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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S1：首先进行苗种塘的建设，

S2：进行水稻的种植，在进行水稻种植之前，需要

对种子进行处理，S3：进行种虾的投放，S4：待伊

乐藻发棵活苗、长出水面后，一次性加水至原始

水位，S5：当水稻生长35～50天之后进行水稻的

收割，该方法在传统的虾稻轮作的方法上进行改

进而来，步骤明确，首先通过水稻的种植能够保

证水体内养料的充足，其次通过龙虾的养殖能够

净化水体，提高农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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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首先进行苗种塘的建设，在种养开始前，沿着稻田四周挖深0.8～1.2m、底部宽2～

3m、坡度为25～35度的环沟，挖出来的土做埂，埂高出田面0.5～0.8m，埂面宽为1.5～2.5m，

再在田面每隔1.5～2m挖出一条深0.5～0.8m、底部宽1～1.5m、坡度为30～45度的浅沟，浅

沟两端与四周环沟相通；

S2：进行水稻的种植，在进行水稻种植之前，需要对种子进行处理，淘洗种子后，用强氯

精或米鲜胺浸种10个小时，消毒、灭菌，可有效预防白叶枯、稻瘟病、稻曲病、基腐病，利用机

插进行水稻播种，机插秧应在6月5号-25号之间播种，秧龄15天以内，每亩栽25-30个秧盘，

行距30厘米，株距12厘米，栽1.8万穴，每穴3-5苗；

S3：进行种虾的投放，在水稻生长至8月10号-15号之后，向苗种塘按每亩25～30公斤投

放种虾，公母比例为1:2～1:3，种虾规格为25～35g/尾，养殖20～30天后，开始每天降低种

虾塘水位，每次降低5～10cm，直到浅沟底部露出，在9月20—25日在浅沟内每隔2～3m种植

一丛伊乐藻，然后回水，使浅沟内水位保持在0.3～0.5m；

S4：待伊乐藻发棵活苗、长出水面后，一次性加水至原始水位，当塘边有虾苗出现时，开

始投喂幼虾饲料，水温高于15℃时，每天投喂一次幼虾饲料，投喂量为所投放种虾总重量的

3～5％，在水温降低到15℃以下后，每隔2～3天投喂一次幼虾饲料，投喂量为所投放种虾总

重量的1～3％；

S5：当水稻生长35～50天之后进行水稻的收割，此时商品虾的成长也已经到位，在环沟

内放满网眼规格为3.0～3.5cm的地龙，捕捞完毕后，马上回水至原始水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挖出

的土用来加固埂，埂上设置防逃膜，防逃膜高0.2～0.4m，环沟内投放水葫芦，水葫芦的投放

面积不超过水面的25％，苗种塘的原始水位低于埂面15～25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播种前2-3天

整田，要求田平草净，上虚下实，每亩施三要素均衡的复合肥，先施肥，后耕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的具体做

法为日浸夜滤，两浸两滤，上午将种子浸入药水浸种10小时，晚上将种子沥出，淘洗2-3遍，

次日上午再将种子入水浸泡6小时，第三天即可自然破胸，待芽长达半粒谷长度时即可播

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进行完

毕之后，需要在种植带内种植伊乐藻，种植完毕后，回水灌田，保持高出田面0.2～0.3m的水

位，待水草活苗发棵后，将水位加到原始水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种植过程中禁

止使用各种有机磷农药，菊酯类农药，氰氟草酯、恶草酮、稻瘟灵、乙草胺、丁草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进行大米收割

时，适时早割，提高整精米率和大米外观品质，当穗子上谷粒黄熟比例达90％时，即为最佳

的收割时期，既可保证产量，又能提升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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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虾稻共作由于为了给虾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存在虾与水稻争空间的问

题，虾稻共作中水稻的种植密度只有传统种水稻植密度的67％，从而影响整体的水稻产量，

降低经济效益。传统的虾稻共作在对稻田的改造过程中，由于普遍采取开挖3～4米，深1.5

米的大环沟，造成工程费用较大，增加养殖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

题。

[0004]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S1：首先进行苗种塘的建设，在种养开始前，沿着稻田四周挖深0.8～1.2m、底部宽

2～3m、坡度为25～35度的环沟，挖出来的土做埂，埂高出田面0.5～0.8m，埂面宽为1.5～

2.5m，再在田面每隔1.5～2m挖出一条深0.5～0.8m、底部宽1～1.5m、坡度为30～45度的浅

沟，浅沟两端与四周环沟相通；

[0006] S2：进行水稻的种植，在进行水稻种植之前，需要对种子进行处理，淘洗种子后，用

强氯精或米鲜胺浸种10个小时，消毒、灭菌，可有效预防白叶枯、稻瘟病、稻曲病、基腐病，利

用机插进行水稻播种，机插秧应在6月5号-25号之间播种，秧龄15天以内，每亩栽25-30个秧

盘，行距30厘米，株距12厘米，栽1.8万穴，每穴3-5苗；

[0007] S3：进行种虾的投放，在水稻生长至8月10号-15号之后，向苗种塘按每亩25～30公

斤投放种虾，公母比例为1:2～1:3，种虾规格为25～35g/尾，养殖20～30天后，开始每天降

低种虾塘水位，每次降低5～10cm，直到浅沟底部露出，在9月20—25日在浅沟内每隔2～3m

种植一丛伊乐藻，然后回水，使浅沟内水位保持在0.3～0.5m；

[0008] S4：待伊乐藻发棵活苗、长出水面后，一次性加水至原始水位，当塘边有虾苗出现

时，开始投喂幼虾饲料，水温高于15℃时，每天投喂一次幼虾饲料，投喂量为所投放种虾总

重量的3～5％，在水温降低到15℃以下后，每隔2～3天投喂一次幼虾饲料，投喂量为所投放

种虾总重量的1～3％；

[0009] S5：当水稻生长35～50天之后进行水稻的收割，此时商品虾的成长也已经到位，在

环沟内放满网眼规格为3.0～3.5cm的地龙，捕捞完毕后，马上回水至原始水位。

[0010] 优选的：在步骤S1中挖出的土用来加固埂，埂上设置防逃膜，防逃膜高0.2～0.4m，

环沟内投放水葫芦，水葫芦的投放面积不超过水面的25％，苗种塘的原始水位低于埂面15

～25cm。

[0011] 优选的：在播种前2-3天整田，要求田平草净，上虚下实，每亩施三要素均衡的复合

肥，先施肥，后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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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步骤S3的具体做法为日浸夜滤，两浸两滤，上午将种子浸入药水浸种10小

时，晚上将种子沥出，淘洗2-3遍，次日上午再将种子入水浸泡6小时，第三天即可自然破胸，

待芽长达半粒谷长度时即可播种。

[0013] 优选的：在步骤S3进行完毕之后，需要在种植带内种植伊乐藻，种植完毕后，回水

灌田，保持高出田面0.2～0.3m的水位，待水草活苗发棵后，将水位加到原始水位。

[0014] 优选的：在种植过程中禁止使用各种有机磷农药，菊酯类农药，氰氟草酯、恶草酮、

稻瘟灵、乙草胺、丁草胺。

[0015] 优选的：在进行大米收割时，适时早割，提高整精米率和大米外观品质，当穗子上

谷粒黄熟比例达90％时，即为最佳的收割时期，既可保证产量，又能提升米质。

[0016]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有益效果在于：该方法在传统的虾

稻轮作的方法上进行改进而来，步骤明确，首先通过水稻的种植能够保证水体内养料的充

足，其次通过龙虾的养殖能够净化水体，提高农业收入。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8] 实施例1

[0019]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S1：首先进行苗种塘的建设，在种养开始前，沿着稻田四周挖深1.2m、底部宽3m、坡

度为35度的环沟，挖出来的土做埂，埂高出田面0.8m，埂面宽为2.5m，再在田面每隔2m挖出

一条深0.8m、底部宽1.5m、坡度为45度的浅沟，浅沟两端与四周环沟相通；

[0021] S2：进行水稻的种植，在进行水稻种植之前，需要对种子进行处理，淘洗种子后，用

强氯精或米鲜胺浸种10个小时，消毒、灭菌，可有效预防白叶枯、稻瘟病、稻曲病、基腐病，利

用机插进行水稻播种，机插秧应在6月5号-25号之间播种，秧龄15天以内，每亩栽30个秧盘，

行距30厘米，株距12厘米，栽1.8万穴，每穴5苗；

[0022] S3：进行种虾的投放，在水稻生长至8月10号-15号之后，向苗种塘按每亩30公斤投

放种虾，公母比例为1:3，种虾规格为35g/尾，养殖30天后，开始每天降低种虾塘水位，每次

降低10cm，直到浅沟底部露出，在9月20—25日在浅沟内每隔3m种植一丛伊乐藻，然后回水，

使浅沟内水位保持在0.5m；

[0023] S4：待伊乐藻发棵活苗、长出水面后，一次性加水至原始水位，当塘边有虾苗出现

时，开始投喂幼虾饲料，水温高于15℃时，每天投喂一次幼虾饲料，投喂量为所投放种虾总

重量的5％，在水温降低到15℃以下后，每隔2～3天投喂一次幼虾饲料，投喂量为所投放种

虾总重量的3％；

[0024] S5：当水稻生长50天之后进行水稻的收割，此时商品虾的成长也已经到位，在环沟

内放满网眼规格为3.5cm的地龙，捕捞完毕后，马上回水至原始水位。

[0025] 在步骤S1中挖出的土用来加固埂，埂上设置防逃膜，防逃膜高0.4m，环沟内投放水

葫芦，水葫芦的投放面积不超过水面的25％，苗种塘的原始水位低于埂面25cm。

[0026] 在播种前2-3天整田，要求田平草净，上虚下实，每亩施三要素均衡的复合肥，先施

肥，后耕整。

[0027] 步骤S3的具体做法为日浸夜滤，两浸两滤，上午将种子浸入药水浸种10小时，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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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种子沥出，淘洗2-3遍，次日上午再将种子入水浸泡6小时，第三天即可自然破胸，待芽长

达半粒谷长度时即可播种。

[0028] 在步骤S3进行完毕之后，需要在种植带内种植伊乐藻，种植完毕后，回水灌田，保

持高出田面0.3m的水位，待水草活苗发棵后，将水位加到原始水位。

[0029] 在种植过程中禁止使用各种有机磷农药，菊酯类农药，氰氟草酯、恶草酮、稻瘟灵、

乙草胺、丁草胺。

[0030] 在进行大米收割时，适时早割，提高整精米率和大米外观品质，当穗子上谷粒黄熟

比例达90％时，即为最佳的收割时期，既可保证产量，又能提升米质。

[0031] 实施例2

[0032]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S1：首先进行苗种塘的建设，在种养开始前，沿着稻田四周挖深0.8m、底部宽2m、坡

度为25度的环沟，挖出来的土做埂，埂高出田面0.5m，埂面宽为1.5m，再在田面每隔1.5m挖

出一条深0.5m、底部宽1m、坡度为30度的浅沟，浅沟两端与四周环沟相通；

[0034] S2：进行水稻的种植，在进行水稻种植之前，需要对种子进行处理，淘洗种子后，用

强氯精或米鲜胺浸种10个小时，消毒、灭菌，可有效预防白叶枯、稻瘟病、稻曲病、基腐病，利

用机插进行水稻播种，机插秧应在6月5号-25号之间播种，秧龄15天以内，每亩栽25个秧盘，

行距30厘米，株距12厘米，栽1.8万穴，每穴3苗；

[0035] S3：进行种虾的投放，在水稻生长至8月10号-15号之后，向苗种塘按每亩25公斤投

放种虾，公母比例为1:2，种虾规格为25g/尾，养殖20天后，开始每天降低种虾塘水位，每次

降低5cm，直到浅沟底部露出，在9月20—25日在浅沟内每隔2m种植一丛伊乐藻，然后回水，

使浅沟内水位保持在0.3m；

[0036] S4：待伊乐藻发棵活苗、长出水面后，一次性加水至原始水位，当塘边有虾苗出现

时，开始投喂幼虾饲料，水温高于15℃时，每天投喂一次幼虾饲料，投喂量为所投放种虾总

重量的3％，在水温降低到15℃以下后，每隔2～3天投喂一次幼虾饲料，投喂量为所投放种

虾总重量的1％；

[0037] S5：当水稻生长35天之后进行水稻的收割，此时商品虾的成长也已经到位，在环沟

内放满网眼规格为3.0cm的地龙，捕捞完毕后，马上回水至原始水位。

[0038] 在步骤S1中挖出的土用来加固埂，埂上设置防逃膜，防逃膜高0.2m，环沟内投放水

葫芦，水葫芦的投放面积不超过水面的25％，苗种塘的原始水位低于埂面15cm。

[0039] 在播种前2-3天整田，要求田平草净，上虚下实，每亩施三要素均衡的复合肥，先施

肥，后耕整。

[0040] 步骤S3的具体做法为日浸夜滤，两浸两滤，上午将种子浸入药水浸种10小时，晚上

将种子沥出，淘洗2-3遍，次日上午再将种子入水浸泡6小时，第三天即可自然破胸，待芽长

达半粒谷长度时即可播种。

[0041] 在步骤S3进行完毕之后，需要在种植带内种植伊乐藻，种植完毕后，回水灌田，保

持高出田面0.2m的水位，待水草活苗发棵后，将水位加到原始水位。

[0042] 在种植过程中禁止使用各种有机磷农药，菊酯类农药，氰氟草酯、恶草酮、稻瘟灵、

乙草胺、丁草胺。

[0043] 在进行大米收割时，适时早割，提高整精米率和大米外观品质，当穗子上谷粒黄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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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达90％时，即为最佳的收割时期，既可保证产量，又能提升米质。

[0044] 实施例3

[0045]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新型虾稻轮作的种养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S1：首先进行苗种塘的建设，在种养开始前，沿着稻田四周挖深1m、底部宽2.5m、坡

度为30度的环沟，挖出来的土做埂，埂高出田面0.7m，埂面宽为2m，再在田面每隔1.7m挖出

一条深0.7m、底部宽1.2m、坡度为40度的浅沟，浅沟两端与四周环沟相通；

[0047] S2：进行水稻的种植，在进行水稻种植之前，需要对种子进行处理，淘洗种子后，用

强氯精或米鲜胺浸种10个小时，消毒、灭菌，可有效预防白叶枯、稻瘟病、稻曲病、基腐病，利

用机插进行水稻播种，机插秧应在6月5号-25号之间播种，秧龄15天以内，每亩栽28个秧盘，

行距30厘米，株距12厘米，栽1.8万穴，每穴4苗；

[0048] S3：进行种虾的投放，在水稻生长至8月10号-15号之后，向苗种塘按每亩28公斤投

放种虾，公母比例为1:2.5，种虾规格为30g/尾，养殖25天后，开始每天降低种虾塘水位，每

次降低8cm，直到浅沟底部露出，在9月20—25日在浅沟内每隔2.5m种植一丛伊乐藻，然后回

水，使浅沟内水位保持在0.4m；

[0049] S4：待伊乐藻发棵活苗、长出水面后，一次性加水至原始水位，当塘边有虾苗出现

时，开始投喂幼虾饲料，水温高于15℃时，每天投喂一次幼虾饲料，投喂量为所投放种虾总

重量的4％，在水温降低到15℃以下后，每隔2～3天投喂一次幼虾饲料，投喂量为所投放种

虾总重量的2％；

[0050] S5：当水稻生长40天之后进行水稻的收割，此时商品虾的成长也已经到位，在环沟

内放满网眼规格为3.2cm的地龙，捕捞完毕后，马上回水至原始水位。

[0051] 在步骤S1中挖出的土用来加固埂，埂上设置防逃膜，防逃膜高0.3m，环沟内投放水

葫芦，水葫芦的投放面积不超过水面的25％，苗种塘的原始水位低于埂面20cm。

[0052] 在播种前2-3天整田，要求田平草净，上虚下实，每亩施三要素均衡的复合肥，先施

肥，后耕整。

[0053] 步骤S3的具体做法为日浸夜滤，两浸两滤，上午将种子浸入药水浸种10小时，晚上

将种子沥出，淘洗2-3遍，次日上午再将种子入水浸泡6小时，第三天即可自然破胸，待芽长

达半粒谷长度时即可播种。

[0054] 在步骤S3进行完毕之后，需要在种植带内种植伊乐藻，种植完毕后，回水灌田，保

持高出田面0.25m的水位，待水草活苗发棵后，将水位加到原始水位。

[0055] 在种植过程中禁止使用各种有机磷农药，菊酯类农药，氰氟草酯、恶草酮、稻瘟灵、

乙草胺、丁草胺。

[0056] 在进行大米收割时，适时早割，提高整精米率和大米外观品质，当穗子上谷粒黄熟

比例达90％时，即为最佳的收割时期，既可保证产量，又能提升米质。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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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的技术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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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