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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

冬方法，本发明涉及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

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本发明是要解决高寒地区

克氏原螯虾冰下越冬成活率低的问题。方法：越

冬前的池塘选择及改造、防逃设施的设置、越冬

亲虾的放养、越冬期间养殖水位及冰层的变化管

理、越冬期日常管理。本发明利用防逃设施位置

结合养殖水位不同时期的变化，确保了二次冰封

初期注水时，亲虾处于不冻土层和不冰冻养殖水

域内，使得越冬亲虾在整个越冬期均在池塘冰层

以下水域活动，保障了克氏原螯虾基本的生存温

度，提高了越冬的成活率，具有操作简单、成本

低、越冬成活率高等特点，特别适合于北方高寒

地区克氏原螯虾生产的越冬保种工作。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12544515 B

2022.06.03

CN
 1
12
54
45
15
 B



1.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其特征在于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

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具体是按以下步骤进行：

一、选取长宽比为3～4:1、坡比为1:3的越冬池塘；

二、放虾前15d向越冬池塘中注入地下水，注水后越冬池塘中水深为1～1.2m；

三、先采用生石灰清塘，再采用B型肽肥肥水，越冬池塘透明度控制在28‑30cm；所述生

石灰的用量为每1米水深按100～150kg/亩，所述B型肽肥的用量为每1米水深按2～3kg/亩；

四、当越冬池塘中池水pH为8.0～8.3时，将伊乐藻移植到越冬池塘中，并在越冬池塘的

深水区域放置蜂窝状pvc虾巢；所述伊乐藻的覆盖率为30～50％；

五、在越冬池塘的池梗四周距离最高水位线1～1.2m米处设置第一道防逃网，作为第一

道水中防护措施；在越冬池塘的坝上设置第二道防逃网，作为第二道陆上防逃设施；

第一道防逃网由20cm宽的黑色塑料膜和网眼为6mm的聚乙烯网片两部分连接在一起组

成，黑色塑料膜缝制在聚乙烯网片的内侧顶端，聚乙烯网片的高度为120cm，垂直埋于地下

20～30cm，聚乙烯网片与水平面内夹角为60～90°，采用高为120cm的木棒或竹竿绑线固定；

所述第一道防逃网的位置选择，应保证二次注水后，第一道防逃网上部60～70cm的聚乙烯

网片在最终注水面至水下垂直高度为70～90cm；

所述第二道防逃网的高为30～40cm，由5cm宽的黑色塑料膜和网眼为6mm的聚乙烯网片

两部分连接在一起组成，聚乙烯网片垂直埋于地下10～15cm，采用高为50cm的木棒或竹竿

绑线固定；

六、选择晴暖天气将健康的个体长度为8～12cm的克氏原螯虾亲本投放入池中，放养密

度为25‑80kg/亩，雌雄比例为2:1，同时泼洒抗应激Vc，250～500g/亩；

七、依据水温和天气变化，确定日投喂量，完成越冬前的饲喂工作；

八、冰封初期向越冬池塘内进行二次注水至水深2.2～2.5m；

九、越冬冰封期坚持定期巡塘，做好越冬期间管理工作，定期清雪保持冰层透光度为

50‑80cm，并保证冰下溶解氧≧5mg/L；

十、至翌年4月中旬，即完成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一中所述越冬池塘的面积为10～15亩，封冰后不冻水层不低于1.2～1.5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四中所述蜂窝状pvc虾巢的规格为100cm×30cm×9cm，所述蜂窝状pvc虾巢按25～50

个/亩进行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四中所述蜂窝状pvc虾巢为两个剖面呈“M”型的长方形单片状pvc板组合成的蜂窝状

虾巢，其中躲避孔洞是直径为6cm、长为20cm的六边形孔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七中所述饲喂工作是根据池塘水温进行投饲，水温为10～15℃时日投喂量占虾体总

重的0.5～1％，每天下午投喂颗粒饲料一次；所述颗粒饲料营养成分为：粗蛋白32％、粗纤

维9％、粗灰分16％、粗脂肪4％、总磷1％、赖氨酸1.5％和水分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八中所述二次注水的注水速度为5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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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九中当冰下溶解氧低于5mg/L时实时进行破冰增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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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俗称小龙虾，隶属于甲壳纲、十足目、螯虾科、

原螯虾属，原产于北美洲。20世纪30年代经日本进入我国长江流域，现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淡

水虾养殖品种，克氏原螯虾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国内已形成了庞大的克氏原螯虾养殖产

业，多个省份也都因地制宜的开展了克氏原螯虾的人工养殖，但能实现大规模集中化养殖

的省份并不多。克氏原螯虾作为一种最有潜力的特色水产养殖品种，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的状态下，北方市场的需求也催生了克氏原螯虾人工养殖的广阔前景。

[0003] 淡水克氏原螯虾对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在pH值为5.8～8.2、溶氧量不低

于1.5mg/L的水体中生存，适应温度为0℃～35℃。克氏原螯虾因具有生长快、适应环境能力

强的特点，北方地区移植繁养也能够获得较高的经济价值。目前，黑龙江省多地已开展了克

氏原螯虾的引种和繁育工作，并进行了小规模的人工养殖示范，随着逐步探索北方人工增

养殖技术的成熟趋势，现亟待解决的是克氏原螯虾亲本的寒地冬季冰下安全越冬技术。

[0004] 高寒地区冬季封冰后，由于不冻层水温一般可以保持4℃，给克氏原螯虾冬季冰下

越冬提供了可行性，但克氏原螯虾掘洞的生活习性，增加了其在冰封期冻于冰层和土壤中

的风险，导致了克氏原螯虾冰下越冬的成活率极低，限制了其在高寒地区的养殖生产。同

时，由于封冰越冬的特殊性，越冬池塘的条件，包括冰层厚度、不冻层水位、冰下照度、溶氧

量、底质、生物等方面都对越冬效果有不同程度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是要解决高寒地区克氏原螯虾冰下越冬成活率低的问题，而提供一种克氏

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

[0006] 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具体是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7] 一、选取长宽比为(3～4):1、坡比为1:3的越冬池塘；

[0008] 二、放虾前15d向越冬池塘中注入地下水，注水后越冬池塘中水深为1～1.2m；

[0009] 三、先采用生石灰清塘，再采用B型肽肥肥水，越冬池塘透明度控制在28‑30cm；所

述生石灰的用量为每1米水深按100～150kg/亩，所述B型肽肥的用量为每1米水深按2～

3kg/亩；

[0010] 四、当越冬池塘中池水pH为8.0～8.3时，将伊乐藻移植到越冬池塘中，并在越冬池

塘的深水区域放置蜂窝状pvc虾巢；所述伊乐藻的覆盖率为30～50％；

[0011] 五、在越冬池塘的池梗四周距离最高水位线1～1.2m米处设置第一道防逃网，作为

第一道水中防护措施；在越冬池塘的坝上设置第二道防逃网，作为第二道陆上防逃设施；

[0012] 六、选择晴暖天气将健康的个体长度为8～12cm的克氏原螯虾亲本投放入池中，放

养密度为25‑80kg/亩雌雄比例为2:1，同时泼洒抗应激Vc，250～500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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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七、依据水温和天气变化，确定日投喂量，完成越冬前的饲喂工作；

[0014] 八、冰封初期向越冬池塘内进行二次注水至水深2.2～2.5m；

[0015] 九、越冬冰封期坚持定期巡塘，做好越冬期间管理工作，定期清雪保持冰层透光度

为50‑80cm，并保证冰下溶解氧≧5mg/L；

[0016] 十、至翌年4月中旬，即完成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本发明操作简单，成本低，适于推广使用。通过本发明方法，由于不会受高厚度冰

层影响，克氏原螯虾的亲本越冬成活率高。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和佳木斯养殖基地，采用本发

明方法在10月～翌年4月进行冬季冰下越冬，统计结果显示本方明方法的越冬成活率达到

60％～80％，而不采取此发明方法的越冬成活率不到2％，本发明解决了克氏原螯虾高寒地

越冬的问题，对于我国克氏原螯虾北方养殖业具有重要意义。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实施例中越冬池塘的结构示意图；其中1为第一道防逃网，2为第二道防逃

网，3为池埂，4为冰封初期第一次注水水位线的位置，5为冰封初期第二次注水水位线的位

置，6为冰冻层，7为冰层下水域；

[0020] 图2为第一道防逃网的结构示意图；其中8为聚乙烯网片，9为黑色塑料膜。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具

体是按以下步骤进行：

[0022] 一、选取长宽比为(3～4):1、坡比为1:3的越冬池塘；

[0023] 二、放虾前15d向越冬池塘中注入地下水，注水后越冬池塘中水深为1～1.2m；

[0024] 三、先采用生石灰清塘，再采用B型肽肥肥水，越冬池塘透明度控制在28‑30cm；所

述生石灰的用量为每1米水深按100～150kg/亩，所述B型肽肥的用量为每1米水深按2～

3kg/亩；

[0025] 四、当越冬池塘中池水pH为8.0～8.3时，将伊乐藻移植到越冬池塘中，并在越冬池

塘的深水区域放置蜂窝状pvc虾巢；所述伊乐藻的覆盖率为30～50％；

[0026] 五、在越冬池塘的池梗四周距离最高水位线1～1.2m米处设置第一道防逃网，作为

第一道水中防护措施；在越冬池塘的坝上设置第二道防逃网，作为第二道陆上防逃设施；

[0027] 六、选择晴暖天气将健康的个体长度为8～12cm的克氏原螯虾亲本投放入池中，放

养密度为25‑80kg/亩，雌雄比例为2:1，同时泼洒抗应激Vc，250～500g/亩；

[0028] 七、依据水温和天气变化，确定日投喂量，完成越冬前的饲喂工作；

[0029] 八、冰封初期向越冬池塘内进行二次注水至水深2.2～2.5m；

[0030] 九、越冬冰封期坚持定期巡塘，做好越冬期间管理工作，定期清雪保持冰层透光度

为50‑80cm，并保证冰下溶解氧≧5mg/L；

[0031] 十、至翌年4月中旬，即完成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

[0032] 本实施方式所述越冬池塘蓄水后深水区水深为2.5m以上，浅水区水深为1.8～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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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实施方式所述地下水水质良好、无污染、水源充足。

[0034] 本实施方式所述越冬亲虾要挑选附肢齐全、无体伤病残、体质健壮的个体。

[0035]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越冬池

塘的面积为10～15亩，封冰后不冻水层不低于1.2～1.5m。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6] 本实施方式所述越冬池塘不漏水。

[0037]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步骤四中所述蜂

窝状pvc虾巢的规格为100cm×30cm×9cm，所述蜂窝状pvc虾巢按25～50个/亩进行放置。其

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38]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步骤四中所

述蜂窝状pvc虾巢为两个剖面呈“M”型的长方形单片状pvc板组合成的蜂窝状虾巢，其中躲

避孔洞是直径为6cm、长为20cm的六边形孔道。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相同。

[0039]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五中所

述第一道防逃网由20cm宽的黑色塑料膜和网眼为6mm的聚乙烯网片两部分连接在一起组

成，黑色塑料膜缝制在聚乙烯网片的内侧顶端，聚乙烯网片的高度为120cm，垂直埋于地下

20～30cm，聚乙烯网片与水平面内夹角为60～90°，采用高为120cm的木棒或竹竿绑线固定。

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40] 本实施方式能有效避免池虾在封冰前进入封冰水域活动和掘洞，以此防止池虾冬

季越冬时冻于冰层中。

[0041]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五中所

述第二道防逃网的高为30～40cm，由5cm宽的黑色塑料膜和网眼为6mm的聚乙烯网片两部分

连接在一起组成，聚乙烯网片垂直埋于地下10～15cm，采用高为50cm的木棒或竹竿绑线固

定。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相同。

[0042]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五中所

述第一道防逃网的位置选择，应保证二次注水后，第一道防逃网上部60～70cm的聚乙烯网

片在最终注水面至水下垂直高度为70～90cm。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相同。

[0043] 本实施方式确保冰封后第一道防逃网几乎全部冻于冰层之中。

[0044]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七中所

述饲喂工作是根据池塘水温进行投饲，水温为10～15℃时日投喂量占虾体总重的0.5～

1％，每天下午投喂颗粒饲料一次；所述颗粒饲料营养成分为：粗蛋白32％、粗纤维9％、粗灰

分16％、粗脂肪4％、总磷1％、赖氨酸1.5％和水分12％。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相

同。

[0045] 本实施方式中根据水温给克氏原螯虾提供饲料的同时，可以依据水色、藻类及水

质变化及时施用肥水制剂和生物制剂。

[0046]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不同的是：步骤八中所

述二次注水的注水速度为50m3/h。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相同。

[0047] 本实施方式中注水高度依据每年不同的实际封冰日期进行调整，精准掌握注水时

间，控制注水速度可以避免虾体出现应激响应，同时因冰厚度随温度降低而不断增加，不冻

层水位会下降，所以需根据越冬天气进行注水高度调整。

[0048]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九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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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下溶解氧低于5mg/L时实时进行破冰增氧。其他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相同。

[0049] 采用以下实施例验证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50] 一种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方法具体是按以下步骤进行：

[0051] 一、选取面积为12亩、坡比23:1、池深为2.0m的的越冬池塘；

[0052] 二、放虾前15d向越冬池塘中注入地下水，注水后越冬池塘中水深为1.2m；

[0053] 三、先采用生石灰清塘，再采用B型肽肥肥水，越冬池塘透明度控制在28‑30cm；所

述生石灰的用量为100～150kg/亩，所述B型肽肥的用量为2～3kg/亩/米；

[0054] 四、当越冬池塘中池水pH为8.0～8.3时，将伊乐藻移植到越冬池塘中，并在越冬池

塘的深水区域放置300个蜂窝状pvc虾巢；所述伊乐藻的覆盖率为30％；

[0055] 五、在越冬池塘的池梗四周距离最高水位线1m米处设置第一道防逃网，采用内侧

顶端缝制20cm宽的黑色厚塑料膜且网眼3mm的聚乙烯网片包围池塘，用竹签固定，网片埋于

地下30cm，网围高出地面90cm，地上部分向塘内倾斜与水平面夹角60°，作为第一道水中防

护措施；在越冬池塘的坝上设置第二道防逃网，在第一道防逃网内坡距离15m处的水平池埂

面上设置第二道陆上防逃设置，用内侧顶端缝制20cm宽的黑色厚塑料膜且网眼5mm的聚乙

烯网片包围池塘，竹签固定，网片垂直埋于地下20cm，网围高出地面30cm，作为第二道陆上

防逃设施；

[0056] 六、10月上旬泼洒抗应激Vc，用量300g/亩，两小时后，将150kg  8～10cm的克氏原

螯虾亲虾放入越冬池塘中；

[0057] 七、监测越冬池塘水质和水温变化，维持越冬虾的水质稳定，且根据水温变化，给

亲虾提供饲料,当水温低于10℃时，停止饲喂；

[0058] 八、冰封初期向越冬池塘内进行二次注水至水深2.5m；此时第一道防逃网大部分

冻于冰层之中，有效的防止了在极寒条件下克氏原螯虾亲虾被冻于85cm的厚冰层中，保障

了亲虾的生存条件；

[0059] 九、越冬冰封期坚持定期巡塘，做好越冬期间管理工作，定期清雪保持冰层透光度

为50‑80cm，并保证冰下溶解氧≧5mg/L；低于5mg/L时实时进行破冰增氧；

[0060] 十、至翌年4月中旬，即完成克氏原螯虾亲本寒地室外池塘冰下越冬。

[0061] 经本实施例方法越冬，至翌年4月中旬克氏原螯虾亲虾的越冬成活率达72.8％。

[0062] 本实施例设置两道防逃网，以创造符合克氏原螯虾亲虾在水面上下1m距离内打洞

躲避的习性，网片高于地面80～100cm，得以保证封冰后80％以上网片冻于冰层中，人为避

免了冰冻对亲虾的伤害，保证了亲虾的生活区域在冰层以下；池塘内坡比3～4:1的相对较

缓的坡度更易于亲虾掘洞；防逃设置在水平池埂上设置，仅用于亲虾的防逃；对两次注水的

时间和注水深度的控制，是因为寒地冬季气温的年度变化会导致冰封期冰层厚度的年度差

异，因此，根据越冬期实时气温进行人为调整和控制，形成最佳的冰层下水域养殖深度，提

高亲虾越冬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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