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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

育系统及育苗方法，循环水繁育系统包括高位蓄

水池、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水质修复

池、小球藻扩培桶、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并联式

繁育池、排水渠、提水窨井、提水水泵，上述所有

设备均位于保温大棚内；高位蓄水池、潜流-垂直

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水质修复池、并联式繁育

池、排水渠、提水窨井依次连通，提水水泵用于将

提水窖井中的上清液提升至高位蓄水池；小球藻

扩培桶、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均与水质修复池连

通，通过阀门控制开关。本发明提高了虾苗繁育

率，使苗种的规格同步，极大地增加了优质苗种

的供应量，促进了澳洲淡水龙虾养殖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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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包括高位蓄水池(1)、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

工湿地(2)、水质修复池(3)、小球藻扩培桶(4)、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5)、并联式繁育池

(6)、排水渠(7)、提水窨井(8)、提水水泵(9)，其特征在于：上述所有设备均位于保温大棚

内；所述高位蓄水池(1)、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2)、水质修复池(3)、并联式繁育

池(6)、排水渠(7)、提水窨井(8)依次连通，提水水泵(9)用于将提水窖井(8)中的上清液提

升至高位蓄水池(1)；所述小球藻扩培桶(4)、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5)均与水质修复池(3)

连通，通过阀门控制开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位蓄

水池(1)为钢筋砼结构，其最低水位线与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2)的上口持平，蓄

水量根据实际需求设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潜流-

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2)根据湿地设计标准确定，处理过的水从上口溢出到水质修复

池(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质修

复池(3)为钢筋砼结构，用于混合菌藻进行水质修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质修

复池(3)配有纳米增氧曝气设施，其需水量根据生产需求确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小球藻

扩培桶(4)采用支架架高，使小球藻液自流到水质修复池(3)，用于培养小球藻，其容量及数

量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有

效细菌扩培桶(5)采用支架架高，使菌液自流到水质修复池(3)，用于扩培水产用复合有效

细菌，其容量及数量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并联式

繁育池(6)为钢筋砼结构，用于亲虾繁殖或者幼虾培育，其容量及数量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并联式繁育池(6)采用并联式分布，每个池的进水口接入水质修复池(3)，出水口接入排水

渠(7)。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提水窖井(8)的容量为并联式繁育池(6)日换水量的二分之一，提水窖井(8)比排水

渠(7)深20-50cm。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所述的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的澳洲淡水龙

虾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从水源池加水到高位蓄水池(1)，运转上述循环水繁育系统，水温控制在20-30

℃；

步骤二，将筛选出的父本和母本按照2:1比例养于并联式繁育池(6)中，定期投喂鲜活

饵料，通过灯光诱导其活跃交配，交配完成后，挑出抱卵雌虾到另外的并联式繁育池培养；

步骤三，幼虾孵化出之后，挑出亲虾出售，原池培养幼虾，直至长至3-5厘米；

步骤四，整个虾种培育期间，周期性的加入小球藻扩培桶(4)和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

(5)扩培出来的菌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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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及育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及育

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澳洲淡水龙虾，又称红螯螯虾，是优良的淡水虾类养殖品种。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

的追求不断提高，澳洲淡水龙虾的需求急速增长，养殖澳洲淡水龙虾的规模也在不断增长。

近几年我国养虾业的迅猛发展，对虾苗的需求增长过快，现有的育苗系统及方法已经跟不

上需求的增长。

[0003] 现有技术中存在的虾苗繁育率低、苗种规格不同步、优质苗种供应不足的问题，成

为了制约澳洲淡水龙虾养殖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

统及育苗方法，提高了虾苗繁育率，使苗种的规格同步，极大地增加了优质苗种的供应量，

促进了澳洲淡水龙虾养殖业的发展。

[0005] 为此，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包括高位蓄水池、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

湿地、水质修复池、小球藻扩培桶、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并联式繁育池、排水渠、提水窨井、

提水水泵，上述所有设备均位于保温大棚内；所述高位蓄水池、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

湿地、水质修复池、并联式繁育池、排水渠、提水窨井依次连通，提水水泵用于将提水窖井中

的上清液提升至高位蓄水池；所述小球藻扩培桶、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均与水质修复池连

通，通过阀门控制开关。

[0007] 优选地，所述高位蓄水池为钢筋砼结构，其最低水位线与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

工湿地的上口持平，蓄水量根据实际需求设定。

[0008] 优选地，所述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根据湿地设计标准确定，处理过的水

从上口溢出到水质修复池。

[0009] 优选地，所述水质修复池为钢筋砼结构，用于混合菌藻进行水质修复。

[0010] 优选地，所述水质修复池配有纳米增氧曝气设施，其需水量根据生产需求确定。

[0011] 优选地，所述小球藻扩培桶采用支架架高，使小球藻液自流到水质修复池，用于培

养小球藻，其容量及数量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0012] 优选地，所述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采用支架架高，使菌液自流到水质修复池，用于

扩培水产用复合有效细菌，其容量及数量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0013] 优选地，所述并联式繁育池为钢筋砼结构，用于亲虾繁殖或者幼虾培育，其容量及

数量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并联式繁育池采用并联式分布，每个池的进水口接入水质修复池，

出水口接入排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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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地，所述提水窖井的容量为并联式繁育池日换水量的二分之一，提水窖井比

排水渠深20-50cm。

[0015] 一种上述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的澳洲淡水龙虾育苗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6] 步骤一，从水源池加水到高位蓄水池，运转上述循环水繁育系统，水温控制在20-

30℃；

[0017] 步骤二，将筛选出的父本和母本按照2:1比例养于并联式繁育池中，定期投喂鲜活

饵料，通过灯光诱导其活跃交配，交配完成后，挑出抱卵雌虾到另外的并联式繁育池培养；

[0018] 步骤三，幼虾孵化出之后，挑出亲虾出售，原池培养幼虾，直至长至3-5厘米；

[0019] 步骤四，整个虾种培育期间，周期性的加入小球藻扩培桶和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

扩培出来的菌藻。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提高了虾苗繁育率，使苗种的规格同步，极大地增加了优质苗种的供应量，促

进了澳洲淡水龙虾养殖业的发展。

[0022] (2)可以保障亲虾及幼虾在繁育阶段过程水质优良稳定，提高了亲虾和幼虾的成

活率和抱卵孵化率。

[0023] (3)实现了水的循环利用，节省了水资源和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符合节能

环保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的结构组成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说明：1、高位蓄水池；2、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3、水质修复池；

4、小球藻扩培桶；5、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6、并联式繁育池；7、排水渠；8、提水窨井；9、提水

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其中的具体实施例以及说明仅

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7] 如图1所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包括高位蓄水池1、

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2、水质修复池3、小球藻扩培桶4、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5、并

联式繁育池6、排水渠7、提水窨井8、提水水泵9，上述所有设备均位于保温大棚内；所述高位

蓄水池1、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2、水质修复池3、并联式繁育池6、排水渠7、提水窨

井8依次连通，提水水泵9用于将提水窖井8中的上清液提升至高位蓄水池1；所述小球藻扩

培桶4、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5均与水质修复池3连通，通过阀门控制开关。

[0028] 具体地，所述高位蓄水池1为钢筋砼结构，其最低水位线与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

人工湿地2的上口持平，蓄水量根据实际需求设定。

[0029] 具体地，所述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2根据湿地设计标准确定，处理过的

水从上口溢出到水质修复池3。

[0030] 具体地，所述水质修复池3为钢筋砼结构，用于混合菌藻进行水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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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具体地，所述水质修复池3配有纳米增氧曝气设施，其需水量根据生产需求确定。

[0032] 具体地，所述小球藻扩培桶4采用支架架高，使小球藻液自流到水质修复池3，用于

培养小球藻，其容量及数量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0033] 具体地，所述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5采用支架架高，使菌液自流到水质修复池3，用

于扩培水产用复合有效细菌，其容量及数量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0034] 具体地，所述并联式繁育池6为钢筋砼结构，用于亲虾繁殖或者幼虾培育，其容量

及数量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并联式繁育池6采用并联式分布，每个池的进水口接入水质修复

池3，出水口接入排水渠7。

[0035] 具体地，所述提水窖井8的容量为并联式繁育池6日换水量的二分之一，提水窖井8

比排水渠7深20-50cm。

[0036]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上述澳洲淡水龙虾循环水繁育系统的澳洲淡水龙虾育苗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步骤一，从水源池加水到高位蓄水池1，运转上述循环水繁育系统，水温控制在20-

30℃；

[0038] 步骤二，将筛选出的父本和母本按照2:1比例养于并联式繁育池6中，定期投喂鲜

活饵料，通过灯光诱导其活跃交配，交配完成后，挑出抱卵雌虾到另外的并联式繁育池培

养；

[0039] 步骤三，幼虾孵化出之后，挑出亲虾出售，原池培养幼虾，直至长至3-5厘米；

[0040] 步骤四，整个虾种培育期间，周期性的加入小球藻扩培桶4和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

5扩培出来的菌藻。

[0041] 实施例

[0042] 在保温大棚中，建设好由高位蓄水池1、潜流-垂直上行流复合人工湿地2、水质修

复池3、小球藻扩培桶4、复合有效细菌扩培桶5、并联式繁育池6、排水渠7及提水窨井8等装

备连接成的一个水循环系统。

[0043] 保温大棚采用大环境加热法，并非仅在繁育池的水体加热；到冬季澳洲淡水龙虾

繁育的时候，增加保温大棚整体温度到20-30℃，运转以上循环水繁育系统，将筛选出的父

本和母本按照2:1比例养于并联式繁育池6中，定期投喂鲜活饵料，通过灯光诱导其活跃交

配，交配完成后，挑出抱卵雌虾到另外的并联池培养，待幼虾孵化出之后，挑出亲虾出售，原

池培养幼虾，直至长至3-5厘米。整个虾种培育期间，需要周期性的加入小球藻扩培桶4和复

合有效细菌扩培桶5扩培出来的菌藻，以保证水体中菌藻的稳态，一方面给虾提供良好的生

长环境；另一方面，给幼虾提供优质的天然饵料。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范围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以及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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