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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红

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包括：建设池塘、

清塘消毒、暖棚建设、施肥培藻、栽植水草、投放

虾苗、日常管理、外放养成步骤。本发明建立适宜

红螯螯虾特点的小棚标粗池塘养殖模式，一方面

提早苗种放养时间，延长生长周期，提高养成规

格；另一方面，通过早期小水体苗种培育，提高苗

种养殖成活率，增加养殖产量，从而提高养殖综

合效益，并通过示范带动，实现红螯螯虾的产业

化开发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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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骤：

(1)建设池塘：池塘面积以3~5亩、池埂坡比为1:2.5~1:3，池塘的深度  1.5~1.8m；

(2)清塘消毒：池塘清淤后晒塘20天以上至塘底开始干裂，然后进水120~150cm，以生石

灰消毒；

(3)暖棚建设：在池塘内建设暖棚，用于对虾苗进行暂养标粗；

(4)施肥培藻：水pH为7.2~8.5，并含有20mg/L的总硬度及矿物质元素，溶解氧保持在

5.0mg/L以上，水温在15~35℃；

(5)栽植水草，水草种植面积占总水面积18-23%；

(6)投放虾苗：虾苗投放选择在晴天早晨、傍晚或阴天进行，避免阳光直射，一次性放

足；

(7)日常管理；

(8)外放养成：经暖棚暂养标粗30天，待虾苗长至3cm-4cm，逐渐提高池塘水位，漫过暖

棚土坝，自然外放，进行池塘养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池塘无淤泥

或少淤泥，淤泥控制在10cm以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每亩水面用

100~150kg生石灰兑水拌浆均匀泼洒进行消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放苗密度视

苗种规格而定：苗种规格为0.6~1cm，密度为4500~6000尾/亩；苗种规格为3cm，密度为3000~
4000尾/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虾苗投放

前，虾苗置于氧气袋或其他装苗容器中，浮于池塘水面，遮光稳定30min以上，使氧气袋或其

他装苗容器内水温与池塘水温接近后再投放入暖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虾苗投放

时，氧气袋或其他装苗容器，与池塘水温之间的温差不超过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虾苗投放前

需进行试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早期每天上

午、傍晚各投喂  1 次，以傍晚为主，占投饲量的65~80%，日投饲量占螯虾体重的4~6%。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定期向池子

中泼洒10~20ppm生石灰。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放养前

用3%的盐水对虾苗消毒至少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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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红螯螯虾（Cherax  quadricariratus），又名澳洲淡水龙虾，是世界性淡水名贵虾

类之一，分类上隶属甲壳纲（Crustaoea）、十足目（Decapoda）、拟螯虾科（Parastacidae）、光

壳虾属（Cherax），原产于澳大利亚北部及新几内亚南部等热带区域。因其具有生长快、个体

大、出肉率高、肉质鲜美、抗病力强、营养价值高等优点，不仅受到国内外养殖企业和消费者

的青睐，养殖开发前景广阔。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内南美白对虾病害频发，养殖效益的下

滑，小龙虾等螯虾类的市场需求急剧增加，红螯螯虾的产业规模也得以迅速扩大，市场需求

持续上升，有望成为继罗氏沼虾、小龙虾后，国内又一新兴规模化养殖品种。

[0003] 对于红螯螯虾池塘养殖模式的探索，近两年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已在江浙

地区普遍展开，陈友明等（2006）在江苏洪泽开展了红螯螯虾池塘养殖试验，取得了较好的

养殖效果，亩产红螯螯虾商品虾达156kg。李根禧等（2018）在江苏无锡进行红螯螯虾的池塘

养殖，探讨了其养殖技术要点，最终得到150kg以上的亩产量及1万元以上的亩纯收入。姚振

海等（2018）在浙江海宁采用红螯螯虾池塘高效养殖技术模式，于2017年投放虾苗0.5万尾/

亩，养殖160天后于10月份收获平均规格71g/尾的商品虾3320kg，亩产达166kg，亩纯收入

1.3万元以上。这些结果表明，在江浙地区池塘养殖红螯螯虾亩产可达150kg以上，亩效益可

达万元，经济效益十分显著。但由于红螯螯虾为热带性种类，且具有抱卵少、不同步的特点，

特别是在非热带地区，普遍出现养殖周期短、养成规格小及苗种成活率低等问题，导致其行

业发展受阻，因此，有必要配套更为科学的、符合红螯螯虾特点的养殖模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红螯螯虾养殖过程中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红螯螯

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建立适宜红螯螯虾特点的小棚标粗池塘养殖模式，一方面提早

苗种放养时间，延长生长周期，提高养成规格；另一方面，通过早期小水体苗种培育，提高苗

种养殖成活率，增加养殖产量，从而提高养殖综合效益，并通过示范带动，实现红螯螯虾的

产业化开发与推广。

[0005] 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骤：

（1）建设池塘：池塘形状以长方形为佳，长宽比可为3:1，池塘面积以3~5亩为宜、池埂坡

比为1:2.5~1:3，池塘的深度  1.5~1.8m左右。水体为弱碱性保持在7.0~8.6。池塘土质以粘、

壤土为宜，保水性能好，池底略有坡度，便于排水，无或少淤泥，有淤泥也应当控制在10cm以

下，塘梗四周建50cm高的防逃设施。按照高灌低排的原则，建造进、排水渠，进、排水系统独

立设置。

[0006] （2）清塘消毒：养殖池塘清淤后晒塘20天以上至塘底开始干裂，然后进水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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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cm，每亩水面用100~150kg生石灰兑水拌浆全池均匀泼洒，以彻底消灭池塘中的野杂鱼

及敌害生物。此项工作是红螯螯虾养殖成功的基础，如果没有做到位将显著影响养殖成功

率，甚至将导致绝收。

[0007] （3）暖棚建设：清塘消毒后在池塘内建设土池暖棚，用于对虾苗进行暂养标粗，期

间集中喂养以达到快速标粗的目的。

[0008] （4）施肥培藻：在投放虾苗前一周先进水，进水口用网布过滤。在晴天施肥，培育浮

游生物，确保虾苗放养后有充足的适口饵料摄食，并以先肥后瘦为原则进行施肥。养殖前要

求水质偏碱，pH以7.2~8.5为宜，并含有一定的总硬度（20mg/L）及矿物质元素，溶解氧保持

在5.0mg/L以上。

[0009] （5）栽植水草。

[0010] （6）投放虾苗：虾苗规格基本一致、体质健壮、附肢齐全、游动活泼、无病无伤。虾苗

投放一般选择在晴天早晨、傍晚或阴天进行，以晴天早晨为佳，避免阳光直射，并尽量一次

性放足。在放养前用盐水对虾苗消毒以预防疾病。虾苗投放前需进行试水，即放少量虾苗于

网箱中观察一天，若虾苗无异常反应，即可投放入塘。将虾苗放入氧气包运至池塘，在打开

氧气包时，温差不要超过3℃。投放时，先将氧气袋或其他装苗容器浮于池塘水面，遮光稳定

30min以上，使氧气袋或其他装苗容器内水温与池塘水温接近后再投放入暖棚。放苗密度视

苗种规格而定，0.6~1cm密度可为4500~6000尾/亩，3cm密度可为3000~4000尾/亩。

[0011] （7）日常管理：包括投饲管理和日常其它管理。

[0012] （8）外放养成：经暖棚暂养标粗30天，待虾苗长至3cm-4cm左右，具有一定的环境适

应能力及抵御躲避敌害的能力后，逐渐提高池塘水位，漫过暖棚土坝，自然外放，进行池塘

养成。

[0013] 作为优选，池塘的进水口设置内层40目、外层80目双层筛绢网布过滤，排水口设置

40目筛绢网布过滤，以防敌害及野杂鱼虾及其卵进入，并定期检查筛绢网布，及时去除杂

物。

[0014] 作为优选，中后期适当套养花白鲢夏花以调节水质，但应控制在10尾/亩以内，且

不能搭配套养吃食性鱼类。

[0015] 作为优选，水草种植面积占总水面积18-23%。

[0016] 作为优选，池塘中央栽植沉水植物，浅水区栽植漂浮植物。

[0017] 进一步优选，沉水植物选择金鱼藻等，漂浮植物选择凤眼莲、水花生等。

[0018] 作为优选，早期每天上午、傍晚各投喂  1  次，以傍晚为主，占投饲量的65~80%，日

投饲量占螯虾体重的4~6%，

作为优选，在放养前用3%的盐水对虾苗消毒5分钟以预防疾病。

[0019] 作为优选，虾苗投放前需进行试水，即放少量虾苗于网箱中观察一天，若虾苗无异

常反应，即可投放入塘。

[0020] 作为优选，除水草外，棚内可投放部分网片、PVC管等隐蔽物，以供螯虾隐蔽栖息。

[0021] 作为优选，对螯虾养殖日常其它管理：坚持每天巡塘3次，早晨观察螯虾活动情况，

并检查水体溶氧及水质状况；中午观察水色变化和水草生长情况，决定是否施肥或者割草；

晚上观察螯虾吃食情况，决定饲料投喂量。记录好养殖日志，如发现有异常情况，应及时采

取措施。及时清除池塘中的青苔及敌害生物，平时做好排涝、防洪、防逃措施，确保安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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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保持1m水位，每月加注一次新水，注意水体  pH  值和硬度，透明度控制在30cm左右，高温

季节及时加注新水，并定期向池子中泼洒10~20ppm生石灰，调节pH，增加水中钙含量，提高

水体硬度，保持水质清新。除水草外，池底可投放部分网片、PVC管等隐蔽物，以供螯虾隐蔽

栖息。

[0022] 通过实施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建立适宜红螯螯虾特点的小棚标粗池塘养殖模

式，一方面提早苗种放养时间，延长生长周期，提高养成规格；另一方面，通过早期小水体苗

种培育，提高苗种养殖成活率，增加养殖产量，从而提高养殖综合效益，并通过示范带动，实

现红螯螯虾的产业化开发与推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实施例1：

一种红螯螯虾苗种暖棚标粗培育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骤：

（1）建设池塘：池塘要选择交通便捷、通风向阳、东西朝向、环境安静之处，周边生态环

境良好，排灌方便，无污染源。水源充足并符合渔业水域水质标准，水质清新，水体为弱碱性

保持在7.5~8.6。池塘形状以长方形为佳，长宽比可为3:1，池塘面积以3~5亩为宜（本次试验

选择3.6亩池塘1个）、池埂坡比为1:2.5~1:3，池塘的深度  1.5m左右。池塘土质以粘、壤土为

宜，保水性能好，池底略有坡度，便于排水，无或少淤泥，有淤泥也应当控制在10cm以下，塘

梗四周建50cm高的防逃设施。按照高灌低排的原则，建造进、排水渠，进、排水系统独立设

置，进水口设置内层40目、外层80目双层筛绢网布过滤，排水口设置40目筛绢网布过滤，以

防敌害及野杂鱼虾及其卵进入，并定期检查筛绢网布，及时去除杂物。

[0025] （2）清塘消毒：养殖池塘清淤后晒塘20天以上至塘底开始干裂，然后进水150cm，每

亩水面用100kg生石灰兑水拌浆全池均匀泼洒，以彻底消灭池塘中的野杂鱼及敌害生物。此

项工作是红螯螯虾养殖成功的基础，如果没有做到位将显著影响养殖成功率，甚至将导致

绝收。

[0026] （3）暖棚准备：清塘消毒后在池塘内建设土池暖棚1个（6m×30m），用于对虾苗进行

暂养标粗，期间集中喂养以到达快速标粗的目的。通过利用暖棚，可以提高并稳定水温，延

长养殖时间，可以取得较好的养虾成效。而且红螯螯虾苗种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及抵御

躲避敌害的能力均较弱，且苗种成本较高，若直接放入池塘，可能导致部分虾苗因为不能适

应外界环境而死亡或被敌害捕食，造成成本上较大的亏损。因此，搭建暖棚进行标粗，一方

面利用暖棚可提早苗种放养时间（一般可提早1个月左右），延长生长周期，提高养成规格；

另一方面，通过早期小水体苗种培育标粗，可提高苗种的成活率，进而提高养殖产量。

[0027] （4）施肥培藻：在投放虾苗前的12天，每亩虾池投放200kg左右的腐熟有机肥，培育

藻类及浮游生物，确保虾苗放养后有充足的适口饵料摄食。养殖前要求水质偏碱，pH以8.0~
8.5为宜，并含有一定的总硬度（20mg/L）及矿物质元素，溶解氧保持在5.0mg/L以上，水温在

25~35℃均可。

[0028] （5）栽植水草：水草对红螯螯虾的生长具有重要作用，它们不仅是螯虾的优质饵

料，可补充大量维生素，还能净化水质，改善水体环境，更能为螯虾提供隐蔽栖息场所，降低

被敌害生物或同类残食的风险。可在暖棚内栽植金鱼藻等沉水植物以及凤眼莲、水花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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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植物。

[0029] （6）投放虾苗：本实施例于2018年4月19日放养规格50尾/g的苗种1.8万尾于池塘

内小棚。虾苗来自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综合试验基地，规格基本一致，体质健康。虾苗放

养在傍晚进行。江浙地区一般在每年四月中下旬和五月初投放。放养的水温不低于12℃，水

深1m以上，投放较大规格虾苗有助于提高成活率。投放的虾苗要求规格整齐，附肢齐全，无

病无伤，且一次性放足。在放养前用3%的盐水对虾苗消毒5分钟以预防疾病。虾苗投放前需

进行试水，即放少量虾苗于网箱中观察一天，若虾苗无异常反应，即可投放入塘。投放时，先

将氧气袋或其他装苗容器浮于池塘水面，遮光稳定30min以上，使氧气袋内水温与池塘水温

接近后再投放入暖棚。

[0030] （7）投饲管理：每天傍晚投放一次对虾人工配合颗粒饲料，在暖棚区域内均匀投

撒，日投饲量占螯虾体重的4~6%，以吃饱、吃好为宜，做到精准投喂，并根据天气、水温、水

质、虾摄食状况适当调整投喂。坚持每天巡塘3次，早晨观察螯虾活动情况，并检查水体溶氧

及水质状况；中午观察水色变化和水草生长情况，决定是否施肥或者割草；晚上观察螯虾吃

食情况，决定饲料投喂量。记录好养殖日志，如发现有异常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及时清除

池塘中的青苔及敌害生物，平时做好排涝、防洪、防逃措施，确保安全。除水草外，棚内可投

放部分网片、PVC管等隐蔽物，以供螯虾隐蔽栖息。

[0031] （8）外放养成：经暖棚暂养标粗30天，待虾苗长至3cm-4cm左右，具有一定的环境适

应能力及抵御躲避敌害的能力后，逐渐提高池塘水位，漫过暖棚土坝，自然外放，进行池塘

养成。

[0032] 按照实施例1的培育方法，2018年4月19日放养规格为50尾/g的苗种1.8万尾，经小

棚中间培育30天后逐渐提高池塘水位，漫过小棚土坝进行池塘养成。期间，随机抽样显示，5

月10日标粗苗种平均规格3.5cm，9月26日养成虾规格为72.81g  /尾。经过192天养殖，于

2018年10月28日捕捞，红螯螯虾平均体重可达79.17±2.23g、平均体长128.40±6.75mm、平

均头胸甲长71 .21±5 .70mm、平均腹部长78.65±5 .25mm。成活率为50.52%，养殖单产达

200kg。

[0033] 实施例2：

1.池塘的选择

池塘要选择交通便捷、通风向阳、东西朝向、环境安静之处，周边生态环境良好，排灌方

便，无污染源。水源充足并符合渔业水域水质标准，水质清新，水体为弱碱性保持在7.0~
7.5。池塘形状以长方形为佳，长宽比可为3:1，本实施例选用一个5.0亩的池塘，池塘的深度 

1.5m左右。池塘土质以粘、壤土为宜，保水性能好，池底略有坡度，便于排水，无或少淤泥，有

淤泥也应当控制在10cm以下，塘梗四周建50cm高的防逃设施。按照高灌低排的原则，建造

进、排水渠，进、排水系统独立设置，进水口设置内层40目、外层80目双层筛绢网布过滤，排

水口设置40目筛绢网布过滤，以防敌害及野杂鱼虾及其卵进入，并定期检查筛绢网布，及时

去除杂物。

[0034] 2.清塘与消毒

养殖池塘清淤后晒塘20天以上至塘底开始干裂，然后进水120cm，每亩水面用150kg生

石灰兑水拌浆全池均匀泼洒，以彻底消灭池塘中的野杂鱼及敌害生物。此项工作是红螯螯

虾养殖成功的基础，如果没有做到位将显著影响养殖成功率，甚至将导致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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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3.施肥与水质管理

在投放虾苗前的10天，每亩虾池投放200kg左右的腐熟有机肥，培育浮游生物，确保虾

苗放养后有充足的适口饵料摄食。养殖前要求水质偏碱，pH以7.2~8.5为宜，并含有一定的

总硬度（20mg/L）及矿物质元素，溶解氧保持在5.0mg/L以上。

[0036] 4.水草栽培

水草对红螯螯虾的生长具有重要作用，它们不仅是螯虾的优质饵料，可补充大量维生

素，还能净化水质，改善水体环境，更能为螯虾提供隐蔽栖息场所，降低被敌害生物或同类

残食的风险。可在池塘中央栽植金鱼藻等沉水植物，浅水区栽植凤眼莲、水花生等漂浮植

物，种植面积占总水面积20%为宜。

[0037] 5.虾苗投放

虾苗来自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综合试验基地，规格基本一致，体质健康，3cm左右，放

养3000~4000尾/亩。虾苗放养一般选择在晴天早晨、傍晚或阴天进行，以晴天早晨为佳，避

免阳光直射。江浙地区一般在每年四月中下旬和五月初投放。放养的水温不低于12℃，水深

1m以上，投放较大规格虾苗有助于提高成活率。投放的虾苗要求规格整齐，附肢齐全，无病

无伤，且一次性放足。在放养前用3%的盐水对虾苗消毒5分钟以预防疾病。虾苗投放前需进

行试水，即放少量虾苗于网箱中观察一天，若虾苗无异常反应，即可投放入塘。投放时，先将

氧气袋或其他装苗容器浮于池塘水面，遮光稳定30min以上，使氧气袋内水温与池塘水温接

近后再投放入小棚。养殖前期不宜套养其他品种，中后期可适当套养花白鲢夏花以调节水

质，但应控制在10尾/亩以内，且不能搭配套养吃食性鱼类。

[0038] 6.小棚暂养标粗

在池塘搭建小棚（15m×20m），将虾苗放入这个区域进行暂养标粗，期间集中喂养以到

达快速标粗的目的，待养殖1个月，虾苗长至一定规格（3-4cm），具有一定的环境适应能力及

抵御躲避敌害的能力后逐渐提高池塘水位，漫过小棚土坝进行池塘养成。

[0039] 7.日常管理

(1)饲料投喂：以投喂对虾人工配合颗粒饲料为主，饲料营养要全面，尽量选择正规厂

家生产的饲料，早期每天上午、傍晚各投喂  1  次，以傍晚为主，占投饲量的65~80%，日投饲

量以吃饱、吃好为宜，做到精准投喂，并可以适当搭配南瓜、胡萝卜、冰鲜鱼及螺、蚌等饵料。

在幼虾阶段，要根据水中的生物饵料量适当调整饲料的投喂，以保证营养充足，降低自残程

度。前期投饲量占虾体重的4~6%，中后期占虾体重的1.5~3%，并根据天气、水温、水质、虾摄

食状况适当调整投喂，如温度过高或剧烈变化时少投或者不投。

[0040] (2)日常管理：坚持每天巡塘3次，早晨观察螯虾活动情况，并检查水体溶氧及水质

状况；中午观察水色变化和水草生长情况，决定是否施肥或者割草；晚上观察螯虾吃食情

况，决定饲料投喂量。记录好养殖日志，如发现有异常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及时清除池塘

中的青苔及敌害生物，平时做好排涝、防洪、防逃措施，确保安全。池塘保持1m水位，每月加

注一次新水，注意水体  pH  值和硬度，透明度控制在30cm左右，高温季节及时加注新水，并

定期向池子中泼洒10~20ppm生石灰，调节pH，增加水中钙含量，提高水体硬度，保持水质清

新。除水草外，池底可投放部分网片、PVC管等隐蔽物，以供螯虾隐蔽栖息。

[0041] 8.病害防治

红螯螯虾的适应性和抗病能力较强，防治工作应以防为主。下塘前做好池塘清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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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苗采用3%的盐水浸泡。平时注意调节水质，保持水体溶氧充足，维持水环境的良好稳定。

投喂要注意不过量，饵料要营养全面，无变质，严格根据摄食量控制投喂量，防止残饵败坏

水质。虾池定期消毒，一般每隔  15~20  天消毒1次。水质调节以  EM  菌等生物制剂为主，通

过合理使用微生态制剂以有效持久维护水质，也可以定时泼洒生石灰调控水质。虾料中定

期添加复合维生素、乳酸菌、免疫多糖等药物，以有效提高螯虾免疫力及预防虾病。在5~6月

份疾病高发期，注意氨氮、亚硝酸盐等是否超标，保持水体的活、嫩、爽。及时清除敌害生物，

防止水蜈蚣、水鸟、水老鼠及一些凶猛肉食性鱼类等的侵害。

[0042] 9.捕捞运输

红螯螯虾起捕时间可在9~11月，水温低于15℃时。一般捕捞方式以地笼捕捞和干塘捕

捞为主，首先采用地笼将已达商品规格（50g/只）以上的螯虾捕捞上市，尽量凌晨或者晚上

起捕，地笼网目要求在2~3cm，根据池塘大小放置地笼（一般10个/亩），并架设水泵2~3台，令

池塘水体以一定速度循环流动，3~4h后可起笼收虾，最后将剩余的虾通过干塘一次性捕获。

由于红螯螯虾在池塘中不能自然越冬，所以11月之后要捕捞干净。红螯螯虾离水还能存活1

~2天左右，因此，可以采用塑料泡沫箱干法运输，并在上面放水草，以保持虾体湿润，运输时

要注意通气，不要挤压，运输时间长的要在中途淋水，以免干死。

[0043] 对比例1：

与实施例1的不同在于，不采用暖棚标粗，也即没有步骤（3）和步骤（8）。

[0044] 对实施例1和对比例1所采用的培育方法对红螯螯虾小棚标粗池塘养殖的情况进

行记录，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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