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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

态种养方法，包括稻田，所述稻田的内侧设置有

虾蟹养殖沟，所述虾蟹养殖沟的内围设置有水稻

种植区，所述稻田岸边设置有遮挡板。本发明采

用虾蟹稻田混合生态养殖模式，可将虾蟹养殖与

水稻种植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互利共生，充分

发挥农田的生产力，加快了虾蟹的生长速度，增

加了虾蟹生长中的存活率，提高农田经营的利用

率和产出效益，而且水稻生长过程中为虾蟹提供

庇护所和食物，虾蟹产生的排泄物又为水稻生长

提供了良好的生物肥，提高了生态环境改善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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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包括稻田(1)，其特征在于：所述稻田(1)的

内侧设置有虾蟹养殖沟(3)，所述虾蟹养殖沟(3)的内围设置有水稻种植区(2)，所述稻田

(1)岸边设置有遮挡板(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虾

蟹养殖沟(3)呈凹字型，所述虾蟹养殖沟(3)的深度和宽度分别为1-1.5m和2-2.5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

稻种植区(2)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为5-7m和4-5m，所述稻田(1)堤岸的高度比所述水稻种植区

(2)高0.5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遮

挡板(4)采用不锈钢的材质制作，并且插在所述稻田(1)的堤岸内部，所述遮挡板(4)的高度

为15-2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种养步

骤如下：

a.选择水质良好、水量充足、周围没有污染源、保水能力较强、排灌方便、不受洪水淹没

的稻田(1)，并且在稻田(1)的内部开设虾蟹养殖沟(3)，然后将遮挡板(4)固定在稻田(1)的

堤岸上；

b.待步骤a完成后，再对虾蟹养殖沟(3)中的淤泥进行清理，晾晒3-4天后，向稻田(1)中

灌水，之后向虾蟹养殖沟(3)中移植水草；

c.待步骤b完成后，在3月下旬，挑选为带病原菌、未经过药浴、抗病能力强的虾、蟹幼苗

投放到稻田(1)的内部；

d.待步骤c完成后，按照质量称取玉米粉、大豆粕、虾壳粉、南瓜粉、米糠和红球藻粉等

原料进行混合，均匀混合后，经过颗粒饲料机，制成颗粒的稻虾蟹饲料进行喂养，当水温上

升到16℃以上，每周投喂一次动物性饲料，用量为0.5-1.0kg/亩；每日傍晚还投喂一次人工

饲料，投喂量为存虾蟹重量的1-4％，以加快虾蟹的生长；

e.待步骤d完成后，6月上旬捕捉70-80％成虾蟹，同时对水稻种植区(2)进行整田、栽

秧，栽秧后水稻种植区(2)的水位保持在2～3厘米，秧苗返青后于田沟内投放第二批小龙虾

苗种，6月下旬对水稻进行淹水，淹水水位高于水稻，淹水后降低水位，并在条形田埂上挖设

多个连通水稻种植区(2)与田沟的通道；之后水稻种植区(2)的水位保持在3～5cm；待秧苗

返青后，将虾蟹养殖沟(3)浸水使虾蟹苗进入稻田(1)养殖，并适当补充虾蟹苗；

f.待步骤e完成后，9月下旬降低水稻种植区(2)的水位，使水稻种植区(2)无水层，并保

持水稻田(1)0～20cm根层土壤水分控制为饱和含水量的90～100％；虾蟹均转移至田沟中，

收获水稻后，捕捞虾蟹出售，留下部分成虾蟹放入虾蟹养殖沟(3)用于自然交配，适当投喂；

g.待步骤f完成后，10月，收割水稻，留下部分粉碎的桔杆，晒田3-4天，然后浸水进入稻

田(1)，对稻田(1)进行消毒7天后，移栽水草，待水草扎根发芽后，再加注水使虾沟和稻田

(1)成为一水体，龙虾亲本、新生虾苗则利用桔杆新发嫩芽作为饵料。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c中虾、蟹幼苗投放到稻田(1)的内部，虾幼苗投放量7000-9000尾/亩，规格为70-200尾/

500g，蟹幼苗投放量5000-6000尾/亩，规格为60-130尾/300g。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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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b中水草为伊乐藻、轮叶黑藻、菹草、金鱼藻、聚草、苦草其中的一种或二至六种任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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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虾蟹种养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虾蟹因肉味鲜美广受人们欢迎，虾蟹近年来在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经济养殖品种，

市场价格越来越高，需求量越来越大，从而带动人工养殖的发展。

[0003] 目前，现有的稻虾蟹种养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例如；现有的稻虾蟹种养没有

将虾蟹养殖与水稻种植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互利共生和充分发挥农田的生产力，减慢了

虾蟹的生长速度，虾蟹生长中的存活率比较一般，降低农田经营的利用率、产出效益和对生

态环境改善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解决了背景技术

中所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

方法，包括稻田，所述稻田的内侧设置有虾蟹养殖沟，所述虾蟹养殖沟的内围设置有水稻种

植区，所述稻田岸边设置有遮挡板。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虾蟹养殖沟呈凹字型，所述虾蟹养殖沟的

深度和宽度分别为1-1.5m和2-2.5m。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水稻种植区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为5-7m和4-

5m，所述稻田堤岸的高度比所述水稻种植区高0.5m。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遮挡板采用不锈钢的材质制作，并且插在

所述稻田的堤岸内部，所述遮挡板的高度为15-20cm。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的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种

养步骤如下：

[0010] a.选择水质良好、水量充足、周围没有污染源、保水能力较强、排灌方便、不受洪水

淹没的稻田，并且在稻田的内部开设虾蟹养殖沟，然后将遮挡板固定在稻田的堤岸上；

[0011] b.待步骤a完成后，再对虾蟹养殖沟中的淤泥进行清理，晾晒3-4天后，向稻田中灌

水，之后向虾蟹养殖沟中移植水草；

[0012] c.待步骤b完成后，在3月下旬，挑选为带病原菌、未经过药浴、抗病能力强的虾、蟹

幼苗投放到稻田的内部；

[0013] d .待步骤c完成后，按照质量称取玉米粉、大豆粕、虾壳粉、南瓜粉、米糠和红球藻

粉等原料进行混合，均匀混合后，经过颗粒饲料机，制成颗粒的稻虾蟹饲料进行喂养，当水

温上升到16℃以上，每周投喂一次动物性饲料，用量为0.5-1.0kg/亩；每日傍晚还投喂一次

人工饲料，投喂量为存虾蟹重量的1-4％，以加快虾蟹的生长；

[0014] e.待步骤d完成后，6月上旬捕捉70-80％成虾蟹，同时对水稻种植区进行整田、栽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0122385 A

4



秧，栽秧后水稻种植区的水位保持在2～3厘米，秧苗返青后于田沟内投放第二批小龙虾苗

种，6月下旬对水稻进行淹水，淹水水位高于水稻，淹水后降低水位，并在条形田埂上挖设多

个连通水稻种植区与田沟的通道；之后水稻种植区的水位保持在3～5cm；待秧苗返青后，将

虾蟹养殖沟浸水使虾蟹苗进入稻田养殖，并适当补充虾蟹苗；

[0015] f.待步骤e完成后，9月下旬降低水稻种植区的水位，使水稻种植区无水层，并保持

水稻田0～20cm根层土壤水分控制为饱和含水量的90～100％；虾蟹均转移至田沟中，收获

水稻后，捕捞虾蟹出售，留下部分成虾蟹放入虾蟹养殖沟用于自然交配，适当投喂；

[0016] g.待步骤f完成后，10月，收割水稻，留下部分粉碎的桔杆，晒田3-4天，然后浸水进

入稻田，对稻田进行消毒7天后，移栽水草，待水草扎根发芽后，再加注水使虾沟和稻田成为

一水体，龙虾亲本、新生虾苗则利用桔杆新发嫩芽作为饵料。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步骤c中虾、蟹幼苗投放到稻田的内部，虾

幼苗投放量7000-9000尾/亩，规格为70-200尾/500g，蟹幼苗投放量5000-6000尾/亩，规格

为60-130尾/300g。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步骤b中水草为伊乐藻、轮叶黑藻、菹草、金

鱼藻、聚草、苦草其中的一种或二至六种任意组合。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0] 本发明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采用虾蟹稻田混合生态养殖模

式，可将虾蟹养殖与水稻种植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互利共生，充分发挥农田的生产力，加

快了虾蟹的生长速度，增加了虾蟹生长中的存活率，提高农田经营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益，而

且水稻生长过程中为虾蟹提供庇护所和食物，虾蟹产生的排泄物又为水稻生长提供了良好

的生物肥，提高了生态环境改善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1] 通过阅读参照以下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

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22] 图1为本发明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的布局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4]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

包括稻田1，所述稻田1的内侧设置有虾蟹养殖沟3，所述虾蟹养殖沟3的内围设置有水稻种

植区2，所述稻田1岸边设置有遮挡板4。

[0025] 进一步，所述虾蟹养殖沟3呈凹字型，所述虾蟹养殖沟3的深度和宽度分别为1-

1.5m和2-2.5m。

[0026] 进一步，所述水稻种植区2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为5-7m和4-5m，所述稻田1堤岸的高

度比所述水稻种植区2高0.5m。

[0027] 进一步，所述遮挡板4采用不锈钢的材质制作，并且插在所述稻田1的堤岸内部，所

述遮挡板4的高度为15-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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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进一步，所述的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种养步骤如下：

[0029] a.选择水质良好、水量充足、周围没有污染源、保水能力较强、排灌方便、不受洪水

淹没的稻田1，并且在稻田1的内部开设虾蟹养殖沟3，然后将遮挡板4固定在稻田1的堤岸

上；

[0030] b.待步骤a完成后，再对虾蟹养殖沟3中的淤泥进行清理，晾晒3-4天后，向稻田1中

灌水，之后向虾蟹养殖沟3中移植水草；

[0031] c.待步骤b完成后，在3月下旬，挑选为带病原菌、未经过药浴、抗病能力强的虾、蟹

幼苗投放到稻田1的内部；

[0032] d .待步骤c完成后，按照质量称取玉米粉、大豆粕、虾壳粉、南瓜粉、米糠和红球藻

粉等原料进行混合，均匀混合后，经过颗粒饲料机，制成颗粒的稻虾蟹饲料进行喂养，当水

温上升到16℃以上，每周投喂一次动物性饲料，用量为0.5-1.0kg/亩；每日傍晚还投喂一次

人工饲料，投喂量为存虾蟹重量的1-4％，以加快虾蟹的生长；

[0033] e.待步骤d完成后，6月上旬捕捉70-80％成虾蟹，同时对水稻种植区2进行整田、栽

秧，栽秧后水稻种植区2的水位保持在2～3厘米，秧苗返青后于田沟内投放第二批小龙虾苗

种，6月下旬对水稻进行淹水，淹水水位高于水稻，淹水后降低水位，并在条形田埂上挖设多

个连通水稻种植区2与田沟的通道；之后水稻种植区2的水位保持在3～5cm；待秧苗返青后，

将虾蟹养殖沟3浸水使虾蟹苗进入稻田1养殖，并适当补充虾蟹苗；

[0034] f.待步骤e完成后，9月下旬降低水稻种植区2的水位，使水稻种植区2无水层，并保

持水稻田10～20cm根层土壤水分控制为饱和含水量的90～100％；虾蟹均转移至田沟中，收

获水稻后，捕捞虾蟹出售，留下部分成虾蟹放入虾蟹养殖沟3用于自然交配，适当投喂；

[0035] g.待步骤f完成后，10月，收割水稻，留下部分粉碎的桔杆，晒田3-4天，然后浸水进

入稻田1，对稻田1进行消毒7天后，移栽水草，待水草扎根发芽后，再加注水使虾沟和稻田1

成为一水体，龙虾亲本、新生虾苗则利用桔杆新发嫩芽作为饵料。

[0036] 进一步，所述步骤c中虾、蟹幼苗投放到稻田1的内部，虾幼苗投放量7000-9000尾/

亩，规格为70-200尾/500g，蟹幼苗投放量5000-6000尾/亩，规格为60-130尾/300g。

[0037] 进一步，所述步骤b中水草为伊乐藻、轮叶黑藻、菹草、金鱼藻、聚草、苦草其中的一

种或二至六种任意组合。

[0038] 实施例一

[0039] 所述高品质稻虾蟹的混合生态种养方法，包括稻田1，所述稻田1的内侧设置有虾

蟹养殖沟3，所述虾蟹养殖沟3的内围设置有水稻种植区2，所述稻田1岸边设置有遮挡板4。

[0040] 种养步骤如下：

[0041] a.选择水质良好、水量充足、周围没有污染源、保水能力较强、排灌方便、不受洪水

淹没的稻田1，并且在稻田1的内部开设虾蟹养殖沟3，然后将遮挡板4固定在稻田1的堤岸

上；

[0042] b.待步骤a完成后，再对虾蟹养殖沟3中的淤泥进行清理，晾晒3-4天后，向稻田1中

灌水，之后向虾蟹养殖沟3中移植水草；

[0043] c.待步骤b完成后，在3月下旬，挑选为带病原菌、未经过药浴、抗病能力强的虾、蟹

幼苗投放到稻田1的内部；

[0044] d .待步骤c完成后，按照质量称取玉米粉、大豆粕、虾壳粉、南瓜粉、米糠和红球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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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等原料进行混合，均匀混合后，经过颗粒饲料机，制成颗粒的稻虾蟹饲料进行喂养，当水

温上升到16℃以上，每周投喂一次动物性饲料，用量为0.5-1.0kg/亩；每日傍晚还投喂一次

人工饲料，投喂量为存虾蟹重量的1-4％，以加快虾蟹的生长；

[0045] e.待步骤d完成后，6月上旬捕捉70-80％成虾蟹，同时对水稻种植区2进行整田、栽

秧，栽秧后水稻种植区2的水位保持在2～3厘米，秧苗返青后于田沟内投放第二批小龙虾苗

种，6月下旬对水稻进行淹水，淹水水位高于水稻，淹水后降低水位，并在条形田埂上挖设多

个连通水稻种植区2与田沟的通道；之后水稻种植区2的水位保持在3～5cm；待秧苗返青后，

将虾蟹养殖沟3浸水使虾蟹苗进入稻田1养殖，并适当补充虾蟹苗；

[0046] f.待步骤e完成后，9月下旬降低水稻种植区2的水位，使水稻种植区2无水层，并保

持水稻田10～20cm根层土壤水分控制为饱和含水量的90～100％；虾蟹均转移至田沟中，收

获水稻后，捕捞虾蟹出售，留下部分成虾蟹放入虾蟹养殖沟3用于自然交配，适当投喂；

[0047] g.待步骤f完成后，10月，收割水稻，留下部分粉碎的桔杆，晒田3-4天，然后浸水进

入稻田1，对稻田1进行消毒7天后，移栽水草，待水草扎根发芽后，再加注水使虾沟和稻田1

成为一水体，龙虾亲本、新生虾苗则利用桔杆新发嫩芽作为饵料。

[0048] 传统稻虾蟹种养数据参数表1如下：

[0049]

测试项目 成活率 成长速度 水稻产量 害虫量

参数指标 一般 较慢 一般 多

[0050] 实施例一稻虾蟹种养数据参数表2如下：

[0051]

测试项目 成活率 成长速度 水稻产量 害虫量

参数指标 较高 一般 良好 较多

[0052] 实施例二稻虾蟹种养数据参数表3如下：

[0053]

测试项目 成活率 成长速度 水稻产量 害虫量

参数指标 高 快 优良 少

[0054] 综上述，参照表1、表2和表3的数据对比得到，采用虾蟹稻田混合生态养殖模式，可

将虾蟹养殖与水稻种植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互利共生，充分发挥农田的生产力，加快了虾

蟹的生长速度，增加了虾蟹生长中的存活率，提高农田经营的利用率和产出效益，而且水稻

生长过程中为虾蟹提供庇护所和食物，虾蟹产生的排泄物又为水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物

肥，提高了生态环境改善的效果。

[0055]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56]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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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0122385 A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9

CN 110122385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