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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澳洲淡水龙虾的育种繁

殖方法及其装置，所述龙虾繁殖育种方法包括水

质处理、亲虾选择、饲料投喂和管理，其中亲虾的

雌雄投放比例为2.5:1，投放密度为每平方米10

～12只；所述的龙虾繁殖育种装置包括水处理装

置、亲虾养殖池和虾苗收集装置，其中亲虾养殖

池通过镂空网分隔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亲虾活动

层，下层为虾苗活动层。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澳洲

淡水龙虾的育种繁殖方法及其装置，能够保证虾

苗较高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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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澳洲淡水龙虾育种繁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污水处理设备、亲虾养殖池(1)

和虾苗收集装置(2)，所述亲虾养殖池(1)与污水处理设备连接，所述虾苗收集装置(2)与亲

虾养殖池(1)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亲虾养殖池(1)分为亲虾活动层(101)和虾苗活动层

(102)，所述亲虾活动层(101)的侧壁上设置有若干个虾窝(103)，所述亲虾活动层(101)设

置于虾苗活动层(102)上方，且通过镂空网(104)分隔；

所述虾窝(103)包括若干第一虾窝(107)、若干第二虾窝(108)和若干第三虾窝(109)，

若干所述第一虾窝(107)设置于若干所述第二虾窝(108)的下方，若干所述第三虾窝(109)

设置于若干所述第一虾窝(107)的下方，所述第二虾窝(108)、第一虾窝(107)和第三虾窝

(109)上下交错排列；

所述第一虾窝(107)和第二虾窝(108)均为筒状结构，所述第三虾窝(109)中部的外壁

向外鼓起呈球形，所述第一虾窝(107)和第三虾窝(109)的外壁上设置有若干个镂空孔，所

述第一虾窝(107)和第三虾窝(109)的外端套设有固定环(1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育种繁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处理

设备包括沉淀池、曝气池、蛋白分离器、蒸汽加热池、砂滤器、氧气锥；所述沉淀池的进水端

与水源连接，所述沉淀池的出水端依次经过水质检测装置和提升泵与曝气池的进水端连

接，所述曝气池的出水端与蛋白分离器的进水端连接，所述蛋白分离器的出水端经过紫外

线消毒机与蒸汽加热池的进水端连接，所述蒸汽加热池的出水端通过加压泵与砂滤器的进

水端连接，所述砂滤器的出水端与氧气锥的进水端连接，所述氧气锥的出水端与亲虾养殖

池的进水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育种繁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虾苗活动

层(102)的底部设置有溢流口，所述溢流口套设有溢流管(105)，所述溢流管(105)的顶部延

伸至亲虾活动层(101)的上方，所述溢流管(105)的顶部覆设孔状板(106)，所述虾苗活动层

(102)通过溢流口与虾苗收集装置(2)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育种繁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虾苗收集

装置(2)设置于所述亲虾养殖池(1)的下方，所述虾苗收集装置(2)包括虾苗收集池(201)，

所述虾苗收集池(201)的开口处覆设有镂空板(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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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澳洲淡水龙虾的育种繁殖方法及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龙虾的育种繁殖方法及其装置，尤其涉及一种适合澳洲淡水龙虾

的繁殖育种方法及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红螯螯虾(拉丁名：Cherax  quadricarinatus)中文学名：澳洲淡水龙虾，原产地澳

洲，生活在淡水中，外形酷似海中龙虾而得名。该虾体大，一般个体重100—200克，最大个体

可达500克。且生长快，产量高，当年放养当年即可收获，每亩鲜商品虾产量250千克左右。其

饲料来源广泛，病害少，适应性强，经济效益显著。该虾饲养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是我国

继罗氏沼虾之后引进的又一个名贵的经济虾种。如何保证该澳洲淡水龙虾较高的繁殖育种

成功率，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澳洲淡水龙虾的育

种繁殖方法及其装置，以保证澳洲淡龙虾较高的繁殖育种成功率。

[0004]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龙虾繁殖育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水质处理：养殖用水通过污水处理设备，除去水质中颗粒物和微生物，降低水浊

度，并且提高水中含氧量。

[0006] 亲虾选择：选择活动力强、附肢完整、躯体光滑、无附着物的和病害的成虾作为亲

虾，在进入越冬池之前，用浓度为200×10-6的福尔马林浸浴5分钟，消除附着生物后，移入

亲虾池养殖，其中雌雄比例2.5:1，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10-12只。

[0007] 饲料投喂：每天投喂市售蛋白质含量为40％的虾蟹颗粒饲料，在升温培育过程中，

增加投喂动物性饲料，增加的投喂量为亲虾体重的1％，并视其吃情况增加或减少。

[0008] 管理：在越冬过程中定时充氧，在强化管理过程中持续充氧，在整个龙虾养殖过程

中，把残饵和粪便及时吸收。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1)中亲虾的个体体重至少为90g。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3)中的升温培育过程温度控制在27～29℃。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中强化管理过程养殖用水的溶氧量至少为4mg/L。

[0012] 本发明的一种龙虾繁殖育种装置，包括污水处理设备、亲虾养殖池和虾苗收集装

置，所述亲虾养殖池与污水处理设备连接，所述虾苗收集装置与亲虾养殖池连接。

[0013] 所述水处理设备包括沉淀池、曝气池、蛋白分离器、蒸汽加热池、砂滤器、氧气锥；

所述沉淀池的进水端与水源连接，所述沉淀池的出水端依次经过水质检测装置和提升泵与

曝气池的进水端连接，所述曝气池的出水端与蛋白分离器的进水端连接，所述蛋白分离器

的出水端经过紫外线消毒机与蒸汽加热池的进水端连接，所述蒸汽加热池的出水端通过加

压泵与砂滤器的进水端连接，所述砂滤器的出水端与氧气锥的进水端连接，所述氧气锥的

出水端与亲虾养殖池的进水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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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的，所述亲虾养殖池分为亲虾活动层和虾苗活动层，所述亲虾活动层的侧

壁上设置有若干个虾窝，所述亲虾活动层设置于虾苗活动层上方，且通过镂空网分隔。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虾窝包括若干第一虾窝、若干第二虾窝和若干第三虾窝，若干所述

第一虾窝设置于若干所述第二虾窝的下方，若干所述第三虾窝设置于若干所述第一虾窝的

下方，所述第二虾窝、第一虾窝和第三虾窝上下交错排列；

[0016] 所述第一虾窝和第二虾窝均为筒状结构，所述第三虾窝中部的外壁向外鼓起呈球

形，所述第一虾窝和第三虾窝的外壁上设置有若干个镂空孔，所述第一虾窝和第三虾窝的

外端套设有固定环。

[0017] 进一步的，所述虾苗活动层的底部设置有溢流口，所述溢流口套设有溢流管，所述

溢流管的顶部延伸至亲虾活动层的上方，所述溢流管的顶部覆设孔状板，所述虾苗活动层

通过溢流口与虾苗收集装置连接。

[0018] 进一步的，所述虾苗收集装置设置于所述亲虾养殖池的下方，所述虾苗收集装置

包括虾苗收集池，所述虾苗收集池的开口处设置有覆设有镂空板。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所述：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澳洲龙虾育种繁殖方法能够保证

较高的虾苗成活率；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澳洲龙虾育种繁殖装置中将亲虾养殖池分为亲虾活

动层和虾苗活动层，并通过镂空网加以分隔能够防止亲虾钳食虾苗，同时，将虾苗与亲虾分

开，虾苗通过虾苗收集装置进行收集避免了亲虾与虾苗混在一起难以分开的问题，降低了

养殖工人的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20] 附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育种繁殖装置系统图；

[0021] 附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亲虾养殖池和虾苗收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亲虾养殖池的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4为本发明所述的亲虾养殖池第一方向剖视图；

[0024] 附图5为本发明所述的亲虾养殖池第二方向剖视图；

[0025] 附图6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一虾窝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7为本发明所述的第三虾窝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8] 如附图1至7所示的一种澳洲淡水龙虾的育种繁殖方法及其装置，养殖场地选用水

源良好，排灌方便，空气新鲜，环境安静，不受自然和人为干扰的地方，养殖用水采用的运河

水，经沉淀池沉淀后经水质检测，合格后用提升泵提升到曝气生化处理池后，再经蛋白分离

器后进入紫外线杀菌消毒，再到蒸汽加热池加热到28℃后，用加压水泵送到砂滤器后氧气

锥再进入进水管道到成亲虾养殖池1中。采用微循环流水形式，流量为每十六小时内把亲虾

养殖池的池水过滤一遍，其中曝气池用于分解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蛋白分离器可以吸附混

杂在水中的各种颗粒状的污垢以及可溶性的有机物，经过处理的养殖水水质清新，溶氧量

高，尤其在强化培育期间，养殖用水的溶氧量应该保证在4mg/L，良好的水质环境能够提高

雌虾成活率和抱卵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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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亲虾选择活力强、附肢完整、躯体光滑、无附着物和病害(如尾部腐烂和壳受损)的

成虾作亲虾。为了取得较高的繁殖力，选择个体重在120g，性成熟度好的、有较大产卵力的

亲虾，此外还按规格大小分组，选择个体、体重相近的雌雄亲虾。在进入越冬池之前，必须用

浓度为200×10-6的福尔马林浸浴5分钟左右，消除附着生物后，才能移入亲虾池养殖。根据

生产实践经验，雌雄比例以2.5∶1较为合适。放养密度以每平方米放养10—12只较为合适，

放养的密度直接关系到亲虾的培育效果，放养密度过大，则导致亲虾生长发育不良；放养密

度太小，则会造成水池、人力及物力的浪费。

[0030] 11月上旬亲虾进入亲虾养殖池，每天傍晚投喂市售蛋白质含量40％的虾蟹颗粒饲

料，在升温强化培育的过程中，增加投喂一些鱼、虾等动物性饲料，投喂量一般为亲虾体重

的1％，并视其吃食情况增加或减少。把残饵、粪便定时吸掉，以免水质恶化。在越冬过程中

定时充氧，在强化管理过程中，不间断充氧。强化培育升温时，温度控制在27～29℃之间，营

养物质是亲虾性腺发育的物质基础，在培育期间，尤其是在强化培育期间增加投喂小鱼、蚯

蚓和贝壳类等动物饲料，更能促进其生长发育。

[0031] 污水处理设备、亲虾养殖池1和虾苗收集装置2依次连接，其中所述亲虾养殖池1分

为亲虾活动层101和虾苗活动层102，所述亲虾活动层101的侧壁上设置有若干个虾窝103，

所述亲虾活动层101设置于虾苗活动层102上方，且通过镂空网104分隔。镂空网104将亲虾

与虾苗进行分割，有效的避免了亲虾钳食虾苗，保证了虾苗较高的成活率。

[0032] 所述虾苗活动层102的底部设置有溢流口，所述溢流口套设有溢流管105，所述溢

流管105的顶部延伸至亲虾活动层101的上方，所述虾苗活动层102通过溢流口与虾苗收集

装置102连接。当亲虾养殖池1中的水面高度高于溢流管105顶部时，多余的水会经过溢流管

105排走，而孔状板106覆设在溢流管105顶部，能够防止亲虾经由溢流管105逃跑，当需要收

集虾苗时，将溢流管105向上拔起，虾苗跟随水流通过溢流口进入虾苗收集装置2，排进虾苗

收集装置2中的水分就可以完成虾苗的收集。为了节省空间，同时也为了方便虾苗跟随水流

进入虾苗收集装置2，将所述的虾苗收集装置2设置于亲虾养殖池1的底部，所述的虾苗收集

装置2包括虾苗收集池201，所述虾苗收集池201的开口处覆设镂空板202，以方便观察虾苗

收集池内部。

[0033] 将所述的虾窝103分为第一虾窝107、第二虾窝108和第三虾窝109，并将第一虾窝

107设置在第二虾窝108的下方，所述第三虾窝109设置于第二虾窝108的下方，所述第一虾

窝107、第二虾窝108和第三虾窝109上下依次交错，以免各个虾窝103上下叠加形成遮挡，影

响虾窝103的光照，第一虾窝107和第二虾窝108均为筒状，同时由于第一虾窝107和第三虾

窝109位于水面较下位置，为了避免其光照不足，将所述第一虾窝107和第三虾窝109设置有

镂空孔，所述第一虾窝107能够促进水质流动，保证第一虾窝107中的水质环境，体型较大的

亲虾活动不便，难以游离至上层的虾窝，故将置于最下端的第三虾窝109中部的外壁向外凸

起形成球形以配合较大的亲虾体型，方便其抱卵，而第三虾窝109置于亲虾活动层101的底

端，且靠近镂空网104，水流较缓，将第三虾窝109的主体部分设计为球形，亲虾在第三虾窝

109中产生的排泄物会沿球面滑动经过第三虾窝109外壁上的镂空孔排除虾窝以外，保证了

虾窝中的卫生。

[0034] 第一虾窝107和第三虾窝109的外壁上由于设置有镂空孔，其结构并不牢固，尤其

是外端受水流冲击较大或是亲虾钳夹比较严重，为了防止其损坏，在第一虾窝107和第三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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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109的外端套设以固定环110。

[0035] 在本实施例中，于2017年11月6日，在34个亲虾养殖池1中共放入了雌虾7310只，雄

虾共放入了2924只，三天后慢慢升温，并将以后的温度控制键27～29℃之间，亲虾于12月6

日开始抱卵，至2018年2月6日成活雌虾共5988尾，有抱卵雌虾5896尾抱卵率为98.5％，雌虾

成活率81.9％。

[003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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