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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蟹稻共生种养池及其综

合调温方法，采用这种蟹稻共生种养池能够实现

河蟹和高杆水稻的共生共养，在炎热夏季能使蟹

稻共生种养池中水温控制在28℃以下，保证河蟹

在夏季能正常摄食、蜕壳，高杆水稻之间既通风

透气，又能获足够的光照，寄生在稻杆上的虫害

能成为河蟹和野杂鱼等水生动物的饵料，无需使

用农药，河蟹和野杂鱼等水生动物排泄出的粪便

作为高杆稻的有机肥，使蟹稻共生种养池内实现

良性生态平衡，能使农民同时获得较高产量的有

机优质稻谷和高产、大规格的河蟹，提高蟹池综

合产出率，提升产品质量，增加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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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稻蟹共生种养池，其特征是：包括塘埂(1)、池边区(2)、河蟹栖息环沟(3)、水稻

种植区(4)、高杆稻(5)、浮动框(6)、隔离围网(7)、微孔增氧设施(8)、水草(9)和漂浮水生植

物(10)，稻蟹共生种养池为长方形，按东西走向分布，水稻种植区(4)的池底平整，塘埂(1)

的双面坡比1:2.5，池深的最小深度大于等于1.5米，即塘埂(1)的高度能保证稻蟹共生种养

池的有效蓄水深度达1.5米，所述河蟹栖息环沟(3)的宽度5米～8米、深度0.5米～0.6米，河

蟹栖息环沟(3)距塘埂的距离为1米～2米，即池边区(2)的宽度为1米～2米，在河蟹栖息环

沟(3)的底部设有微孔增氧设施(8)，高杆稻(5)均匀地栽插在水稻种植区(4)内，高杆稻(5)

的栽插行距和株距均为80厘米～100厘米，在每株高杆稻(5)都套有一个浮动框(6)，在浮动

框(6)内并放有漂浮水生植物(10)，在水稻种植区(4)靠近河蟹栖息环沟(3)的周边设有隔

离围网(7)，在池边区(2)和河蟹栖息环沟(3)内间隔地种有水草(9)，在水稻种植区(4)的中

间沿长度方向设有宽度为3～5米的通道，所述浮动框(6)为圆环形或四边形，所述漂浮水生

植物(10)为绿萍或水浮莲或水葫芦。

2.权利要求1所述稻蟹共生种养池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清塘消毒，在每年的1‑2月对稻蟹共生种养池进行消毒处理，用生石灰200～

250公斤/亩进行清塘消毒处理20天后上水；

步骤二：稻蟹共生种养池的营造，3月初在河蟹栖息环沟(3)内间隔移栽直径2米的轮叶

黑藻水草簇；3月下旬，在水稻种植区(4)与河蟹栖息环沟(3)之间用隔离围网(7)隔离；

步骤三：蟹种投放，在4月上旬向河蟹栖息环沟内投放蟹种1000只/亩，使河蟹在河蟹栖

息环沟(3)内暂养；

步骤四：栽插高杆稻，6月中旬在水稻种植区(4)内栽插高杆稻(5)的秧苗，每穴栽插秧

苗3‑5株，高杆稻(5)栽插的行距和株距均为0.8米×0.8米，在水稻种植区(4)的中间沿长度

方向留取3‑5米宽的通道；

步骤五：拆除隔离围网并遮阳降温，7月底待秧苗分蘖后拆除隔离围网(7)，使河蟹能自

由进入水稻种植区(4)内寻食栖息，同时，在每株高杆稻(5)上套放一个浮动框(6)，并在浮

动框(6)中投放漂浮水生植物(10)，漂浮水生植物(10)在每株高杆稻(5)所在水面形成遮阳

区，漂浮水生植物(10)不仅是吸阳遮光物，而且是河蟹十分喜欢食用的植物食物，漂浮水生

植物(10)能有效减少阳光对池中水体的直接照射，在炎热夏天能有效降低池中的水温，河

蟹十分喜欢食用漂浮水生植物(10)的细嫩根须和叶片，河蟹食用漂浮水生植物(10)既能增

加河蟹食用植物量，促进河蟹生长，又能提高河蟹品质和体重规格。

3.权利要求1所述稻蟹共生种养池内的水体综合调温方法如下：

在5月底，向稻蟹共生种养池内放水，使水稻种植区(4)的水位调至25‑30厘米，并根据

高杆稻(5)长势，逐渐提高水位，但水位不得淹没高杆稻(5)心叶，调节稻蟹共生种养池内的

水位是对池内水体进行控温的第一措施；高杆稻(5)控温，由于分蘖后的高杆稻(5)露出水

面的茎叶形成树状遮阳物，合理密植的高杆稻(5)能对池内的水体进行控温，这是对稻蟹共

生种养池内水体控温的第二控温措施；在浮动框(6)内投放漂浮水生植物(10)，能在每株高

杆稻(5)茎杆的四周形成特定水面遮阳区，从而达到降温的效果，这是对稻蟹共生种养池内

水体控温的第三控温措施，通过上述三种控温措施的并用，既能有效降低炎热夏季稻蟹共

生种养池内水体的温度，又能常年增加水体溶氧量，保持适宜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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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蟹稻共生种养池及其综合调温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河蟹、水稻共生养殖技术，尤其涉及蟹稻共生种养殖过程降低高

温季节蟹池水体温度的技术范畴。

【背景技术】

[0002] 河蟹属于变温动物，机体缺少体温调节机能，水温的变化对河蟹的生长有直接影

响，决定了成蟹的产量和规格，是影响河蟹养殖户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6‑9月份是江

苏南方河蟹生长旺季，在河蟹养殖过程中，池塘水体是河蟹生活的必备环境，而水温又是影

响河蟹生长的关键因素。大家知道：河蟹的生长最佳适宜为20‑28℃。当养殖池中的水温连

续在30℃以上时河蟹几乎处于休眠状态，不摄食、不蜕壳、不生长，体重不增反降。通常江苏

南方6‑9月份的气温都高于25℃，池塘水体内的天然饵料最丰富，最适宜河蟹的生长，同时

该阶段是河蟹上市前增加产量，提高品质和规格的关键时期，而此阶段河蟹能否正常生长

不仅直接影响到河蟹上市的规格和产量，而且直接影响到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因此，在高温

季节，如何降低池塘水体温度是河蟹养殖的关键技术之一。

[0003] 近年来，为了提高蟹池养殖的综合效益，人们大胆地将河蟹养殖与水稻种植进行

有机结合，开展了蟹稻共生的种植和养殖配套试验，力争获得稻田养蟹或蟹池种稻的成功，

从而实现一地两用，达到水稻和河蟹的双丰收，以此来提高农民收入。

[0004] 现有的稻田养蟹模式是在满足普通水稻生长所需水位的基础上，通过适当提高稻

田的水位为河蟹生长提供生存水域条件，虽然在稻田的四周开设了存水环沟，但整个稻田

中的水体容积仍然偏小，水位较浅。在高温季节，稻田内的水体温度较高，水体表层和底层

的水温相差不大，降温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河蟹的死亡率很高。由于普通水稻

种植密度大，造成稻田内水体光照不足，不利于河蟹的生长，也限制河蟹的活动空间，相互

交织的水稻茎杆还会导致河蟹在爬行过程中造成残肢损伤，影响河蟹正常生长，很容易导

致河蟹养成规格偏小，因此，稻田养蟹模式的经济效益不能达到人们的预期。实践证明，现

有的稻田养蟹模式不具备推广应用前景，因此稻田养蟹模式已逐步被人们淘汰。

[0005] 申请人作为基层水产养殖的技术研究和技术辅导部门，一直致力本项目的研究和

试验，通过三年的重复试验和验证，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蟹稻共生种养池及其综合调温方法。

它能有效解决稻田养蟹在高温季节的通风、光照、溶氧和水温控制难题，实现水稻和河蟹的

双赢，农民的单位面积经济效益比单一池塘养蟹和水田种稻的经济都高出50％～60％，得

到试验户的高度认可。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蟹稻共生种养池及其综合调温方法，采用这种蟹稻共生

种养池能够实现河蟹和高杆水稻的共生共养一地二用，能理想地解决水稻田的水温调节难

题，在炎热夏季能使蟹稻共生种养池中水温控制在28℃以下，保证河蟹在夏季能正常摄食、

蜕壳，高杆水稻之间既通风透气，又能获足够的光照，寄生在稻杆上的虫害能成为河蟹和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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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鱼等水生动物的饵料，无需使用农药，河蟹和野杂鱼等水生动物排泄出的粪便作为高杆

稻的有机肥，使蟹稻共生种养池内实现良性生态平衡，能使农民同时获得较高产量的有机

优质稻谷和高产、大规格的河蟹，它借助高杆稻来缩小蟹池水面的光热吸收面积，降低表层

水温，并结合水草种植、水位调控进一步降低底层水温，同时能够减少成本投入，提高蟹池

综合产出率，提升产品质量，增加经济效益。

[0007]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稻蟹共生种养池，其特征是：它包括塘埂、池边区、河蟹栖息环沟、水稻种植

区、高杆稻、浮动框、隔离围网、微孔增氧设施、水草和漂浮水生植物，稻蟹共生种养池为长

方形，按东西走向分布，水稻种植区的池底平整，塘埂的双面坡比1:2.5，池深的最小深度大

于等于1.5米，即塘埂的高度能保证稻蟹共生种养池的有效蓄水深度达1.5米，所述河蟹栖

息环沟3的宽度5‑8米、深度0.5‑0.6米，河蟹栖息环沟距塘埂的距离为1‑2米，即池边区的宽

度为1‑2米，在河蟹栖息环沟的底部设有微孔增氧设施，高杆稻均匀地栽插在水稻种植区

内，高杆稻的栽插行距和株距均为80～100厘米，在每株高杆稻都套有一个浮动框，在浮动

框内并放有漂浮水生植物，在水稻种植区靠近河蟹栖息环沟的周边设有隔离围网，在池边

区和河蟹栖息环沟内间隔地种有水草。

[0009] 进一步，在水稻种植区的中间沿长度方向设有宽度为3～5米的通道。

[0010] 进一步，所述浮动框为圆环形或四边形。

[0011] 进一步，所述漂浮水生植物为绿萍或水浮莲或水葫芦。

[0012] 所述稻蟹共生种养池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步骤一：清塘消毒，在每年的1‑2月对稻蟹共生种养池进行消毒处理，用生石灰200

～250公斤/亩进行清塘消毒处理20天后上水；

[0014] 步骤二：稻蟹共生种养池的营造，3月初在河蟹栖息环沟内间隔移栽直径2米的轮

叶黑藻水草簇；3月下旬，在水稻种植区与河蟹栖息环沟之间用隔离围网隔离；

[0015] 步骤三：蟹种投放，在4月上旬向河蟹栖息环沟内投放蟹种1000只/亩，使河蟹在河

蟹栖息环沟内暂养；

[0016] 步骤四：栽插高杆稻，6月中旬在水稻种植区内栽插高杆稻的秧苗，每穴栽插秧苗

3‑5株，高杆稻栽插的行距和株距均为0.8米×0.8米，在水稻种植区的中间沿长度方向留取

3‑5米宽的通道；

[0017] 步骤五：拆除隔离围网并遮阳降温，7月底待秧苗分蘖后拆除隔离围网，使河蟹能

自由进入水稻种植区内寻食栖息，同时，在每株高杆稻上套放一个浮动框，并在浮动框中投

放漂浮水生植物，漂浮水生植物在每株高杆稻所在水面形成遮阳区，漂浮水生植物不仅是

吸阳遮光物，而且是河蟹十分喜欢食用的植物食物，漂浮水生植物能有效减少阳光对池中

水体的直接照射，在炎热夏天能有效降低池中的水温，河蟹十分喜欢食用漂浮水生植物的

细嫩根须和叶片，河蟹食用漂浮水生植物既能增加河蟹食用植物量，促进河蟹生长，又能提

高河蟹品质和体重规格。

[0018] 本发明所述稻蟹共生种养池内的水体综合调温方法如下：

[0019] 在5月底，向稻蟹共生种养池内放水，使水稻种植区的水位调至25‑30厘米，并根据

高杆稻长势，逐渐提高水位，但水位不得淹没高杆稻心叶，调节稻蟹共生种养池内的水位是

对池内水体进行控温的第一措施；高杆稻控温，由于分蘖后的高杆稻露出水面的茎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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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状遮阳物，合理密植的高杆稻能对池内的水体进行控温，这是对稻蟹共生种养池内水体

控温的第二控温措施；在浮动框内投放漂浮水生植物，能在每株高杆稻茎杆的四周形成特

定水面遮阳区，从而达到降温的效果，这是对稻蟹共生种养池内水体控温的第三控温措施，

通过上述三种控温措施的并用，既能有效降低炎热夏季稻蟹共生种养池内水体的温度，又

能常年增加水体溶氧量，保持适宜的光照。

[0020] 申请人进行了对比试验，将稻田养蟹、池塘养蟹和本发明的蟹池种稻三种方案进

行比对，从6月1日到9月30日每天进行水温测试记录对比，表1是提取其中每月19日的测温

数据对比分析表。

[0021] 表1三种模式水体表层和底层温度对比表

[0022]

[0023] 经试验对比，在同等条件下，本发明与对照蟹池相比，7月19日，当外界气温在36.4

℃时，稻蟹共生种养池内的水体表层温度仅有27.3℃，而池塘养蟹池中水体表层温度高达

35.1℃，稻田养蟹田中的水温则高达35.6℃，由此可知，采用保证稻蟹共生种养池在炎热的

夏季池内的水温控制在28℃以下，而对照方案则不能实现。

[0024] 在如此条件下，能为河蟹的生长提供富氧、光照和适宜温度的生存环境，保证河蟹

生长不受影响，水稻也能正常的发育成熟，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河蟹和稻米均为无公害农

产品。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图1中A向视图的一种，其中，浮动框为圆形；

[0027] 图3为图2为图1的A向视图的另一种，其中，浮动框为四边形；

[0028] 图中，1‑塘埂；2‑池边区；3‑河蟹栖息环沟；4‑水稻种植区；5‑高杆稻；6‑浮动框；7‑

隔离围网；8‑微孔增氧设施；9‑水草；10‑漂浮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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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实施本发

明为例：

[0030] 一种蟹稻共生种养池，如图1～图3所示，它包括塘埂1、池边区2、河蟹栖息环沟3、

水稻种植区4、高杆稻5、浮动框6、隔离围网7、微孔增氧设施8、水草9和漂浮水生植物10，蟹

稻共生种养池为长方形，按东西走向分布，池宽500米，池长2000米，塘埂1的双面坡比1:

2.5，水稻种植区4的池底平整，水稻种植区4的最小深度大于等于1.5米，即塘埂1的高度能

保证蟹稻共生种养池的有效蓄水深度达1.5米，所述河蟹栖息环沟3的宽度8米、深度0.6米，

河蟹栖息环沟3距塘埂的距离为2米，即池边区2的宽度为2米，在河蟹栖息环沟3的底部设有

微孔增氧设施8，高杆稻5均匀地栽插在水稻种植区4内，高杆稻5的栽插行距和株距均为80

厘米，在每株高杆稻5都套有一个浮动框6，在浮动框6内并放有漂浮水生植物10，在水稻种

植区4靠近河蟹栖息环沟3的周边设有隔离围网7，在池边区2和河蟹栖息环沟3内间隔地种

有水草9。

[0031] 蟹稻共生种养池的使用方法如下：

[0032] 在每年的1‑2月内对蟹稻共生种养池进行改造，并用生石灰200～250公斤/亩进行

清塘消毒；3月初，在河蟹栖息环沟3内间隔5米，移栽一簇直径2米的轮叶黑藻；3月下旬，在

水稻种植区4与河蟹栖息环沟3之间用隔离围网7隔离，4月上旬，在河蟹栖息环沟内投放蟹

种1000只/亩，使河蟹在河蟹栖息环沟3生活；6月中旬，在水稻种植区4内栽插高杆稻5的秧

苗，每穴栽插秧苗3‑5株，高杆稻5栽插的行距和株距均为0.8米×0.8米，在水稻种植区4的

中间沿长度方向留取5米宽的通道；7月底，待秧苗分蘖后拆除隔离围网7，在每株高杆稻5上

套放一个浮动框6，并在浮动框6中投放漂浮水生植物10，其目的是在每株高杆稻5所在水面

形成遮阳区，漂浮水生植物10不仅是吸阳遮光物，能有效减少阳光对池中水体的直接照射，

从而能在炎热夏天降低池中的水温，而且漂浮水生植物10细嫩的根须是河蟹的植物食物，

既能增加河蟹食用植物量，促进河蟹生长，提高河蟹品质和体重规格。

[0033] 在本例中池塘东西走向，池底平整，坡比1:2.5，有效蓄水深度1.5米，进排水系统

配套，防逃设施、微孔增氧设备齐全；沿池塘底部距塘埂2米处，四周开挖环沟，环沟宽8米，

深0.6米，中间矩形田块整平后用于种稻；沿矩形田块四周安装0.6米高的围网，待秧苗分蘖

后拆除；2月上旬，注水至矩形田块以上0.1米，施用生石灰200公斤/亩兑水后全池泼浇，杀

灭有害生物及病菌；3月中旬，在环沟内间隔5米移栽一簇直径2米的轮叶黑藻；3月下旬，每

亩施用生物有机肥50公斤，培植水体有益藻群、底栖生物，促进水草根系生长；4月中旬，挑

选肢体健全、活动能力强、无病无伤本地自育扣蟹投放至环沟内，放养规格为120只/公斤，

每亩投放1000只；5月中旬，选择池塘种植专用高杆稻稻种育秧，6月中旬在方形田块按照

“田”字型或“井”字型栽种稻秧，每穴栽插秧苗3‑5株，行间距为0.8米×0.8米，每块稻秧中

间留取5米宽的通道，同时，在通道中每间隔5米，移栽一簇直径为2米的轮叶黑藻，抽穗期，

高杆稻覆盖率达总面积的40％‑50％，水草覆盖率达15％左右；4月以颗粒饲料为主，5‑9月

投喂动物性饵料，10月以后投喂黄豆、玉米，日投喂量占蟹总重量的7％，并结合天气、温度

等条件适宜调整，适量掺拌中草药提高河蟹免疫力；6‑9月，每隔15天施用一次生物制剂调

节水质，15天内每隔7天施用一次底质改良剂改善池塘底质，提高水体透明度，并根据天气

变化，适时开启微孔增氧设施；在确保河蟹生长需求的基础上，根据高杆稻长势，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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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水位以不淹没高杆稻心叶为宜，7月份保持水面距沟底0.8‑0.9米，8‑10月水位升至1‑

1.2米，防止高杆稻倒伏；10月上旬，在环沟放置地笼捕捞河蟹，剩余河蟹在稻谷收割后一次

性捕净；10月中旬，将池水排出，保留环沟水位0.5米，晾晒矩形田块5‑7天后，利用收割机完

成稻谷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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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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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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