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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蔬菜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是一

种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环果蔬与

水产养殖方法；第一步，向生态水中加入鱼植共

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屋；第二步，进

行融氧处理；第三步，经果蔬根部吸收后，再经水

产动物吸收并分解；第四步进行消毒处理。本发

明中鱼植共生培养液只需加入一次，加入后含有

的大量有益菌群使澳洲淡水龙虾、微生物和植物

间形成一种互生共促的生态关系，使水质更加稳

定，大大降低了鱼植共生的生产成本；通过本发

明的养殖方法，果蔬不施肥不喷药，延长了生长

期，提高了养殖品质、规模、供应量和生产效益；

同时本发明中鱼植共生培养液不含化学成分，通

过本发明培育出来的鱼植没有化学残留，保证了

餐桌安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CN 108849647 B

2021.06.29

CN
 1
08
84
96
47
 B



1.一种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下述

步骤进行：第一步，向生态水储槽中的生态水中加入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

菌屋，混合后得到有益菌群生态水，生态水、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屋的质

量比为1000:1.5至2:40至50；第二步，有益菌群生态水进行溶氧处理；第三步，溶氧后的生

态水通过循环泵从首部泵入从上至下通过U形弯管首尾连接在一起的水培管内，经水培管

的培植孔上栽培的果蔬根部吸收后，从水培管的尾部流出后流入位于下方的水产养殖池

中，再经水产养殖池中的水产动物吸收并分解后，回流至中间储槽中；第四步，回流至中间

储槽中的生态水进行消毒处理；第五步，消毒处理后的生态水流入生化池中进行微生物净

水处理；第六步，微生物净水处理的生态水进入生态水储槽中进行溶氧处理，溶氧后的生态

水重复第三步至第五步操作，完成生态水的自循环；其中，第五步中，消毒处理后的生态水

流入生化池中，按每M3生态水中加入5g至10g硝化细菌，进行微生物净水处理；生态水为池

塘水或泉水或稻田水；溶氧后的生态水的含氧量为6mg/L至10mg/L；生态水储槽和水培管均

位于塑料大棚内，塑料大棚内的温度为8℃至35℃；生态水的温度为12℃至30℃；水产养殖

池包括串联在一起的至少两个的龙虾池；消毒处理采用紫外线消毒处理；龙虾池的水深为

15cm至35cm，龙虾池中养殖的水产动物为澳洲淡水龙虾，按每M3水中容纳100只至150只澳

洲淡水龙虾；澳洲淡水龙虾每天喂食两次，每次喂养量为澳洲淡水龙虾体重的0.5%至1%，喂

养饲料为熟碎黄豆、熟碎鸡蛋、熟碎南瓜、熟碎玉米和熟碎胡萝卜；果蔬为草莓或/和西红

柿；果蔬每天的光照强度为2000LX至10000LX，果蔬每天的光照时间为6h至13h；培植孔的孔

径为2.5cm至4.5cm，溶氧后的生态水流经水培管的流量为0.5M3/h至2M3/h；水培管上相邻两

果蔬的株距为9cm至30cm，相邻两果蔬的行距为25cm至40cm；

所述的鱼植共生培养液按下述步骤得到：第一步，将干净水照晒3天至5天，得到照晒

水；第二步，在照晒水中分别加入枯草芽孢杆菌、乳酸菌和酵母并混合均匀，得到第一混合

液；第三步，将第一混合液连续循环4天至6天，循环后得到循环液；第四步，在循环液中分别

加入硝化细菌群、牛奶和碎熟鸡蛋黄并混合均匀，得到第二混合液；第五步，第二混合液通

过生化过滤箱连续循环45天至55天，第二混合液循环期间，间隔指定天数向第二混合液中

加入牛奶和碎熟鸡蛋黄，时间间隔依次为9天至10天、7天至8天、5天至6天、3天至4天、1天至

2天，循环后得到鱼植共生培养液，循环后生化过滤箱中的细菌屋为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

屋；鱼植共生培养液制备方法的第一步中，干净水为天山雪水或泉水或井水；鱼植共生培养

液制备方法的第二步中，枯草芽孢杆菌的加入量与照晒水的质量比为1:450000至600000，

乳酸菌的加入量与照晒水的质量比为1:900000至1200000，酵母的加入量与照晒水的质量

比为1:1900000至2200000；鱼植共生培养液制备方法的第四步中，硝化细菌群的加入量与

循环液的质量比为1:900000至1200000，牛奶的加入量与循环液的质量比为1:19000至

22000，碎熟鸡蛋黄的加入量与循环液的质量比为1:40000至60000；鱼植共生培养液制备方

法的第五步中，第二混合液循环期间，间隔指定天数向第二混合液中加入牛奶和碎熟鸡蛋

黄，时间间隔依次为9天至10天、7天至8天、5天至6天、3天至4天、1天至2天，每次牛奶的加入

量与第二混合液的质量比为1:19000至22000，每次碎熟鸡蛋黄的加入量与第二混合液的质

量比为1:40000至60000；生化过滤箱与第二混合液的体积为1:15至30；在生化过滤箱中分

别填充有细菌屋、活性炭和麦饭石；细菌屋的体积为生化过滤箱体积的75%至85%，活性炭的

体积为生化过滤箱体积的5%至15%，麦饭石的体积为生化过滤箱体积的5%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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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蔬菜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是一种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

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的蔬菜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依然还是分别以传统种养殖的方式为主，果

蔬种植业普遍存在化肥、农药长期不合理且过量使用，食品安全存在很大的隐患；而水产养

殖业多以池塘养殖为主，受到气候和水质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便存在由于饵料、鱼类排泄

物、换水不及时等引起的水体污染现象，对周围的水域环境破坏性较大；同时养殖水直接排

放的话，一方面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增加了养殖费用，同时富含氨的养殖水直接排放也造成

一定的浪费；而现有鱼植共生培养液存在以下问题，（1）需要在鱼植共生系统中不断加入，

水质不稳定，且鱼植共生成本高；（2）现有鱼植共生培养液大多含有化学成分，成本高；且现

有鱼植共生培养液加入鱼植共生系统中易造成鱼植化学残留，影响餐桌安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克

服了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其能有效解决蔬菜种植业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影响餐桌安全、生

产成本高和水质不稳定的问题。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的：一种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

自循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按下述步骤进行：第一步，向生态水储槽中的生态水中加入鱼

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屋，混合后得到有益菌群生态水，生态水、鱼植共生培

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屋的质量比为1000:1.5至2:40至50；第二步，有益菌群生态水

进行融氧处理；第三步，融氧后的生态水通过循环泵从首部泵入从上至下通过U形弯管首尾

连接在一起的水培管内，经水培管的培植孔上栽培的果蔬根部吸收后，从水培管的尾部流

出后流入位于下方的水产养殖池中，再经水产养殖池中的水产动物吸收并分解后，回流至

中间储槽中；第四步，回流至中间储槽中的生态水进行消毒处理；第五步，消毒处理后的生

态水流入生化池中进行微生物净水处理；第六步，微生物净水处理的生态水进入生态水储

槽中进行融氧处理，融氧后的生态水重复第三步至第五步操作，完成生态水的自循环。

[0005] 下面是对上述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或/和改进：

[0006] 上述鱼植共生培养液按下述步骤得到：第一步，将干净水照晒3天至5天，得到照晒

水；第二步，在照晒水中分别加入枯草芽孢杆菌、乳酸菌和酵母并混合均匀，得到第一混合

液；第三步，将第一混合液连续循环4天至6天，循环后得到循环液；第四步，在循环液中分别

加入消化细菌群、牛奶和碎熟鸡蛋黄并混合均匀，得到第二混合液；第五步，第二混合液通

过生化过滤箱连续循环45天至55天，第二混合液循环期间，间隔指定天数向第二混合液中

加入牛奶和碎熟鸡蛋黄，时间间隔依次为9天至10天、7天至8天、5天至6天、3天至4天、1天至

2天，循环后得到鱼植共生培养液，循环后生化过滤箱中的细菌屋为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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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0007] 上述干净水为天山雪水或泉水或井水。

[0008] 上述鱼植共生培养液制备方法的第二步中，枯草芽孢杆菌的加入量与照晒水的质

量比为1:450000至600000，乳酸菌的加入量与照晒水的质量比为1:900000至1200000，酵母

的加入量与照晒水的质量比为1:1900000至2200000；或/和，鱼植共生培养液制备方法的第

四步中，消化细菌群的加入量与循环液的质量比为1:900000至1200000，牛奶的加入量与循

环液的质量比为1:19000至22000，碎熟鸡蛋黄的加入量与循环液的质量比为1:40000至

60000；或/和，鱼植共生培养液制备方法的第五步中，第二混合液循环期间，间隔指定天数

向第二混合液中加入牛奶和碎熟鸡蛋黄，时间间隔依次为9天至10天、7天至8天、5天至6天、

3天至4天、1天至2天，每次牛奶的加入量与第二混合液的质量比为1:19000至22000，每次碎

熟鸡蛋黄的加入量与第二混合液的质量比为1:40000至60000。

[0009] 上述生化过滤箱与第二混合液的体积为1:15至30；或/和，第一混合液循环时的换

水率为20%至50%；或/和，第二混合液循环时的换水率为20%至50%；或/和，在生化过滤箱中

分别填充有细菌屋、活性炭和麦饭石；或/和，细菌屋的体积为生化过滤箱体积的75%至85%，

活性炭的体积为生化过滤箱体积的5%至15%，麦饭石的体积为生化过滤箱体积的5%至15%。

[0010] 上述第五步中，消毒处理后的生态水流入生化池中，按每M3生态水中加入5g至10g

硝化细菌，进行微生物净水处理；或/和，生态水为池塘水或泉水或稻田水；或/和，融氧后的

生态水的含氧量为6mg/L至10mg/L；或/和，生态水储槽和水培管均位于塑料大棚内，塑料大

棚内的温度为8℃至35℃；或/和，生态水的温度为12℃至30℃。

[0011] 上述水产养殖池包括串联在一起的至少两个的龙虾池；或/和，消毒处理采用紫外

线消毒处理。

[0012] 上述龙虾池的水深为15cm至35cm，龙虾池中养殖的水产动物为澳洲淡水龙虾，按

每M3水中容纳100只至150只澳洲淡水龙虾。

[0013] 上述澳洲淡水龙虾每天喂食两次，每次喂养量为澳洲淡水龙虾体重的0.5%至1%，

喂养饲料为熟碎黄豆、熟碎鸡蛋、熟碎南瓜、熟碎玉米和熟碎胡萝卜。

[0014] 上述果蔬为草莓或/和西红柿；或/和，果蔬每天的光照强度为2000LX至10000LX，

果蔬每天的光照时间为6h至13h；或/和，培植孔的孔径为2.5cm至4.5cm，融氧后的生态水流

经水培管的流量为0.5M3/h至2M3/h；或/和，水培管上相邻两果蔬的株距为9cm至30cm，相邻

两果蔬的行距为25cm至40cm。

[0015] 本发明中鱼植共生培养液只需加入一次，加入后鱼植共生培养液中含有的大量有

益菌群使澳洲淡水龙虾、微生物和植物间形成一种互生共促的生态关系，使水质更加稳定，

节约了大量水处理系统，从而大大降低了鱼植共生的生产成本；通过本发明的养殖方法，果

蔬不施肥不喷药，利用果蔬为澳洲淡水龙虾提供微生物摄食，澳洲淡水龙虾的天然残饵和

排泄物为果蔬提供营养的原生态自循环模式，实现了澳洲淡水龙虾从野生自然捕捞或单一

养殖方式向果蔬与水产一体式养殖方式的转变，延长了生长期，提高了养殖品质、规模、供

应量和生产效益；同时本发明中鱼植共生培养液不含化学成分，通过本发明培育出来的鱼

植没有化学残留，保证了餐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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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发明不受下述实施例的限制，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与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

的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1，该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按下述步

骤进行：第一步，向生态水储槽中的生态水中加入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

屋，混合后得到有益菌群生态水，生态水、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屋的质量

比为1000:1.5至2:40至50；第二步，有益菌群生态水进行融氧处理；第三步，融氧后的生态

水通过循环泵从首部泵入从上至下通过U形弯管首尾连接在一起的水培管内，经水培管的

培植孔上栽培的果蔬根部吸收后，从水培管的尾部流出后流入位于下方的水产养殖池中，

再经水产养殖池中的水产动物吸收并分解后，回流至中间储槽中；第四步，回流至中间储槽

中的生态水进行消毒处理；第五步，消毒处理后的生态水流入生化池中进行微生物净水处

理；第六步，微生物净水处理的生态水进入生态水储槽中进行融氧处理，融氧后的生态水重

复第三步至第五步操作，完成生态水的自循环。U形弯管首尾连接在一起的水培管为现有公

知公用；实施例1中，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较采用传统养殖方法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的产量

提高了80倍至100倍，且生产周期缩短了1个月至2个月；同时采用本发明养殖成本较传统养

殖成本降低了20%至50%；草莓的糖度由原来的8%提高到了12%至15%，西红柿的糖度由原来

的7%提高到了9%至13%。

[0018] 实施例2，该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按下述步

骤进行：第一步，向生态水储槽中的生态水中加入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

屋，混合后得到有益菌群生态水，生态水、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屋的质量

比为1000:1.5或2:40或50；第二步，有益菌群生态水进行融氧处理；第三步，融氧后的生态

水通过循环泵从首部泵入从上至下通过U形弯管首尾连接在一起的水培管内，经水培管的

培植孔上栽培的果蔬根部吸收后，从水培管的尾部流出后流入位于下方的水产养殖池中，

再经水产养殖池中的水产动物吸收并分解后，回流至中间储槽中；第四步，回流至中间储槽

中的生态水进行消毒处理；第五步，消毒处理后的生态水流入生化池中进行微生物净水处

理；第六步，微生物净水处理的生态水进入生态水储槽中进行融氧处理，融氧后的生态水重

复第三步至第五步操作，完成生态水的自循环。

[0019] 实施例3，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鱼植共生培养液按下述步骤得到：第一步，将干

净水照晒3天至5天，得到照晒水；第二步，在照晒水中分别加入枯草芽孢杆菌、乳酸菌和酵

母并混合均匀，得到第一混合液；第三步，将第一混合液连续循环4天至6天，循环后得到循

环液；第四步，在循环液中分别加入消化细菌群、牛奶和碎熟鸡蛋黄并混合均匀，得到第二

混合液；第五步，第二混合液通过生化过滤箱连续循环45天至55天，第二混合液循环期间，

间隔指定天数向第二混合液中加入牛奶和碎熟鸡蛋黄，时间间隔依次为9天至10天、7天至8

天、5天至6天、3天至4天、1天至2天，循环后得到鱼植共生培养液，循环后生化过滤箱中的细

菌屋为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屋。

[0020] 实施例4，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干净水为天山雪水或泉水或井水。

[0021] 实施例5，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鱼植共生培养液制备方法的第二步中，枯草芽

孢杆菌的加入量与照晒水的质量比为1:450000至600000，乳酸菌的加入量与照晒水的质量

比为1:900000至1200000，酵母的加入量与照晒水的质量比为1:1900000至2200000；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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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植共生培养液制备方法的第四步中，消化细菌群的加入量与循环液的质量比为1:900000

至1200000，牛奶的加入量与循环液的质量比为1:19000至22000，碎熟鸡蛋黄的加入量与循

环液的质量比为1:40000至60000；或/和，鱼植共生培养液制备方法的第五步中，第二混合

液循环期间，间隔指定天数向第二混合液中加入牛奶和碎熟鸡蛋黄，时间间隔依次为9天至

10天、7天至8天、5天至6天、3天至4天、1天至2天，每次牛奶的加入量与第二混合液的质量比

为1:19000至22000，每次碎熟鸡蛋黄的加入量与第二混合液的质量比为1:40000至60000。

[0022] 实施例6，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生化过滤箱与第二混合液的体积为1:15至30；

或/和，第一混合液循环时的换水率为20%至50%；或/和，第二混合液循环时的换水率为20%

至50%；或/和，在生化过滤箱中分别填充有细菌屋、活性炭和麦饭石；或/和，细菌屋的体积

为生化过滤箱体积的75%至85%，活性炭的体积为生化过滤箱体积的5%至15%，麦饭石的体积

为生化过滤箱体积的5%至15%。

[0023] 实施例7，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第五步中，消毒处理后的生态水流入生化池中，

按每M3生态水中加入5g至10g硝化细菌，进行微生物净水处理；或/和，生态水为池塘水或泉

水或稻田水；或/和，融氧后的生态水的含氧量为6mg/L至10mg/L；或/和，生态水储槽和水培

管均位于塑料大棚内，塑料大棚内的温度为8℃至35℃；或/和，生态水的温度为12℃至30

℃。

[0024] 实施例8，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水产养殖池包括串联在一起的至少两个的龙虾

池；或/和，消毒处理采用紫外线消毒处理。

[0025] 实施例9，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龙虾池的水深为15cm至35cm，龙虾池中养殖的

水产动物为澳洲淡水龙虾，按每M3水中容纳100只至150只澳洲淡水龙虾。

[0026] 实施例10，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澳洲淡水龙虾每天喂食两次，每次喂养量为澳

洲淡水龙虾体重的0.5%至1%，喂养饲料为熟碎黄豆、熟碎鸡蛋、熟碎南瓜、熟碎玉米和熟碎

胡萝卜。

[0027] 实施例11，作为上述实施例的优化，果蔬为草莓或/和西红柿；或/和，果蔬每天的

光照强度为2000LX至10000LX，果蔬每天的光照时间为6h至13h；或/和，培植孔的孔径为

2.5cm至4.5cm，融氧后的生态水流经水培管的流量为0.5M3/h至2M3/h；或/和，水培管上相邻

两果蔬的株距为9cm至30cm，相邻两果蔬的行距为25cm至40cm。

[0028] 实施例12，该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按下述

步骤进行：第一步，向生态水储槽中的生态水中加入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

菌屋，混合后得到有益菌群生态水，生态水、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屋的质

量比为1000:1.5:40；第二步，有益菌群生态水进行融氧处理；第三步，融氧后的生态水通过

循环泵从首部泵入从上至下通过U形弯管首尾连接在一起的水培管内，经水培管的培植孔

上栽培的果蔬根部吸收后，从水培管的尾部流出后流入位于下方的水产养殖池中，再经水

产养殖池中的水产动物吸收并分解后，回流至中间储槽中；第四步，回流至中间储槽中的生

态水进行消毒处理；第五步，消毒处理后的生态水流入生化池中进行微生物净水处理；第六

步，微生物净水处理的生态水进入生态水储槽中进行融氧处理，融氧后的生态水重复第三

步至第五步操作，完成生态水的自循环。实施例12中，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较采用传统养殖

方法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的产量提高了80倍，且生产周期缩短了1个月；同时采用本发明养

殖成本较传统养殖成本降低了20%；草莓的糖度为12%，西红柿的糖度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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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实施例13，该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按下述

步骤进行：第一步，向生态水储槽中的生态水中加入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

菌屋，混合后得到有益菌群生态水，生态水、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屋的质

量比为1000:1.8:45；第二步，有益菌群生态水进行融氧处理；第三步，融氧后的生态水通过

循环泵从首部泵入从上至下通过U形弯管首尾连接在一起的水培管内，经水培管的培植孔

上栽培的果蔬根部吸收后，从水培管的尾部流出后流入位于下方的水产养殖池中，再经水

产养殖池中的水产动物吸收并分解后，回流至中间储槽中；第四步，回流至中间储槽中的生

态水进行消毒处理；第五步，消毒处理后的生态水流入生化池中进行微生物净水处理；第六

步，微生物净水处理的生态水进入生态水储槽中进行融氧处理，融氧后的生态水重复第三

步至第五步操作，完成生态水的自循环。实施例13中，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较采用传统养殖

方法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的产量提高了85倍，且生产周期缩短了1.3个月；同时采用本发明

养殖成本较传统养殖成本降低了40%；草莓的糖度为13%，西红柿的糖度为11%。

[0030] 实施例14，该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按下述

步骤进行：第一步，向生态水储槽中的生态水中加入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

菌屋，混合后得到有益菌群生态水，生态水、鱼植共生培养液和含有有益菌群的细菌屋的质

量比为1000:2:50；第二步，有益菌群生态水进行融氧处理；第三步，融氧后的生态水通过循

环泵从首部泵入从上至下通过U形弯管首尾连接在一起的水培管内，经水培管的培植孔上

栽培的果蔬根部吸收后，从水培管的尾部流出后流入位于下方的水产养殖池中，再经水产

养殖池中的水产动物吸收并分解后，回流至中间储槽中；第四步，回流至中间储槽中的生态

水进行消毒处理；第五步，消毒处理后的生态水流入生化池中进行微生物净水处理；第六

步，微生物净水处理的生态水进入生态水储槽中进行融氧处理，融氧后的生态水重复第三

步至第五步操作，完成生态水的自循环。实施例14中，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较采用传统养殖

方法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的产量提高了100倍，且生产周期缩短了2个月；同时采用本发明

养殖成本较传统养殖成本降低了50%；草莓的糖度为15%，西红柿的糖度为13%。

[0031] 本发明加入鱼植共生培养液后，果蔬叶子不发黄，根系发达，不腐烂发臭，发病率

低，鱼植共生培养液加入3天后可见度从原来的0.3米可达到1米，可大大降低水的浑浊度，

保证了水的稳定行，且加入后可消除水中异味（水产腥味）。

[0032] 采用本发明含有鱼植共生培养液的生态水自循环果蔬与水产养殖方法，养殖的澳

洲淡水龙虾较采用传统养殖方法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的产量提高了80倍至100倍，且生产

周期缩短了1个月至2个月，本发明较传统养殖大大缩短了养殖期，提高了市场供应量和养

殖生产效益；同时，采用本发明养殖成本较传统养殖成本降低了20%至50%，草莓的糖度由原

来的8%提高到了12%至15%，西红柿的糖度由原来的7%提高到了9%至13%，杜绝了果蔬农药残

留，改善了养殖水质环境，使水质更加稳定，保证了果蔬、澳洲淡水龙虾的餐桌食品安全。

[0033] 综上所述，本发明中鱼植共生培养液只需加入一次，加入后鱼植共生培养液中含

有的大量有益菌群使澳洲淡水龙虾、微生物和植物间形成一种互生共促的生态关系，使水

质更加稳定，节约了大量水处理系统，从而大大降低了鱼植共生的生产成本；通过本发明的

养殖方法，果蔬不施肥不喷药，利用果蔬为澳洲淡水龙虾提供微生物摄食，澳洲淡水龙虾的

天然残饵和排泄物为果蔬提供营养的原生态自循环模式，实现了澳洲淡水龙虾从野生自然

捕捞或单一养殖方式向果蔬与水产一体式养殖方式的转变，延长了生长期，提高了养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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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规模、供应量和生产效益；同时本发明中鱼植共生培养液不含化学成分，通过本发明培

育出来的鱼植没有化学残留，保证了餐桌安全。

[0034] 以上技术特征构成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实施效果，可根据

实际需要增减非必要的技术特征，来满足不同情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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