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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

在养殖前进行水体净化处理的步骤，净化剂以氢

氧化镁为主要成分，可以有效降低养殖水和河道

中的硫化氢的含量，对于水质的PH值过低，富营

养化有很好的改善效果；养殖过程中采用碱性溶

液的补钙剂为，其中的硝酸钙可以直接补充养殖

场中的钙质，沸石粉可去除水中氨氮95%，净化水

质，缓解转水现象，能够有效吸附池底的氨氮、亚

硝酸盐、藻毒素等有害物质，起到补钙除臭的作

用；本发明的河蟹养殖方法不但养殖的成蟹质量

优异，口味鲜美，且可以规模化养殖，经济效益

高，养殖病害减少30%以上；养殖过程环境友好、

经济合理；最大程度地避免水体污染，保证河蟹

养殖的持续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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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蟹苗选择：选用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幼蟹作蟹种，放养时，用3～4%食盐水溶液浸洗3～

5分钟，或用每升15～20毫克浓度的高锰酸钾浸泡20～30分钟；雌雄比例为3：1左右；

养殖前的水体处理：1000  平方米水域按100  g  /m2的浓度播撒净化剂，所述的净化剂为

固液混合物，按重量份百分比包括氢氧化镁16份-26份，磷酸氢钠5份-10份，水20份-50份；

净化剂的PH值为9.5-10.5；

扣蟹培育：在蟹苗培育池塘内栽种水草轮叶黑藻、伊乐藻，水面移植水花生，覆盖面占

水面的30～50%；蟹苗下塘前15天，加注新水；蟹苗先在暂养区放养，待水草长出后再放养至

养殖区，亩放蟹苗1～1.5千克；

水草培植及饲料投喂：轮叶黑藻和伊乐藻为点状栽培，栽培点间距80～100cm，覆盖面

各占水面的20%；池塘内总体水草覆盖率为60～70%；清明前，投放经消毒的鲜活螺蛳200千

克左右/667m2，全池均匀抛放，7～8月份根据蟹池螺蛳存塘量补投螺蛳，投放量150千克左

右/667m2；养殖前期以豆饼、麦粉、蚕蛹粉、鱼粉或以切碎的小鱼、轧碎的螺蛳与蚌肉为原

料，混合成团粒投喂，或以开口性配合饲料为主进行投喂；中期以豆饼、玉米、小麦、马铃薯、

南瓜、山芋等精、青饲料为主；后期增加50%动物性饵料或投喂河蟹后期专用配合饲料；

投放补钙剂：在河蟹脱壳前投放补钙剂，投放周期为10～15天一次；所述的补钙剂为固

液混合物，按重量备份比其包括：硝酸钙16份-26份，沸石粉5份-10份，水20-50份；补钙剂的

PH值为7.3-8.3；

水质监控及增氧：根据水质监控数据控制增养装置的工作开关和工作时间；利用生石

灰进行水质调节，10～15天用一次，每次浓度使用为10～15ppm，配合投施磷酸二氢钙，每月

1次，每次施用2千克/667m2，与生石灰进行交叉使用；

生物制剂调控：从4月份起追施光合细菌、芽孢杆菌、乳酸菌、双歧杆菌、放线菌、酵母菌

（EM）、矿物质等调水生物制剂；6月份开始，每隔15天泼洒一次EM菌和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增

氧剂、增效剂等底改生物制剂；

水位监控及调节：根据水位监测结果，适时进行养殖池塘的水位调节；池水深度稳定在

1～1.5m；

应激反应预防和控制：用生物制剂溶水喷洒颗粒饲料投喂，在饲料中添加VC、聚维多

糖；4～5月份，用纤虫净、甲壳净、纤虫必克或硫酸锌复配药等杀纤毛虫一次；在黄梅结束

后，进行一次水体消毒和内服药饵，连服3天；9月中旬，杀一次纤毛虫，并进行水体消毒和内

服药饵。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养殖方法中

还包括河蟹与鳜鱼混养、河蟹与小龙虾混养或者河蟹与青虾混养的步骤。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净化剂

中的氢氧化镁的质量含量为10%-70%。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净化剂中的

氢氧化镁的质量含量为30%-70%。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补钙剂中

的硝酸钙的质量含量为10%-70%。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补钙剂中的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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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钙的质量含量为20%-50%。

7.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投放补

钙剂的步骤，在河蟹脱壳期间内再投加补钙剂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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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养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可以提

高河蟹的养殖品质和产量,同时满足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背景技术

[0002] 河蟹又称中华绒螯蟹，是一种名贵淡水产品，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深受人们的喜

爱，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河蟹养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要使养殖的蟹具备香、鲜、甜的

独特风味，需要精细化的管理，要综合考虑养殖区（池塘）的设计布局、水体环境、水草养殖、

投喂的食料及时间、防止病害等各种因素；另外，对于现代养殖，还需要达到生态化养殖的

需求，减少水污染，节能降耗等，如此来适应规模化养殖的要求。

[0003] 为满足现代河蟹养殖的要求，本申请人在中国专利申请号为CN201710405721.4中

提出了一种河蟹养殖系统和养殖方法，此专利申请对河蟹养殖硬件系统的构建及养殖过程

的控制进行了诸多改进，达到了比较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对养殖前后的水体

控制等并无过多涉及，而养殖水体的质量及管控对河蟹养殖也非常重要，因此，在之前的专

利技术基础之上，本申请人根据政府对环境保护日益严格的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和

养殖试验，提出一种改进的生态河蟹养殖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代河蟹养殖日益严格的生态化的要求，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改进的河

蟹生态养殖方法，可以实现现代河蟹的规模化生产、生态化养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成蟹

品质优异，且节能降耗，水体环境得到很好的保证，从而保证河蟹养殖的可持续进行。

[0005] 为达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的一种改进的河蟹生态养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蟹苗选择：选用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幼蟹作蟹种，放养时，用3～4%食盐水溶液浸洗3～

5分钟，或用每升15～20毫克浓度的高锰酸钾浸泡20～30分钟；雌雄比例为3：1左右；

养殖前的水体处理：1000  平方米水域按100  g  /m2的浓度播撒净化剂，所述的净化剂

为固液混合物，按重量份百分比包括氢氧化镁16份-26份，磷酸氢钠5份-10份，水20份-50

份；净化剂的PH值为9.5-10.5；

扣蟹培育：在蟹苗培育池塘内栽种水草轮叶黑藻、伊乐藻，水面移植水花生，覆盖面占

水面的30～50%；蟹苗下塘前15天，加注新水；蟹苗先在暂养区放养，待水草长出后再放养至

养殖区，亩放蟹苗1～1.5千克；

水草培植及饲料投喂：轮叶黑藻和伊乐藻为点状栽培，栽培点间距80～100cm，覆盖面

各占水面的20%；池塘内总体水草覆盖率为60～70%；清明前，投放经消毒的鲜活螺蛳200千

克左右/667m2，全池均匀抛放，7～8月份根据蟹池螺蛳存塘量补投螺蛳，投放量150千克左

右/667m2；养殖前期以豆饼、麦粉、蚕蛹粉、鱼粉或以切碎的小鱼、轧碎的螺蛳与蚌肉为原

料，混合成团粒投喂，或以开口性配合饲料为主进行投喂；中期以豆饼、玉米、小麦、马铃薯、

南瓜、山芋等精、青饲料为主；后期增加50%动物性饵料或投喂河蟹后期专用配合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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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补钙剂：在河蟹脱壳前投放补钙剂，投放周期为10～15天一次；所述的补钙剂为固

液混合物，按重量备份比其包括：硝酸钙16份-26份，沸石粉5份-10份，水20-50份；补钙剂的

PH值为7.3-8.3；

水质监控及增氧：根据水质监控数据控制增养装置的工作开关和工作时间；利用生石

灰进行水质调节，  10～15天用一次，每次浓度使用为10～15ppm，配合投施磷酸二氢钙，每

月1次，每次施用2千克/667m2，与生石灰进行交叉使用；

生物制剂调控：从4月份起追施光合细菌、芽孢杆菌、乳酸菌、双歧杆菌、放线菌、酵母菌

（EM）、矿物质等调水生物制剂；6月份开始，每隔15天泼洒一次EM菌和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增

氧剂、增效剂等底改生物制剂；

水位监控及调节：根据水位监测结果，适时进行养殖池塘的水位调节，保持池水深度在

1～1.5m；

应激反应预防和控制：用生物制剂溶水喷洒颗粒饲料投喂，在饲料中添加VC、聚维多

糖；4～5月份，用纤虫净、甲壳净、纤虫必克或硫酸锌复配药等杀纤毛虫一次；在黄梅结束

后，进行一次水体消毒和内服药饵，连服3天；9月中旬，杀一次纤毛虫，并进行水体消毒和内

服药饵。

[0006] 优选的，所述的养殖方法中还可以包括河蟹与鳜鱼混养、河蟹与小龙虾混养或者

河蟹与青虾混养的步骤。

[0007] 再优选的，所述的净化剂中的氢氧化镁的质量含量为10%-70%。

[0008] 再优选的，所述的净化剂中的氢氧化镁的质量含量为30%-70%。

[0009] 再优选的，所述补钙剂中的硝酸钙的质量含量为10%-70%。

[0010] 再优选的，所述补钙剂中的硝酸钙的质量含量为20%-50%。

[0011] 再优选的，所述的投放补钙剂的步骤，在河蟹脱壳期间内再投加补钙剂1次。

[0012] 本发明的改进的河蟹养殖方法，在养殖前进行水体净化处理,  净化剂以氢氧化镁

为主要成分，可以有效降低养殖水和河道中的硫化氢的含量，对于水质的PH值过低，富营养

化有很好的改善效果；采用的补钙剂为碱性溶液，硝酸钙可以直接补充养殖场中的钙质，沸

石粉可去除水中氨氮95%，净化水质，缓解转水现象，能够有效吸附池底的氨氮、亚硝酸盐、

藻毒素等有害物质，起到补钙除臭的作用；本发明的河蟹养殖方法不但养殖的成蟹质量优

异，口味鲜美，且可以规模化养殖，经济效益高，养殖病害减少30%以上；养殖过程环境友好、

经济合理；最大程度地避免水体污染，保证河蟹养殖的持续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13] 通过下面结合附图的详细描述，本发明前述的和其他的目的、特征和优点将变得

显而易见。其中：

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的的河蟹养殖方法所采用的养殖系统的成蟹养殖池的布

局结构示意图；

图2所示为图1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结合附图本发明的特征及优点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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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参照图1所示的本发明的河蟹养殖系统的布局结构示意图，所述的养殖区域（池

塘）设计为矩形池，面积在20~30亩，池深1.5m～1.8m，坡比1:2.5以上，池埂宽2～3m；在一优

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矩形池的东西向长，南北向短；池底种植水草12，在一优选的实施

方式中，水草的种植面积占全池水体面积的2/3；当水草生长过密时，可在水草中间每隔10~
15m开设宽度为1.5~2m的无草通道121；在矩形池的对角设置的进水口141以及排水口143，

所述的池底平面向出水口倾斜，比降为0.5%左右；进、排水口为对角线设置，每口池塘设高

灌低排水系统，进水闸和排水闸分设在蟹池的两端；在进水口用孔径0.88mm网片设置栏网，

再用孔径为0.45mm的网片设置滤水网袋，在排水口用孔径0.88mm网片设置网袋；在矩形池

的一角设置有河蟹苗种暂养区10，暂养区10的面积占全池水体面积的1/10-1/5，其可以是

用聚乙烯网布围成，当河蟹苗种放养时，先在蟹种暂养区培育，其余部分用于护养水草，待

护养区的水草渐渐恢复、快速生长后，将暂养区的网栏撤除。种植的水草品种，主要有轮叶

黑藻、苦草、伊乐藻等，以轮叶黑藻与伊乐藻为最佳，苦草次之。苦草以播种为主，用种量0.1

千克/667m2；轮叶黑藻和伊乐藻以无性繁殖为主，采取切茎分段扦、插的方法，用量25～30

千克/667m2。水草种植应在蟹种放养前进行，种植时间一般在清明左右,保证蟹种下塘前已

有水草长出，否则草的嫩芽被河蟹摄食，影响水草生长。

[0016] 接着参见图1及图2，在成蟹养殖池中铺设有纳米微孔增氧管道18，其通过变径接

头与通气总管16连接，将罗茨风机（未图示）与通气总管16连接，可以采用直径50mm 的PVC

塑料管为通气总管；纳米微孔增氧管道每间隔8m安装一根，并用竹桩将纳米微孔增氧管道

固定在离池底10～15cm处。如此，通过风机把含氧空气直接输到池塘底部，使纳米微孔增氧

管道从池底往上曝气，形成一条“V”型的雾化气泡流，从池底往上向水体散气补充氧气，使

各个水层溶氧量同步快速提高，同时对池底积存的一些有毒有害气体有氧化和释放作用。

正常情况下，风机在夜间22：00时左右开机，至翌日太阳出来后停机；在一优选的实施方案

中，可在增氧机上配置定时器，按照设定的时间定时自动增氧；在连续阴雨天以及高温季节

要适当提前并延长开机时间，白天也应增氧。

[0017] 曝气管19设置在通气总管的两侧，垂直进入池塘，实现水体上、中、下同时增氧，保

证溶氧更加均匀。一般来说，15亩左右的池塘可以并联安装2-3套增氧设施，根据池塘面积

合理选择搭配安装功率适合的罗茨风机。在一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曝气装置采用分路控制，

节能增效，根据溶氧情况，可选择启动一台增氧设施或启动全部增氧设施。在另一优选的实

施方式中，所述的养殖系统具有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对池塘溶氧进行在线实时监测，当溶氧

低于一设定值，比如5.5mg/L时，会发出警示，自动或远程开/关增氧机。

[0018] 所述的养殖系统中，还包括配套的防逃设施，采用孔径为5.35mm的聚乙烯网片将

池塘四周围起，网底部埋入土中10cm，网高1m。在聚乙烯网片内侧，相隔一定距离比如相隔1

米处，用铝皮或塑料薄膜等材料作为防逃墙，防逃墙高0.5～0.6m，埋入土中10cm，并稍向池

内侧倾斜；防逃墙拐角处呈圆弧形。

[0019] 养殖池塘对角设置进水及排水口，用于对池塘内的水位进行适时调控，水位调控

坚持“前浅、中深、后勤”的原则，4月份水温偏低，保持低水位，促进水草的生长和水温的提

高，促进河蟹脱壳；中期特别是炎热的夏季保持深水位，后期勤加水换水，保持水质清新，溶

氧充足。通常每3～4天换水1次，水温低时，7～l0天换水1次，天气闷热时，坚持天天换水，特

别是发现河蟹上岸、爬网与以往有异时，则要及时换水，每次换水量一般占池水总量1/5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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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前期水深0.5～0.6m，中期水深1～1.2m，后期水深0.8m左右。

[0020] 根据上述的河蟹养殖系统，本发明的一种基于上述的河蟹养殖系统的河蟹养殖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蟹苗选择：选用自育的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幼蟹作蟹种，要求体色正常、色泽光亮、规

格整齐，体质健壮、爬行敏捷，附肢齐全，指节无损伤，肝脏金黄色有光泽、鳃丝白色、无寄生

虫附着。放养时，用3～4%食盐水溶液浸洗3～5分钟，或用每升15～20毫克浓度的高锰酸钾

浸泡20～30分钟；雌雄比例为3：1左右；

养殖前的水体处理：1000  平方米水域按100  g  /m2的浓度播撒净化剂，所述的净化剂

为固液混合物，按重量份百分比包括氢氧化镁16份-26份，磷酸氢钠5份-10份，水20份-50

份；净化剂额PH值为9.5-10.5，可以对PH值较小的养殖场或者是河道起到较好的调节作用，

使得养殖场或者河道中的水质回到弱碱性的良好PH值环境，有利于水生态的健康循环，改

善河道和养殖场的环境。所述氢氧化镁的质量含量为10%-70%，是净化剂中的主要成分，氢

氧化镁具有极强的缓冲性能和吸附能力，可以用来中和各种酸类物质，即使过量，其PH值也

不会超过9。水产养殖场及河道中，由于长期积累的淤泥二产生的硫化氢和其他含硫有机化

合物所引起的异味十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采用氢氧化镁可以与硫化物产生硫酸镁，产物

硫酸镁溶于水中无任何害处。用氢氧化镁脱除水体中的硫化氢是一种资源易得，环境友好、

经济合理、作业简单的实施方案。

[0021] 扣蟹培育：在蟹苗培育池塘内栽种水草轮叶黑藻、伊乐藻，水面移植水花生，覆盖

面占水面的30～50%；蟹苗下塘前15天，加注新水10cm；蟹苗先在暂养区放养，待水草长出后

再放养至养殖区，放养时间一般在5月下旬，亩放蟹苗1～1.5千克；

水草培植及饲料投喂：主要饲料为浮萍等水草，其次为麦麸、豆渣、配合饲料和小杂鱼；

商品饲料的日投饲量一般为存塘幼蟹体重的2～3%，饲料沿池边或浅水处，多点投喂；轮叶

黑藻和伊乐藻由条带栽培改为点状栽培，栽培点间距80～100cm，覆盖面各占水面的20%。伊

乐藻池塘内水面覆盖率下降到20%以下时移植水花生入池，水花生入池前要用水冲洗消毒；

池塘内水花生水面覆盖率不大于20%，池塘内水草覆盖率达60～65%。伊乐藻从4月中旬至6

月下旬伊乐藻生长快速，水面覆盖率由20%逐步上升到40%；7月上旬至9月下旬水面覆盖率

由40%逐步回落到20%以下。4月中旬至5月下旬伊乐藻生长快速，夜间消耗水体溶氧增多，要

及时割除伊乐藻上端易腐烂部分，伊乐藻的长度维持在20～40cm且不露出水面。清除多余

水草时要努力避免伤害蟹苗。扣蟹池七月份水花生生长旺盛，要及时处理，保证其水面覆盖

率40～50%，轮叶黑藻、伊乐藻水面覆盖率低于20%，以提高养殖水体溶氧水平；清明前，投放

经消毒的鲜活螺蛳200千克左右/667m2，全池均匀抛放，7～8月份根据蟹池螺蛳存塘量再补

投一次螺蛳，投放量150千克左右/667m2；适时施用生物肥料、有机肥料。前期以豆饼、麦粉、

蚕蛹粉、鱼粉或以切碎的小鱼、轧碎的螺蛳与蚌肉为原料，混合成团粒投喂，或以开口性配

合饲料为主进行投喂。中期以豆饼、玉米、小麦、马铃薯、南瓜、山芋等精、青饲料为主。后期

则适当增加动物性饵料的比例(动物性饵料占50％左右)或投喂河蟹后期专用配合饲料。蟹

蜕壳来临前，投喂适口性专用配合饲料或投喂动物性饵料，使动物性饵料比例占总投饵量

的2／3以上，并增投虾蟹蜕壳生长素，不投喂单一性饲料，以保证河蟹脱壳有充足的营养。有

的蜕壳区水草较少，则要及时投放水花生等水生植物，给河蟹蜕壳提供场所，以保证河蟹蜕

壳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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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投放补钙剂：在河蟹脱壳前投放补钙剂，投放周期为10～15天一次；所述的补钙剂

为固液混合物，按重量备份比其包括：硝酸钙16份-26份，沸石粉5份-10份，水20-50份；补钙

剂的PH值为7.3-8.3；钙是水产养殖品种的骨骼、鳞片、甲壳等的重要组成成分，虾蟹等甲壳

类水产在缺钙情况下会出现蜕壳时间延长，硬壳速度减慢，蜕壳死亡现象，及时补钙可以避

免上述状况。本发明的补钙剂中使用硝酸钙，硝酸钙溶于水，但是硝酸钙有毒，是不能直接

食用的，必须将其转成为较纯净的碳酸钙，然后才能吃下去并起到补钙的作用；若将硝酸钙

溶液中加入纯碱（碳酸钠）溶液，皆可以得到碳酸钙沉淀，可以被养殖场中的虾蟹所食，补充

钙质。沸石粉是天然的沸石岩磨细而成，颜色为浅绿色、白色，可去除水中氨氮95%，净化水

质，缓解转水现象；沸石具备作添加剂预混物的载体和稀释剂的各种基本条件，沸石呈中性

pH在7-7.5之间，沸石表面粗糙和具有的多孔结构，使其具有较强的携载能力，不但能使物

料均匀地吸附在表面，而且能吸附到孔穴和通道内，提高了物料的可利用性也大大改善混

合的均匀性；同时能适当延长微量成份的释放时间更有利于动物吸收，具有明显的促生长

作用。在一优选的实施方案中，可以在河蟹脱壳期间内再投加补钙剂1次。

[0023] 水质监控及增氧：根据水质监控数据控制增养装置的工作开关和工作时间；保证

水体的含氧量；利用生石灰进行水质调节，一般10～15天用一次，每次浓度使用为10～

15ppm，主要是提高ph值和增加水体钙的含量。配合投施易溶解于水的磷酸二氢钙，不但可

调节水质，而且河蟹可直接通过鳃表皮及胃肠内壁吸收，可相应加快河蟹蜕壳速度，对促进

河蟹生长有较好的作用。一般每月1次，每次施用2千克左右/667m2，与生石灰进行交叉使

用；

生物制剂调控：从4月份起追施光合细菌、芽孢杆菌、乳酸菌、双歧杆菌、放线菌、酵母菌

（EM）、矿物质等调水生物制剂，养殖中后期晴天中午微孔增氧开动2～3个小时、阴雨天气则

夜晚开机增氧；6月份开始，每隔15天泼洒一次EM菌和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增氧剂、增效剂等

底改生物制剂；

水位监控及调节：根据水位监测结果，适时进行养殖池塘的水位调节；根据河蟹养殖的

周期保证不同时期的水深；对于养殖老塘口，由于塘底较肥，每亩施过磷酸钙2～2.5千克和

水全池泼洒；每15～20天泼洒一次生石灰，每次每667m2用量10千克；池水深度稳定在1～

1.5m，定期泼洒光合细菌；

应激反应预防和控制：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坚持生态调节与科学用药相

结合。做好消毒，包括池塘的清塘消毒，蟹体的消毒，饵料及食场的消毒。在捕捞、运输过程

中，尽量小心操作，避免蟹体损伤。合理搭配品种比例及放种的规格，选用优质饵料，避免饵

料变质污染，保证河蟹在每个生长阶段都有适口的新鲜饵料。在河蟹蜕壳期间，应做到勤注

换新水，保持微流水，以刺激河蟹的蜕壳。蟹病流行季节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在养殖期间，用

底质改良剂和微生态制剂改善底质和调节水质，少量多次定期使用生石灰，适时开动增氧

机，注重微生态制剂的应用，改善水质和底质，全年用生物制剂溶水喷洒颗粒饲料投喂，定

期在饲料中添加VC、聚维多糖提高河蟹的免疫力。4～5月份，用纤虫净、甲壳净、纤虫必克或

硫酸锌复配药等杀纤毛虫一次（在蜕壳前7天使用）。在黄梅结束后，高温来临之前，进行一

次水体消毒和内服药饵，连服3天。9月中旬，杀一次纤毛虫，并进行水体消毒和内服药饵。

[0024] 在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可以采取混养的方式，比如：

1、河蟹与鳜鱼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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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水体空间及天然饵料，鳜鱼捕食池中的野杂鱼，解决了野杂鱼与河蟹争食、争

溶氧、争水体等问题，在只增加鳜鱼苗种投入，而无需增加饵料及其他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

的情况下，增加河蟹养殖单位面积养殖产量，实现低质鱼向优质鱼的转化，提高河蟹养殖经

济综合效益。选择自育大规格扣蟹，规格120～140  只/千克，放养密度600只/667m2。6月中

旬放养5～7cm的鳜鱼种20～50尾/667m2。鳜鱼下塘前一次投足饵料鱼，一般是鳜鱼苗尾数4

～5倍，15天以后，待饵料鱼剩余20％左右，再正常投喂。

[0025] 2、河蟹与小龙虾混养

小龙虾与河蟹习性、食性、活动空间上基本相似，同时混养同一个池塘，能最大利用养

殖资源，增加河蟹养殖单位面积养殖产量，提高河蟹养殖经济综合效益。选择自育大规格扣

蟹，规格120～140  只/千克,放养密度600只/667m2。小龙虾规格200～400尾/千克，亩放

2500～3000尾。鲢鱼规格11尾/千克，亩放10尾。扣蟹3月下旬放入环沟中暂养，待移植的水

草成活后放入池塘，同时放养鲢鱼种，4月下旬放小龙虾幼虾。

[0026] 3、河蟹与青虾混养

充分利用池塘的面积和饵料，河蟹、青虾相互之间不影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能有效

提高池塘的综合生产能力，适当增加苗种及饲料的投入，可比单养河蟹或青虾获得更好的

经济效益。选择自育大规格扣蟹，规格120～140  只/千克,放养密度600只/667m2。5月中下

旬投放抱卵虾，抱卵虾选择卵粒呈黄绿色、无伤残、平均规格4～6厘米的优质虾，放养3千

克/667m2左右。亲虾下塘2～3天，用生物有机肥1～3千克/667m2培育水质，仔虾孵出后3～5

天，用黄豆浸泡磨浆1千克/667m2去渣沿池边均匀泼洒，促其快速变成幼虾。

[0027] 采用本发明的河蟹养殖系统和养殖方法，不但成蟹的质量优异，且可以规模化养

殖，经济效益高，按照此养殖模式核心示范面积1万亩，亩均产量80～100公斤，公蟹规格200

克/只以上、母蟹规格在150克/只以上达到60%，河蟹亩均利润5000元以上，亩均增效800元，

实现养殖病害减少30%以上，养殖效益提升20%以上，实现养殖过程中尾水零排放，系统资源

平均占有率下降30%以上，辐射带动25万亩。

[0028] 本发明的改进的河蟹养殖方法，在养殖前进行水体净化处理,  净化剂以氢氧化镁

为主要成分，可以有效降低养殖水和河道中的硫化氢的含量，对于水质的PH值过低，富营养

化有很好的改善效果；采用的补钙剂为碱性溶液，硝酸钙可以直接补充养殖场中的钙质，沸

石粉可去除水中氨氮95%，净化水质，缓解转水现象，能够有效吸附池底的氨氮、亚硝酸盐、

藻毒素等有害物质，起到补钙除臭的作用；本发明的河蟹养殖方法不但养殖的成蟹质量优

异，口味鲜美，且可以规模化养殖，经济效益高，养殖病害减少30%以上；养殖过程环境友好、

经济合理；最大程度地避免水体污染，保证河蟹养殖的持续化生产。

[0029]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所述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即公

开范围内，仍可作一些修正或改变，故本发明的权利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限定的范围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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