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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河蟹与南美白对虾及青虾的生态高效

混养方法，步骤包括：1)河蟹养殖外塘的准备：清

塘消毒、水草栽种、螺蛳投放、培藻肥水；2)温室

大棚土池强化培育大规格蟹种；3)温室大棚土池

淡化标粗白对虾苗种；4)苗种放养：青虾苗种放

养、蟹种放养、白对虾苗种放养；5)饲料投喂；6)

水质调控；7)捕捞上市。本方法利用温室大棚土

池提前进行蟹种及南美白对虾苗种强化培育，优

化了养殖外塘水产苗种的放养种类、规格、比例

和放养时机，通过放养大规格的苗种进行育成养

殖，除可以显著提高苗种成活率及其育成规格

外，还可以提早育成水产品的上市时机和错峰高

价出售，有效降低饲料投喂、水质调控、养殖病害

防控等生产成本，显著提高蟹池的生产及生态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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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河蟹与南美白对虾及青虾的生态高效混养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1)河

蟹养殖外塘的准备：清塘消毒、水草栽种、螺蛳投放、培藻肥水；2)温室大棚土池强化培育大

规格蟹种；3)温室大棚土池淡化标粗白对虾苗种；4)苗种放养：青虾苗种放养、蟹种放养、白

对虾苗种放养；5)饲料投喂；6)水质调控；7)捕捞上市；

所述步骤2)中：

苗种放养：

2月下旬，温室大棚土池放养规格200只/kg-220只/kg的蟹种28kg～35kg，蟹种放养前

用5％食盐水浸浴；

3月下旬，放养规格0.5kg/尾-0.75kg/尾的鲢、鳙鱼种15-20尾，其中鲢、鳙鱼种放养比

例5：2～7：2；

饲料投喂：

整个蟹种培育期均投喂蛋白含量35％～40％的河蟹配合饲料；

a、在棚内水温高于10℃而低于16℃时，投喂的饲料粒径为1.6mm，投喂量按蟹种体重的

3％～4％计，日投喂2次，上下午各投喂1次，上午按投饲总量的28％～33％投喂，余量下午

投喂；

b、在蟹种第1次整齐蜕壳，水温18℃之后，投喂的饲料粒径为2.5mm，投喂量按蟹种体重

的5％～6％计，日投喂2次，上下午各投喂1次，上午按投饲总量的28％～33％投喂，余量下

午投喂；与此同时，用VC制剂或葡萄糖离子钙制剂化水全池泼洒；

水质调控：将大棚土池的水温维持在13.4℃-29.8℃；将大棚土池水质基本调控在溶解

氧5.8mg/L-8.4mg/L、pH7.6-8.4、氨氮0.1mg/L-0.4mg/L、亚硝酸盐0.05mg/L-0.25mg/L、透

明度30cm-40cm；

病害防治：在3月下旬、4月下旬分别用聚维酮碘制剂化水全池泼洒消毒；在泼洒消毒5-

7d后，要重新培水，方法和要求与本步骤中水质调控方法一致；

蟹种捕捞、移塘：

在5月下旬，当外塘水温连续稳定在20℃以上时，捕获培育的大规格蟹种，称重、计数，

将大规格蟹种计数放养至外塘育成；

捕获大棚土池内的鲢、鳙鱼种，转移至蟹池外塘生态调控水质；

所述步骤3)中：

温室大棚土池准备：在温室大棚内的土池设置白对虾虾苗淡化培育区：

3月中旬，温室大棚内水温稳定在18℃以上时，即放养白对虾虾苗的前5d，在大棚土池

的进水口处，用塑料薄膜隔离出水体空间作为白对虾虾苗淡化培育区；该水体空间的面积

根据淡化标粗培育50万尾/100m2白对虾虾苗测算；在虾苗培育区内，配制5‰浓度的人工海

水，虾苗培育区称为人工海水区；

白对虾虾苗放养：

虾苗运输前1d，计数100尾虾苗，虾苗规格为0.8-1.0cm、培育池盐度淡化至5‰，投放到

5‰人工海水中进行试苗试验，12h内虾苗成活率高于95％以上，即可计数与运输；

虾苗放养当日，在温室大棚虾苗培育的人工海水区内，提前化水泼洒VC制剂；将虾苗运

输袋置于人工海水区至二者温度相近时，拆包进行虾苗放养；

白对虾虾苗淡化：

权　利　要　求　书 1/4 页

2

CN 106508763 B

2



虾苗入池后人工海水区称为虾苗淡化培育区；虾苗入池后第3d开始，进行淡化操作：每

天上午、下午各一次把淡水注入虾苗淡化培育区，并实时测定淡化培育区水体的盐度，确保

淡化培育区水体上午、下午的淡化速率均小于1‰；

淡化操作7d后撤除虾苗淡化培育区与淡水区的隔离塑料薄膜；

饵料投喂：

虾苗从第2d开始投喂，前10d投喂白对虾专用虾片，3次/d，分6:00、11:00、18:00各投喂

1次，投喂量为100g虾片/10万苗，并按照每日15％的比例逐日递增投喂量；

第11d-25d、第26d-50d分别投喂白对虾0#料、1#料，3次/d，分6:00、11:00、18:00各投喂

1次，并根据虾苗的摄食情况调整投喂量；

水质调控：

在棚温超过28℃时，及时调控棚温及水温；整个虾苗培育期间的水温控制在22.5℃-

29.4℃；调控水质，确保整个虾苗培育期间的水质稳定在溶解氧5.8mg/L-8.4mg/L、pH7.6-

8.4、氨氮0.1mg/L-0.4mg/L、亚硝酸盐0.05mg/L-0.25mg/L、透明度30cm-40cm；

苗种捕捞与移塘

5月下旬，养殖外塘水温稳定在20℃以上后，当白对虾虾苗规格为体长3.5cm-5.5cm，捞

取部分白对虾虾苗在养殖外塘进行试水试验，24h后虾苗成活率在95％以上时，于晴天傍晚

捕获虾苗，称重测算尾数转移至外塘放养；

所述步骤4)中：

青虾苗种放养：

2月下旬，在步骤1)的外塘里，每亩放养600尾/kg-700尾/kg的青虾苗种5-7.5kg；

7月下旬，每亩放养5000尾/kg-6000尾/kg的青虾苗种5-6kg；

蟹种放养：

5月下旬，在捕获完毕养殖外塘内的商品青虾后，每亩放养60g/只-70g/只的蟹种600

只-800只；蟹种放养前用5％食盐水浸泡消毒10min；

白对虾种放养：5月下旬，在捕获完毕养殖外塘内的商品青虾后，每亩放养3000尾/kg-

4000尾/kg的白对虾虾种1.5万尾-2.5万尾；

鲢鳙鱼种放养：5月下旬，每亩放养0.75kg-1.0kg的鲢、鳙鱼种18～21尾，鲢鳙鱼种放养

比例为5：2～7：2；

所述步骤5)中：

青虾配合饲料投喂：

2月下旬放养的青虾苗种投喂蛋白含量33％～38％的全价配合饲料；水温高于8℃时，

每日傍晚全池抛洒投喂1次，投喂量按青虾苗种体重的3.8％～4.1％测算，以在1.5-2h内吃

完为准；

7月下旬放养的青虾苗种仅让其食用投喂的河蟹配合饲料以及白对虾饲料的残饵；

河蟹配合饲料投喂：

7月中旬前，投喂粗蛋白含量≥36％的、粒径2mm的河蟹全价配合饲料，每日傍晚全池抛

洒投喂1次，投喂量以在1.5-2h内吃完为准；

7月下旬-8月下旬，投喂粗蛋白含量≥32％的、粒径2.5mm河蟹全价配合饲料，每日傍晚

全池抛洒投喂1次，投喂量以在1.5-2h内吃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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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上旬至售蟹前，投喂粗蛋白含量≥36％的、粒径3.0mm的河蟹全价配合饲料，每日傍

晚全池抛洒投喂1次，投喂量以在1.5-2h内吃完为准；

白对虾配合饲料投喂：

白对虾虾种体长7.0cm前，投喂粗蛋白含量≥38％的、粒径1.4mm的白对虾全价配合饲

料，投喂量按750g-900g/万尾虾计，每日7:00、18:00各投喂1次，上午投喂日投饲量的28％

～33％、余量下午投喂日投饲；

白对虾虾种体长≥7.0cm后，投喂粗蛋白含量≥38％的、粒径1.8mm的白对虾全价配合

饲料，投喂量按1000g-1200g/万尾虾计，每日7:00、18:00各投喂1次，上午投喂日投饲量的

28％～33％、余量下午投喂日投饲；

所述步骤6)中：

7月中旬以前且水温≤30℃，进行肥水，使水体透明度保持在40cm±2cm；

7月中旬至9月中旬，全天增氧；每亩1米水深用15kg-20kg的生石灰化水全池泼洒，20d/

次，同时补充水体钙质；间隔5d-7d，调节水质，使水体水质稳定在溶解氧5.8mg/L-8.4mg/L、

pH7.8-8.6、氨氮0.2mg/L-0.4mg/L、亚硝酸盐0.1mg/L-0.3mg/L和透明度50cm-60cm；

保持水草覆盖率在60％-70％，保持水草叶面清爽并且水草顶端在水面下10cm-15cm，

及时捞除漂浮的水草；

所述步骤7)中：

7-1)青虾：5月下旬，捕获2月份放养的青虾苗种；12月下旬，捕获7月下旬放养的青虾苗

种；

7-2)河蟹：中秋节、国庆节前后，捕获育成的商品蟹；

7-3)南美白对虾：7月中旬，捕获育成的南美白对虾；

7-4)鲢、鳙鱼：12月下旬，捕获放养的鲢、鳙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养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1)的河蟹养殖外塘的要求包括：

池塘条件：面积5-20亩，池底平坦、壤质土，长方形、东西向，进排水方便，水源水水质良

好，有效蓄水深度不小于1.2m，坡比1:2.5-1:3，池埂四周设置不小于50cm高的护板；

配备微孔增氧设施，增氧设施总供气管架设在池塘中间上部，呈南北向并贯穿整个池

塘；在总供气管两侧设有微孔管，相邻微孔管间距8-10m，微孔管一端接在总供气管上，微孔

管水平拉直另一端延伸至距池埂2m处，并将微孔管端口固定在高于池底的15-20cm处；

清塘消毒和肥水：1月中旬，将清整、曝晒后的蟹池进水水深为10-20cm，每亩用含有效

氯35％的漂白粉15-20kg化水全池泼洒；7d后解除水体余氯；每亩施用10kg生物酵素肥肥

水；

水草栽种：当水温稳定在5℃以上时，蟹池进水至水深为20cm-30cm，按7:3的比例栽种

伊乐藻和轮叶黑藻两种水草，水草种植面积达到池塘总面积的50％-60％，每亩每米深施用

生根长叶肥0.5kg；

螺蛳投放：水草栽种完毕后，按每亩投放200kg-300kg的量投放螺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养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2)的温室大棚土池要求包括：

温室大棚建设与条件：温室大棚的大棚东西向，长、宽分别为50m和9m，大棚内土池池底

平坦、壤土，池深约1.4m、坡比为1:1.5；水源水清新无污染；

土池设置有底层微孔增氧，主增氧供气管两侧交叉放置28只直径30cm的微孔增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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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大棚土池的准备：

上年度12下旬，对温室大棚的土池的池坡进行加固、整修，滤过进水20cm-30cm，用10kg

漂白粉化水后包括池岸全池泼洒；

7d后去除余氯，在大棚走道两侧各栽种1排伊乐藻，株距1.5m，30kg/棚，3d后全池抛洒

生根长叶肥1.0kg；

2月中旬，温室大棚土池滤过进水至60cm，并用氨基酸肥水膏1.5kg化水全池泼洒进行

肥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养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3)中的温室大棚土池准备要求

包括：

温室大棚建设与条件：温室大棚的大棚东西向，长、宽分别为50m和9m，大棚内土池池底

平坦、壤土，池深约1.4m、坡比为1:1.5；

土池内过道两侧各设置1根长约40m的条式微孔增氧管；

清塘消毒：2月下旬，对温室大棚的土池池坡进行加固、整修，滤过进水60cm，用15kg漂

白粉化水后包括池岸全池泼洒；7d后去除余氯；

肥水及水质测定：在虾苗放养的前4d，用5kg生物酵素肥化水对温室大棚水体全池泼

洒；保证水体水质为水温24.2℃、溶氧6.7mg/L、pH7.7、透明度34cm、氨氮0.1mg/L、亚硝酸盐

0.05mg/L。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养方法，其特征是所述5‰浓度的人工海水配制方法为：按

每100m3加入氯化钠500kg、氯化镁150kg、氯化钙18kg、氯化钾9kg、硼酸6kg和溴化钾1kg配

制；试剂化水完全溶解后，均匀泼洒在虾苗培育区内，并用盐度折射仪测定盐度与校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养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7.1)中，捕捞规格为200尾/kg-

220尾/kg的商品青虾；捕捞方式为地笼捕获；

所述步骤7-2)中，捕捞平均规格为165g/只-175g/只的商品蟹；捕捞方式为地笼捕获；

所述步骤7-3)中，捕捞规格为60尾/kg-80尾/kg的商品白对虾；捕捞方式为地笼捕获；

所述步骤7-4)中，捕捞规格为1.5kg/尾-2.25kg/尾的鲢、鳙鱼；捕捞方式为干池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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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河蟹与南美白对虾及青虾的生态高效混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淡水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河蟹与南美白对虾及青虾的

生态高效混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受河蟹养殖面积的扩大、生产成本的逐年上涨、常规水产品售价持续低迷

以及商品蟹消费市场未能有效拓展的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河蟹养殖趋向薄利，尤其是小规

格商品蟹的售价已低于养殖成本，且市场需求差、难于销售，时常发生河蟹养殖户辛苦一年

反而亏本的现象；而大规格的优质商品蟹的市场需求相对稳定、热销且售价高。因此，探索

出大规格的优质商品蟹的养殖方法，同时在蟹池搭配养殖能与河蟹互利共生的水产养殖品

种，较佳地提高蟹池的生产能力和养殖经济效益，契合市场需求，育成的水产品能与传统养

殖模式养出的水产品错峰上市且高价出售，是水产科技工作者的面临的重要课题。

[0003] 从渔情调研中得知：

[0004] 1、南美白对虾淡化标粗技术是内陆地区的养殖户开展白对虾养殖所面临的技术

难题，白对虾养殖风险大，养殖成功率低；

[0005] 2、目前长江流域商品蟹池塘养殖模式(传统的河蟹模式)一般是在2月下旬或3月

初进行蟹种放养，在蟹池中围网设置一定面积的蟹种暂养区(约占蟹池总面积的10％-

20％)，暂养区外进行水草栽种、螺蛳投放、肥水培藻等措施，在5月中旬待大塘种植的水草

萌发生长至覆盖整个塘面的50％以上时，再撤除蟹种暂养区网片进行大塘育成，10月底或

11月初捕获商品蟹上市出售；

[0006] 3、上述商品蟹养殖模式，仅有少数技术能力强的河蟹养殖户(企业)能赶在中秋、

国庆黄金节庆期出售消费者认可规格(雄蟹220g，雌蟹140g以上)及肥满度的商品蟹，且该

规格的商品蟹占育成蟹的比例很难超过40％；

[0007] 4、单养模式下，因苗种放养单一、放养密度大等不利因素影响，在养殖中期，河蟹

较易发生“水瘪子”病害现象、南美白对虾容易发生“偷死症”现象，水产养殖动物出现大量

死亡或生长停滞现象，造成饲料系数大，养殖风险增加；

[0008] 5、河蟹与南美白对虾混养模式常因为白对虾淡化成活率低、蟹种与虾种放养茬口

衔接不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蟹池水体养殖前期容易出现青苔、养殖后期容易出现蓝藻，除

造成水质调控成本和人工成本的增加，还会导致商品蟹/商品虾产量低、育成规格小，水产

品质量下降等后果。

发明内容

[0009]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河蟹与南美白对虾及青虾的生态

高效混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河蟹养殖外塘的准备：清塘消毒、水草栽种、螺蛳投放、培

藻肥水；2)温室大棚土池强化培育大规格蟹种；3)温室大棚土池淡化标粗白对虾苗种；4)苗

种放养：青虾苗种放养、蟹种放养、白对虾苗种放养；5)饲料投喂；6)水质调控；7)捕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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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步骤2)中：

[0011] 苗种放养：

[0012] 2月下旬，温室大棚土池放养规格200只/kg-220只/kg的蟹种28kg～35kg(优选为

30kg)，蟹种放养前用5％食盐水浸浴；

[0013] 3月下旬，放养规格0.5kg/尾-0.75kg/尾的鲢、鳙鱼种15-20尾，其中鲢、鳙鱼种放

养比例5：2～7：2(优选为3:1)；

[0014] 饲料投喂：

[0015] 整个蟹种培育期均投喂蛋白含量35％～40％(优选为38％)的河蟹配合饲料；

[0016] a、在棚内水温高于10℃而低于16℃时，投喂的饲料粒径为1.6mm，投喂量按蟹种体

重的3％～4％计，日投喂2次，上下午各投喂1次，上午按投饲总量的28％～33％(优选为

30％)投喂，余量下午投喂；

[0017] b、在蟹种第1次整齐蜕壳，水温18℃之后，投喂的饲料粒径为2.5mm，投喂量按蟹种

体重的5％～6％计，日投喂2次，上下午各投喂1次，上午按投饲总量的28％～33％(优选为

30％)投喂，余量下午投喂；与此同时，用VC制剂、葡萄糖离子钙制剂拌料或化水全池泼洒；

[0018] 水质调控：将大棚土池的水温维持在13.4℃-29.8℃；将大棚土池水质基本调控在

溶解氧5.8mg/L-8.4mg/L、pH7.6-8.4、氨氮0.1mg/L-0.4mg/L、亚硝酸盐0.05mg/L-0.25mg/

L、透明度30cm-40cm；

[0019] 病害防治：在3月下旬、4月下旬分别用聚维酮碘制剂化水全池泼洒消毒；在泼洒消

毒5-7d后，要重新培水，方法和要求与本步骤中水质调控方法一致；

[0020] 蟹种捕捞、移塘：

[0021] 在5月下旬，当外塘水温连续稳定在20℃以上时，捕获培育的大规格蟹种，称重、计

数，将大规格蟹种计数放养至外塘育成；

[0022] 捕获大棚土池内的鲢、鳙鱼种，转移至蟹池外塘生态调控水质；

[0023] 所述步骤3)中：

[0024] 温室大棚土池准备：在温室大棚内土池设置白对虾虾苗淡化培育区：

[0025] 3月中旬，温室大棚内水温稳定在18℃以上时，即放养白对虾虾苗的前5d，在大棚

土池的进水口处，用塑料薄膜隔离出水体空间作为白对虾虾苗淡化培育区；该水体空间的

面积根据淡化标粗培育50万尾/100m2白对虾虾苗测算；在虾苗培育区内，配制5‰浓度的人

工海水，虾苗培育区称为人工海水区；

[0026] 白对虾虾苗放养：

[0027] 虾苗运输前1d，计数100尾虾苗，虾苗规格为0.8-1.0cm、培育池盐度淡化至5‰，投

放到5‰人工海水中进行试苗试验，12h内虾苗成活率高于95％以上，即可计数与运输；

[0028] 虾苗放养当日，在温室大棚虾苗培育的人工海水区内，提前化水泼洒Vc制剂；将虾

苗运输袋置于人工海水区至二者温度相近时，拆包进行虾苗放养；

[0029] 白对虾虾苗淡化：

[0030] 虾苗入池后人工海水区称为虾苗淡化培育区；虾苗入池后第3d开始，进行淡化操

作：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把淡水注入虾苗淡化培育区(每次淡水注入量大约是1m3)，并实

时测定淡化培育区水体的盐度，确保淡化培育区水体的淡化速率小于1‰；

[0031] 淡化操作7d后撤除虾苗淡化培育区与淡水区的隔离塑料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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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饵料投喂：

[0033] 虾苗从第2d开始投喂，前10d投喂白对虾专用虾片(可选用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海兴农”白对虾苗高级虾片)，3次/d，分6:00、11:00、18:00各投喂1次，投喂量为

100g虾片/10万苗，并按照每日15％的比例逐日递增投喂量；

[0034] 第11d-25d、第26d-50d分别投喂白对虾0#料、1#料(可选用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白对虾0#料、1#料)，3次/d，分6:00、11:00、18:00各投喂1次，并根据虾苗的摄食情况

调整投喂量；

[0035] 水质调控：

[0036] 在棚温超过28℃时，及时调控棚温及水温；整个虾苗培育期间的水温控制在22.5

℃-29 .4℃；调控水质，确保整个虾苗培育期间的水质稳定在溶解氧5.8mg/L-8 .4mg/L、

pH7.6-8.4、氨氮0.1mg/L-0.4mg/L、亚硝酸盐0.05mg/L-0.25mg/L、透明度30cm-40cm；

[0037] 苗种捕捞与移塘

[0038] 5月下旬，养殖外塘水温稳定在20℃以上后，当白对虾虾苗规格为体长3.5cm-

5.5cm，捞取部分白对虾虾苗在养殖外塘进行试水试验，24h后虾苗成活率在95％以上时，于

晴天傍晚捕获虾苗，称重测算尾数转移至外塘放养；

[0039] 所述步骤4)中：

[0040] 青虾苗种放养：

[0041] 2月下旬，在步骤1)的外塘里，每亩放养600尾/kg-700尾/kg的青虾苗种5-7.5kg；

[0042] 7月下旬，每亩放养5000尾/kg-6000尾/kg的青虾苗种5-6kg；

[0043] 蟹种放养：

[0044] 5月下旬，在捕获完毕养殖外塘内的商品青虾后，每亩放养60g/只-70g/只的蟹种

600只-800只；蟹种放养前用5％食盐水浸泡消毒10min；

[0045] 白对虾种放养：5月下旬，在捕获完毕养殖外塘内的商品青虾后，每亩放养3000尾/

kg-4000尾/kg的白对虾虾种1.5万尾-2.5万尾；

[0046] 鲢鳙鱼种放养：5月下旬，每亩放养0.75kg-1.0kg的鲢、鳙鱼种18～21尾(优选为20

尾)，鲢鳙鱼种放养比例为5：2～7：2(优选为3:1)；

[0047] 所述步骤5)中：

[0048] 青虾配合饲料投喂：

[0049] 2月下旬放养的青虾苗种投喂蛋白含量33％～38％(优选为36％)的全价配合饲

料；水温高于8℃时，每日傍晚全池抛洒投喂1次，投喂量按青虾苗种体重的3.8％～4.1％

(优选4％)测算，以在1.5-2h内吃完为准；

[0050] 7月下旬放养的青虾苗种仅让其食用投喂的河蟹配合饲料以及白对虾饲料的残

饵；

[0051] 河蟹配合饲料投喂：

[0052] 7月中旬前，投喂粗蛋白含量≥36％的、粒径2mm的河蟹全价配合饲料，每日傍晚全

池抛洒投喂1次，投喂量以在1.5-2h内吃完为准；

[0053] 7月下旬-8月下旬，投喂粗蛋白含量≥32％的、粒径2.5mm河蟹全价配合饲料，每日

傍晚全池抛洒投喂1次，投喂量以在1.5-2h内吃完为准；

[0054] 9月上旬至售蟹前，投喂粗蛋白含量≥36％的、粒径3.0mm的河蟹全价配合饲料，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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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傍晚全池抛洒投喂1次，投喂量以在1.5-2h内吃完为准；

[0055] 白对虾配合饲料投喂：

[0056] 白对虾虾种体长7.0cm前，投喂粗蛋白含量≥38％的、粒径1.4mm的白对虾全价配

合饲料，投喂量按750g-900g/万尾虾计，每日7:00、18:00各投喂1次，上午投喂日投饲量的

28％～33％(优选为30％)、余量下午投喂日投饲；

[0057] 白对虾虾种体长≥7.0cm后，投喂粗蛋白含量≥38％的、粒径1.8mm的白对虾全价

配合饲料，投喂量按1000g-1200g/万尾虾计，每日7:00、18:00各投喂1次，上午投喂日投饲

量的28％～33％(优选为30％)、余量下午投喂日投饲；

[0058] 所述步骤6)中：

[0059] 7月中旬以前且水温≤30℃，进行肥水，使水体透明度保持在40cm±2cm；

[0060] 7月中旬至9月中旬，全天增氧；每亩1米水深用15kg-20kg的生石灰化水全池泼洒，

20d/次，同时补充水体钙质；间隔5d-7d，调节水质，使水体水质稳定在溶解氧5.8mg/L-

8.4mg/L、pH7 .8-8.6、氨氮0.2mg/L-0.4mg/L、亚硝酸盐0.1mg/L-0.3mg/L和透明度50cm-

60cm；

[0061] 保持水草覆盖率在60％-70％，保持水草叶面清爽并且水草顶端在水面下10cm-

15cm，及时捞除漂浮的水草；

[0062] 所述步骤7)中：

[0063] 7-1)青虾：5月下旬，捕获2月份放养的青虾苗种；12月下旬，捕获7月下旬放养的青

虾苗种；

[0064] 7-2)河蟹：中秋节、国庆节前后，捕获育成的商品蟹；

[0065] 7-3)南美白对虾：7月中旬，捕获育成的南美白对虾；

[0066] 7-4)鲢、鳙鱼：12月下旬，捕获放养的鲢、鳙鱼。

[006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养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1)的河蟹养殖外塘的要求

包括：

[0068] 池塘条件：面积5-20亩，池底平坦、壤质土，长方形、东西向，进排水方便，水源水水

质良好，有效蓄水深度不小于1.2m，坡比1:2.5-1:3，池埂四周设置不小于50cm高的护板；

[0069] 配备微孔增氧设施，增氧设施总供气管架设在池塘中间上部，呈南北向并贯穿整

个池塘；在总供气管两侧设有微孔管，相邻微孔管间距8-10m，微孔管一端接在总供气管上，

微孔管水平拉直另一端延伸至距池埂2m处，并将微孔管端口用固定在高于池底的15-20cm

处；

[0070] 清塘消毒和肥水：1月中旬，将清整、曝晒后的蟹池进水水深为10-20cm，每亩用含

有效氯35％的漂白粉15-20kg化水全池泼洒；7d后解除水体余氯；每亩施用10kg生物酵素肥

肥水；

[0071] 水草栽种：当水温稳定在5℃以上时，蟹池进水至水深为20cm-30cm，按7:3的比例

栽种伊乐藻和轮叶黑藻两种水草，水草种植面积达到池塘总面积的50％-60％，每亩每米深

施用生根长叶肥0.5kg；

[0072] 螺蛳投放：水草栽种完毕后，每亩投放200kg-300kg的量投放螺蛳。

[007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的温室大棚土池要求包括：

[0074] 温室大棚建设与条件：温室大棚的大棚东西向，长、宽分别为50m和9m，大棚内土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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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底平坦、壤土，池深约1.4m、坡比为1:1.5；水源水清新无污染；

[0075] 土池设置有底层微孔增氧，主增氧供气管两侧交叉放置28只直径30cm的微孔增氧

盘；

[0076] 温室大棚土池的准备：

[0077] 上年度12下旬，对温室大棚的土池的池坡进行加固、整修，滤过进水20cm-30cm，用

10kg漂白粉化水后包括池岸全池泼洒；

[0078] 7d后去除余氯，在大棚走道两侧各栽种1排伊乐藻，株距1.5m，30kg/棚，3d后全池

抛洒生根长叶肥1.0kg；

[0079] 2月中旬，温室大棚土池滤过进水至60cm，并用氨基酸肥水膏1.5kg化水全池泼洒

进行肥水。

[008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3)中的温室大棚土池准备要求包括：

[0081] 温室大棚建设与条件：温室大棚的大棚东西向，长、宽分别为50m和9m，大棚内土池

池底平坦、壤土，池深约1.4m、坡比为1:1.5；

[0082] 土池内过道两侧各设置1根长约40m的条式微孔增氧管；

[0083] 清塘消毒：2月下旬，对温室大棚的土池池坡进行加固、整修，滤过进水60cm，用

15kg漂白粉化水后包括池岸全池泼洒；7d后去除余氯；

[0084] 肥水及水质测定：在虾苗放养的前4d，用5kg生物酵素肥化水对温室大棚水体全池

泼洒；保证水体水质为水温24.2℃、溶氧6.7mg/L、pH7.7、透明度34cm、氨氮0.1mg/L、亚硝酸

盐0.05mg/L。

[0085] 进一步的，所述5‰浓度的人工海水配制方法为：按每100m3加入氯化钠500kg、氯

化镁150kg、氯化钙18kg、氯化钾9kg、硼酸6kg和溴化钾1kg配制；试剂化水完全溶解后，均匀

泼洒在虾苗培育区内，并用盐度折射仪测定盐度与校准。

[0086]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7.1)中，捕捞规格为200尾/kg-220尾/kg的商品青虾；捕捞方

式为地笼捕获；

[0087] 所述步骤7-2)中，捕捞平均规格为165g/只-175g/只的商品蟹；捕捞方式为地笼捕

获；

[0088] 所述步骤7-3)中，捕捞规格为60尾/kg-80尾/kg的商品白对虾；捞方式为地笼捕

获；

[0089] 所述步骤7-4)中，捕捞规格为1.5kg/尾-2.25kg/尾的鲢、鳙鱼；捞方式为干池捕

获。

[0090] 针对现有的河蟹、南美白对虾养殖技术中的弊端和特点，本技术方案在实践过程

中，探索出了一种蟹池内混养南美白对虾及青虾的生态高效养殖技术，利用温室大棚土池

提前进行蟹种及南美白对虾苗种强化培育，优化了养殖外塘水产苗种的放养种类、规格、比

例和放养时机，通过放养大规格的苗种进行育成养殖，除可以显著提高苗种成活率及其育

成规格外，还可以提早育成水产品的上市时机和错峰高价出售，有效降低饲料投喂、水质调

控、养殖病害防控等生产成本，显著提高蟹池的生产及生态效能。该技术经过试验示范验证

和成果熟化，适合养殖规模较大(150亩以上)的养殖户(企业)以及河蟹养殖专业合作社采

纳应用。

[0091] 在蟹池内混养与河蟹习性相近、互补共生且经济价值较高的青虾，第二茬青虾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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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无需专门投喂青虾饲料，利用投喂蟹料的残饵养虾，能充分利用水体空间和饵料资源，提

高蟹池的综合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9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

[0093] 一种河蟹与南美白对虾及青虾的生态高效混养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1)河蟹

养殖外塘的准备：清塘消毒、水草栽种、螺蛳投放、培藻肥水；2)温室大棚土池强化培育大规

格蟹种；3)温室大棚土池淡化标粗大规格白对虾苗种；4)苗种放养：青虾苗种放养、大规格

蟹种放养、大规格白对虾苗种放养；5)饲料投喂；6)水质调控；7)捕捞上市。

[0094] 通过分阶段养殖，利用温室大棚的积温提早了蟹种、白对虾苗种的培育时间，在河

蟹养殖外塘水温低、不利于放养的蟹种、白对虾苗种摄食、生长、蜕壳时，外塘适时开展清塘

消毒、水草栽种、螺蛳投放、培藻肥水、青虾苗种投放等养殖措施，拓展、提高了蟹池的利用

率及生产效能；在养殖外塘水温适宜蟹种、白对虾苗种生长蜕壳时，将强化培育的大规格蟹

种及白对虾虾种从温室大棚土池转移至外塘进行育成养殖，可以提早商品白对虾及商品蟹

的上市时机和错峰高价出售，并能合理布局高温期时蟹池的载渔量以及生态管控蟹池水

质。具体方案如下：

[0095] 1)池塘准备

[0096] 1-1)池塘条件：面积5-20亩，池底平坦、壤质土，长方形、东西向，进排水方便，水源

水水质良好，有效蓄水深度可达1.2m，坡比1:2.5-1:3，池埂四周设置50cm高的钙塑板作为

河蟹防逃设施，配备微孔增氧设施，增氧机功率按0.2kw/亩配备，总供气管架设在池塘中间

上部，呈南北向并贯穿整个池塘；在总供气管两侧设有微孔管，相邻微孔管间距8-10m，微孔

管一端接在总供气管上，水平拉直延伸至距池埂2m处，并将微孔管端口用钢管固定在高于

池底的15-20cm处。

[0097] 1-2)清塘消毒和肥水：1月中旬，将清整、曝晒的蟹池进水10-20cm，每亩用含有效

氯35％的漂白粉15-20kg化水全池泼洒，7d后，用主要成分为硫代硫酸钠的护水解毒产品解

除水体余氯；每亩施用10kg生物酵素肥肥水。

[0098] 1-3)水草栽种：当水温稳定在5℃以上时，蟹池进水至20cm-30cm，按7:3的比例栽

种伊乐藻和轮叶黑藻，水草种植面积达到池塘总面积的50％-60％，每亩每米深施用生根长

叶肥0.5kg。

[0099] 1-4)螺蛳投放：水草栽种完毕后，每亩投放200kg-300kg的量投放螺蛳。

[0100] 2)温室大棚土池培育大规格蟹种

[0101] 2-1)温室大棚建设与条件：温室大棚参照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培育大规格淡水甲

壳类水产苗种的土池温室大棚》(ZL2015  2  06435959.2)建设，大棚东西向，长、宽分别为

50m和9m，大棚内土池池底平坦、壤土，池深约1.4m、坡比为1:1.5，设置有底层微孔增氧，主

增氧供气管两侧交叉放置28只直径30cm的微孔增氧盘；水源水清新无污染。

[0102] 2-2)温室大棚土池的准备：上年度12下旬，对温室大棚的土池池坡进行加固、整

修，滤过进水20cm-30cm，用10kg漂白粉化水后全池(含池岸)泼洒；7d后用主要成分为硫代

硫酸钠的护水解毒产品去除余氯，在大棚走道两侧各栽种1排伊乐藻，株距1.5m，30kg/棚，

3d后全池抛洒生根长叶肥1.0kg；2月中旬，温室大棚土池滤过进水至60cm，并用氨基酸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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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1.5kg化水全池泼洒进行肥水。

[0103] 2-3)苗种放养：2月下旬，温室大棚土池放养规格200只/kg-220只/kg的蟹种30kg，

蟹种放养前用4％食盐水浸浴15min消毒；3月下旬，放养规格0.5kg-0.75kg的鲢、鳙鱼种15-

20尾，鲢、鳙鱼种放养比例3:1。

[0104] 2-4)饲料投喂：整个蟹种培育期均投喂蛋白含量38％的河蟹配合饲料；a、在棚内

水温高于10℃而低于16℃时，投喂的饲料粒径为1.6mm，投喂量按蟹种体重的3％～4％计，

日投喂2次，上下午各投喂1次，上午按投饲总量的30％投喂，余量下午投喂；b、在蟹种第1次

整齐蜕壳(水温18℃)之后，投喂的饲料粒径为2.5mm，投喂量按蟹种体重的5％～6％计，投

喂次数方法同上；与此同时，开始用VC制剂、葡萄糖离子钙制剂拌料或化水全池泼洒，补充

水体的钙质及增强蟹种的免疫力。

[0105] 2-5)水质调控：采取通风及少量进排水措施将大棚土池的水温维持在13 .4℃-

29.8℃；通过施用光合细菌、芽孢杆菌、EM菌等微生物制剂产品及过硫酸氢钾和腐殖酸盐类

化学底改产品调节水质，将大棚土池水质基本调控在溶解氧5.8mg/L-8.4mg/L、pH7.6-8.4、

氨氮0.1mg/L-0.4mg/L、亚硝酸盐0.05mg/L-0.25mg/L、透明度30cm-40cm。

[0106] 2-6)病害防治：在3月下旬、4月下旬分别用聚维酮碘制剂化水全池泼洒消毒，5-7d

后用上述光合细菌、芽孢杆菌、EM菌等生物制剂重新培水，生态预防蟹种发病现象发生。

[0107] 2-7)蟹种捕捞、移塘

[0108] 当外塘水温连续数日稳定在20℃时(5月下旬)，用地笼捕获培育的大规格蟹种，称

重、计数，一般可收获规格为60g/只-70g/只蟹种约350kg，回捕率82.5％-84.5％；按设计的

养殖模式要求，将大规格蟹种计数放养至外塘育成；用干池法捕获大棚土池内的鲢、鳙鱼

种，回捕率可达100％，尾增重约40％-45％，按放养模式要求转移至蟹池外塘生态调控水

质。

[0109] 3)温室大棚土池淡化标粗大规格白对虾苗种

[0110] 3-1)温室大棚建设与条件：温室大棚参照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培育大规格淡水甲

壳类水产苗种的土池温室大棚》(ZL2015  2  06435959.2)建设，大棚东西向，长、宽分别为

50m和9m，大棚内土池池底平坦、壤土，池深约1.4m、坡比为1:1.5，土池内过道两侧各设置1

根长约40m的条式微孔增氧管。

[0111] 3-2)温室大棚土池准备：

[0112] a、清塘消毒：2月下旬，对温室大棚的土池池坡进行加固、整修，滤过进水60cm，用

15kg漂白粉化水后全池(含池岸)泼洒；7d后用主要成分为硫代硫酸钠的护水解毒产品去除

余氯。

[0113] b、白对虾虾苗淡化培育区设置：3月中旬(温棚水温稳定在18℃以上时)，也即放养

白对虾虾苗的前5d，在大棚的进水口处，用塑料薄膜隔离出100m2的水体空间作为虾苗淡化

培育区，该水体面积根据淡化标粗培育50万尾白对虾虾苗测算。

[0114] c、5‰浓度的人工海水配制：在上述虾苗培育区内，配制5‰浓度的人工海水；按每

100m3加入氯化钠500kg、氯化镁150kg、氯化钙18kg、氯化钾9kg、硼酸6kg、溴化钾1kg配制，

称量以上试剂化水完全溶解后，均匀泼洒在虾苗培育区内，并用盐度折射仪测定盐度与校

准。

[0115] d、肥水及水质测定：在虾苗放养的前4d，用10kg生物酵素肥化水对温室大棚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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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池泼洒；虾苗放养前1d，测定水体水质指标，水质测定结果为水温24.2℃、溶氧6.7mg/L、

pH7.7、透明度34cm、氨氮0.1mg/L、亚硝酸盐0.05mg/L。

[0116] 3-3)虾苗放养：

[0117] 虾苗运输前1d，计数100尾的订购虾苗(规格0.8-1.0cm、培育池盐度淡化至5‰)投

放到上述配制的5‰人工海水中进行试苗试验，12h内虾苗成活率高于95％以上，即可计数

购买与运输；虾苗放养当日，在温棚虾苗培育的人工海水区内，提早化水泼洒100gVc制剂，

以减轻虾苗放养应激反应；将虾苗运输袋投放到温室大棚人工海水区作用至二者温度相近

时，即可拆包进行虾苗放养。

[0118] 3-4)虾苗淡化

[0119] 虾苗入池后第3d开始，上午、下午用2寸泵从大棚的淡水区抽水15min泵入虾苗淡

化培育区，并用盐度折射仪测定淡化培育区水体的盐度，保证淡化培育区水体的淡化速率

小于1‰；淡化操作7d后，虾苗淡化培育区水体的盐度测定值接近为0，此时撤除虾苗淡化培

育区与淡水区的隔离塑料薄膜，使虾苗在整个温室大棚土池中分散培育。

[0120] 3-5)饵料投喂

[0121] 虾苗从第2d开始投喂，前10d投喂白对虾专用虾片，3次/d，6:00、11:00、18:00各投

喂1次，投喂量为100g虾片/10万苗，并按照每日15％的比例增加投喂量；第11d-25d、第26d-

50d分别投喂白对虾0#料、1#料，投喂次数与时间同上，并根据虾苗的摄食情况调整投喂量；

每5d交替化水泼洒拜耳速补100或者拜激灵，50g/次，以提高虾苗的免疫力和促进虾苗蜕

壳。

[0122] 3-6)水质调控

[0123] 在棚温超过28℃时，及时采取通风措施调控棚温及水温；整个虾苗培育期间的水

温监测数据在22.5℃-29.4℃，适宜虾苗蜕壳生长；通过施用光合细菌、芽孢杆菌、硝化细

菌、EM菌等微生物制剂，以及施用以过硫酸氢钾、腐植酸钠、黄腐酸钾为主要成分的调水和

底改产品来调节水色、水质，整个虾苗培育期间的水质基本稳定在溶解氧5.8mg/L-8.4mg/

L、pH7.6-8.4、氨氮0.1mg/L-0.4mg/L、亚硝酸盐0.05mg/L-0.25mg/L、透明度30cm-40cm。

[0124] 3-7)苗种捕捞与移塘

[0125] 当养殖外塘水温稳定在20℃以上(5月下旬)时，白对虾虾苗规格可长至3.5cm-

5.5cm，捞取50尾在养殖外塘进行试水试验，24h后虾苗成活率在95％以上，于晴天傍晚用地

笼捕获虾苗，称重测算尾数转移至外塘放养。

[0126] 4)苗种放养

[0127] 4-1)青虾苗种放养：2月下旬，在技术方案1)的外塘里，亩放养600尾/kg-700尾/kg

的青虾苗种5-7.5kg；7月下旬，亩放养5000尾/kg-6000尾/kg的青虾苗种5-6kg；

[0128] 4-2)大规格蟹种放养：5月下旬，在捕获完毕养殖外塘内的商品青虾(2月份放养的

青虾苗种)后，亩放养60g/只-70g/只的蟹种600只-800只；蟹种放养前用5％的食盐水浸泡

消毒10min；

[0129] 4-3)大规格白对虾种放养：5月下旬，在捕获完毕养殖外塘内的商品青虾(2月份放

养的青虾苗种)后，亩放养3000尾/kg-4000尾/kg的白对虾虾种1.5万尾-2.5万尾；

[0130] 4-4)鲢鳙鱼种放养：5月下旬，亩放养0.75kg-1.0kg的鲢、鳙鱼种20尾，鲢鳙鱼种放

养比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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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1] 5)饲料投喂

[0132] 5-1)青虾配合饲料投喂：2月下旬放养青虾苗种投喂蛋白含量36％的全价配合饲

料，水温高于8℃时，每日傍晚全池抛洒投喂1次，投喂量按体重的4％测算，以在1.5-2h内吃

完为宜；7月下旬放养的青虾苗种不专门投饲，让其利用投喂的河蟹配合饲料以及南美白对

虾料的残饵；

[0133] 5-2)河蟹配合饲料投喂：

[0134] 7月中旬前，投喂粗蛋白含量≥36％的、粒径2mm的河蟹全价配合饲料，每日傍晚全

池抛洒投喂1次，投喂量以在1.5-2h内吃完为宜；7月下旬-8月下旬，投喂粗蛋白含量≥32％

的、粒径2.5mm河蟹全价配合饲料，投喂方法同上；9月上旬至售蟹前，投喂粗蛋白含量≥

36％的、粒径3.0mm的河蟹全价配合饲料，投喂方法同上。

[0135] 5-3)白对虾配合饲料投喂：

[0136] 白对虾虾种体长7.0cm前，投喂粗蛋白含量≥38％的、粒径1.4mm的白对虾全价配

合饲料，投喂量按750g-900g/万尾虾计，每日7:00、18:00各投喂1次，上午投喂日投饲量的

30％、下午投喂日投饲量的70％；白对虾虾种体长≥7.0cm后，投喂粗蛋白含量≥38％的、粒

径1.8mm的白对虾全价配合饲料，投喂量按1000g-1200g/万尾虾计，投喂次数与投喂方法同

上。

[0137] 6)水质调控

[0138] 7月中旬(水温≤30℃)以前，用氨基酸酵素肥肥水，使水体透明度保持在40cm左

右；7月中旬至9月中旬，24h开启微孔增氧，每亩1米水深用15kg-20kg的生石灰化水全池泼

洒提高水体pH值和透明度，20d/次，同时抛洒葡萄糖离子钙补充水体钙质，1kg/亩；间隔5d-

7d，用芽孢杆菌、EM菌等微生物制剂产品调节水质，使水体水质基本稳定在溶解氧5.8mg/L-

8 .4mg/L、pH7 .8-8 .6、氨氮0.2mg/L-0 .4mg/L、亚硝酸盐0.1mg/L-0 .3mg/L、透明度50cm-

60cm。

[0139] 加强池塘水草的管理，保持水草覆盖率在60％-70％，保持水草叶面清爽并且水草

顶端在水面下10cm-15cm，及时捞除漂浮的水草，维持良好的水质。

[0140] 7)捕捞上市

[0141] 7-1)青虾：5月下旬，地笼捕获2月份放养的青虾苗种，每亩可捕获200尾/kg-220

尾/kg的商品青虾20kg左右；12月下旬，地笼捕获7月下旬放养的青虾苗种，每亩可捕获200

尾/kg-220尾/kg的商品青虾20kg-25kg；

[0142] 7-2)河蟹：中秋节、国庆前后，地笼捕获育成的商品蟹，每亩可捕获平均规格165g/

只-175g/只的雌、雄商品蟹80kg-100kg；

[0143] 7-3)南美白对虾：7月中旬，用地笼捕获育成的南美白对虾，每亩可捕获60尾/kg-

80尾/kg的商品白对虾110kg-130kg；

[0144] 7-4)鲢、鳙鱼：12月下旬，干池捕获放养的鲢、鳙鱼，每亩可捕获1.5kg/尾-2.25kg/

尾的鲢、鳙鱼40kg-50kg。

[0145] 具体试养情况如下：

[0146] 试验塘口条件：试验池塘在镇江市丹徒同发水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试验塘口5

个，面积分别为8亩、10亩、10亩、10亩、22亩，池底平坦、壤质土、均为东西向、长方形，进排水

方便，水源水水质良好，符合NY5361的规定要求，有效蓄水深度可达1.2m，坡比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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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埂四周设置50cm高的钙塑板作为河蟹防逃设施，按0.2kw/亩的功率配备微孔增氧设施；

在1月下旬前，做好清塘消毒、肥水、水草栽种等准备工作；在2月中旬前，亩放养225kg螺蛳。

[0147] 实施例1：

[0148] 池塘面积8亩。2月26日(水温9.5℃)，放养600尾/kg-700尾/kg的青虾苗种48kg；5

月29日(水温21.6℃)，放养60g/只-70g/只的蟹种4800只、放养0.75kg/尾-1.0kg/尾的鲢、

鳙鱼种160尾；5月30日(水温22.6℃)，放养3000尾/kg-4000尾/kg的白对虾虾种20万尾；7月

23日(水温28.4℃)，放养5000尾/kg-6000尾/kg的青虾苗种40kg；按发明技术方案里饲料投

喂、水质调控的管理措施，5月23日-24日，地笼捕获5.5cm-6.0cm的商品青虾145kg；7月16

日-18日，地笼捕获60尾/kg-80尾/kg的白对虾870kg；9月10日-18日，地笼捕获大规格商品

蟹(雌、雄蟹平均规格162g/只)672kg；12月24日-26日，地笼捕获4.5cm-6.0cm的商品青虾171kg；

12月30日，干法捕捞1.5kg/尾-2.25kg/尾的鲢、鳙鱼330kg。实施例1效益分析表见表1。

[0149] 表1实施例1效益分析(投入、产量等)表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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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1]

[0152] 实施例2：

[0153] 池塘面积10亩。2月26日，放养600尾/kg-700尾/kg的青虾苗种65kg；5月29日，放养

60g/只-70g/只的蟹种7000只、放养0.75kg/尾-1.0kg/尾的鲢、鳙鱼种200尾；5月30日，放养

3000尾/kg-4000尾/kg的白对虾虾种20万尾；7月23日，放养5000尾/kg-6000尾/kg的青虾苗

种55kg；饲料投喂、水质调控、育成水产品的捕捞等措施同实施例1；5月23日-24日，捕获

5.5cm-6.0cm的商品青虾194kg；7月16日-18日，捕获60尾/kg-80尾/kg的白对虾1186kg；9月

10日-18日，捕获大规格商品蟹(雌、雄蟹平均规格154g/只)881kg；12月24日-26日，捕获

4.5cm-6.0cm的商品青虾243kg；12月30日，干法捕捞1.5kg/尾-2.25kg/尾的鲢、鳙鱼406kg。

实施例2效益分析表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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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4] 表2实施例2效益分析(投入、产量等)表

[0155]

[0156] 实施例3：

[0157] 池塘面积10亩。2月26日，放养600尾/kg-700尾/kg的青虾苗种70kg；5月29日，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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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g/只-70g/只的蟹种8000只、放养0.75kg/尾-1.0kg/尾的鲢、鳙鱼种200尾；5月30日，放养

3000尾/kg-4000尾/kg的白对虾虾种15万尾；7月23日，放养5000尾/kg-6000尾/kg的青虾苗

种65kg；饲料投喂、水质调控、育成水产品的捕捞等措施同实施例1；5月23日-24日，捕获

5.5cm-6.0cm的商品青虾202kg；7月16日-18日，捕获60尾/kg-80尾/kg的白对虾1082kg；9月

10日-18日，捕获大规格商品蟹(雌、雄蟹平均规格141g/只)908kg；12月24日-26日，捕获

4.5cm-6.0cm的商品青虾256kg；12月30日，干法捕捞1.5kg/尾-2.25kg/尾的鲢、鳙鱼394kg。

实施例3效益分析表见表3。

[0158] 表3实施例3效益分析(投入、产量等)表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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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0]

[0161] 实施例4(对照组1)：

[0162] 池塘面积10亩。2月20日，亩放养600尾/kg-700尾/kg的青虾苗种6kg；5月16日，拆

除蟹池内圈养培育扣蟹的网围小区，亩放养140只/kg-160只/kg的蟹种700只；6月28日，亩

放养标粗至1.5cm左右的南美白对虾苗种3.0万尾；7月20日亩放养5000尾/kg-6000尾/kg的

青虾苗种5.5kg。饲料投喂、水质调控、育成水产品的捕捞等措施参照实施例1；5月23日-24

日，捕获5.5cm-6.0cm的商品青虾176kg；9月26日-28日，捕获100尾/kg-120尾/kg的白对虾

426kg；10月10日-15日，捕获商品蟹(雌、雄蟹平均规格126g/只)684kg；12月24日-26日，捕

获4.5cm-6 .0cm的商品青虾192kg；12月30日，干法捕捞1.5kg/尾-2 .25kg/尾的鲢、鳙鱼

403kg。实施例4效益分析表见表4。

[0163] 表4实施例4效益分析(投入、产量等)表

[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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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5]

[0166] 实施例5(对照组2)：

[0167] 池塘面积22亩。2月20日，亩放养600尾/kg-700尾/kg的青虾苗种6.5kg；5月16日，

拆除蟹池内圈养培育扣蟹的网围小区，亩放养140只/kg-160只/kg的蟹种1000只；7月20日

亩放养5000尾/kg-6000尾/kg的青虾苗种7.5kg。饲料投喂、水质调控、育成水产品的捕捞等

措施参照实施例1；5月23日-24日，捕获5.5cm-6.0cm的商品青虾418kg；10月10日-15日，捕

获商品蟹(雌、雄蟹平均规格120g/只)1408kg；12月24日-26日，捕获4.5cm-6.0cm的商品青

虾429kg；12月30日，干法捕捞1.5kg/尾-2.25kg/尾的鲢、鳙鱼380kg。实施例5效益分析表见

表5。

[0168] 表5实施例5效益分析(投入、产量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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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9]

[0170]

[0171] 通过实例可以看出，和现有的河蟹池塘养殖方法相比，本发明通过合理地设计蟹

池多品种混养模式，以河蟹、青虾、南美白对虾养殖为主，同时套养大规格鲢、鳙鱼鱼种，延

展了蟹池的养殖周期并充分发挥了蟹池的综合生产效能，充分利用了蟹池的中上层水体，

真正实现了蟹池各养殖品种间的互不干涉、互利共生的效果。本发明有以下优势：

[0172] 1)在一个养殖周期内，收获了2茬大规格青虾，产量、品质和售价均优于现有的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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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混养青虾养殖方法；

[0173] 2)放养的蟹种和白对虾苗种的成活率、育成回捕率显著高于现有的蟹池混养白对

虾养殖方法，这个优势在养殖前期遇到连阴雨、天气骤变年份尤其明显；

[0174] 3)养蟹水质宜瘦，养白对虾水质宜肥，如果不衔接好蟹种和白对虾苗种放养时机，

则很难做到河蟹与南美白对虾成功混养。本发明放养大规格白对虾苗种，可以在高温期(水

温≥30℃)之前，保持水质的鲜活肥爽，既适宜白对虾生长蜕壳，又有利于蟹池水草生长萌

发，在水温高于30℃时即捕获大规格商品白对虾上市出售，除可以减轻高温期蟹池的载渔

量压力，又可以及时调控蟹池水体的透明度利于水草管护和维护良好水质；

[0175] 4)在捕获南美白对虾后放养第2茬青虾苗种，其可以有效利用蟹池的饲料残饵及

有机质，能有效防止水草叶面因有机质过多、挂脏腐烂；而现有的河蟹与南美白对虾混养方

法(实例4)，高温期时蟹池内蟹种和白对虾的载渔量大，投喂的饲料很难有效利用，容易发

生饲料浪费、水质浓肥、溶氧不足、水草腐烂、暴发蓝藻等现象，蟹池水质调控压力和管控成

本增加，此时再投放第二茬青虾苗种缺乏理论支持；

[0176] 5)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可以保证在教师节、中秋、国庆等售蟹的黄金期出售优

质商品蟹，而且商品蟹的规格、肥满度、大规格的占比明显优于现有的河蟹养殖方法。

[0177] 本发明的提出的河蟹与南美白对虾及青虾的生态高效混养方法，亩均效益均在

13000元以上，显著优于现有的河蟹养殖方法，且育成的生态的、大规格的优质蟹、优质虾符

合目前的消费需求与习惯以及产业发展趋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显著；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的实施，回报高，适于养殖规模较大、资金投入能力较强的养殖户(企业)和/或

河蟹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采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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