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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

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选择适宜平板式稻田，人工带水插秧；步

骤2：水稻收割后经10～15个晴天曝晒，挺立稻茬

表面微微发黄，粉碎秸秆全部枯黄后开始田面上

水；步骤3：散落在田间破碎秸秆基本分解后，稻

田发酵有机肥；将有机肥耙匀，并为将来水稻的

生长留下底肥；步骤4：施肥后在稻田引入水蚯

蚓；步骤5：分区条块状栽种伊乐藻和小米草；步

骤6：根据水草覆盖率程度和留田小龙虾繁育的

早苗数量，适时补投优质小龙虾苗种。本发明通

过水稻收割后将水稻秸秆全部还田，不影响小龙

虾生长；从而达到在平板式稻田不挖沟不投饵养

殖小龙虾并清除杂草稻的目的，提高稻田养殖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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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步骤1：选择适宜平板式稻田，人工带水插秧，自然选择，防止小龙虾种质迅速退化，繁

育更早的虾苗；

步骤2：水稻收割后经10～15个晴天曝晒，挺立稻茬表面微微发黄，粉碎秸秆全部枯黄

后开始田面上水；

步骤3：散落在田间破碎秸秆基本分解后，稻田每亩经充分发酵的有机肥150kg；将有机

肥耙匀，使栽种的水草能旺盛生长，并为将来水稻的生长留下底肥；

步骤4：施肥后在稻田引入水蚯蚓，提供优质蛋白质饵料源；

步骤5：分区条块状栽种伊乐藻和小米草，水草和旱草品种组合营造更好生态条件；

步骤6：根据水草覆盖率程度和留田小龙虾繁育的早苗数量，适时补投优质小龙虾苗

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1的具体步骤如下：

在水网地区选择种植一季水稻冬季空闲的稻田，稻田面积5～15亩，四周原有的田埂比

较牢固，平均高度50cm～60cm，田埂上部宽度40cm～50cm；稻田四周临近田埂的一侧比较低

洼，比大田低20cm～30cm，在稻田原有进排水口装上小龙虾防逃网。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1中人工带水插秧，繁育更早的虾苗；当5月份小龙虾成虾捕捞销售快结束

时，保持稻田水位15cm～20cm，人工栽插40日龄左右的秧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1中人工带水插秧，自然选择，插秧时田面水位维持在15cm～20c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2水稻成熟时，将田面全面排水晒干，然后用收割机收割水稻，保留稻茬高度

45cm以上，水稻收割后经10～15个晴天曝晒，挺立稻茬表面微微发黄，覆盖在稻茬上的碎秸

秆全部枯黄，稻田开始第一次全面上水，保持田面水位10cm～15cm，让散落在田面的碎秸秆

缓慢分解，当碎秸秆初步分解基本结束，第二次上水，保持田面水位20cm～25cm，让稻茬浸

泡在水中部分秸秆缓慢分解；稻茬浸泡在水中部分变色分解时，再次加水，保持田面水位

20cm～25cm，并一致保持该水位至第二年的3月份。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对收割机出草口进行改造，在出草口加装一片出草引导片，斜45℃角向上，引导

上部打碎的秸秆覆盖在挺立稻茬上，将上部打碎的秸秆覆盖在挺立稻茬上，引导片采用普

通不锈钢制作。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3中的有机肥以选用鸡粪为主，加EM菌，经过充分发酵杀灭有机肥中的病原

菌后，均匀施入翻耕后的稻田中，并用机械耙匀。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4在稻田翻耕施肥后，当气温降至25℃引水蚯蚓入田，将采回的蚓种均匀撒

在稻田肥泥上就告完成，每平方米培养面积按300～500克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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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5首次在稻田组合种植水草伊乐藻+旱生植物小米草，伊乐藻栽种区，稻田四

周按条状栽种伊乐藻，条带宽2～3米；稻田中间伊乐藻条带和小米草条带间隔栽种，大田中

间留3～5条无草投饵区；伊乐藻覆盖面积50%，小米草覆盖面积20%。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6在伊乐藻和小米草覆盖率达到60%～70%时，投放优质小龙虾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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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小龙虾养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养生粽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小龙虾隶属节支动物门、甲壳纲、螯虾科、原螯虾属，又名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

(以下统称小龙虾)，其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深受人们喜爱，是目前虾类养殖的主要品种。近

几年由于市场需求急剧增加，小龙虾天然资源急剧减少，价格逐步走高，因此通过人工科学

养殖来满足市场需求。

[0003] 目前稻虾养殖多采用在稻田挖沟，并且在养殖的过程中向内投放饵料，杂草重生，

无疑增加了龙虾养殖的成本，还影响了水稻的生长。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

法，通过平板式稻田的选择；水稻收割后秸秆的处理；在散落在田间破碎秸秆基本分解后，

稻田每亩经充分发酵的有机肥150kg；施肥后在稻田引入水蚯蚓，提供优质蛋白质饵料源；

分区条块状栽种伊乐藻和小米草，水草品种组合营造更好生态条件；在伊乐藻和小米草覆

盖率达到60％～70％时，投放优质小龙虾苗种，充分发挥小米草对小龙虾的促生长作用；查

看稻田伊乐藻、小米草和水蚯蚓生物量变动情况；通过以上综合手段，构建稻田良好的生态

系统，并充分利用稻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不投喂颗粒饲料，养成的小龙虾体表干净，在市

场上价高畅销，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步骤1：选择适宜平板式稻田，人工带水插秧，自然选择，防止小龙虾种质迅速退

化，繁育更早的虾苗；

[0008] 步骤2：水稻收割后经10～15个晴天曝晒，挺立稻茬表面微微发黄，粉碎秸秆全部

枯黄后开始田面上水；

[0009] 步骤3：散落在田间破碎秸秆基本分解后，稻田每亩经充分发酵的有机肥150kg；将

有机肥耙匀，使栽种的水草能旺盛生长，并为将来水稻的生长留下底肥；

[0010] 步骤4：施肥后在稻田引入水蚯蚓，提供优质蛋白质饵料源；

[0011] 步骤5：分区条块状栽种伊乐藻和小米草，水草和旱草品种组合营造更好生态条

件；

[0012] 步骤6：根据水草覆盖率程度和留田小龙虾繁育的早苗数量，适时补投优质小龙虾

苗种。

[0013] 进一步地，步骤1的具体步骤如下：

[0014] 在水网地区选择种植一季水稻冬季空闲的稻田，稻田面积5～15亩，四周原有的田

埂比较牢固，平均高度50cm～60cm，田埂上部宽度40cm～50cm；稻田四周临近田埂的一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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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洼，比大田低20cm～30cm，在稻田原有进排水口装上小龙虾防逃网。

[0015] 进一步地，步骤1中人工带水插秧，繁育更早的虾苗；当5月份小龙虾成虾捕捞销售

快结束时，保持稻田水位15cm～20cm，人工栽插40日龄左右的秧苗。

[0016] 进一步地，步骤1中人工带水插秧，自然选择，插秧时田面水位维持在15cm～20cm。

[0017] 进一步地，步骤2水稻成熟时，将田面全面排水晒干，然后用收割机收割水稻，保留

稻茬高度45cm以上，水稻收割后经10～15个晴天曝晒，挺立稻茬表面微微发黄，覆盖在稻茬

上的碎秸秆全部枯黄，稻田开始第一次全面上水，保持田面水位10cm～15cm，让散落在田面

的碎秸秆缓慢分解，当碎秸秆初步分解基本结束(第一次上水大约15天后)，第二次上水，保

持田面水位20cm～25cm，让稻茬浸泡在水中部分秸秆缓慢分解；稻茬浸泡在水中部分变色

分解时，再次加水，保持田面水位20cm～25cm，并一致保持该水位至第二年的3月份。

[0018] 进一步地，对收割机出草口进行改造，在出草口加装一片出草引导片，斜45℃角向

上，引导上部打碎的秸秆覆盖在挺立稻茬上，将上部打碎的秸秆覆盖在挺立稻茬上，引导片

采用普通不锈钢制作。

[0019] 进一步地，步骤3中的有机肥以选用鸡粪为主，加EM菌等生物制剂，经过充分发酵

杀灭有机肥中的病原菌后，均匀施入翻耕后的稻田中，并用机械耙匀。

[0020] 进一步地，步骤4在稻田翻耕施肥后，当气温降至25℃引水蚯蚓入田，将采回的蚓

种均匀撒在稻田肥泥上就告完成，每平方米培养面积按300～500克接种。

[0021] 进一步地，步骤5首次在稻田组合种植水草伊乐藻+旱生植物小米草，伊乐藻栽种

区，稻田四周按条状栽种伊乐藻，条带宽2～3米；稻田中间伊乐藻条带和小米草条带间隔栽

种，大田中间留3～5条无草投饵区；伊乐藻覆盖面积50％，小米草覆盖面积20％。

[0022] 进一步地，步骤6在伊乐藻和小米草覆盖率达到60％～70％时，投放优质小龙虾苗

种。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通过平板式稻田的选择，不需要在稻田挖沟就可进行小龙虾的养殖。

[0025] 2、水稻收割后秸秆的处理，让水稻秸秆缓慢分解被水草和浮游生物利用，做到水

稻秸秆全量还田而导致稻田水质迅速恶化，通过水草和浮游生物等生物链途径转化为小龙

虾水产品。

[0026] 3、在散落在田间破碎秸秆基本分解后，稻田每亩经充分发酵的有机肥150kg；使稻

田肥力持续均匀。施肥后在稻田引入水蚯蚓，提供优质蛋白质饵料源。

[0027] 4、分区条块状栽种伊乐藻和小米草，水草品种组合营造更好生态条件，在伊乐藻

和小米草覆盖率达到60％～70％时，投放优质小龙虾苗种，充分发挥小米草对小龙虾的促

生长作用，查看稻田伊乐藻、小米草和水蚯蚓生物量变动情况，不投喂饲料诱导、迫使小龙

虾用有力的大螯和饥额的本能去利用、清除稻田散落的水稻种子、杂草稻种子，给水稻生长

留下一个“无杂草的空间”。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分区条块状栽种伊乐藻和小米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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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0] 平板式稻田小龙虾不挖沟不投饵养殖及清除杂草稻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1] (1)选择适宜平板式稻田，人工带水插秧，自然选择，防止小龙虾种质迅速退化，繁

育更早的虾苗；在水网地区选择种植一季水稻冬季空闲的稻田，稻田面积一般5～15亩，四

周原有的田埂比较牢固，平均高度达50cm～60cm，田埂上部宽度达40cm～50cm；稻田四周临

近田埂的一侧比较低洼，比大田低20cm～30cm，这种低洼面积合计占稻田1％～2％；稻田土

壤为粘壤土，不漏水；遇到干旱季节连续30天不下雨，能保持四周低洼地方有水和田面湿

润；在稻田原有进排水口装上小龙虾防逃网即可；选择好这样的稻田可以直接用来养殖小

龙虾，不需要开挖四周环沟，不需稻渔工程；选择原有田埂较高牢固四周1％～2％低洼面积

的平板式稻田直接养殖小龙虾，不需要对稻田改造，保持稻田原有地貌和结构。

[0032] 人工带水插秧，繁育更早的虾苗；当5月份小龙虾成虾捕捞销售快结束时，保持稻

田水位15cm～20cm，人工栽插40日龄左右的秧苗，一方面秧苗较老，稻田没有捕尽的小龙虾

不会夹断秧苗，另一方面秧苗能迅速活棵返青分蘖，将田面封闭起到遮阴作用，使稻田6～8

月水温相对较低，利于留田小龙虾生长、性腺发育，早交配、早繁殖；最早7月份就能见到第

一批虾苗，为第二年早上市打下苗种基础；

[0033] 人工带水插秧，自然选择，防止小龙虾种质迅速退化；插秧时田面水位维持在15cm

～20cm，此时稻田的光照、水位日夜变化、各种鸟类浅水捕食体质较弱的小龙虾等种种环境

选择是一种“自然选择”：体质健壮小龙虾生存下来——后备亲虾——繁育后代——避免种

质快速退化(10年以上养虾户未见小龙虾生长速度明显减慢)。

[0034] (2)水稻收割后经10～15个晴天曝晒，挺立稻茬表面微微发黄，粉碎秸秆全部枯黄

后开始田面上水；

[0035] 水稻成熟时，将田面全面排水晒干(仅沿田埂四周低洼处少量积水)，然后用收割

机收割水稻，保留稻茬高度45cm以上；

[0036] 对收割机出草口进行改造，在出草口加装一片出草引导片，斜45℃角向上，引导上

部打碎的秸秆覆盖在挺立稻茬上，将上部打碎的秸秆覆盖在挺立稻茬上，引导片采用普通

不锈钢制作；

[0037] 水稻收割后经10～15个晴天曝晒，挺立稻茬表面微微发黄，覆盖在稻茬上的碎秸

秆全部枯黄，稻田开始第一次全面上水，保持田面水位10cm～15cm，让散落在田面的碎秸秆

缓慢分解；

[0038] 当碎秸秆初步分解基本结束(第一次上水大约15天后)，第二次上水，保持田面水

位20cm～25cm，让稻茬浸泡在水中部分秸秆缓慢分解；稻茬浸泡在水中部分变色分解时，再

次加水，保持田面水位20cm～25cm，并一致保持该水位至第二年的3月份；

[0039] 由于泥土表层透气性很好，一些好氧微生物得以繁殖，改善土壤表层结构；缓慢分

解的秸秆有机质主要被栽种的伊乐藻和小米草利用，这样不会在5月份导致稻田水质迅速

恶化，导致小龙虾爱病害集中爆发，迫使小龙虾“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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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水稻收割后分批次上水，让水稻秸秆缓慢分解被水草和浮游生物利用，做到水稻

秸秆全量还田而导致稻田水质迅速恶化，通过水草和浮游生物等生物链途径转化为小龙虾

水产品。

[0041] (3)在散落在田间破碎秸秆基本分解后，稻田每亩经充分发酵的有机肥150kg；将

有机肥耙匀，使栽种的水草能旺盛生长，并为将来水稻的生长留下底肥：有机肥以选用鸡粪

为主，加EM菌等生物制剂，经过充分发酵杀灭有机肥中的病原菌后，均匀施入翻耕后的稻田

中，并用机械耙匀，一方面为栽种的水草提供充足的养分，为水蚯蚓的生长提供饵料，另一

方面为将来水稻的生产留下底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0042] (4)施肥后在稻田引入水蚯蚓，提供优质蛋白质饵料源：在稻田翻耕施肥后，当气

温降至25℃左右时即可引种入田，水蚯蚓的种源在城镇近郊的排污水沟、畜禽饲养场及屠

宰场、糖厂、食品厂排放废物的污水沟等处比较丰富，可就近采种；把采回的蚓种均匀撒在

稻田肥泥上就告完成，每平方米培养面积按300～500克接种为宜；

[0043] (5)分区条块状栽种伊乐藻和小米草，水草和旱草品种组合营造更好生态条件：首

次在稻田组合种植水草伊乐藻+旱生植物小米草，伊乐藻栽种区，稻田四周按条状栽种伊乐

藻，条带宽2～3米；稻田中间伊乐藻条带和小米草条带间隔栽种，大田中间留3～5条无草投

饵区；伊乐藻覆盖面积50％，小米草覆盖面积20％(详见分区条块状栽种伊乐藻和小米草示

意图1)；

[0044] (6)根据水草覆盖率程度和留田小龙虾繁育的早苗数量，适时补投优质小龙虾苗

种；在伊乐藻和小米草覆盖率达到60％～70％时，投放优质小龙虾苗种，充分发挥小米草对

小龙虾的促生长作用；伊乐藻等栽培几个月后，到第二年的3月底或4月初，根据本田生态繁

育的小龙虾苗种数量，适当补充投喂小龙虾苗种，规格控制在160～200尾/kg，每亩稻田投

放以上规格小龙虾苗种10～15kg。

[0045] (7)小龙虾养殖全程不投喂饲料，清除杂草稻种子，给水稻生长留下一个“无杂草

的空间”；查看稻田伊乐藻、小米草和水蚯蚓生物量变动情况：投放小龙虾苗种后，每天早晚

检查稻田伊乐藻、小米草和水蚯蚓生物量变动情况，小龙虾苗种投放前10天，水蚯蚓迅速减

少，不投喂饲料；小龙虾苗种投放20天后，检查发现水蚯蚓和小米草都迅速减少时，不投喂

饲料；小龙虾苗种投放30天后，检查发现水蚯蚓和小米草生物量更少，连伊乐藻的数量也明

显减少时，不投喂饲料；小龙虾苗种投放40天后，检查发现稻田水稻嫩芽、杂草稻等都被小

龙虾连根清除，不投喂饲料；在小龙虾养殖过程中一直坚持不投喂饲料，诱导、迫使小龙虾

用有力的大螯和饥额的本能去利用、清除稻田散落的水稻种子、杂草稻种子，最后将稻田整

理的干干净净，给水稻生长留下一个“无杂草的空间”；杂草稻种子比水稻种子发芽出苗更

早，首先被小龙虾摄食清除；机械化收割大约每亩稻田会散落25kg～50kg的水稻种子在稻

田里面，第二年春天3～4月份散落在田间的水稻种子和杂草稻种子会慢慢萌发出芽，刚刚

萌发出芽的水稻种子(包括散落在田间的杂草稻种子)则成为越冬过后小龙虾最美味的饵

料之一(杂草稻种子比水稻种子发芽出苗更早，首先被小龙虾摄食清除)，一方面解决了小

龙虾饵料来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杂草稻问题(杂草稻野性十足，比栽培稻早发芽、

早分蘖、早抽穗、早成熟，一旦在稻田中安家落户，就会拼命与栽培稻争夺阳光、养分、水分

和生长空间。杂草稻还很"聪明"，它的重要特性就是落粒性强，边成熟边落粒，为的就是躲

过人类的收割，并在下一年继续生根发芽。而且其种子休眠时间最长可达10年，只要温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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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适宜，它就会破土萌发生生不息。同时，它在进化过程中还不断模仿栽培稻的特征，如高

度、颜色等，甚至将来某一天我们可能很难用肉眼分辨杂草稻与栽培稻)。

[0046] (8)、经(1)至(7)步骤每亩可产55kg的清水小龙虾，平均规格达5钱，市场售价40

元/kg，亩产值达2200元。

[0047]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2014年至2016年180亩，水稻收割后经10～15个晴天曝晒，稻

茬表面微微发黄，覆盖在稻茬上的碎秸秆全部枯黄，稻田开始第一次全面上水，保持田面水

位10cm～15cm，让散落在田面的碎秸秆缓慢分解；在稻田碎秸秆分解后每亩施经充分发酵

的有机肥150kg，将有机肥耙匀；施肥后在稻田引入水蚯蚓，提供优质蛋白质饵料源；分区条

块状栽种伊乐藻和小米草，水草品种组合营造更好生态条件；在伊乐藻和小米草覆盖率达

到60％～70％时，投放优质小龙虾苗种，充分发挥小米草对小龙虾的促生长作用；查看稻田

伊乐藻、小米草和水蚯蚓生物量变动情况，不投喂饲料诱导、迫使小龙虾用有力的大螯和饥

额的本能去利用、清除稻田散落的水稻种子、杂草稻种子，给水稻生长留下一个“无杂草的

空间”；通过以上综合手段，构建稻田良好的生态系统，并充分利用稻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养成的小龙虾体表干净；55kg的清水小龙虾，平均规格达5钱，市场售价40元/kg，亩产值达

2200元，不投喂颗粒饲料，养成的小龙虾体表干净，在市场上价高畅销。

[0048] 本发明通过水稻收割后将水稻秸秆全部还田，秸秆有机质缓慢分解培肥水质，而

不影响小龙虾生长；每亩经充分发酵的有机肥150kg，将有机肥耙匀，使栽种的水草能旺盛

生长，并为将来水稻的生长留下底肥；施肥后在稻田引入水蚯蚓；分区条块状栽种伊乐藻和

小米草；在伊乐藻和小米草覆盖率达到60％～70％时，投放优质小龙虾苗种；查看稻田伊乐

藻、小米草和水蚯蚓生物量变动情况，补充小米草和伊乐藻；从而达到在平板式稻田不挖沟

不投饵养殖小龙虾并清除杂草稻的目的，提高稻田养殖效率。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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