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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领域，是一种田螺、青

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

本发明通过科学合理的配套建设田螺池与青鱼

池及其他相关设施，将传统的池塘养殖由以养殖

鲢鱼、鳙鱼为主改变为以养殖青鱼为主的养殖模

式，将青鱼的养殖比例提高至60%以上，将直接向

青鱼池中投放人工配合饲料转变为投放田螺，避

免了对鱼池水质的污染，解决了水质污染对水产

养殖造成公害的问题；采用本发明方法不仅提高

了青鱼产量，而且提高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降

低了养殖成本，并且改善了青鱼品质，是一种生

态环保的健康养殖模式，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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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骤：

在靠近水源的空地上开挖2～4口深20～25米的水井，水井旁边并排建设若干口长80～

120米、宽20～30米、深0.7～1米的田螺池，在田螺池的下游建设一个2.8米～3.5米深的青

鱼池，所述田螺池总面积与青鱼池面积按照10～30:30～70的比例配套建设；水井、田螺池

及青鱼池的同一侧边建设一个便于储水、排水的沟渠，沟渠的进、出口分别与水源连通并设

有拦水坝；所述水井与田螺池之间设有进水总管，每口水井与进水总管之间通过水泵及进

水分管联通，进水总管上对应每口田螺池设有出水分管伸至田螺池，每口田螺池与青鱼池

之间均设有自流水管，所述出水分管的出水口处及自流水管的进水口处均装有防逃罩；所

述青鱼池与沟渠之间还设有抽水泵站及排水涵管，抽水泵站自沟渠向青鱼池抽水，排水涵

管自青鱼池向沟渠排水，上述各管道上均按工艺需要装有控制闸阀；

上年十二月或当年一月，用生石灰化水全池泼洒田螺池，生石灰用量75～100kg/亩，溶

解用水的量为生石灰重量的2～3倍；泼洒7天后，向田螺池中加入0.5～0.7米深的水，并在

池中投施发酵好的粪肥，按每亩500～800kg的用量投施；

（3）田螺池中投施粪肥后15～20天，向池中投放10g以上的种螺，每平方米投放100～

120个，同时每亩田螺池套养鲢鱼鱼苗300～500尾，放螺后投喂菜叶、米糠、豆饼、菜饼或动

物下脚料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作为田螺饲料，投饲量为田螺总重的1～3%，2～3天投喂一

次；控制田螺池的进、出水闸阀，保持田螺池中的水体为微流动状态；所述田螺池中还均匀

种植有占田螺池面积20%～25%的茭白、芦笋、浮萍、水葫芦或水浮莲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水

生植物；

（4）高温季节在田螺池上方架设防晒网，防晒网距离田螺池净高大于等于2.5米，当水

温超过28℃以后，每天中午从水井中抽水，向田螺池中供水两小时以上，控制田螺池水温始

终在28℃以内，田螺在温度适宜、饵料充足的水体中不断繁殖生长；田螺池中多出的水通过

自流水管流入青鱼池，调节青鱼池水质；

（5）当年1月至2月，青鱼池采用生石灰化水全池泼洒青鱼池，生石灰用量为75～100kg/

亩，溶解用水的量为生石灰重量的2～3倍；泼洒7天后，向青鱼池中加入1.5～2米深的水，注

水7天后向青鱼池内投放1～2斤重的青鱼鱼种，并同时投放0.5～1斤重的鲢鱼和鳙鱼鱼种，

青鱼鱼种投放量为150～200尾/亩，鲢鱼和鳙鱼鱼种投放量为60～80尾/亩，鲢鱼与鳙鱼的

投放比例为8:2；在田螺没有长到青鱼饵料的标准时，投喂青鱼人工配合饲料维持青鱼正常

的生长；

（6）当年5月，田螺繁殖并生长达到青鱼饵料标准，每隔6～7天，诱捕田螺并筛选出5～

7g的仔螺投放到青鱼池中供给青鱼饵料，体重不足的仔螺或体重超标的种螺放回田螺池继

续饲养；当仔螺的投放量达到青鱼重量的20～30%时，即无需额外向青鱼池中投喂青鱼人工

配合饲料；

（7）在田螺产量不足或高温季节，人工补充投喂青鱼人工配合饲料，投喂量是青鱼体重

的3～5％，保持青鱼体重增长，待水温降低到28℃以内时，即可停止青鱼人工配合饲料投

喂；在防病治病期间需要投放药物或者生石灰时，暂停田螺投喂改投青鱼人工配合饲料，待

七天后药性消失注入新水再恢复田螺投喂；

（8）当年11月～12月，青鱼长至10～12斤，青鱼池中鲢鱼长至6～8斤，鳙鱼长至8～10斤

时即为成鱼开始上市，完成一个生长周期，放空池水使池塘底泥在太阳下暴晒，待次年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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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步骤进行下一生长周期即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田螺池上方的防晒网是架设在田螺池四周的固定柱上，所述固定柱插在田螺

池四周预设的盲孔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青鱼池内还均布有2～3台增氧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水源为地下水或河流水或湖泊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粪肥是指发酵好的鸡粪浆液或猪粪浆液。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田螺的诱捕方法有两种：a.选择清晨或夜晚于田螺池周边投放诱捕树枝、竹枝

或草把诱捕田螺，将捕获的田螺通过网兜筛选出5～7g的仔螺；b.生物菌采捕法：首先关闭

进、出水口，将枯草芽孢杆菌粉剂化水泼洒在田螺池中心，田螺池周边1.5米以内无需泼洒，

造成田螺池中心区域缺氧，田螺迅速游向田螺池周边1.5米以内，即可采用手捞网进行人工

捕捞并筛选出5～7g的仔螺，捕捞完毕后打开田螺池的进、出水口，使田螺池中富含枯草芽

孢杆菌的水流入青鱼池中，同时田螺池中补给新鲜水改善水体缺氧状态；所述枯草芽孢杆

菌的有效活菌数为200亿cfu/g，用量为200～300g/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田螺池中稀疏的投放一些新鲜树枝补充田螺池中的氧气含量，新鲜树枝每隔7

天调换一次。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青鱼池的侧壁采用水泥坡边砌护，防止田螺钻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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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领域，具体是一种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

环保养殖方法，本发明方法可将池塘饲养中青鱼的投放比例增加到60%以上，与其混养鱼类

的投放比例下降到40%以下，大大提高养殖企业的经济效益。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传统的池塘饲养青鱼，一般采用青鱼与鲢、鳙、草鱼等混养的模式养殖，

青鱼的养殖比例低于20%，一般不超过10%，鲢、鳙、草鱼的养殖比例达80%以上。由于青鱼价

格高，每斤可达10～12元，而鲢、鳙、草鱼的价格每斤只有4.5～5元，在传统的养殖模式下，

养殖户的经济收益有限，而提高青鱼的养殖比例成为改变这一现状的解决办法。

[0003] 青鱼为肉食性鱼类，传统饲养青鱼的饵料主要为贝类（螺、黄蚬），而进入20世纪80

年代以后，我国的江河、湖泊水域污染逐年加剧，致使天然贝类资源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了

我国青鱼养殖业的发展，为此，不少学者和专家开展了有关青鱼营养学和饲料学方面的研

究，研发出了适合青鱼生长的人工配合饲料，但是人工配合饲料养殖的青鱼肉质不如自然

生长的青鱼，在价格上更是远远低于自然生长的青鱼。

[0004] 在采用人工配合饲料养殖青鱼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也有人想到将田螺和青鱼套

养来提高青鱼养殖比例及青鱼肉质的方法，但是效果仍然不理想。田螺生长需要的水质与

青鱼不同，田螺喜生活在冬暖夏凉、底质松软、饵料丰富、水质清鲜的水域中，特别喜欢群集

在微流水的地方，人工养殖时将田螺和青鱼套养，在大池塘养殖难以实现田螺生活的水质

要求；田螺耐寒而畏热，其生活的适宜温度为20～28℃，水温低于10℃或高于30℃即停止摄

食、钻入泥土、草丛中避寒避暑，当水温超过40℃，田螺就会死亡，采用套养方式也不利于调

节田螺适宜生长的水温。因此，目前尚没有成熟的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技术来达到青鱼生态

环保养殖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目前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技术不成熟，导致青鱼大规模养

殖只能依靠人工配合饲料喂养，青鱼肉质差，养殖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提供一种田螺、青

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田螺、青鱼配套养殖提高青鱼产量的生态环保养殖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1）在靠近水源的空地上开挖2～4口深20～25米的水井，水井旁边并排建设若干口长80～

120米、宽20～30米、深0.7～1米的田螺池，在田螺池的下游建设一个2.8米～3.5米深的青

鱼池，所述田螺池总面积与青鱼池面积按照10～30:30～70的比例配套建设；水井、田螺池

及青鱼池的同一侧边建设一个便于储水、排水的沟渠，沟渠的进、出口分别与水源连通并设

有拦水坝；所述水井与田螺池之间设有进水总管，每口水井与进水总管之间通过水泵及进

水分管联通，进水总管上对应每口田螺池设有出水分管伸至田螺池，每口田螺池与青鱼池

之间均设有自流水管，所述出水分管的出水口处及自流水管的进水口处均装有防逃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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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青鱼池与沟渠之间还设有抽水泵站及排水涵管，抽水泵站自沟渠向青鱼池抽水，排水涵

管自青鱼池向沟渠排水，上述各管道上均按工艺需要装有控制闸阀；

[0007] （2）上年十二月或当年一月，用生石灰化水全池泼洒田螺池，生石灰用量75～

100kg/亩，溶解用水的量为生石灰重量的2～3倍；泼洒7天后，向田螺池中加入0.5～0.7米

深的水，并在池中投施发酵好的粪肥，按每亩500～800kg的用量投施；

[0008] （3）田螺池中投施粪肥后15～20天，向池中投放10g以上的种螺，每平方米投放100

～120个，同时每亩田螺池套养鲢鱼鱼苗300～500尾，放螺后投喂菜叶、米糠、豆饼、菜饼或

动物下脚料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作为田螺饲料，投饲量为田螺总重的1～3%，2～3天投喂一

次；控制田螺池的进、出水闸阀，保持田螺池中的水体为微流动状态；所述田螺池中还均匀

种植有占田螺池面积20%～25%的茭白、芦笋、浮萍、水葫芦或水浮莲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水

生植物；

[0009] （4）高温季节在田螺池上方架设防晒网，防晒网距离螺池净高大于等于2.5米，当

水温超过28℃以后，每天中午从水井中抽水，向田螺池中供水两小时以上，控制田螺池水温

始终在28℃以内，田螺在温度适宜、饵料充足的水体中不断繁殖生长；田螺池中多出的水通

过自流水管流入青鱼池，调节青鱼池水质；

[0010] （5）当年1月至2月，青鱼池采用生石灰化水全池泼洒青鱼池，生石灰用量为75～

100kg/亩，溶解用水的量为生石灰重量的2～3倍；泼洒7天后，向青鱼池中加入1.5～2米深

的水，注水7天后向青鱼池内投放1～2斤重的青鱼鱼种，并同时投放0.5～1斤重的鲢鱼和鳙

鱼鱼种，青鱼鱼种投放量为150～200尾/亩，鲢鱼和鳙鱼鱼种投放量为60～80尾/亩，鲢鱼与

鳙鱼的投放比例为8:2；在田螺没有长到青鱼饵料的标准时，投喂青鱼人工配合饲料维持青

鱼正常的生长；

[0011] （6）当年5月，田螺繁殖并生长达到青鱼饵料标准，每隔6～7天，诱捕田螺并筛选出

5～7g的仔螺投放到青鱼池中供给青鱼饵料，体重不足的仔螺或体重超标的种螺放回田螺

池继续饲养；当仔螺的投放量达到青鱼重量的20～30%时，即无需额外向青鱼池中投喂饲

料；

[0012] （7）在田螺产量不足或高温季节，人工补充投喂青鱼配合饲料，投喂量是青鱼体重

的3～5％，保持青鱼体重增长，待水温降低到28℃以内时，即可以停止人工饲料投喂；在防

病治病期间需要投放药物或者生石灰时，暂停田螺投喂改投人工配合饲料，待七天后药性

消失注入新水再恢复田螺投喂；

[0013] （8）当年11月～12月，青鱼长至10～12斤，青鱼池中鲢鱼长至6～8斤，鳙鱼长至8～

10斤时即为成鱼开始上市，完成一个生长周期，放空池水使池塘底泥在太阳下暴晒，待次年

重复（4）～（7）的步骤进行下一生长周期即可。

[0014] 本发明中所述田螺池上方的防晒网是架设在田螺池四周的固定柱上，所述固定柱

插在田螺池四周预设的盲孔中。

[0015] 本发明中所述青鱼池内还均布有2～3台增氧机。

[0016] 本发明中所述水源为地下水或河流水或湖泊水。

[0017] 本发明中所述粪肥是指发酵好的鸡粪浆液或猪粪浆液。

[0018] 本发明中所述田螺的诱捕方法有两种：a.选择清晨或夜晚于螺池周边投放诱捕树

枝、竹枝或草把诱捕田螺，将捕获的田螺通过网兜筛选出5～7g的仔螺；b.生物菌采捕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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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关闭进、出水口，将枯草芽孢杆菌粉剂化水泼洒在田螺池中心，田螺池周边1.5米以内无

需泼洒，造成田螺池中心区域缺氧，田螺迅速游向田螺池周边1.5米以内，即可采用手捞网

进行人工捕捞并筛选出5～7g的仔螺；所述枯草芽孢杆菌的有效活菌数为200亿cfu/g，用量

为200～300g/亩。枯草芽孢杆菌是一种好氧的有益菌，可以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正常在水

中的用量是200g/亩/米深水，本发明中田螺池的水深为0.5～0.7米，使用量为200～300g/

亩时，可以造成田螺池中心区域短期缺氧，田螺迅速逃向田螺池周边方便捕捞，捕捞完毕后

打开田螺池的进、出水口，使田螺池中富含枯草芽孢杆菌的水体进入青鱼池中，一方面改善

田螺池中的水体缺氧状态，一方面可以起到净化青鱼池水质的作用。

[0019] 本发明中所述田螺池中稀疏的投放一些新鲜树枝补充田螺池中的氧气含量，新鲜

树枝每隔7天调换一次。

[0020] 本发明中所述青鱼池的侧壁采用水泥坡边砌护，防止田螺钻泥。

[0021] 本发明中采用田螺和青鱼配套养殖技术，将青鱼养殖比例提高至60%以上，鲢、鳙

鱼养殖比例下降到40%以下，解决了传统生态养殖生产中青鱼养殖比例因受到饵料不足而

无法加大养殖比例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发明中主要采用了以下方法：

[0022] （1）将青鱼池与田螺池分开，单独饲养田螺和青鱼，有利于田螺和青鱼对水质的不

同需求，适应各自的习性，减少疾病的发生，同时将田螺池建设在青鱼池的上游，利用田螺

池中的溢流水调节青鱼池的水质，增加青鱼池中水源，方便田螺运输；

[0023] （2）田螺池建设为狭长形，并配备深水井，解决田螺因受水温影响，在夏季高温时

钻入泥土停止繁殖和生长甚至死亡的问题，利用深水井中的水温冬暖夏凉的特性，在高温

季节每天向田螺池中供水，降低田螺池水温，使田螺在高温季节保持旺盛的繁殖和生长能

力，从根本上解决青鱼的饵料问题；

[0024] （3）通过在田螺池中稀植水生植物，投放新鲜树枝、架设遮阳网，给田螺池人为创

造微流水环境等办法，尽量延长田螺适宜生长的自然环境，保证青鱼饵料的充足性，从而保

证青鱼肉质，提高青鱼的经济效益。

[0025] 在本发明中，为了给田螺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主要采用了以下措施：（1）在田螺

池上游配套建设2～4口深水井，利用井水冬暖夏凉的特性，避免了田螺池内干旱季节断流

或高温季节降温的问题，并形成给田螺池提供微流水环境的条件；（2）田螺池中，在田螺下

水前10～15天，向田螺池中投施粪肥，使粪肥在水体中充分分解，繁殖，产生大量浮游生物，

供田螺种螺繁殖、生长；（3）在田螺池中稀植水生植物，给田螺提供饵料及遮阳避暑、攀缘栖

息的场所；（4）高温季节时在田螺池上方架设防晒网，进一步降低田螺池的水温，延长田螺

的繁殖生长时间；（5）在田螺池中投放新鲜树枝，使田螺可以在低氧状况下攀爬上树枝吸取

水面上的氧气，并可以在树枝表面形成有机营养物质，给田螺提供天然饵料；（6）在田螺池

中套养鲢鱼、鳙鱼鱼苗，可以及时消耗掉田螺池中田螺没有食用完的饵料，净化水质，也可

以为青鱼池中提供鲢鱼、鳙鱼鱼种，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0026] 本发明最大的发明点在于：研究出科学合理的田螺与青鱼配套养殖的方法，提供

一种池塘饲养青鱼的新方法，由传统的以养殖鲢鱼、鳙鱼为主改变为以养殖青鱼为主的养

殖模式，大大提高青鱼的养殖比例，将直接向青鱼池中投放饲料转变为投放田螺，避免了对

鱼池水质的污染，解决了水质污染对水产养殖造成公害的问题。采用本发明方法，青鱼单产

由原来的一百多斤每亩提高到一千五百多斤每亩，并且由于青鱼价格远远高于鲢鱼、鳙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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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使养殖户的直接经济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二。

[0027] 本发明方法科学合理，通过采用田螺与青鱼配套养殖的方法，不仅提高了青鱼产

量，而且提高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降低了养殖成本，并且改善了青鱼品质，是一种生态环

保的健康养殖模式，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养殖平面布局示意图；

[0029] 图2图1的A—A剖视放大图；

[0030] 图中：1—水井，2—田螺池，3—青鱼池，4—沟渠，5—拦水坝，6—进水总管，7—水

泵，8—进水分管，9—出水分管，10—自流水管，11—防逃罩，12—抽水泵站，13—排水涵管，

14—控制闸阀，15—水生植物，16—防晒网，17—固定柱，18—盲孔，19—增氧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实施例1

[0032] 参见图1、图2，本实施例以建设15亩田螺池、35亩青鱼池，配套建设2口深水井为

例，来详细解释本发明的养殖方法，本实施例仅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法，并不以

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

[0033] （1）在靠近水源的空地上开挖2口深20米的水井1，水井旁边并排建设五口长100

米、宽20米、深0.7米的田螺池2，在田螺池2的下游建设一个3.0米深的青鱼池3；水井、田螺

池及青鱼池的同一侧边建设一个便于储水、排水的沟渠4，沟渠的进、出口分别与水源连通

并设有拦水坝5；所述水井与田螺池之间设有进水总管6，每口水井与进水总管之间通过水

泵7及进水分管8联通，进水总管6上对应每口田螺池设有出水分管9伸至田螺池，每口田螺

池与青鱼池之间均设有自流水管10，所述出水分管的出水口处及自流水管的进水口处均装

有防逃罩11；所述青鱼池与沟渠之间还设有抽水泵站12及排水涵管13，抽水泵站自沟渠向

青鱼池抽水，排水涵管自青鱼池向沟渠排水，上述各管道上均按工艺需要装有控制闸阀14；

[0034] （2）上年十二月或当年一月，用生石灰化水全池泼洒田螺池，生石灰用量80kg/亩，

溶解用水的量为生石灰重量的2倍；泼洒7天后，向田螺池中加入0.6米深的水，并在池中投

施发酵好的粪肥，按每亩800kg的用量投施；

[0035] （3）田螺池中投施粪肥后15天，向池中投放10g以上的种螺，每平方米投放120个，

同时每亩田螺池套养鲢鱼鱼苗300尾，放螺后投喂菜叶、米糠、豆饼、菜饼或动物下脚料中的

任意一种或几种作为田螺饲料，投饲量为田螺总重的3%，2天投喂一次；控制田螺池的进、出

水闸阀，保持田螺池中的水体为微流动状态；所述田螺池中还均匀种植有占田螺池面积20%

的水生植物15，本实施例中水生植物为茭白和芦笋；

[0036] （4）高温季节在田螺池上方架设防晒网，防晒网距离螺池净高为2.5米，当水温超

过28℃以后，每天中午从水井中抽水，向田螺池中供水两小时以上，控制田螺池水温始终在

28℃以内，田螺在温度适宜、饵料充足的水体中不断繁殖生长；田螺池中多出的水通过自流

水管流入青鱼池，调节青鱼池水质；

[0037] （5）当年1月至2月，青鱼池采用生石灰化水全池泼洒青鱼池，生石灰用量为100kg/

亩，溶解用水的量为生石灰重量的3倍；泼洒7天后，向青鱼池中加入2米深的水，注水7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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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青鱼池内投放1斤重的青鱼鱼种，并同时投放0.5斤重的鲢鱼和鳙鱼鱼种，青鱼鱼种投放

量为200尾/亩，鲢鱼和鳙鱼鱼种投放量为60尾/亩，鲢鱼与鳙鱼的投放比例为8:2；在田螺没

有长到青鱼饵料的标准时，投喂青鱼人工配合饲料维持青鱼正常的生长；

[0038] （6）当年5月，田螺繁殖并生长达到青鱼饵料标准，每隔6～7天，诱捕田螺并筛选出

5～7g的仔螺投放到青鱼池中供给青鱼饵料，体重不足的仔螺或体重超标的种螺放回田螺

池继续饲养；当仔螺的投放量达到青鱼重量的20～30%时，即无需额外向青鱼池中投喂饲

料；

[0039] （7）在田螺产量不足或高温季节，人工补充投喂青鱼配合饲料，投喂量是青鱼体重

的3～5％，保持青鱼体重增长，待水温降低到28℃以内时，即可以停止人工饲料投喂；在防

病治病期间需要投放药物或者生石灰时，暂停田螺投喂改投人工配合饲料，待七天后药性

消失注入新水再恢复田螺投喂；

[0040] （8）当年年底，青鱼长至10～12斤，青鱼池中鲢鱼长至6～8斤，鳙鱼长至8～10斤时

即为成鱼开始上市，完成一个生长周期，放空池水使池塘底泥在太阳下暴晒，待次年重复上

述步骤进行下一生长周期即可。

[0041] 本实施例中所述田螺池上方的防晒网16是架设在田螺池四周的固定柱17上，所述

固定柱插在田螺池四周预设的盲孔18中。

[0042] 本实施例中所述青鱼池内还均布有2～3台增氧机19。

[0043] 本实施例中所述水源为地下水或河流水或湖泊水。

[0044] 本实施例中所述粪肥是指发酵好的鸡粪浆液或猪粪浆液。

[0045] 本实施例中所述田螺的诱捕方法有两种：a.选择清晨或夜晚于螺池周边投放诱捕

树枝、竹枝或草把诱捕田螺，将捕获的田螺通过网兜筛选出5～7g的仔螺；b.生物菌采捕法：

首先关闭进、出水口，将枯草芽孢杆菌粉剂化水泼洒在田螺池中心，田螺池周边1.5米以内

无需泼洒，造成田螺池中心区域缺氧，田螺迅速游向田螺池周边1.5米以内，即可采用手捞

网进行人工捕捞并筛选出5～7g的仔螺；所述枯草芽孢杆菌的有效活菌数为200亿cfu/g，用

量为250g/亩。

[0046] 本实施例中所述田螺池中稀疏的投放一些新鲜树枝补充田螺池中的氧气含量，新

鲜树枝每隔7天调换一次。

[0047] 本实施例中所述青鱼池的侧壁采用水泥坡边砌护，防止田螺钻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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