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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方法，该

方法利用稻田生态原理，一季稻收获后培植再生

稻，稻田中继续放养鱼类的一种生产方式。再生

稻是在一季稻成熟之后，大约只割下稻株的上2/

3的部位，收取稻穗，留下下面的1/3植株和根系，

经施肥和培育后，让其再长出第二季稻子。在稻

田养殖鱼类贯穿全部过程，田埂套种瓜菜类，创

新打造出“一季稻+再生稻+鱼”的立体循环稻渔

综合种养模式，即“一季稻+再生稻+鱼”模式。本

发明技术方法能够在山区稻田推广应用，养殖的

三江稻田鲤鱼含硒丰富，对人体非常有益，能够

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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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一）稻田建设

（1）稻田选择：选择土质肥沃，保水力强的稻田；

（2）田基改造：在原有田基内侧用425#混凝土筑砌硬化，硬化厚度为：混凝土上部厚度

10㎝，下部基础厚度12㎝；硬化高度为：以田基硬化底部基础为起点，至高出稻田种植土层

表面40㎝以上；田基改造整体要求：整齐牢固、不渗漏、能排能灌；

（3）鱼坑建设：田块面积大于或等于0.3亩时，每块田在进水处开挖一个面积15～20㎡

的鱼坑，鱼坑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3%～5%，鱼坑深度0.5～1米，鱼坑内不种稻，鱼坑坑基与

田基一样用混凝土筑砌硬化，坑基高出稻田种植层土表面10～20厘米，鱼坑与鱼沟相通相

接；田块面积小于0.3亩时，开挖一个面积4.5～5.5㎡的鱼坑，同时用带叶树枝盖一个阴棚，

供鱼栖息、避暑；

（4）鱼沟建设：耙田后插秧前，在田间开挖 “田”字型或“十”字型或“目”字型不同形状

的鱼沟，鱼沟深度、宽度30～50厘米，鱼沟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3～5%，鱼沟与鱼坑相通；

（5）拦鱼设施：在稻田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处设置拦鱼设备，防止逃鱼；

（二）稻田消毒及施用基肥

（1）消毒：稻田在放养鱼苗前半个月，每亩用60～80公斤生石灰进行稻田消毒和杀灭敌

害，待5～6天生石灰碱性消失后，灌注水10～30厘米，以后再逐渐注入新水；

（2）施基肥：消毒后7天施足基肥，在耕田前每亩田施有机肥400～500公斤；

（三）栽插水稻

开挖鱼沟后即灌注浅水开始插秧；五月中下旬完成水稻种植，水稻品种选择野香优3

号、中浙优1号或超级稻；插秧前每亩稻田追施复合肥15公斤和尿素10公斤作基肥；

（四）施肥

插秧后7～10天，每亩追施氯化钾7.5公斤加尿素5～10公斤；水稻抽穗阶段喷施磷酸二

氢钾或施宝乐叶面肥；

（五）鱼苗放养

插秧15天后开始放养鱼种，放养品种以鱼身两边带金边的三江稻田鲤鱼为主，搭配草

鱼，每亩稻田投放1.5寸以上三江稻田鲤鱼种300尾、3寸以上草鱼种20尾；

（六）饲料投喂

投喂以沼气渣水农家肥、秸秆、稻草粉、米糠、玉米粉并经有益微生物发酵料和培育有

益微生物天然饵料，在上午9点与下午5点投喂饲料，投喂量在2小时内吃完为准；

（七）日常管理

夏季种稻要根据水稻的生长状况，在不影响水稻分蘖的情况下，田水保持在10～30厘

米，在鱼坑上搭建棚架并加盖遮光布或在鱼坑周边种植瓜果，冬季则根据田基的高度及养

鱼越冬需要尽量保持最大的水深；

（八）收获和补苗

8月中旬完成第一季稻收割，收割前10天，每亩施放15公斤的复合肥，收割前降低水位，

将鱼引入鱼坑，按“捕大留小、捕大补小”的原则收获成鱼和补充鱼苗，收割一季稻割下稻株

的上2/3的部位收取稻穗，留下下面的1/3植株和根系，经施肥和培育后，让其培植再长出第

二季稻子即再生稻，在10月中下旬收割再生稻时，按“捕大留小”原则收获成鱼，小鱼在鱼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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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冬，稻田中堆放稻草，待次年完成水稻种植后将鱼放入稻田并补充新鱼苗至放养密度，

即可每年收获两季稻谷和两批鱼产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步骤（九）稻

渔综合种养尾水处理：按照稻渔综合种养集中连片100亩稻田，设计配套建设尾水处理池，

全部种养尾水集中排放入尾水处理池，处理池面积100平方米，以砖混结构池、水泥池、土池

为主体，水深1.0米，池中种植水生植物，池底投放净水底栖软体动物，定期投放有益微生

物，尾水经处理池净化达标后排放。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方法，其特征在于：三江稻田鲤鱼

的亲鱼的培育与选择的具体方法为：

（1）清塘消毒：在亲鱼下塘前，用生石灰或茶粕对池塘进行消毒；

（2）亲鱼的培育

①亲鱼选择：选择年龄在3龄以上，体重1.5公斤以上的三江稻田鲤鱼的雄鱼为亲鱼；选

择年龄在4龄以上，体重2公斤以上的三江稻田鲤鱼的雌鱼为亲鱼；要求体质健壮肥满、规格

整齐、活动力强、无病无伤；

②雌雄比例：雌鱼、雄鱼比例1∶3；

（3）放养密度

每亩池塘放养100～150公斤，产前雌鱼、雄鱼分开；

（4）饲养管理

①投料：饲料有鲤鱼配合饲料、其他精饲料，投喂量为亲鱼体重的2%～4%；

②施肥：适当投放经发酵的猪粪、牛粪及其它农家肥；

③加注新水：平均每半个月1次；产前2个月每10天加水1次，每次加水量不超过池中原

有水量的1/3；临产前一个月要停止注水；

（5）产卵孵化

①设置鱼巢：材料用棕榈皮、柳树根、水草、人造纤维；数量每尾雌鱼2～3束；消毒处理

方式有盐水浸泡、日晒、水煮；设置方式是将上述材料扎成束，成排悬挂在水中；设置时间要

准确估计产卵时间，及时投放；

  ②配对产卵：每年春季，当水温回升到18度以上时就可进行繁殖孵化，为每年清明前

后，3月上旬或中旬，雌、雄比例通常1∶2；

③自然孵化：将产满鱼卵的鱼巢集中到孵化池里进行集体孵化，每亩可放鱼卵25～35

万枚，鱼巢及鱼卵用3%食盐水消毒，以防止水霉；

④管理：做好巡塘与水质管理，以及防逃、防旱涝、防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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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稻田养鱼种养模式是一个稻鱼共生、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生态种养系统，鱼在系

统中既起到了耕田除草、减少病虫害的作用，又可以合理利用水田土地资源、水面资源、生

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发展稻田养鱼，对推进科教兴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有着深远

的现实意义。

[0003] 稻田养鱼是我国传统的稻田种养模式，通过稻田套养水产品种获得种养综合效

益。稻田养鱼具有生态互补、一田多用、一田多收，不影响原有水稻种植及产量，增加农民收

入，因而近年来已成为国家大力推广的模式，并在稻田养鱼基础上发展了稻田养小龙虾、稻

田养龟、稻田养鳖、稻田养蟹、稻田养螺等新模式，有的模式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如湖北省潜江市发展稻田小龙虾养殖产业超过200万亩，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1000

亿元，云南红河州哈尼梯田发展稻田养鱼超过1000亩，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由于各地气

候及土壤条件差异、养殖技术、市场、加工等因素，这些模式的效益、可操作性在各地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例如稻田小龙虾扩张过快，湖北、江苏、安微、江西等省大面积养殖，造

成局部地区产品滞销，同时，广西、云南等山区稻田尤其是梯田并不适合并养虾也盲目跟

进，由于小龙虾的挖洞习性造成梯田水土流失，梯田养虾得不偿失。如何根据各地实际条

件，因地制宜，发明成熟的综合种养经济模式才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0004] 中国发明专利申请2018102582876公开了一种再生稻与鱼立体种养的装置及方

法，但该技术方案中种养的装置相对比较复杂，成本高，固定占用稻田耕地面积，装置笨重，

拆卸又不方便，极不利于在贫困的山区中推广使用。另外，该技术方案中要求再生稻头季收

割时，稻桩高度保留35～45cm，这就要求稻桩要非常高，在实际种植过程中是很难实现。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方法，该技术方法能够

在山区稻田推广应用，能够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0006]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一）稻田建设

（1）稻田选择：选择土质肥沃，保水力强的稻田；

（2）田基改造：在原有田基内侧用425#混凝土筑砌硬化，硬化厚度为：混凝土上部厚度

10㎝，下部基础厚度12㎝；硬化高度为：以田基硬化底部基础为起点，至高出稻田种植土层

表面40㎝以上；田基改造整体要求：整齐牢固、不渗漏、能排能灌；

（3）鱼坑建设：田块面积大于或等于0.3亩时，每块田在进水处开挖一个面积15～20㎡

的鱼坑，鱼坑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3%～5%，鱼坑深度0.5～1米，鱼坑内不种稻，鱼坑坑基与

田基一样用混凝土筑砌硬化，坑基高出稻田种植层土表面10～20厘米，鱼坑与鱼沟相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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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田块面积小于0.3亩时，开挖一个面积4.5～5.5㎡的鱼坑，同时用带叶树枝盖一个阴棚，

供鱼栖息、避暑；

（4）鱼沟建设：耙田后插秧前，在田间开挖 “田”字型或“十”字型或“目”字型不同形状

的鱼沟，鱼沟深度、宽度30～50厘米，鱼沟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3～5%，鱼沟与鱼坑相通；

（5）拦鱼设施：在稻田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处设置拦鱼设备，防止逃鱼；

（二）稻田消毒及施用基肥

（1）消毒：稻田在放养鱼苗前半个月，每亩用60～80公斤生石灰进行稻田消毒和杀灭敌

害，待5～6天生石灰碱性消失后，灌注水10～30厘米，以后再逐渐注入新水；

（2）施基肥：消毒后7天施足基肥，在耕田前每亩田施有机肥400～500公斤；

（三）栽插水稻

开挖鱼沟后即灌注浅水开始插秧；五月中下旬完成水稻种植，水稻品种选择野香优3

号、中浙优1号或超级稻；插秧前每亩稻田追施复合肥15公斤和尿素10公斤作基肥；

（四）施肥

插秧后7～10天，每亩追施氯化钾7.5公斤加尿素5～10公斤；水稻抽穗阶段喷施磷酸二

氢钾或施宝乐叶面肥；

（五）鱼苗放养

插秧15天后开始放养鱼种，放养品种以鱼身两边带金边的三江稻田鲤鱼为主，搭配草

鱼，每亩稻田投放1.5寸以上三江稻田鲤鱼种300尾、3寸以上草鱼种20尾；

（六）饲料投喂

投喂以沼气渣水农家肥、秸秆、稻草粉、米糠、玉米粉并经有益微生物发酵料和培育有

益微生物天然饵料，在上午9点与下午5点投喂饲料，投喂量在2小时内吃完为准；

（七）日常管理

夏季种稻要根据水稻的生长状况，在不影响水稻分蘖的情况下，田水保持在10～30厘

米，在鱼坑上搭建棚架并加盖遮光布或在鱼坑周边种植瓜果，冬季则根据田基的高度及养

鱼越冬需要尽量保持最大的水深；

（八）收获和补苗

8月中旬完成第一季稻收割，收割前10天，每亩施放15公斤的复合肥，收割前降低水位，

将鱼引入鱼坑，按“捕大留小、捕大补小”的原则收获成鱼和补充鱼苗，收割一季稻割下稻株

的上2/3的部位收取稻穗，留下下面的1/3植株和根系，经施肥和培育后，让其培植再长出第

二季稻子即再生稻，在10月中下旬收割再生稻时，按“捕大留小”原则收获成鱼，小鱼在鱼坑

中越冬，稻田中堆放稻草，待次年完成水稻种植后将鱼放入稻田并补充新鱼苗至放养密度，

即可每年收获两季稻谷和两批鱼产品。

[0007]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还包括有步骤（九）稻渔综合种养尾水处理：按照稻

渔综合种养集中连片100亩稻田，设计配套建设尾水处理池，全部种养尾水集中排放入尾水

处理池，处理池面积100平方米，以砖混结构池、水泥池、土池为主体，水深1.0米，池中种植

水生植物，池底投放净水底栖软体动物，定期投放有益微生物，尾水经处理池净化达标后排

放。

[0008] 本发明的更进一步技术方案是：三江稻田鲤鱼的亲鱼的培育与选择的具体方法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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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塘消毒：在亲鱼下塘前，用生石灰或茶粕对池塘进行消毒；

（2）亲鱼的培育

①亲鱼选择：选择年龄在3龄以上，体重1.5公斤以上的三江稻田鲤鱼的雄鱼为亲鱼；选

择年龄在4龄以上，体重2公斤以上的三江稻田鲤鱼的雌鱼为亲鱼；要求体质健壮肥满、规格

整齐、活动力强、无病无伤；

②雌雄比例：雌鱼、雄鱼比例1∶3；

（3）放养密度

每亩池塘放养100～150公斤，产前雌鱼、雄鱼分开；

（4）饲养管理

①投料：饲料有鲤鱼配合饲料、其他精饲料，投喂量为亲鱼体重的2%～4%；

②施肥：适当投放经发酵的猪粪、牛粪及其它农家肥；

③加注新水：平均每半个月1次；产前2个月每10天加水1次，每次加水量不超过池中原

有水量的1/3；临产前一个月要停止注水；

（5）产卵孵化

  ①设置鱼巢：材料用棕榈皮、柳树根、水草、人造纤维；数量每尾雌鱼2～3束；消毒处理

方式有盐水浸泡、日晒、水煮；设置方式是将上述材料扎成束，成排悬挂在水中；设置时间要

准确估计产卵时间，及时投放；

  ②配对产卵：每年春季，当水温回升到18度以上时就可进行繁殖孵化，为每年清明前

后，3月上旬或中旬，雌、雄比例通常1∶2；

③自然孵化：将产满鱼卵的鱼巢集中到孵化池里进行集体孵化，每亩可放鱼卵25～35

万枚，鱼巢及鱼卵用3%食盐水消毒，以防止水霉；

④管理：做好巡塘与水质管理，以及防逃、防旱涝、防病害。

[0009] 本发明的技术原理即利用稻田生态原理，一季稻收获后培植再生稻，稻田中继续

放养鱼类的一种生产方式。再生稻是在一季稻成熟之后，大约只割下稻株的上2/3的部位，

收取稻穗，留下下面的1/3植株和根系，经施肥和培育后，让其再长出第二季稻子。在稻田养

殖鱼类贯穿全部过程，田埂套种瓜菜类，创新打造出“一季稻+再生稻+鱼”的立体循环稻渔

综合种养模式，即“一季稻+再生稻+鱼”模式。

[0010] 本发明的特点：养殖的鱼选择以鱼身两边带金边的三江稻田鲤鱼为主，种植的稻

选取野香优3号、中浙优1号或超级稻品种，两者形成立体的生态系统，且三江稻田鲤鱼的肉

质硒含量丰富，对人体非常有益。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经济效益显著。

[0011] 根据本技术方法,在三江县试点应用实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200亩“一季稻+再生

稻+鱼”，根据示范点的测产结果及对农户现场了解的情况进行分析估算，“一季稻+再生稻+

鱼”模式亩产值可达4806元，其中，一季稻亩平均产量1090斤，平均价格1.4元/斤，产值1526

元；再生稻亩平均产量600斤，平均价格1.8元/斤，产值1080元；稻田鱼亩平均产量110斤，平

均价格20元/斤，产值2200元。扣除成本每亩445元（其中稻种45元，鱼苗130元，农药60元，农

家肥110，鱼饲料100元），亩平均纯利润达4361元。同一块稻田一年种植两次水稻，每亩田除

了收获一季稻稻谷1090斤外，另外增收了再生稻稻谷600斤，稻田种植面积增加了一倍，稻

谷亩平均产量提高了35.5  %，亩平均综合产值提高了41%，亩平均纯利润提高了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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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2、社会效益显著。

[0013] 一是实现了粮鱼双增、产业扶贫。“一季稻+再生稻+鱼”技术模式利用再生稻与鱼

共作，不减少面积，不增加投入，但实现了水稻、稻田鱼的增产，农民增收和产业扶贫。二是

实现农旅结合，有效推动旅游发展。三江县侗族群众历来喜欢制作食用酸鱼、熏鱼干、鱼生，

具有抓鱼节、烧鱼节传统风俗。“一季稻+再生稻+鱼”技术模式提高稻渔产量，可有效推动当

地旅游项目（游客参与捉鱼、烧鱼等形式）开发。如丹洲镇板江社区雷洞屯利用紫稻和普通

稻混合种植形成稻田画，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观光，因而促进山区旅游发展。

[0014] 3、生态效益显著。

[0015] 一是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稻田鱼可捕食蚊子幼虫、螺类及底栖昆虫，能够有效地控

制稻田虫害，减少农药使用量，稻谷和鱼产品质量安全也得到了更好保障。二是减少了化肥

的使用。该模式主要使用农家肥、农家饲料、微生物发酵饲料，以及采用稻杆还田方式提高

稻田肥力，减少了化肥使用量，有效防止了土壤板结，还可充分利用农副产品资源，促进稻

鱼系统的良性循环。三是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优化，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稻田的标准化

改造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提高了稻田蓄水保水能力，为稻田鱼提供了更多的生长空间，

同时也提高了农田抵御洪水旱灾的能力。四是提高了粮鱼的品质。“一季稻+再生稻+鱼”模

式延长了稻鱼的生长期，由于再生稻产生的稻穗、稻花能作为稻田鱼的饲料，鱼的品质随着

生长期的增加而提高，2017年1月三江稻田鲤鱼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农户在水

稻生产上也能享受种一次稻收割两次的效益，实实在在得到再生稻种植的实惠，产生了“稻

因鱼而优，鱼因稻而贵”的效果。

[001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之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方法的技术特征作进一步的

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一种稻渔综合种养技术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一）稻田建设

1、稻田基本条件。以土质肥沃，保水力强，PH值呈中性至微碱性的壤土、粘土为好，尤其

以高度熟化，高肥力，灌水后能起浆，干涸后不板结的稻田。

[0018] 2、田基改造。在原有田基内侧用4253混凝土筑砌硬化，硬化厚度为：混凝土上部厚

度10㎝，下部基础厚度12㎝；硬化高度为：以田基硬化底部基础为起点，至高出稻田种植土

层表面40㎝以上。田基改造整体要求：整齐牢固、不渗漏、能排能灌。田基表面宽40㎝以上，

便于人的行走。

[0019] 3、鱼坑建设。田块面积在0.3亩以上（即大于或等于0.3亩）的，每块田在进水处开

挖一个面积15～20㎡的鱼坑（鱼坑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3%～5%）。鱼坑深度0.5～1米。将鱼

坑内的田土清除，堆放夯实于田基和坑基上。鱼坑内不种稻。鱼坑坑基与田基一样用混凝土

筑砌硬化。坑基高出稻田种植土层表面10～20厘米即可。鱼坑出水口与鱼沟相通相接。田块

面积小于0.3亩时，开挖一个面积5㎡左右的鱼坑，同时用带叶树枝盖一个阴棚，供鱼栖息、

避暑。

[0020] 4、鱼沟建设。耙田后插秧前，根据田块大小、形状不同，在田间开挖 “田”字型或

“十”字型或“目”字型等不同形状的鱼沟，鱼沟深度、宽度30～50厘米，鱼沟面积占稻田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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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3～5%。鱼沟与鱼坑相通。鱼沟的作用，一是当夏日高温、晒田、水浅、水稻防病施药时，

作为鱼类的躲避栖居场所；二是作为鱼类从鱼坑向大田觅食、活动的通道。

[0021] 5、拦鱼设施。注排水口按照田块情况设置。进水口设在田块的高处，出水口设在最

低处。进、出水口最好设在稻田相对两角的田埂上，可使田内水流均匀流转，有利于田间水

体的交换。在进、出水口都要设置拦鱼设备，防止逃鱼。拦鱼设施用竹蔑、铁筛片或尼龙网片

制成。安置时可考虑设计成“∧”或“∩”型，凸面向田，深埋夯实。

[0022] （二）亲鱼的培育与选择

1、清塘消毒

在亲鱼下塘前，用生石灰或茶粕（茶枯）对池塘进行消毒。具体用法是：生石灰干池消毒

每亩用60～80公斤，带水清塘每亩（水深1米）用125～150公斤，化浆后全池泼洒，在亲鱼下

塘前7～10天进行。茶粕干池消毒每亩（平均水深15厘米）用10～12公斤；带水清塘每亩（水

深1米）用40～50公斤，先将茶粕捣碎，放在盆缸内浸泡1～2天，连渣带水均匀泼洒，在亲鱼

下塘前7～8天进行。

[0023] 2、亲鱼的培育

（1）亲鱼选择。雄鱼年龄在3龄以上，体重1.5公斤以上；雌鱼年龄在4龄以上，体重2公斤

以上。雌雄亲鱼均要求鱼身两边带有金边、体质健壮肥满、规格整齐、活动力强、无病无伤。

（2）雌雄比例及鉴别。雌、雄比例1∶3。非生殖季节雌性个体大，腹部大而柔软，泄殖孔较

大而突出。雄性在同一批鱼中个体明显较小，腹部狭小而略硬，泄殖孔较小而略向内凹；生

殖季节雌性个体胸鳍没有或很少有追星，腹部膨大柔软，泄殖孔红润而外凸。雄性个体胸、

腹鳍和鳃盖上有追星，腹部较狭，成熟时轻压有精液流出，泄殖孔不红润而略向内凹。

（3）放养密度

每亩池塘放养100～150公斤。产前雌鱼、雄鱼分开。

（4）饲养管理

  ①投料。定时、定点、定量投喂。饲料有鲤鱼配合饲料、其他精饲料（如花生麸、黄豆饼、

玉米粉等）。投饲量根据水温及亲鱼摄食情况调整，水温16℃以上时日投饲量为鱼总重量的

2%～4%；水温10～15℃时日投饲量为鱼总重量的1%左右。

[0024] ②施肥。适当投放经发酵的猪粪、牛粪等农家肥。

[0025] ③加注新水：平均每半个月1次。产前2个月每10天加水1次。每次加水量不超过池

中原有水量的1/3。临产前一个月要停止注水。

[0026] （5）产卵孵化

①设置鱼巢。材料一般用棕榈皮、柳树根、水草、人造纤维等；数量一般每尾雌鱼2～3

束；消毒处理方式有盐水浸泡、日晒、水煮等；设置方式一般是将上述材料扎成束，成排悬挂

在水中；设置时间要准确估计产卵时间，及时投放，不能过早或过晚，并及时取出孵化。

②配对产卵。每年春季，当水温回升到18℃以上时就可进行繁殖孵化，一般为每年清明

前后、3月上旬或中旬。雌、雄比例通常1∶2。

③自然孵化。将产满鱼卵的鱼巢集中到孵化池里进行集体孵化，每亩可放鱼卵30万枚

左右。鱼巢及鱼卵用3%食盐水消毒防止水霉。孵化水温以20～25℃为宜，20℃时需要91小时

左右孵出，25℃需要49小时孵出，30℃时需要43小时孵出。

[0027] ④管理。投饲坚持“四定”、“四看”原则，平时做好巡塘与水质管理，以及防逃、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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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防病害。

[0028] （三）苗种选择标准

鱼苗培育长至  4～5cm 时体色已充分显现，5  月底开始逐池进行起捕，并同时筛选，优

留劣汰。筛选标准为体表无肉眼可见的病状，游动活泼，逆水性强，体色鲜艳，鱼苗体色纯、

体色与新亲本相同或较明显、体形好、生长快、体质健壮。根据各个生长阶段性状分化主次

不同，此阶段优选主次依次为：A体色，B生长速度与体型，C抗逆性能。

[0029] （四）稻田消毒及施用基肥

1、消毒

稻田在放养鱼苗前半个月，每亩用60～80公斤生石灰进行稻田消毒和杀灭敌害。待5～

6天生石灰碱性消失后，灌注水30厘米左右，以后再逐渐注入新水。灌水时要用40目的网袋

过滤，以防野杂鱼进入稻田。

2、施基肥

消毒后7天左右施足基肥。在耕田前每亩施有机肥400～500公斤、插秧时每亩施复合肥

15公斤和尿素10公斤作基肥。

[0030] （五）栽插水稻

开挖鱼沟后即灌注浅水开始插秧。按照常规等距方式行株距为26.67cm×23.33cm，每

亩插10714蔸；或宽窄行方式移栽，插秧规格（行株距）为40cm×20cm、26.67cm×20cm，每亩

插10000蔸。

[0031] 五月中下旬完成水稻种植，推广使用适合当地气候，抗性高、品质好的野香优3号、

中浙优1号、超级稻品种等优良品种。

[0032] （六）鱼苗放养

插秧后15天左右开始放养鱼种，放养品种以鲤鱼为主，搭配草鱼。每亩稻田投放5cm以

上鲤鱼种300尾、5cm以上草鱼种20尾左右。

[0033] （七）施肥

插秧后7～10天，每亩追施氯化钾7.5公斤、尿素5～10公斤；水稻抽穗阶段喷施磷酸二

氢钾或施宝乐等叶面肥。

[0034] （八）稻田的灌水及晒田

1、养鱼稻田的排灌

水稻田可以按常规排灌，但必须注意一是分蘖末期晒田时不能晒鱼，并且晒田时间要

短；二是灌浆结实期，要求田中无水层的沟中要灌满水；三是成熟期不能过早断水。

2、晒田清沟

晒田前要将鱼沟、鱼坑内的泥土清理一次，将清理出的淤泥堆放到田边或田外，以增加

鱼沟和鱼坑的蓄水量，然后再将禾花鲤赶到鱼沟、鱼坑里去。晒田时要掌握好鱼沟和鱼坑内

水的深度。保持沟内有30厘米、坑内有60～80厘米深的水位。这样既能达到水稻晒田目的，

又不影响稻田鱼的正常生长。

[0035] （九）稻田的施肥

肥料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基肥占总施肥量70%～80%。追肥

要控制每次用量，追肥一般用尿素、硝酸铵、过磷酸钙、氯化钾等，建议施用生物肥料和复合

肥，喷施根外肥；施肥时应避免高温天气，切勿将化肥直接施入鱼沟、鱼坑内。有机肥料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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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酵腐熟后方可使用。不可使用氨水和碳酸氢氨。施用化肥时，每亩用量应控制在7.5

～10公斤，在施肥的同时还要适当加深田水。在耕田前每亩施有机肥400～500公斤、插秧时

每亩施复合肥15公斤和尿素10公斤作基肥；插秧后7～10天，每亩追施氯化钾7.5公斤加尿

素5～10公斤；水稻抽穗阶段喷施磷酸二氢钾或施宝乐等叶面肥。

[0036] （十）饲料投喂

投喂以沼气渣水农家肥、秸秆、稻草粉、米糠、玉米粉等并经有益微生物发酵料和培育

有益微生物天然饵料。根据水质、气候、鱼的摄食、生长状况，灵活掌握施肥和投料的种类和

数量。一般是在上午9点与下午5点投喂饲料，投喂量应在2小时内吃完为宜，做好定质、定

量、定位、定时四个原则。

[0037] （十一）日常管理

夏季种稻要根据水稻的生长状况，在不影响水稻分蘖的情况下，田水保持在10～30厘

米，冬季则根据田基的高度及养鱼越冬需要尽量保持最大的水深。在鱼池上搭建棚架并加

盖遮光布或在鱼池周边种植瓜果，为鱼提供夏季降温和躲避敌害（如鸟类）的场所。

[0038] （十二）病虫害防治

水稻杀虫需要使用农药时，使用低毒、高效农药。施药时喷头向上，不直接喷入鱼沟内。

禁止使用国家禁用的渔药、农药。

[0039] （十三）收获和补苗

8月中旬完成一季稻收割。收割前10天，每亩施放15公斤的复合肥，降低水位将鱼引入

鱼坑，按“捕大留小、捕大补小”的原则收获成鱼和补充鱼苗。收割一季稻割下稻株的上面2/

3的部位收取稻穗，留下下面的1/3植株和根系经施肥和培育后让其培植再长出第二季稻子

即再生稻。在10月中下旬收割再生稻时，按“捕大留小”原则收获成鱼，小鱼在鱼坑中越冬，

鱼坑中堆放稻草，待次年完成水稻种植后将鱼放入稻田并补充新鱼苗至标准密度，即可每

年收获两季稻谷和两批鱼产品。

[0040] （十四）稻渔综合种养尾水处理

按照稻渔综合种养集中连片100亩，设计配套建设尾水处理池，全部种养尾水集中排放

入池。处理池面积100平方米，可以砖混结构、水泥池、土池，水深1.0米。池中种植水生植物，

池底投放螺、蚌等净水底栖软体动物，定期投放有益微生物。尾水经处理池净化达标后排

放。

[0041] 本发明养殖的三江稻田鲤鱼送广西分析测试中心检测，营养成分组成情况检测结

果见表1，氨基酸组成情况见表2。

[0042] 表1.三江县稻田鲤鱼营养成分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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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三江县稻田鲤鱼肉氨基酸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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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表明：

本发明养殖的三江稻田鲤鱼含硒丰富，对人体非常有益。据悉，硒是人体必需的、不可

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能抑制化学致癌物、分解致癌物质，有天然

的解毒、排毒作用，可维持心血管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富硒水产品的国标标准为0.08-

0.60mg/kg，低于0.08mg/kg的为普通水产品，而本发明养殖的三江稻田鲤鱼经送广西分析

测试中心检测结果（见表1）表明：三江稻田鲤鱼含硒量在0.219-0.645mg/kg之间，平均值达

到0.392  mg/kg，属于富硒水产品，且数倍高于四大家鱼中鲢鱼（0.016）、鳙鱼（0.019g）、青

鱼（0.038g）、草鱼（0.007g），也显著高于普通鲤鱼（0.015g）。

[0043] 本发明养殖的三江稻田鲤鱼肉质细嫩，蛋白质含量高，富含特殊金属元素。根据检

测结果（表1）与四大家鱼蛋白质等成分比较：每100克三江稻田鲤鱼肉平均富含蛋白质

16.5g，高于四大家鱼中鳙鱼（15.3g），与草鱼（16.6）平，略低于普通鲤鱼（17.6）；每100克三

江稻田鲤鱼肉富含锌7 .4g，显著数倍高于四大家鱼中鲢鱼（1 .2g）、鳙鱼（0 .8g）、青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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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g）、草鱼（0 .9g）；每100克三江稻田鲤鱼肉富含铁1 .64g，均高于四大家鱼中鲢鱼

（1.4g）、鳙鱼（0.8g）、青鱼（0.9g）、草鱼（0.8g）。

[0044] 本发明养殖的三江稻田鲤鱼肉氨基酸种类齐全，共有19种氨基酸，必需氨基酸、鲜

味氨基酸和鲜味增强氨基酸含量显著偏高。根据广西分析测试中心检测结果（表2）及与四

大家鱼鲢肉氨基酸成分比较：每100克三江稻田鲤鱼肉平均氨基酸总量15.11g，显著高于鲢

鱼（3.26g）、也显著高于鳜鱼（3.47）；每100克三江稻田鲤鱼肉鲜味氨基酸（天冬氨酸、谷氨

酸、甘氨酸、丙氨酸）和鲜味增强氨基酸（天冬氨酸、谷氨酸）分别为5.84g和4.1g，显著高于

鲢鱼（2.13g和1.53g）；每100克三江稻田鲤鱼肉中天冬氨酸、谷氨酸、亮氨酸、赖氨酸（1.59、

2.51、1.24和1.48g）含量显著高于鲢鱼肉中天冬氨酸、谷氨酸、亮氨酸、赖氨酸（0.83、0.69、

0.75和0.18g）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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