所述进水管优选位于田埂上，水优选经网袋和网箱双重过滤，所述网袋和网箱的

网孔大小优选为60～80目，进一步优选为60目，过滤的作用主要为防止杂鱼进入深水区；排

水管优选设在深水区的最低处，可使水直接排入养殖区。在本发明中，所述深水区优选一面

田埂较其他面田埂低5～15cm，进一步优选为10cm，以方便后期淹水放苗。本发明设置深水

区主要目的是解决体长1cm以下的苗种捕捞难度大的问题，本发明利用深水区的高地势，将

里面繁殖出的苗种直接通过排水放到整个养殖单元，不用捕捞苗种，出苗早，且减少了人工

操作，同时又避免了由于种苗密度过大导致的自相残杀，提高了苗种的成活率。

[0030] 在本发明中，所述养殖区为除深水区之外的区域，所述养殖区是水稻种植和小龙

虾养殖区域；在本发明中，所述养殖区内部由其他田埂分割成若干养殖块，所述其他田埂为

除最外围田埂和深水区田埂；所述其他田埂为山区原始田埂。本发明对养殖区中养殖块的

形状没有特殊要求，优选根据山区原始田埂的形状将养殖区进行分割；所述养殖块优选用

浅沟相连，所述浅沟的宽度优选为40～60cm，进一步优选为50cm；所述浅沟的深度优选为20

～40cm，进一步优选为30cm，所述连通养殖区是为了保证养殖单元内水流畅通。在本发明

中，所述养殖区优选利用稻田原有灌渠进水，所述养殖区优选设置排水沟，保证所有区域均

可自然排干水。附图1为1个养殖单元的示意图，其中A为深水区；B为养殖区(除深水区之外

的区域)；C为最外围田埂；D为进水管；E为出水管；F为山区原始田埂，以山区原始田埂围成

的区域即为养殖块，共同构成养殖区；G处深水区田埂比其他深水区田埂低5～15cm；H为连

通养殖块的开口(开口以浅沟相连)。附图1仅为本发明养殖单元的示意图，并不是对本发明

作的进一步限定，附图中深水区、养殖区和最外围田埂的形状是在养殖单元内原有地势的

基础上形成。

[0031] 在本发明中，所述最外围田埂和深水区的田埂优选设置防逃网，防逃网主要目的

是防止小龙虾逃出养殖单元，降低产量。

[0032] 在本发明中，所述水稻栽培优选包括依次进行的水稻育秧、水稻种植和水稻管理。

在本发明中，所述水稻育秧优选在4月上旬播种；本发明优选在播种前10～15d统一灭鼠，犁

耙沤制秧田；在所述播种前1～2d优选进行整地、耙平，去除杂草、落地杂谷秧苗，起厢、整

平，厢面宽优选为1.1～1.2m，厢间距优选为40～50cm，沟深优选为10～15cm；在所述播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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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进行施肥，所述施肥优选包括撒施腐熟农家肥，所述施腐熟农家肥的施肥量优选为1～

2kg/m2，施肥后优选将肥料轻压入土，避免种子与基肥直接接触。本发明优选挑选丰产稳产

性好、米质优、抗病、抗倒性强；植株高大、茎杆粗壮的杂交优质水稻品种和常规优质水稻品

种；所述杂交水稻品种优选包括丰田优553、中浙优8号、中浙优1号、壮香优1205；所述常规

优质水稻品种优选包括桂玉9号、八桂香、桂丰2号、融水香粳糯。本发明对水稻的播种方式

没有特殊要求，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常规的方式即可。

[0033] 在本发明中，所述水稻种植优选包括耙田沤田、耙田平整、撒施基肥和秧苗移栽；

如无特殊说明，本发明对田沤田、耙田平整、撒施基肥和秧苗移栽的具体实施方式没有特殊

要求，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即可；所述耙田沤田优选在秧苗移栽前5～10d进行；所

述耙田平整优选在秧苗移栽前1d进行；所述撒施基肥优选撒施腐熟农家肥、过磷酸钙和复

合肥中的一种或多种，更优选为撒施腐熟农家肥、过磷酸钙和复合肥，所述腐熟农家肥、过

磷酸钙和复合肥的质量比优选为50～60:3～4:1；所述秧苗移栽的时间优选在秧苗3～5叶

进行，种植方式优选以东西行向、宽窄双行种植；所述宽双行行距优选为60cm；所述窄双行

行距优选为30cm，所述秧苗的株距优选为20cm；所述窄双行间植株优选呈“品字型”排列。在

本发明中，除深水区外，其他田块均为水稻种植区。本发明优选在5月5日前完成移栽。

[0034] 在本发明中，所述水稻管理包括水分管理和施肥管理。所述水分管理优选在移栽

后20天内采用干湿交替管理，水层深度优选为2～3cm，间歇灌溉可以起到护苗、促蘖、促根

的作用，提高水稻抗倒伏能力；所述水分管理优选在水稻孕穗期进行日灌、夜排管理，可以

调节田间温度，减轻高温热害，提高稻田通风透气性，促进稻、虾共生；所述水分管理优选在

抽穗期、扬花期深水层灌溉管理，所述深水层的深度优选为20～30cm。在本发明中，所述施

肥管理无特殊要求，采用水稻常规施肥方法即可。本发明优选在9月初晒田，收获水稻。

[0035] 在本发明中，所述深水区管理包括虾种投放和虾种养殖。本发明所述虾种投放的

时间优选为当年4～5月，所述虾种的规格为10～20g，所述虾种的投放量优选为30～40kg/

亩；当水鸟较多时，所述深水区优选用防鸟网覆盖。在本发明中，所述虾种养殖优选包括当

年4～7月投喂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所述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优选为4～4.5：1；

当年8～9月优选投喂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所述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优选为1～

1.2：1，本发明所述人工饲料优选为市售德洋牌南美白对虾2号料。

[0036] 本发明优选在太阳落山前投喂，深水区全田均匀泼撒，投喂量优选按虾总重的3～

5％估测，当天投喂量以前一天觅食去情况而增加或减少；本发明优选在水温为20～35℃

时，每天投喂一次；在水温为15～20℃时，隔天投喂一次；本发明优选在当年8月份根据存虾

量，下地笼起捕大虾销售，防止亲虾密度过高互相残杀。在本发明中，所述深水区优选在水

稻生长期保持封闭。

[0037] 在本发明中，所述苗种繁育为：在水稻收获期，深水区排干水晒田，将未入洞的小

龙虾全部捕捉，然后回水，当苗种离开母体，深水区放水淹没整个养殖单元。在本发明中，所

述排干水晒田的时期优选为当年8月下旬；所述晒田的时间优选为7～15d，进一步优选为

10d；所述回水的深度优选为10～30cm，进一步优选为20cm；所述深水区放水的时期优选为

当年10月底，放水的目的是迫使苗种分布到养殖区，未孵化的抱卵虾也进入整个养殖区孵

化。当最外围田埂和深水区田埂设置防逃网时，优选在放水前拆除防逃网。

[0038] 苗种繁育后，本发明进行苗种冬养。本发明所述苗种冬养包括养殖块(即在田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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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中泼洒豆浆，所述豆浆的泼洒量优选以制备豆浆的黄豆计为5～6kg/亩，进一步优选

为5.5kg/亩。当水温高于13℃时，优选投喂人工配合饲料，所述人工配合饲料的日投喂量以

存虾重量的3％～5％估算，进一步优选为4％，当天投喂量以前天觅食情况而增加或减少。

本发明优选每月用生石灰消毒和补钙；每月用二溴海因预防虾病。

[0039] 本发明所述出虾的时间优选为次年1月底至3月初，所述出虾的规格优选为虾重30

～40g。

[0040] 本发明优选在4月份除深水区保留40～50cm水位为外，其他区域全部排干晒田，准

备下一年度的水稻种植。

[0041]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山区稻田小龙虾养

殖方法进行详细地描述，但不能将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先定。

[0042] 实施例1

[0043] 2018年，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百朋镇小山村，52亩稻田，根据地形规划为3个养殖

单元，分别为15亩，18亩，19亩。外圈田埂加高到50cm，宽1～1.2m。每个养殖单元选择1处地

势最高的作为深水区，面积分别为1.4亩、1.6亩、1.9亩，深水区田埂加高到50cm，宽1m。其他

原始田埂均开口，宽度50cm，开口和开口间用30cm深，50cm宽的浅沟相连，保证养殖单元内

水流畅通。

[0044] 深水田块用水方式为抽水灌溉，在进水口加装2m长的60目网袋和60目的过滤网箱

防杂鱼，其他田块使用原有的稻田灌渠。外圈和深水田块的田埂都设防逃网。深水区设防鸟

网防止白鹭捕食龙虾。

[0045] 水稻育秧时间为4月8日，选择壮香优1205品种，播种前2d整地、耙平，去除杂草、落

地杂谷秧苗，起厢、整平，厢面宽1.2m，厢间距40cm，沟深10cm。每平方米均匀撒施腐熟农家

肥2kg为基肥。播种时按每平方米100g芽谷均匀撒播。播种后，用大小基本一致的小竹片制

厢拱棚支架，小竹片的长度为2.3～2.4m，用宽度为2m的透明薄膜盖成拱棚，拉紧薄膜，四周

埋入土中，用土压实，以防风揭膜。秧田周边撒施毒饵防鼠。

[0046] 从播种到1叶密封薄膜保温保湿，膜内温度记录始终保持在28‑32℃，不揭膜通风；

1～2叶通风炼苗，晴天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揭开薄膜一头通风口；2叶后加强通风炼苗，揭开

薄膜两头通风口，控温控湿，防止徒长；3叶后进入“全揭膜”管理。全揭膜后每亩用75％三环

唑可湿性粉剂20g+50％吡蚜酮可湿粉剂16g+70％三乐杀虫剂40g+水50kg，喷雾；移栽前2天

再喷施一次。

[0047] 5月4日插完秧，在插秧前10d耙田沤田，插秧前1d耙田平整，均匀撒施基肥后耙平，

基肥使用腐熟农家肥500kg+过磷酸钙30kg+复合肥(N/P/K含量各为15％)10kg；秧苗3～5叶

时移栽，东西行向、宽窄双行种植，宽双行行距60cm，窄双行行距30cm，株距20cm；窄双行间

植株成“品字型”排列，多粒谷苗插植，4粒谷苗/穴。

[0048] 移栽后5天，追施复合肥(N/P/K含量各为15％)4kg促分蘖。大胎期施“接力肥”。每

亩用尿素0.5kg+磷酸二氢钾0.5kg+清水60kg充分溶解，喷施叶面补肥。移栽后保持20天浅

水层2～3cm管理，间歇灌溉以水护苗、促蘖，以干促根，提高水稻抗倒伏能力。孕穗期日灌水

5cm、夜晚排干，调节田间温度，减轻高温热害，提高稻田通风透气性，促进稻、虾共生。抽穗

期、扬花期灌溉20～30cm深水层，黄熟期降低水位至10cm。正常用药追肥，9月8日开始排干

水晒田。每20亩设太阳能灭虫灯一盏。穗期每亩用5％井冈霉素水剂每亩150ml+50％吡蚜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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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湿粉剂16g，兑水50～60kg喷雾防治水稻纹枯病、稻飞虱。向禾苗中部、根部均匀喷雾，田

间保持2～3cm水层。“大胎期、破口期、齐穗期”每亩用75％三环唑可湿性粉剂20g+2％春雷

霉素水剂23g+30％爱苗20ml+水50kg，喷雾防治穗颈瘟、稻曲病、枝梗瘟。“灌浆期”每亩用

2％春雷霉素水剂25g，兑水50kg喷雾防治。9月18～20日收割水稻，秸秆留高40cm，水稻平均

亩产402kg，与当地产量基本相同。

[0049] 小龙虾4月28日引进，为本村其他养殖区上一年度留种繁育的虾苗，投放时规格约

15g，按深水田块面积计算投放量，每亩投40kg虾苗，4月至7月间主要投喂黄豆和人工配合

饲料，人工配合饲料为市售德洋牌南美白对虾2号料，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为4:1。

8月至9月增加人工配合饲料投喂比例，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为1:1。太阳落山前投

喂饲料，深水区全田均匀泼撒，投喂量按虾总重的4％估测，当天投喂量以前天觅食情况而

增加或减少。水温在20～35℃之间每天喂一次，水温在15～20℃之间隔天喂一次。从8月10

日起开始陆续捕捉大虾，8月25日开始排水晒田，并捕捉不入洞的龙虾，繁殖前平均每亩收

获46kg，收回种虾成本。

[0050] 9月4日回水20cm，到10月5日田里开始出现1cm以上的小苗。10月28日拆深水区防

逃网，深水区放水，同时其他田块也利用原有灌渠进水。

[0051] 每亩用5kg黄豆打豆浆，每天泼洒豆浆，连渣一起泼洒，水温高于13℃时投喂人工

配合饲料，投喂量按虾总重的4％估测，当天投喂量以前天觅食情况而增加或减少。到次年1

月30日开始出虾，截至3月20日，平均每亩收获105kg(不含繁殖前的46kg)，其中7钱以上大

虾32kg，占比30.5％。

[0052] 与位于同村，未采用本模式，但投喂管理方式相同的养殖田块相比，本模式平均每

亩繁育田块为10亩养殖区提供苗种，而其他繁育田块出苗量平均仅够5亩田块养殖，早出虾

1个月，且7钱以上大虾比例高出一倍，亩产量高出25kg。

[0053] 实施例2

[0054] 2018年，在广西南宁市大塘镇乔板村，65亩稻田，根据地形规划为4个养殖单元，分

别为17亩，18亩，15亩，15亩。外圈田埂加高到80cm，宽1.5米。每个大区选择1处地势最高的

作为深水田块，面积分别为1.6亩、1.8亩、1.5亩、1.5亩，深水田块田埂加高到70cm，1米宽。

其他原始田埂均开口，宽度50cm，开口和开口间用30cm深，50cm宽的浅沟相连，保证养殖单

元内水流畅通。

[0055] 深水田块用水方式为抽水灌溉，水源为屯六水库下泄水，在进水口加装5m长的60

目网袋，和60目的过滤网箱防杂鱼。其他田块使用原有的稻田灌渠。外圈和深水田块的田埂

都设防逃网。深水田块设防鸟网防止白鹭捕食龙虾。

[0056] 水稻育秧时间为4月10日，选择中浙优8号，播种前2d整地、耙平，去除杂草、落地杂

谷秧苗，起厢、整平，厢面宽1.2m，厢间距40cm，沟深10cm。每平方米均匀撒施腐熟农家肥

1.5kg为基肥。播种时按每平方米80g芽谷均匀撒播。播种后，用大小基本一致的小竹片制厢

拱棚支架，用宽度为2m的透明薄膜盖成拱棚，拉紧薄膜，四周埋入土中，用土压实。

[0057] 从播种到1叶密封薄膜保温保湿，膜内温度记录始终保持在30～34℃；1～2叶起通

风炼苗，晴天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揭开薄膜一头通风口；2叶后加强通风炼苗，揭开薄膜两头

通风口，控温控湿，防止徒长；3叶后进入“全揭膜”管理。全揭膜后每亩用75％三环唑可湿性

粉剂20g+50％吡蚜酮可湿粉剂16g+70％三乐杀虫剂40g+50kg斤喷雾，移栽前2天再喷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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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0058] 5月5日插完秧，在插秧前10天耙田沤田，插秧前1天耙田平整，均匀撒施基肥后耙

平，基肥使用腐熟农家肥500kg+过磷酸钙30kg+复合肥(N/P/K含量各为15％)8kg。秧苗3～5

叶移栽，东西行向、宽窄双行种植。宽双行行距60cm、窄双行行距30cm，株距20cm；窄双行间

植株成“品字型”排列，多粒谷苗插植，4粒谷苗/穴。

[0059] 移栽后5天，追施复合肥(N/P/K含量各为15％)4kg促分蘖。大胎期施“接力肥”。每

亩用尿素0.5kg+磷酸二氢钾0.5kg+清水60kg充分溶解，喷施叶面补肥。移栽后保持20天浅

水层2～3cm管理，间歇灌溉以水护苗、促蘖，以干促根，提高水稻抗倒伏能力。孕穗期日灌水

5cm、夜晚排干，调节田间温度，减轻高温热害，提高稻田通风透气性，促进稻、虾共生。抽穗

期、扬花期灌溉20～30cm深水层，黄熟期降低水位至10cm。正常用药追肥，9月5日开始排干

水晒田。9月15～16收割水稻。秸秆留高40cm。每20亩设太阳能灭虫灯一盏。“大胎期、破口

期、齐穗期”每亩用75％三环唑可湿性粉剂20g+2％春雷霉素水剂23g+30％爱苗20ml+水

50kg喷雾防治穗颈瘟、稻曲病、枝梗瘟。“灌浆期”每亩用2％春雷霉素水剂25g，兑水50kg喷

雾防治。水稻平均亩产422kg，与当地单造产量基本相同。

[0060] 小龙虾5月15日引进，为企业上一年度留种繁育的虾苗，投放时规格约15～20g，按

深水田块面积计算投放量，每亩投30kg虾苗，4月至7月间主要投喂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人

工配合饲料为市售德洋牌南美白对虾2号料，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为4.5：1。8月至

9月增加人工配合饲料投喂比例，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为1.2：1。太阳落山前投喂

饲料，深水区全田均匀泼撒，投喂量按虾总重的4％估测，当天投喂量以前天觅食情况而增

加或减少。水温在20～35℃之间每天喂一次，水温在15～20℃之间隔天喂一次。从8月5日起

开始陆续捕捉大虾，8月25日开始排水晒田，并捕捉不入洞的龙虾，繁殖前平均每亩收获

33kg，收回种虾成本。

[0061] 9月6日回水30cm，到10月10日见到田里有1cm以上的小苗。10月30日拆防逃网，深

水区放水，同时其他田块也利用原有灌渠进水。每亩用5kg黄豆打豆浆，每天泼洒豆浆，连渣

一起泼洒，水温高于13℃时投喂人工配合饲料，投喂量按虾总重的4％估测，当天投喂量以

前天觅食情况而增加或减少。到次年1月26日开始出虾，截至3月18日，平均每亩收获125kg

(不含繁殖前的33kg)，其中7钱以上大虾44kg，占比35.2％。

[0062] 与企业未采用本模式，但投喂管理方式相同的对照田块相比：本模式平均每亩繁

育田块为10亩养殖区提供苗种，而其他繁育田块出苗量仅够4亩田块养殖，早出虾40天，且7

钱以上大虾比例高出一倍，亩产量比对照田块高出30kg。

[0063] 实施例3

[0064] 2019年，在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五山镇马则村，42亩稻田，根据地形规划为3个养殖

单元，分别为15亩，14亩，13亩。外圈田埂加高到1m，宽2米。每个大区选择1处地势最高的作

为深水田块，面积分别为1.5亩、1.3亩、1.3亩，深水田块田埂加高到70cm，1m宽。其他原始田

埂均开口，宽度50cm，开口和开口间用30cm深，50cm宽的浅沟相连，保证养殖单元内水流畅

通。

[0065] 深水田块用水方式为抽水灌溉，水源为罗马河河水，在进水口加装6m长的60目网

袋和60目的过滤网箱防杂鱼。其他田块使用原有的稻田灌渠。外圈和深水田块的田埂都设

防逃网。深水田块设防鸟网防止白鹭捕食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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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水稻育秧时间为4月15日，选择中浙优8号，播种前2d整地、耙平，去除杂草、落地杂

谷秧苗，起厢、整平，厢面宽1.2m，厢间距40cm，沟深10cm。每平方米均匀撒施腐熟农家肥2kg

为基肥。播种时按每平方米100g芽谷均匀撒播。播种后，用大小基本一致的小竹片制厢拱棚

支架，用宽度为2m的透明薄膜盖成拱棚，拉紧薄膜，四周埋入土中，用土压实。

[0067] 从播种到1叶密封薄膜保温保湿，膜内温度记录始终保持在30～32℃；1～2叶起通

风炼苗，晴天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揭开薄膜一头通风口；2叶后加强通风炼苗，揭开薄膜两头

通风口，控温控湿，防止徒长；3叶后进入“全揭膜”管理。全揭膜后每亩用75％三环唑可湿性

粉剂20g+50％吡蚜酮可湿粉剂16g+70％三乐杀虫剂40g+水50kg，喷雾，移栽前2d再喷施一

次。

[0068] 5月10日插完秧，在插秧前10天耙田沤田，插秧前1d耙田平整，均匀撒施基肥后耙

平，基肥使用腐熟农家肥500kg+过磷酸钙30kg+复合肥(N/P/K含量各为15％)10kg。秧苗3～

5叶移栽，东西行向、宽窄双行种植，宽双行行距60cm、窄双行行距30cm，株距20cm；窄双行间

植株成“品字型”排列，多粒谷苗插植，5粒谷苗/穴。

[0069] 移栽后5d，追施复合肥(N/P/K含量各为15％)4kg促分蘖。大胎期施“接力肥”。每亩

用尿素0.5kg+磷酸二氢钾0.5kg+清水60kg充分溶解，喷施叶面补肥。移栽后保持20天d浅水

层2～3cm管理，间歇灌溉以水护苗、促蘖，以干促根，提高水稻抗倒伏能力。孕穗期日灌水

5cm、夜晚排干，调节田间温度，减轻高温热害，提高稻田通风透气性，促进稻、虾共生。抽穗

期、扬花期灌溉20～30cm深水层，黄熟期降低水位至10cm。正常用药追肥，9月5日开始排干

水晒田。9月15～16收割水稻。秸秆留高40cm。每20亩设太阳能灭虫灯一盏。“大胎期、破口

期、齐穗期”每亩用75％三环唑可湿性粉剂20g+2％春雷霉素水剂23g+30％爱苗20ml+水

50kg，喷雾防治穗颈瘟、稻曲病、枝梗瘟。“灌浆期”每亩用2％春雷霉素水剂25g，兑水50kg，

喷雾防治。由于田地改造前为荒地，水稻平均亩产305kg。

[0070] 小龙虾5月12日引进，为企业上一年度留种繁育的虾苗，投放时规格约15g，按深水

田块面积计算投放量，每亩投30kg虾苗，4月至7月间主要投喂黄豆和人工饲料，人工饲料为

市售德洋牌南美白对虾2号料，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为4：1。8月至9月增加人工饲

料投喂比例，黄豆和人工配合饲料的质量比为1.1：1。太阳落山前投喂饲料，深水区全田均

匀泼撒，投喂量按虾总重的4％估测，当天投喂量以前天觅食情况而增加或减少。水温在20

～35℃之间每天喂一次，水温在15～20℃之间隔天喂一次。从8月8日起开始陆续捕捉大虾，

8月25日开始排水晒田，并捕捉不入洞的龙虾，繁殖前平均每亩收获40kg。

[0071] 9月8日回水30cm，到10月2日见到田里有1cm以上的小苗。10月25日拆防逃网，深水

区放水，同时其他田块也利用原有灌渠进水。每亩用5kg黄豆打豆浆，每天泼洒豆浆，连渣一

起泼洒，水温高于13℃时投喂人工配合饲料，投喂量按虾总重的4％估测，当天投喂量以前

天觅食情况而增加或减少。到次年1月20日达到出虾规格，4月10日收虾完毕，平均每亩收获

150kg(不含繁殖前的40kg)。其中7钱以上大虾52kg，占比34.7％。

[0072] 与企业未采用本模式，但投喂管理方式相同的对照田块相比：本模式平均每亩繁

育田块为10亩养殖区提供苗种，而其他繁育田块出苗量仅够4亩田块养殖。早出虾40天，且7

钱以上大虾比例高出一倍，亩产量比对照田块高出40kg。

[0073] 由上述实施例的结果可知，本发明提供的山区稻田小龙虾养殖方法不用捕捞苗

种，出苗早，且减少了人工操作，同时又避免了种苗的自相残杀，提高了成活率；本发明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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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围沟，不会出现漏水现象，且和水稻种植不冲突，对稻田原始田埂破坏小，便于在山区推

广。

[0074] 尽管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做出了详尽的描述，但它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实施例，人们还可以根据本实施例在不经创造性前提下获得其他实施例，这些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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