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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池塘或稻田生态高密度

养殖小龙虾的方法。所述方法按如下步骤进行：

1、选址及构建；2、进、排水设置；3、虾塘的防逃设

施；4、所需设备的安置；5、虾塘的消毒处理；6、虾

塘的水草选择；7、虾塘内配套水生物的选择；8、

小龙虾苗种选择；9、水质要求；10、饲料投喂；11、

使用药品的选择；12、虾塘的管理；13、成品捕捞

时间节点。该方法为循环流水养虾模式，在稻田

或池塘内建立稳定多样的生态养殖环境，包括水

草、藻类等，重视水草和浮游植物的同时培养，注

重水体中有益菌的培养，提高水体缓冲能力。该

方法简单易行、操作精确、管理轻松有效、适用于

各种规模的复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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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池塘或稻田生态高密度养殖小龙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按如下步骤

进行：

（1）虾塘或稻田的选址：所选池塘全年水源充沛、无污染，池塘上游无废水排放，若无适

宜水源，可选用地下水，选择粘土质的池塘作为小龙虾生活的虾塘，不能选择沙土质或水泥

护坡的池塘作为虾塘，稻田选择常年耕种的稻田即可；

（2）虾塘或稻田的构建：单个虾塘面积控制在20-25亩，虾塘选择南北朝向，长：宽为2:

1，虾塘周围挖围沟（8），围沟（8）沟面宽度为5-8米，沟底宽为2-3米，沟深1.2米，沟斜坡度为

1:3，围沟（8）顶部留有2米宽的田埂，田埂外再挖深度为1米的循环水沟（11），围沟（8）与虾

塘（9）的交界处修建埂高为20-30厘米的内堤埂（10），稻田也按上述标准构建；

（3）进、排水的设置：按照高灌低排的原则，进、排水口分别设置于虾塘或稻田的两端，

进水口处设置有过滤箱体（1），并用连接管（2）与水泵（3）连接，排水口用丝网封密排水口，

防止小龙虾外逃，虾塘或稻田（9）通过连通管（7）与循环水沟（11）相连通；

（4）虾塘或稻田的防逃设施：虾塘或稻田的进排水口均要装有防逃网，防逃网为网孔为

20目的网片，内堤埂（10）上的防逃网选用塑料膜或水泥瓦，防逃网的高度为40厘米；

（5）所需设备的安置：虾塘或稻田（9）内放置一台水泵（3），并用连接管（2）与放置在循

环水沟（11）端部的过滤箱体（1）相连通，循环水沟（11）内放置一台增氧机（5），虾塘或稻田

（9）内放置4-5台增氧机（5），循环水沟（11）内的细菌净化区（4）放置细菌温床，虾塘或稻田

（9）周围放置溶氧量监测、增氧机自动开关、水质监控等设备；

（6）虾塘的消毒处理：虾塘每季投放苗种前，需要放水清塘，清塘时，使用生石灰按每亩

100-150kg计量，全池泼洒，稻田根据需要进行清田消毒，或不进行清田消毒；

（7）水草选择：选用适合养殖小龙虾的水草为沉水植物，沉水植物包括伊乐藻、轮叶黑

藻、轮叶黑藻、菹草、金鱼藻、聚草、苦草中的一种或二至六种的任意组合，漂浮植物选用水

葫芦、水花生和空心菜，沉水植物所占面积控制在40-60%，漂浮植物所占面积控制在20-

30%；

（8）选择配套水生物：虾塘或稻田中每亩投放白鲢寸苗300-500尾，花鲢寸苗100尾，螺

蛳100-110斤；

（9）苗种选择：种虾每亩50-60斤，要求雌雄比例为2:1，虾重在4钱以上，虾苗每亩120

斤，虾苗重量为100-120只/斤，选择体格健壮，发育完好，肢体完整，无伤病的种苗和虾苗；

（10）水质要求：虾塘或稻田中的水质要求为：溶氧量大于5mg/L，氨氮量小于0.3  mg/L，

水体的pH值为7-8.5，水质总硬度高于250  mg/L；

（11）饲料投喂：在虾塘或稻田中投喂饲料时，投喂量以少量多餐为原则，根据小龙虾的

吃食情况合理的增减：

（12）使用药品的选择：选用常规安全的消毒药物、乳酸菌、中草药、免疫多糖药物，小龙

虾定期服用维生素和中草药，以增强小龙虾的免疫力；

（13）虾塘或稻田的管理：①当水质中的溶氧量低于5  mg/L时，增压机（5）自动开启，晴

天中午开启增压机（5）1小时；②使用肥水膏：每10亩使用肥水膏的用量为1桶/10天，使用

时，将肥水膏化水后，滴在循环水沟（11）与虾塘或稻田（9）连通的连通管（7）的出口处，采用

滴灌的方法；③当水质中的氨氮量高于0.3  mg/L或亚硝酸盐高于0.02  mg/L时，使用磷肥进

行中和；④沉水植物应控制在水面下50cm的生长高度，高出时及时割除；⑤当水质中的pH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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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7时，用生石灰进行调节，每亩每次用量不超过2.5kg，分多次进行调节，当水质中的pH高

于8.5时，使用有机酸、柠檬酸或小苏打进行调节；⑥当水质的总硬度低于250mg/L时，使用

过磷酸氢钙和氯化镁进行调节，或者使用结晶海盐进行调节；

（14）成品捕捞时间节点：①一年两季模式：当年8月下旬至9月初选择亲虾投放池塘，第

二年2月出苗，5月前符合捕捞出售的各种规格虾基本捕捞完成，晒塘15-20天消毒后，6月初

投放第二批虾苗，8月初捕捞成品虾，8月下旬捕捞完成；②一年三季模式：当年8月下旬至9

月初投放亲虾，第二年2月出苗，4月底成品虾捕捞出售完成，马上投放80个/斤规格的虾苗

每亩150斤，养殖35天，6月上旬开始捕捞出售成品虾，6月20-25日投放第三批虾苗，虾苗的

规格为80个/斤，数量为每亩150斤，养至8月初开始捕捞出售产品虾，8月中旬开始晒塘消

毒，准备再次投放亲本；③稻田每季从插秧到收割，放养一季小龙虾，一年两季时，稻田养殖

二季小龙虾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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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池塘或稻田生态高密度养殖小龙虾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淡水养殖领域，特别涉及到一种池塘或稻田生态高密度养殖小龙虾

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目前，中国淡水养殖小龙虾产业快速发展，养殖面积突破1000万亩，产量突破100

万吨，经济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小龙虾养殖已成为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但

是，淡水养殖小龙虾产业的发展仍无法满足消费市场需求，目前小龙虾在国内市场上仍存

在需求缺口约100万吨，且国际市场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加大，淡水养殖小龙虾的产量成为了

制约其产业扩大化的主要因素，国内平均单季每亩产量甚至低于150斤。因此，开发一种新

的养殖模式，在有利于环境的前提下，稳定的提高小龙虾的单亩产量，是解决当前市场空缺

的最有效手段。

[0003] 但是，淡水养殖小龙虾产业的发展仍无法满足消费市场需求，目前小龙虾在国内

市场上仍存在需求缺口约100万吨，且国际市场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加大，淡水养殖小龙虾的

产量成为了制约其产业扩大化的主要因素，国内平均单季每亩产量甚至低于150斤。因此，

开发一种新的养殖模式，在有利于环境的前提下，稳定的提高小龙虾的单亩产量，是解决当

前市场空缺的最有效手段。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虾稻共作或虾塘精养循环流水养殖小龙虾模式，能够

实现高产量、低风险，同时降低养殖污染的池塘或稻田生态高密度养殖小龙虾的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池塘或稻田生态高密度养殖小龙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按如下步骤进

行：

1、虾塘或稻田的选址：所选池塘全年水源充沛、无污染，池塘上游无废水排放，若无适

宜水源，可选用地下水，选择粘土质的池塘作为小龙虾生活的虾塘，不能选择沙土质或水泥

护坡的池塘作为虾塘，稻田选择常年耕种的稻田即可；

2、虾塘或稻田的构建：单个虾塘面积控制在20-25亩，虾塘选择南北朝向，长：宽为2:1，

虾塘周围挖围沟8，围沟8沟面宽度为5-8米，沟底宽为2-3米，沟深1.2米，沟斜坡度为1:3，围

沟8顶部留有2米宽的田埂，田埂外再挖深度为1米的循环水沟11，围沟8与虾塘9的交界处修

建埂高为20-30厘米的内堤埂10，稻田也按上述标准构建；

3、进、排水的设置：按照高灌低排的原则，进、排水口分别设置于虾塘或稻田的两端，进

水口处设置有过滤箱体1，并用连接管2与水泵3连接，排水口用丝网封密排水口，防止小龙

虾外逃，虾塘或稻田9通过连通管7与循环水沟11相连通；

4、虾塘或稻田的防逃设施：虾塘或稻田的进排水口均要装有防逃网，防逃网为网孔为

20目的网片，内堤埂10上的防逃网选用塑料膜或水泥瓦，防逃网的高度为4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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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需设备的安置：虾塘或稻田9内放置一台水泵3，并用连接管2与放置在循环水沟11

端部的过滤箱体1相连通，循环水沟11内放置一台增氧机5，虾塘或稻田9内放置4-5台增氧

机5（每亩功率300-500w），循环水沟11内的细菌净化区4放置细菌温床，虾塘或稻田9周围放

置溶氧量监测、增氧机自动开关、水质监控等设备；

6、虾塘的消毒处理：虾塘每季投放苗种前，需要放水清塘，清塘时，使用生石灰按每亩

100-150kg计量，全池泼洒，稻田根据需要进行清田消毒，或不进行清田消毒；

7、水草选择：选用适合养殖小龙虾的水草为沉水植物，沉水植物包括伊乐藻、轮叶黑

藻、轮叶黑藻、菹草、金鱼藻、聚草、苦草中的一种或二至六种的任意组合，漂浮植物选用水

葫芦、水花生和空心菜，沉水植物所占面积控制在40-60%，漂浮植物所占面积控制在20-

30%；

8、选择配套水生物：虾塘或稻田中每亩投放白鲢寸苗300-500尾，花鲢寸苗100尾，螺蛳

100-110斤；

9、苗种选择：种虾每亩50-60斤，要求雌雄比例为2:1，虾重在4钱以上，虾苗每亩120斤，

虾苗重量为100-120只/斤，选择体格健壮，发育完好，肢体完整，无伤病的种苗和虾苗；

10、水质要求：虾塘或稻田中的水质要求为：溶氧量大于5mg/L，氨氮量小于0.3  mg/L，

水体的pH值为7-8.5，水质总硬度高于250  mg/L；

11、饲料投喂：在虾塘或稻田中投喂饲料时，投喂量以少量多餐为原则，根据小龙虾的

吃食情况合理的增减：

12、使用药品的选择：选用常规安全的消毒药物、乳酸菌、中草药、免疫多糖药物，小龙

虾定期服用维生素和中草药，以增强小龙虾的免疫力；

13、虾塘或稻田的管理：①当水质中的溶氧量低于5  mg/L时，增压机5自动开启，晴天中

午增压机5开启1小时；②使用肥水膏：每10亩使用肥水膏的用量为1桶/10天，使用时，将肥

水膏化水后，滴在循环水沟11与虾塘或稻田9连通的连通管7的出口处，采用滴灌的方法；③

当水质中的氨氮量高于0.3  mg/L或亚硝酸盐高于0.02  mg/L时，使用适量的磷肥进行中和；

④沉水植物应控制在水面下50cm的生长高度，高出时及时割除；⑤当水质中的pH低于7时，

用生石灰进行调节，每亩每次用量不超过2.5kg，分多次进行调节，当水质中的pH高于8.5

时，使用有机酸、柠檬酸或小苏打进行调节；⑥当水质的总硬度低于250mg/L时，使用过磷酸

氢钙和氯化镁进行调节，或者使用结晶海盐进行调节；

14、成品捕捞时间节点：①一年两季模式：当年8月下旬至9月初选择亲虾投放池塘，第

二年2月出苗，5月前符合捕捞出售的各种规格虾可以基本捕捞完成，晒塘15-20天消毒后，6

月初投放第二批虾苗，8月初捕捞成品虾，8月下旬捕捞完成；②一年三季模式：当年8月下旬

至9月初投放亲虾，第二年2月出苗，4月底成品虾捕捞出售完成，马上投放规格为80个/斤的

虾苗每亩150斤，养殖35天，6月上旬开始捕捞出售成品虾，6月20-25日投放第三批虾苗，虾

苗的规格为80个/斤，数量为每亩150斤，养至8月初开始捕捞出售产品虾，8月中旬开始晒塘

消毒，准备再次投放亲本；③稻田每季从插秧到收割，放养一季小龙虾，一年两季时，稻田可

以养殖二季小龙虾出售。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积极效果为：

1、该方法为循环流水养虾模式，在稻田或池塘内建立稳定多样的生态养殖环境，包括

水草、藻类等，重视水草和浮游植物的同时培养，注重水体中有益菌的培养，提高水体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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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2、该方法实现实时监测并采取应对措施，监测包括水质的溶氧量、pH值、含氨氮量、含

亚硝酸盐量、水质含磷量、水质总硬度等在内的各项指标，通过其具体变化采取相应调节措

施；

3、该方法增加过滤系统和细菌培养区，过滤和分解污染源，过滤系统消除水体中不易

分解的大颗粒污染物，滤出的水体再经过细菌分解，能够极大程度上净化养殖水体；

4、该方法实现流水环境增加产量，流水过滤后通过细菌培养区，水质得到有效净化，同

时，流水环境对于龙虾的生长发育也有着促进作用

5、该方法简单易行、操作精确、管理轻松有效、适用于各种规模的复制推广。

附图说明

[0007] 图1、稻田生态高密度养殖小龙虾的平面示意图；

图2、稻田生态高密度养殖小龙虾的截面示意图；

图中：1、过滤箱体，2、连接管，3、水泵，4、细菌净化区，5、增氧机，6水草，7、连通管，8、围

沟，9、虾塘或稻田，10内堤埂，11、循环水沟。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08] 实施例一

池塘养殖模式

1、池塘的选址：所选池塘要求全年水源充沛、无污染、上游无废水排放，若无适宜水源，

可选择地下水；尽量选择粘土作为小龙虾塘，不要选沙土和水泥护坡的塘，沙土地小龙虾打

洞容易坍塌，水泥护坡小龙虾无法打洞；

2、虾塘的构建：单个池塘面积控制在20-25亩左右为宜，池塘选择南北朝向，长：宽=2：

1，虾塘9的周围挖围沟8，围沟8的沟面宽5-8米，沟底宽2-3米，沟深1.2-1.5米，斜坡1：3，围

沟8的顶部留有1-2米宽的田埂，池塘田埂高出田面要求1.5米以上，方便以后操作也能 防

止垮堤。田埂外再挖深度为1米的循环水沟11，围沟8与虾塘9的交界处还需修建埂高为20-

30cm的内堤埂10，使围沟9和虾塘9的隔开，方便以后养虾；

3、进、排水设置：按照高灌低排格局，进、排水口分别设置于虾塘两端，进水口设置有过

滤箱体1，并用连接管2与水泵3相连接，防止敌害生物随水流进入，排水口用丝网封闭管口，

防止小龙虾外逃，保证水灌得进，排得出，虾塘9通过连通管7与循环水沟11相连通，虾塘9内

的水体通过水泵3泵入循环水沟11中，形成循环水流；

4、虾塘的防逃设施：虾塘9的进、排水口和内堤埂10上均要设置防逃网，进、排水口的防

逃网为网孔为20目的网片，内堤埂10上的防逃网选用塑料膜或水泥瓦，防逃网高40厘米；

5、所需设备的安置：虾塘9内放置一台水泵3，并用连接管2与放置在循环水沟11端部的

过滤箱体1相连通，循环水沟11内放置一台增氧机5，虾塘9内放置4-5台增氧机5（每亩功率

300-500w），循环水沟11内的细菌净化区4放置细菌温床，虾塘9周围放置溶氧量监测、增氧

机自动开关、水质监控等设备；

6、虾塘的消毒处理：虾塘9每季投放苗种前，需要放水清塘，清塘时，使用生石灰按照每

亩100-150公斤的计量全池泼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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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虾塘的水草选择：水草既是小龙虾良好的天然植物饵料，又可为小龙虾提供栖息、隐

蔽和脱壳场所。选用适合养殖小龙虾的水草为沉水植物，沉水植物包括伊乐藻、轮叶黑藻、 

菹草、金鱼藻、聚草、苦草中的一种或二至六种的任意组合，漂浮植物选用水花生、水葫芦和

空心菜等经济蔬菜，沉水植物所占面积控制在40-60％，漂浮植物所占面积控制在20-30％，

围沟8内移植水草可多样化；

8、虾塘内配套水生物的选择：虾塘9每亩投放白鲢寸苗300-500尾、花鲢寸苗约100尾、

螺蛳约100-110斤；

9、小龙虾苗种选择：种虾每亩50-60斤，要求雌雄比例2:1，虾重在4钱以上，虾苗每亩

120斤，虾苗重量为100-120只/斤，选择体格健壮，发育完好，肢体完整，无伤病的种苗和虾

苗；

10、虾塘的水质要求：虾塘9中的水质要求为：溶氧量大于5mg/L，氨氮量小于0.3mg/L，

水体的pH值为7-8.5，水质总硬度高于250mg/L；

11、饲料投喂：在虾塘9中投喂饲料时，投喂量以少量多餐为原则，根据小龙虾吃食情况

合理增减，避免小龙虾吃不饱或饵料浪费；饲料选择时，选择正规稳定的大厂家饲料，保证

营养均衡，易消化，好吸收的饲料，降低小龙虾生长过程中的肝脏及肠道负荷，减少疾病发

生；

12、使用药品的选择：选用常规安全的消毒药物、乳酸菌、中草药、免疫多糖药物，给虾

塘9内的小龙虾定期服用维生素和中草药，以增强小龙虾免疫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安全

绿色的小龙虾；

13、虾塘的管理：常规情况下，由技术人员进行指标检测；

（1）、当水质中的溶氧量低于5mg/L时，增氧机5自动开启，晴天中午，增氧,5开启1小时；

（2）、使用肥水膏：虾塘9每10亩使用肥水膏的用量为1桶/10天，使用时，将肥水膏化水

后，滴在循环水沟11与虾塘9连通的连通管7的出水口，采取滴灌方法；

（3）、当水质中的氨氮量高于0.3mg/L时，或亚硝酸盐高于0.02mg/L时，使用适量磷肥进

行中和；

（4）、虾塘9中的沉水植物应控制在水面以下50cm的生长高度，高出后及时割除；

（5）、当水质中的pH低于7时，使用生石灰进行调节，每亩每次用量不超过2.5公斤，可分

多次调节；当水质中的pH高于8.5时，使用有机酸、柠檬酸或小苏打进行调节；

（6）、当水质的总硬度低于250mg/L时，使用过磷酸氢钙和氯化镁进行调节，或者使用结

晶海盐进行调节；

14、成品捕捞时间节点：（1）、一年两季模式： 当年8月下旬至9月初选择亲虾投放，第二

年2月出苗，5月以前符合捕捞出售的各种规格的成品虾可以基本起捕捞完成，晒塘15-20天

消毒后，6月初投放第二批虾苗，8月初开始捕捞成品虾，8月中下旬捕捞完成；（2）、一年三季

虾模式：当年8月下旬至9月初选择亲虾投放，第二年2月出苗，4月底成品虾捕捞出售完成，

马上投放80个/斤虾苗每亩150斤，养殖35天，6月上旬开始捕捞出售成品虾，6月20-25日投

放第三批虾苗，虾苗规格为80个/斤，投放数量为每亩150斤，至8月初开始捕捞出售成品虾，

8月中旬开始晒塘消毒，准备再投放亲本。

[0009] 实施例二

稻田养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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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稻田的选址及构建：所选稻田要求常年耕种非沙土质的稻田，无污染、上游无废水排

放；稻田面积控制在20-25亩左右为宜，稻田9的周围挖围沟8，围沟8的沟面宽5-8米，沟底宽

2-3米，沟深1.2-1.5米，斜坡1：3，围沟8的顶部留有1-2米宽的田埂，稻田9的田埂高出田面

要求1.5米以上，方便以后操作也能 防止垮堤。田埂外再挖深度为1米的循环水沟11，围沟8

与稻田9的交界处还需修建埂高为20-30cm的内堤埂10，使围沟9和虾塘9的隔开，方便以后

养虾；

2、进、排水设置：按照高灌低排格局，进、排水口分别设置于稻田9的两端，进水口设置

有过滤箱体1，并用连接管2与水泵3相连接，防止敌害生物随水流进入，排水口用丝网封闭

管口，防止小龙虾外逃，保证水灌得进，排得出，稻田9通过连通管7与循环水沟11相连通，稻

田9内的水体通过水泵3泵入循环水沟11中，形成循环水流；

3、稻田的防逃设施：稻田9的进、排水口和内堤埂10上均要设置防逃网，进、排水口的防

逃网为网孔为20目的网片，内堤埂10上的防逃网选用塑料膜或水泥瓦，防逃网高40厘米；

4、所需设备的安置：稻田9内放置一台水泵3，并用连接管2与放置在循环水沟11端部的

过滤箱体1相连通，循环水沟11内放置一台增氧机5，稻田9内放置4-5台增氧机5（每亩功率

300-500w），循环水沟11内的细菌净化区4放置细菌温床，稻田9周围放置溶氧量监测、增氧

机自动开关、水质监控等设备；

5、稻田的水草选择：水草既是小龙虾良好的天然植物饵料，又可为小龙虾提供栖息、隐

蔽和脱壳场所。稻田9的田面可选择移植菹草、伊乐藻等沉水植物和水花生等漂浮植物，围

沟8内移植水草可多样化；

6、稻田内配套水生物的选择：稻田9每亩投放白鲢寸苗300-500尾、花鲢寸苗约100尾、

螺蛳约100-110斤；

7、小龙虾苗种选择：种虾每亩50-60斤，要求雌雄比例2:1，虾重在4钱以上，虾苗每亩

120斤，虾苗重量为100-120只/斤，选择体格健壮，发育完好，肢体完整，无伤病的种苗和虾

苗；

8、稻田的水质要求：稻田9中的水质要求为：溶氧量大于5mg/L，氨氮量小于0.3mg/L，水

体的pH值为7-8.5，水质总硬度高于250mg/L；

9、饲料投喂：在稻田9中投喂饲料时，投喂量以少量多餐为原则，根据小龙虾吃食情况

合理增减，避免小龙虾吃不饱或饵料浪费；饲料选择时，选择正规稳定的大厂家饲料，保证

营养均衡，易消化，好吸收的饲料，降低小龙虾生长过程中的肝脏及肠道负荷，减少疾病发

生；

10、使用药品的选择：选用常规安全的消毒药物、乳酸菌、中草药、免疫多糖药物，给稻

田9内的小龙虾定期服用维生素和中草药，以增强小龙虾免疫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安全

绿色的小龙虾；

11、稻田的管理：常规情况下，由技术人员进行指标检测；

（1）、当水质中的溶氧量低于5mg/L时，增氧机5自动开启，晴天中午，增氧,5开启1小时；

（2）、使用肥水膏：稻田9每10亩使用肥水膏的用量为1桶/10天，使用时，将肥水膏化水

后，滴在循环水沟11与稻田9连通的连通管7的出水口，采取滴灌方法；

（3）、当水质中的氨氮量高于0.3mg/L时，或亚硝酸盐高于0.02mg/L时，使用适量磷肥进

行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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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水质中的pH低于7时，使用生石灰进行调节，每亩每次用量不超过2.5公斤，可分

多次调节；当水质中的pH高于8.5时，使用有机酸、柠檬酸或小苏打进行调节；

（5）、当水质的总硬度低于250mg/L时，使用过磷酸氢钙和氯化镁进行调节，或者使用结

晶海盐进行调节；

12、成品捕捞时间节点：（1）、一年两季模式：  当年早稻插秧后放养虾苗，早稻收割后，

捕捞出售成品小龙虾，在稻田耕整前捕捞完成，晚稻插秧时放养第二季虾苗，晚稻收割时，

开始捕捞出售成品小龙虾；（2）、一年一季虾模式：当年插秧后选择亲虾投放，水稻收割后，

捕捞出售成品小龙虾，然后耕整稻田准备再投放亲本。

[0010]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所有特征，或公开的所有步骤和参数，除了互相排斥的特征和/

或步骤以外，均可以以任何方式组合。本说明书（包括权利要求、摘要）中公开的任一特征，

除非特别叙述，均可被其他等效或具有类似目的的替代特征加以替换。即除非特别叙述，每

个特征只是一系列等效或类似特征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001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非限定实施方式，还可以衍生出大量的实施例，对于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和不作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的实施例，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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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10

CN 109548725 A

10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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