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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

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将跑道养鲈鱼和稻田养殖

小龙虾结合起来。将养殖跑道内鲈鱼的残饵和粪

便集中吸污后，通过管道排入套养小龙虾的稻田

内，供小龙虾摄食残饵，稻田吸收粪便、净化水

质。同时将跑道内排出富含氮、磷等营养物质的

水体通过水车式增氧机推入稻田沟和稻田，让稻

田沟内水草和水稻对水体內氮、磷等营养物质进

行吸收，净化水质。这一结合让稻田水体成为“活

水”，有助于小龙虾生长，让养殖跑道内的“废物”

有了更有价值的去处，跑道外净化区水体也得到

充分利用，实现养殖污水零排放，同时让土地得

到了充分利用，发挥最大产值。可实现50亩土地

年产水稻473Kg，小龙虾229Kg，鲈鱼51838Kg，亩

均效益达88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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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地点的选择：

选择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灌溉方便，生态环境无污染的稻田地；

2.田地改造：

稻田地整体分为养殖区和稻田综合种养区，整个田地四周设置有外围田埂，田埂为梯

形，田埂上架设防逃网，养殖区和稻田综合种养区之间用防逃网隔开；

2.1养殖区：养殖区位于田地边长较短的一端，占总地块的10%-15%，分为净水区、跑道

式养殖区和养殖污水区；

2.1.1净水区：净水区占养殖区55%-65%，按照150尾/亩的花鲢、100尾/亩的白鲢和20-

30Kg/亩的河蚌在净水区内投放，净水区塘边种植挺水植物；

2.1.2跑道式养殖区：跑道式养殖区占养殖区的20%-25%，跑道上游安装微孔增氧装置，

推动水体在跑道内流动；

2.1.3养殖污水区：养殖污水区占养殖区15%--20%，下游设置集污沟，集污沟内残饵和

粪便通过吸污泵抽到稻田内，集污沟的下游污水区沿与稻田边沟入口方向安装增氧机，不

断把污水区的富含氮、磷营养物质的水体向稻田推送；

2.2稻田综合种养区：综合种养区占总地块的85%--90%，分为稻田边沟和稻田区；

2.2.1稻田边沟：边沟分为进水边沟、侧面边沟和出水边沟，进水边沟、出水边沟通过稻

田种植区隔开，进水边沟、出水边沟在水稻烤田和收割时间通过侧面边沟相连；

2.2.2稻田种植区

2.2.2.1稻田改造：稻田种植区整体平整；稻田与边沟连接处埋围网，防止前期沟内龙

虾进入稻田破坏稻苗；稻田与跑道式养鱼区交接处为混凝土拦土墙，墙体顶部为“T”型，防

止小龙虾逃跑；稻田与侧面边沟连接处为田埂，在侧面边沟闸门关闭后，保证水体从稻田间

流过；

2.2.2.2水稻种植前准备：稻秧栽种前，每亩按照150-200Kg有机肥均匀撒到田块，然后

深耕、修田，最后漫水；

2.2.2.3水稻栽种：  5月中旬栽种水稻；

3.养殖品种的放养与管理

3.1鲈鱼的放养与管理

3.1.1鲈鱼的放养：4月中旬至5月初选择6-8cm已完全驯化能吃鲈鱼饲料的规格整齐，

无伤病的鲈鱼苗进行投放；放养前用15mg/L高锰酸钾溶液浸泡5-8分钟进行消毒；消毒后按

照160-200尾/平方米的养殖密度放入养殖跑道；

3.1.2鲈鱼养殖的管理：每天投喂3-5次鲈鱼专用饲料，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5%-10%，一

个月进行预防性杀虫、消毒一次；

3.1.3增氧推水流速调节：初放鲈鱼苗阶段，增氧推水流速平稳不宜流速太大，快速生

长阶段需要适当加大流速，确保溶氧充足；

3.1.4吸污泵开启：养殖前期通过吸污水泵一周吸污一次即可，生长快速期每天早晨投

料前吸污一次；

3.1.5鲈鱼的收获：鲈鱼在9月底开始捕捞销售，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春天；

3.2小龙虾的放养与管理：小龙虾一年放养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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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第一次投放与管理：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水稻收割完后，加水漫过稻田10-

15cm，投放5-6cm小龙虾幼苗，投放前用浓度5%-8%食盐水浸泡3-5分钟进行消毒，每亩稻田

投放3000-4000尾；每天早晚按照虾体重的1%-3%投喂小龙虾专用饲料，投喂至水温低于8

℃；第二年3月初开始投喂，投喂量为虾体重的3%，4月中旬至5月上旬捕捞上市；

3.2.2第二次投放与管理：5月中旬在龙虾苗投放前先将稻田与稻田边沟之间的围网立

起来围好，然后按照10000尾/亩的密度将规格为2-3cm的龙虾苗投放到边沟内，投放前用浓

度3%-5%食盐水浸泡8-10分钟进行消毒，投放后前10天，每天早晚按照虾体重的2.5%-3.5%

投喂新鲜的鱼糜，十天后逐渐改为小龙虾专用饲料，日投饵量为虾体重的3%-5%，待水稻秧

苗种下后13-17天将稻田与稻田边沟之间的围网放倒或撤掉，让小龙虾苗爬进稻田，开始稻

田养殖，8月中旬开始捕捞上市，  10月上、中旬开始慢慢降低水位，让小龙虾全部爬到边沟

内，10月下旬开始收割水稻，之后进入下一个周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稻田地面积为40--60亩，长宽比为1:3的连片稻田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田埂梯形坡比1:2-3，田埂上宽2米。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挺水植物为茭白、香蒲、美人蕉或慈姑。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1.2跑道式养殖区每个养殖跑道宽5-6米，长20-25米，养殖区跑道高2.4-2.8米，

顶部高于田面50-70c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1.3集污沟呈“V”字型，“V”  字型底部呈“U”型，“U”型沟处设置有轨道式吸污泵，

吸污泵的吸污口设置在“U”型沟内吸污，吸污泵上端连接管道将残饵和粪便抽到稻田内。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2.2.1田埂高38-42cm。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2.2.3水稻品种选择南粳5055、南粳9108或者南粳46高品质水稻，种植行距采用

每两行为一组,两行之间间隔20cm，组之间间隔40cm。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2.1稻田进水边沟从与养殖污水区连接处的1.8-2.2米深，慢慢上升到1.2-1.5

米深，缓坡上升长度为10--15米，沟内主要交错等比种植枯草、金鱼藻、黑藻或菹草沉水植

物，边沟外侧浅水区等比种植茭白、慈姑挺水植物；所述稻田出水边沟为交错等比种植枯

草、金鱼藻、黑藻或菹草沉水植物，边沟外侧浅水区等比种植茭白、慈姑挺水植物；在与净水

区连接处的20米均种植香蒲、茭白或芦苇挺水植物，从0.8-12米深慢慢下降到净水区池底，

缓坡下降长度为10-15米；所述稻田侧面边沟为交错等比种植枯草、金鱼藻、黑藻或菹草沉

水植物，边沟外侧浅水区等比种植茭白或慈姑挺水植物，沟内设置闸门在稻田降水烤田和

收获季节保证养殖区水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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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跑道式高密度养殖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

虾的方法。

[0003] 技术背景：

[0004] 跑道式养鱼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池塘内循环流水高效养殖模式，前面设置“推水

增氧”装置使两边塘水24小时循环流动，后面的安装吸污装置，时刻收集鱼粪残饵。养殖的

鱼限制在跑道内，流动的水不间断地在“跑道”内流过，带来氧气，带走粪便、残渣。粪便和残

渣除了被收集起来外，还有部分流到跑道外的大水体内通过水生植物净化后重新流入跑道

内。跑道式养鱼虽然跑道内养殖密度高，但是跑道外池塘水体基本没有被利用，造成池塘资

源浪费。

[0005] 鲈鱼是近年来兴起的高档淡水养殖品种，其生长速度快，体型好，个体间生长均匀

性较好，适合在池塘主养或套养，也适合淡水网箱养殖；肉质坚实，肉味清香，加上活体上

市，在酒楼饭店水族箱中还可让就餐者观赏挑选，可谓是鱼中上品，十分畅销，价格也就较

高，养殖效益十分可观，在养殖跑道内进行鲈鱼高密度养殖是高效利用跑道的极佳选择。

[0006] 稻田养殖小龙虾是在稻田四周和田间开养殖沟，沟内种植水草，在沟内和稻田内

套养小龙虾的养殖方法。小龙虾摄食田间有机质、昆虫，水稻吸收小龙虾粪便、残饵及氮、磷

物质。稻田养殖下水体基本没有流动，属于“一潭死水”，不利于小龙虾的生长，也不利于池

塘营养物质的均匀分布。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针对技术背景中的问题，研究了一种将跑道养鲈鱼和稻田养殖小龙虾结合

起来方法，使稻田水体成为“活水”，促进小龙虾生长，使养殖跑道内的“废物”得到了更有价

值的利用，跑道外净化区水体也得到充分利用，最终让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产生最大价

值。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1.地点的选择：

[0011] 选择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灌溉方便，生态环境无污染的稻田地。

[0012] 2.田地改造：

[0013] 稻田地整体分为养殖区和稻田综合种养区，整个田地四周设置有外围田埂，田埂

为梯形，田埂上架设防逃网，养殖区和稻田综合种养区之间用防逃网隔开。

[0014] 2.1养殖区：养殖区位于田地边长较短的一端，占总地块的10%-15%，分为净水区、

跑道式养殖区和养殖污水区。

[0015] 2.1.1净水区：净水区占养殖区55%-65%，按照150尾/亩的花鲢、100尾/亩的白鲢和

20-30Kg/亩的河蚌在净水区内投放，净水区塘边种植挺水植物。

[0016] 2.1 .2跑道式养殖区：跑道式养殖区占养殖区的20%-25%，跑道上游安装微孔增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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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推动水体在跑道内流动。

[0017] 2.1 .3养殖污水区：养殖污水区占养殖区15%--20%，下游设置集污沟，集污沟内残

饵和粪便通过吸污泵抽到稻田内，集污沟的下游污水区沿与稻田边沟入口方向安装增氧

机，不断把污水区的富含氮、磷营养物质的水体向稻田推送。

[0018] 2.2稻田综合种养区：综合种养区占总地块的85%--90%，分为稻田边沟和稻田区。

[0019] 2.2.1稻田边沟：边沟分为进水边沟、侧面边沟和出水边沟，进水边沟、出水边沟通

过稻田种植区隔开，进水边沟、出水边沟在水稻烤田和收割时间通过侧面边沟相连。

[0020] 2.2.2稻田种植区

[0021] 2.2.2.1稻田改造：稻田种植区整体平整；稻田与边沟连接处埋围网，防止前期沟

内龙虾进入稻田破坏稻苗；稻田与跑道式养鱼区交接处为混凝土拦土墙，墙体顶部为“T”

型，防止小龙虾逃跑；稻田与侧面边沟连接处为田埂，在侧面边沟闸门关闭后，保证水体从

稻田间流过。

[0022] 2.2.2.2水稻种植前准备：稻秧栽种前，每亩按照150-200Kg有机肥均匀撒到田块，

然后深耕、修田，最后漫水。

[0023] 2.2.2.3水稻栽种：  5月中旬栽种水稻。

[0024] 3.养殖品种的放养与管理

[0025] 3.1鲈鱼的放养与管理

[0026] 3.1.1鲈鱼的放养：4月中旬至5月初选择6-8cm已完全驯化能吃鲈鱼饲料的规格整

齐，无伤病的鲈鱼苗进行投放；放养前用15mg/L高锰酸钾溶液浸泡5-8分钟进行消毒；消毒

后按照160-200尾/平方米的养殖密度放入养殖跑道。

[0027] 3 .1 .2鲈鱼养殖的管理：每天投喂3-5次鲈鱼专用饲料，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5%-

10%，一个月进行预防性杀虫、消毒一次。

[0028] 3.1 .3增氧推水流速调节：初放鲈鱼苗阶段，增氧推水流速平稳不宜流速太大，快

速生长阶段需要适当加大流速，确保溶氧充足。

[0029] 3.1.4吸污泵开启：养殖前期通过吸污水泵一周吸污一次即可，生长快速期每天早

晨投料前吸污一次。

[0030] 3.1.5鲈鱼的收获：鲈鱼在9月底开始捕捞销售，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春天。

[0031] 3.2小龙虾的放养与管理：小龙虾一年放养2次。

[0032] 3.2.1第一次投放与管理：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水稻收割完后，加水漫过稻田10-

15cm，投放5-6cm小龙虾幼苗，投放前用浓度5%-8%食盐水浸泡3-5分钟进行消毒，每亩稻田

投放3000-4000尾；每天早晚按照虾体重的1%-3%投喂小龙虾专用饲料，投喂至水温低于8

℃；第二年3月初开始投喂，投喂量为虾体重的3%，4月中旬至5月上旬捕捞上市。

[0033] 3.2.2第二次投放与管理：5月中旬在龙虾苗投放前先将稻田与稻田边沟之间的围

网立起来围好，然后按照10000尾/亩的密度将规格为2-3cm的龙虾苗投放到边沟内，投放前

用浓度3%-5%食盐水浸泡8-10分钟进行消毒，投放后前10天，每天早晚按照虾体重的2.5%-

3.5%投喂新鲜的鱼糜，十天后逐渐改为小龙虾专用饲料，日投饵量为虾体重的3%-5%，待水

稻秧苗种下后13-17天将稻田与稻田边沟之间的围网放倒或撤掉，让小龙虾苗爬进稻田，开

始稻田养殖，8月中旬开始捕捞上市，  10月上、中旬开始慢慢降低水位，让小龙虾全部爬到

边沟内，10月下旬开始收割水稻，之后进入下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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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优选地，所述步骤1稻田地面积为40--60亩，长宽比为1:3的连片稻田地。

[0035] 优选地，所述步骤2田埂梯形坡比1:2-3，田埂上宽2米。

[0036] 优选地，所述挺水植物为茭白、香蒲、美人蕉或慈姑。

[0037] 优选地，所述步骤2.1.2跑道式养殖区每个养殖跑道宽5-6米，长20-25米，养殖区

跑道高2.4-2.8米，顶部高于田面50-70cm。

[0038] 优选地，所述步骤2.1.3集污沟呈“V”字型，“V”  字型底部呈“U”型，“U”型沟处设置

有轨道式吸污泵，吸污泵的吸污口设置在“U”型沟内吸污，吸污泵上端连接管道将残饵和粪

便抽到稻田内。

[0039] 优选地，所述步骤2.2.2.1田埂高38-42cm。

[0040] 优选地，所述步骤2.2.2.3水稻品种选择南粳5055、南粳9108或者南粳46高品质水

稻，种植行距采用每两行为一组,两行之间间隔20cm，组之间间隔40cm，这样有利于增加稻

田间小龙虾活动面积和栖息场所。

[0041] 优选地，所述步骤2.2.1稻田进水边沟从与养殖污水区连接处的1.8-2.2米深，慢

慢上升到1.2-1.5米深，缓坡上升长度为10--15米，沟内主要交错等比种植枯草、金鱼藻、黑

藻或菹草沉水植物，边沟外侧浅水区等比种植茭白、慈姑挺水植物；所述稻田出水边沟为交

错等比种植枯草、金鱼藻、黑藻或菹草沉水植物，边沟外侧浅水区等比种植茭白、慈姑挺水

植物；在与净水区连接处的20米均种植香蒲、茭白或芦苇挺水植物，从0.8-12米深慢慢下降

到净水区池底，缓坡下降长度为10-15米；所述稻田侧面边沟为交错等比种植枯草、金鱼藻、

黑藻或菹草沉水植物，边沟外侧浅水区等比种植茭白或慈姑挺水植物，沟内设置闸门在稻

田降水烤田和收获季节保证养殖区水路畅通。

[0042]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有益效果为：

[0043] 本发明将跑道养鲈鱼和稻田养殖小龙虾结合起来。将养殖跑道内鲈鱼的残饵和粪

便集中吸污后，通过管道排入套养小龙虾的稻田内，供小龙虾摄食残饵，稻田吸收粪便、净

化水质。同时将跑道内排出富含氮、磷营养物质的水体通过水车式增氧机推入稻田沟和稻

田，让稻田沟内水草和水稻对水体內氮、磷营养物质进行吸收，净化水质。这一结合让稻田

水体成为“活水”，有助于小龙虾生长，让养殖跑道内的“废物”有了更有价值的去处，跑道外

净化区水体也得到充分利用，实现养殖污水零排放，同时让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发挥最大

产值。可实现50亩土地年产水稻473Kg，小龙虾229Kg，鲈鱼51838Kg，亩均效益达8810元。

附图说明

[0044] 图1为本发明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养殖小龙虾结合布局平面图。

[0045] 图2为本发明集污沟断面图。

[0046] 图3为本发明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养殖小龙虾结合的断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48] 1 .地点的选择：选择面积为50亩土地肥沃，宽为108米，长为309米的稻田地，水源

充足，灌溉方便，生态环境无污染。

[0049] 2.田地改造：（整体布局见图1、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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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田地整体分为养殖区和稻田综合种养区，整个田地四周为外围田埂，田埂为梯形，

高于田面80cm，上宽2米，坡比1:2，田埂上架设防逃网，防止龙虾外逃，养殖区和稻田综合种

养区也用防逃网隔开。

[0051] 2.1养殖区：养殖区位于田地边长较短的一端（图1），占总地块的13%，分为净水区、

跑道式养殖区和养殖污水区。

[0052] 2.1.1净水区：净水区长57米，占养殖区60%。按照150尾/亩的花鲢、100尾/亩的白

鲢和20--30Kg/亩的河蚌在净水区内投放，净水区塘边种植茭白、香蒲、美人蕉和慈姑挺水

植物。

[0053] 2.1.2跑道式养殖区：跑道式养殖区占养殖区的25%，每个养殖跑道宽5米，长25米。

养殖区跑道高2.6米，顶部高于田面60cm。跑道上游安装微孔增氧装置，推动水体在跑道内

流动。

[0054] 2.1.3养殖污水区：养殖污水区长18米，占养殖区18%。下游设置集污沟，集污沟（见

图2）宽8m，呈“V”字型，“V”型底部呈“U”型，轨道式吸污泵的吸污口主要在“U”型沟内吸污，

吸污泵上端连接管道将残饵和粪便抽到稻田内。集污沟的下游污水区沿与稻田边沟入口方

向安装1台1.5Kw水车式增氧机，不断把污水区的富含氮、磷营养物质的水体向稻田推送。

[0055] 2.2稻田综合种养区：占总地块的87%，分为稻田边沟和稻田区。

[0056] 2.2.1稻田边沟：边沟宽5米，深1.2米，分为进水边沟、侧面边沟和出水边沟（图1），

进水边沟和出水边沟一般不直接相通，进水、出水边沟通过稻田种植区隔开，进水、出水边

沟只有在水稻烤田和收割时间通过侧面边沟相连。

[0057] 2.2.1 .1稻田进水边沟：进水边沟从与养殖污水区连接处的池底慢慢上升到边沟

内的1.2米深，缓坡上升长度约为10米。沟内主要交错等比种植枯草、金鱼藻、黑藻和菹草沉

水植物。边沟外侧浅水区等比种植茭白、慈姑挺水植物。

[0058] 2.2.1 .2稻田出水边沟：出水边沟内也是交错等比种植枯草、金鱼藻、黑藻和菹草

沉水植物。边沟外侧浅水区等比种植茭白、慈姑挺水植物。但是在与净水区连接处的20米均

种植香蒲、茭白、芦苇挺水植物，从1.2米深慢慢下降到净水区池底，缓坡下降长度约为10

米。

[0059] 2.2.1.3稻田侧面边沟：也是交错等比种植枯草、金鱼藻、黑藻和菹草沉水植物，边

沟外侧浅水区等比种植茭白、慈姑挺水植物，沟内设置闸门在稻田降水烤田和收获季节保

证养殖区水路畅通。

[0060] 2.2.2稻田种植区

[0061] 2.2.2.1稻田改造：稻田种植区要求整体平整；稻田与边沟连接处埋围网，防止前

期沟内龙虾进入稻田破坏稻苗；稻田与跑道式养鱼区交接处为混凝土拦土墙（见图3），墙体

顶部为“T”型，防止小龙虾逃跑；稻田与侧面边沟连接处为高约40cm的田埂，在侧面边沟闸

门关闭后，保证水体从稻田间流过。

[0062] 2.2.2.2水稻种植前准备：稻秧栽种前，每亩按照150-200Kg有机肥均匀撒到田块，

然后深耕、修田，最后漫水。

[0063] 2.2.2.3水稻品种选择与栽种：稻田水稻品种选择南粳5055、南粳9108或者南粳46

高品质水稻；5月中旬栽种水稻，种植行距采用每两行为一组，两行之间间隔20cm，组之间间

隔40cm，这样有利于增加稻田间小龙虾活动面积和栖息场所。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7950435 B

7



[0064] 3.养殖品种的放养与管理

[0065] 3.1鲈鱼的放养与管理

[0066] 3.1.1鲈鱼的放养：4月中旬至5月初选择6-8cm已完全驯化能吃鲈鱼饲料的规格整

齐，无伤病的鲈鱼苗进行投放；放养前用15mg/L高锰酸钾溶液浸泡6分钟进行消毒；消毒后

按照180尾/平方米的养殖密度放入养殖跑道。

[0067] 3 .1 .2鲈鱼养殖的管理：每天投喂3-5次鲈鱼专用饲料，日投喂量为鱼体重的5%-

10%。一个月进行预防性杀虫、消毒一次。

[0068] 3.1 .3增氧推水流速调节：初放鲈鱼苗阶段，增氧推水流速平稳不宜流速太大，快

速生长阶段需要适当加大流速，确保溶氧充足。

[0069] 3.1.4吸污泵开启：养殖前期通过吸污水泵一周吸污一次即可，生长快速期每天早

晨投料前吸污一次。

[0070] 3.1.5鲈鱼的收获：从9月底开始捕捞销售。

[0071] 3.2小龙虾的放养与管理：小龙虾一年放养2次。

[0072] 3 .2 .1第一次投放与管理：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水稻收割完后，加水漫过稻田

10--15cm，投放5-6cm小龙虾幼苗，投放前用浓度5%-8%食盐水浸泡5分钟进行消毒，每亩稻

田投放3000尾。每天早晚按照虾体重的1%-3%投喂小龙虾专用饲料，投喂至水温低于8℃。第

二年3月初开始投喂，投喂量为虾体重的3%，4月中旬至5月上旬捕捞上市。

[0073] 3.2.2第二次投放与管理：5月中旬在龙虾苗投放前先将稻田与稻田边沟之间的围

网立起来围好，然后按照9000尾/亩的密度将规格为2-3cm的龙虾苗投放到边沟内，投放前

用浓度3%-5%食盐水浸泡8-10分钟进行消毒，投放后前10天，每天早晚按照虾体重的3%投喂

新鲜的鱼糜，十天后逐渐改为小龙虾专用饲料，日投饵量为虾体重的3%-5%，待水稻秧苗种

下后15d将稻田与稻田边沟之间的围网放倒或撤掉，让小龙虾苗爬进稻田，开始稻田养殖，8

月中旬开始捕捞上市，捕大留小，10月上、中旬开始慢慢降低水位，让小龙虾全部爬到边沟

内，10月下旬开始收割水稻，之后进入下一个生产周期。

[0074] 4.养殖成果效益分析

[0075] 本方法成本核算与效益分析见下表1。

[0076] 表1 跑道式养鲈鱼与稻田套养小龙虾结合效益分析表（50亩）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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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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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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