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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罗氏沼虾与环棱螺池塘混

养方法，该方法采用池塘混养罗氏沼虾与环棱

螺，可利用环棱螺的池塘底部生态净化作用，充

分利用罗氏沼虾残存饵料，为罗氏沼虾创造良好

水质环境，减少病害发生，降低养殖成本，实现虾

螺互利、虾螺产品双丰收，提高罗氏沼虾养殖综

合效益，为柳州市螺蛳粉提供优质螺蛳原料。本

发明采用池塘混养罗氏沼虾与环棱螺，与按照主

养罗非鱼及套养其它鱼类的传统养殖模式相比，

每亩池塘利润提高2000多元，利润率提高130%以

上，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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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罗氏沼虾与环棱螺池塘混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一）放养前准备

池塘：干池曝晒一星期后注水30cm，每亩用漂白粉20公斤均匀泼洒清塘消毒，杀灭敌害

生物；

设置附着物：池底四周放置菜筐，供虾苗附着或作为脱壳场所，另外在池塘注水后投入

少量水葫芦并用竹竿或管材制作三角形或方形固定，水葫芦生长面积控制在池塘总面积

10%以内，用作虾的附着物及养殖中后期改良水质；

注水：虾苗放养前10天，注水至深度1.0m；

养殖设施：池塘安装微孔增氧设备和叶轮式增氧机；

（二）苗种放养：5月中旬投放罗氏沼虾虾苗，放苗时选择睛天下午4点-6点，池塘水温达

25℃以上，亩投放规格0.8～1.0cm虾苗3.0万尾，投放虾苗放养10天后每亩投放规格180颗/

kg环棱螺25公斤，同时再投放规格100g鲢鱼种30尾、鳙鱼种10尾；

（三）养殖管理

（1）饵料投喂：虾苗放养后投喂半个月黄豆及花生麸浆，每天上下午各1次，每次黄豆与

花生麸各1.5kg，上午8-9点、下午5-6点分别沿塘边四周泼洒；6月开始投喂粗蛋白质含量为

45%的罗氏沼虾商品饲料1＃料，7月以后投喂粗蛋白质含量为42%的罗氏沼虾商品饲料3＃料，

每天投喂2次，沿池边四周撒料，上午投喂全日量的30%，下午投喂全日量的70%；同时，7-9月

份用鱼粉2kg、虾料1.5kg、酵母粉1.5kg、维生素C100g加水搓成粉团中午投喂，每周增喂2-3

次；

（2）池塘养殖设施使用方法：微孔增氧设备与叶轮增氧机使用时间：晴天中午开2小时，

半夜开到天亮；连绵阴雨天全天开；

（3）水质管理：种苗放养初期水位掌握在100cm，以后随水温的升高和个体的增长逐步

加高水位，直至达到池塘高水位，并维持水深在180cm；每10天每亩泼洒生石灰5kg调节和改

善水质，利于虾脱壳；

（4）日常管理：每日清晨及夜晚巡塘1次，仔细观察罗氏沼虾的健康状况，检查池底及池

边有无死虾及有无浮头现象；

（四）捕捞：当虾规格达到50头/kg开始捕捞销售，环棱螺干塘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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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罗氏沼虾与环棱螺池塘混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罗氏沼虾与环棱螺池塘混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原产于东南亚一带的杂食性甲壳动物，

可生活在各种类型的淡水或咸淡水水域，是一种生长速度快、食谱广、营养丰富的经济虾

类，但其不耐低温，且对水体溶氧量及水质要求较高，我国1976年自日本引进，目前已成为

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广西等省(市、区)主要推广养殖品种。环棱螺(Bellamya)隶属于田

螺科(Viparidae)软体动物，主要生活于河沟、湖泊、池沼内，多栖息于腐殖质较多的水底，

以藻类及其他植物的表皮为食，是淡水底栖动物群落的重要组成类群，参与水生态系统的

一些重要生态过程，环棱螺肉味鲜美，是人们喜食的螺类之一，而且具有一定得药用价值，

是柳州市螺蛳粉的主要原料。

[0003] 目前，罗氏沼虾主要养殖方法是池塘养殖，搭配套养少量鲢鳙鱼。由于罗氏沼虾对

水质要求较高，容易发生水质恶化导致病变，养殖过程往往需要投施较多的水质改良剂，增

加了养殖成本，养殖综合效益较低。环棱螺主要靠江河湖库水域自然野生出现，尚未出现池

塘人工专门规模化养殖。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罗氏沼虾与环棱螺池塘混养方法，该方法

采用池塘混养罗氏沼虾与环棱螺，可利用环棱螺的池塘底部生态净化作用，充分利用罗氏

沼虾残存饵料，为罗氏沼虾创造良好水质环境，提高罗氏沼虾养殖综合效益。

[0005]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罗氏沼虾与环棱螺池塘混养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一）放养前准备

（1）池塘：干池曝晒一星期后注水30cm，每亩用漂白粉20公斤均匀泼洒清塘消毒，杀灭

敌害生物；

（2）设置附着物：池底四周放置菜筐，供虾苗附着或作为脱壳场所，另外在池塘注水后

投入少量水葫芦并用竹竿或管材制作三角形或方形固定，水葫芦生长面积控制在池塘总面

积10%以内，用作虾的附着物及养殖中后期改良水质；

（3）注水：虾苗放养前10天，注水至深度1.0m；

（4）养殖设施：池塘安装微孔增氧设备和叶轮式增氧机；

（二）苗种放养：5月中旬投放罗氏沼虾虾苗，放苗时选择睛天下午4点-6点，池塘水温达

25℃以上，亩投放规格0.8～1.0cm虾苗3.0万尾，投放虾苗放养10天后每亩投放规格180颗/

kg环棱螺25公斤，同时再投放规格100g鲢鱼种30尾、鳙鱼种10尾；

（三）养殖管理

（1）饵料投喂：虾苗放养后投喂半个月黄豆及花生麸浆，每天上下午各1次，每次黄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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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麸各1.5kg，上午8-9点、下午5-6点分别沿塘边四周泼洒；6月开始投喂粗蛋白质含量为

45%的罗氏沼虾商品饲料1＃料，7月以后投喂粗蛋白质含量为42%的罗氏沼虾商品饲料3＃料，

每天投喂2次，沿池边四周撒料，上午投喂全日量的30%，下午投喂全日量的70%；同时，7-9月

份用鱼粉2kg、虾料1.5kg、酵母粉1.5kg、维生素C100g加水搓成粉团中午投喂，每周增喂2-3

次；

（2）池塘养殖设施使用方法：微孔增氧设备与叶轮增氧机使用时间：晴天中午开2小时，

半夜开到天亮；连绵阴雨天全天开；

（3）水质管理：种苗放养初期水位掌握在100cm，以后随水温的升高和个体的增长逐步

加高水位，直至达到池塘高水位，并维持水深在180cm；每10天每亩泼洒生石灰5kg调节和改

善水质，利于虾脱壳；

（4）日常管理：每日清晨及夜晚巡塘1次，仔细观察罗氏沼虾的健康状况，检查池底及池

边有无死虾及有无浮头现象；

（四）捕捞：当虾规格达到50头/kg开始捕捞销售，环棱螺干塘收获。

[0006] 该方法采用池塘混养罗氏沼虾与环棱螺，可利用环棱螺的池塘底部生态净化作

用，充分利用罗氏沼虾残存饵料，为罗氏沼虾创造良好水质环境，减少病害发生，降低养殖

成本，实现虾螺互利、虾螺产品双丰收，提高罗氏沼虾养殖综合效益，为柳州市螺蛳粉提供

优质螺蛳原料。本发明采用池塘混养罗氏沼虾与环棱螺，与按照主养罗非鱼及套养其它鱼

类的传统养殖模式相比，每亩池塘利润提高2000多元，利润率提高130%以上，经济效益显

著。

[000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之一种罗氏沼虾与环棱螺池塘混养方法的技术特征作

进一步的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一种罗氏沼虾与环棱螺池塘混养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池塘选择：选择在柳州市柳北区沙塘镇广西农垦国有沙塘农场内池塘，面积为5.3

亩。土质塘堤，平均水深3.0米，池底东高西低呈缓坡状，淤泥平均厚度20cm。水源为水泵抽

取柳江河水。场地用电、交通方便，由专业技术及养殖人员直接管理,周边社会治安、养殖秩

序较好。

[0009] 2.放养前准备工作

2.1清塘：池塘干池曝晒一星期后注水30cm，每亩用漂白粉20公斤均匀泼洒清塘消毒，

杀灭泥鳅、野杂鱼、蝌蚪等敌害生物。

[0010] 2.2设置附着物及隐蔽物：池底四周放置淘汰旧菜筐，规格80cm×60cm×50cm,沿

池底靠临塘堤放置数量60个，供虾苗附着或作为脱壳场所。另外在池塘注水后投入少量水

葫芦并用竹竿或Ф50pvc管材制作三角形或方形固定，水葫芦生长面积控制在池塘总面积

10%以内，用作虾的附着物及养殖中后期改良水质。

[0011] 2.3注水：虾苗放养前10天，注水至深度100cm左右。

[0012] 2.4养殖设施：池塘安装微孔增氧设备及管道一套（功率2.2kw）、叶轮式增氧机1台

（功率3kw）。

[0013] 3.苗种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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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5月中旬放苗。放苗时睛天下午5点左右，池塘水温达25  ℃以上。虾苗购自广西水

产科学研究院罗氏沼虾苗场，用氧袋充气运输，先经池塘水浸泡致袋内与池水温差2℃以内

顺水投放池塘水体，亩投放虾苗3.0万尾（规格0.8-1.0cm）。投放虾苗放养10天后每亩投放

环棱螺25公斤（规格180颗/kg），同时再投放大规格鲢鱼种30尾、鳙鱼种10尾，规格均为

100g。

[0014] 4.养殖管理

4.1饵料投喂：试验池虾苗放养后投喂半个月黄豆及花生麸浆。每天上下午各1次，每次

黄豆与花生麸各1.5kg，上午8-9点、下午5-6点分别沿塘边四周泼洒。6月开始投喂粗蛋白质

含量为45%的罗氏沼虾商品饲料1＃料，7月以后投喂粗蛋白质含量为42%的罗氏沼虾商品饲

料3＃料，每天投喂2次，沿池边四周撒料，上午投喂全日量的30%，下午投喂全日量的70%。在

池塘边吊一个喂料台，在喂料台投入虾料，喂完料后2小时拉起观察吃料情况，视吃料情况

适当增减饲料。7-9月份用鱼粉2kg、虾料1.5kg、酵母粉1.5kg、维生素C100g加水搓成粉团中

午投喂，每周增喂2-3次。

[0015] 4.2池塘养殖设施使用方法：微孔增氧与叶轮增氧机使用均根据水体溶氧变化规

律确定开机增氧的时段和时间：晴天中午开2小时，半夜开到天亮，连绵阴雨全天开。

[0016] 4.3水质管理：种苗放养初期水位掌握在100cm左右，以后随水温的升高和个体的

增长逐步加高水位，直至达到池塘高水位，并维持水深在180cm左右。每10天每亩泼洒生石

灰5kg调节和改善水质，利于虾脱壳。罗氏沼虾饲养前期水质应稍肥，后期应偏淡，具体根据

水质状况和天气变化适当加水与换水。水葫芦中后期繁殖快，应捞出部分，使水葫芦占池塘

水面不超过10%。

4.4日常管理：每日清晨及夜晚巡塘1次，仔细观察罗氏沼虾的健康状况，检查池底及池

边有无死虾及有无浮头现象；观察罗氏沼虾的虾壳数量及大小；养殖过程使用硫酸铜和硫

酸亚铁合剂（5：2）、亚硝净（通威鱼药）消毒各1次，其余均用生石灰消毒。

[0017] 5.捕捞及销售：当虾规格达到50头/kg开始捕捞销售，采用网捕，捕大留小，分批上

市销售。环棱螺干塘收获。

[0018] 对比实验

1.实验池和对照池的情况

实验池的情况与上述实施例相同。

[0019] 对照池在池塘选择、放养前准备工作、养殖管理步骤上与上述实施例相同，不同之

处：苗种放养，对照池按照当地传统养殖模式，主养罗非鱼，套养鲤鱼、鲢鱼、鳙鱼等鱼种。试

验池及对照池放养情况见表1。对照池罗非鱼规格达750g以上捕捞销售。

[0020] 表1. 试验池及对照池养殖放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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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计与分析

对试验池、对照池分别统计出塘收获规格、产量、成活率等。分别对试验池及对照池所

用饲料、苗种、用电、人力、塘租等相关费用及收获情况进行经济效益分析。

[0021] 结果

3.1养殖收获情况

池塘养殖试验池在2017年5月—2017年10月开展主养罗氏沼虾+混养环棱螺,  对照池

2017年4月-10月按照传统养殖模式主养罗非鱼及套养其它鱼类。对池塘进行清塘捕捞销售

统计,获得试验池及对照池养殖试验收获情况见表2。

[0022] 表2. 试验池及对照池养殖试验收获情况

3.2经济效益分析情况

分别对试验池及对照池所用饲料、苗种、用电、人力、塘租、等相关费用及收获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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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分析。获得试验池及对照池养殖亩均投入产出结果见表3，获得试验池及对照池养

殖经济效益比较情况见表4。

[0023] 表3.试验池及对照池养殖投入产出情况

单位：万元

表4. 试验池及对照池养殖经济效益对比情况

3.3增产、增效情况

从产量上依据表4：对照池年均亩产量为1895.5公斤，试验池年亩均产量为504.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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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池比试验池亩均产量高1391.2公斤。但对照池总投入9.3845万元、亩均投入1.77万元，

而试验池总投入4.8043万元、亩均投入0.91万元。试验池亩均投入比对照池降低0.86万元，

亩均投入降低率48.6%。

[0024] 从效益上依据表3、表4：对照池年亩均利润1635元，试验池年亩均利润为3786元，

试验池比对照池亩均利润提高了2151元，利润率提高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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