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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在稻田的田埂内侧挖设围沟；在所

述田埂上种植乔木，形成沿田埂延伸方向延伸的

乔木隔热层；在所述围沟中种植沉水植物，形成

沉水植物吸热层；在所述围沟中种植浮水植物，

形成浮水植物阻热层；在所述围沟内侧区域种植

水稻，形成草本隔热层；在稻田内放养水生动物；

待水生生物生长至满足收获条件时，收获相应水

生生物；待水稻成熟后，收割。本发明的种养方法

可防止过度挖沟，提供稻田单亩产出，提升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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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在稻田的田埂（14）内侧挖设围沟（15）；

S2、在所述田埂（14）上种植乔木，形成沿田埂（14）延伸方向延伸的乔木隔热层；

在所述围沟（15）中种植沉水植物，形成沉水植物吸热层；

在所述围沟（15）中种植浮水植物，形成浮水植物阻热层；

在所述围沟（15）内侧区域种植水稻（9），形成草本隔热层；

在稻田内放养水生动物；

其中，所述水生动物包括小龙虾、田螺、蚌、甲鱼、泥鳅、蟹、上层鱼、中下层鱼、底层鱼中

的多种；

S3、待水生动物生长至满足收获条件时，收获相应水生动物；

待水稻成熟后，收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所述围沟的宽度

为0.8-1.2m，深度为0.5-0.8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在稻田中挖设与

所述围沟连通的“井”字形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所述围沟底部有

多个泉眼。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所述乔木为落叶

乔木，优选地，所述乔木包括桑树、构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所述沉水植物包

括轮叶黑藻（4）、苦草（5）、菹草（6）、伊乐藻（3）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浮水植物包括水葫芦

和/或水花生；所述上层鱼包括鲢鱼、鳙鱼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中下层鱼包括草鱼、鳊鱼和

团头鲂中的一种或几种，底层鱼包括鲮鱼、鲤鱼、鲫鱼、青鱼中的一种或几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在每亩稻田的围

沟中种植100-200kg轮叶黑藻；在稻田的围沟中种植苦草，控制株行距为30-80cm，每蔸5-8

株；在稻田的围沟中带根扦插菹草；在稻田的围沟中种植伊乐藻，控制株行距为20×20cm；

在稻田的围沟所在区域投放水葫芦；在稻田的围沟内种植水花生，沿围沟长度方向，每45-

55cm挖设一坑穴，每一坑穴种植4-5株水花生。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所述沉水植物、浮

水植物在围沟中的种植面积占围沟总面积的25-35%。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在围沟

内养殖小龙虾、甲鱼、白鲢、花鲢、田螺、蚌、泥鳅、蟹；每亩稻田，在4月份至6月份投放小龙虾

25kg，在12月份至翌年1月份投放1-3只个体重为0.4-0.6kg的甲鱼，在3月上旬投放30-40尾

个体重为0.20-0.30/kg的白鲢，在3月上旬投放30-40尾个体重0.20-030/kg的花鲢，在3月

份至4月份投放田螺75kg，在3月份至4月份投放蚌5kg，在3月份至4月份投放泥鳅50kg，在3

月份至4月份投放蟹20kg；其中，每180-220只小龙虾的重量为1kg，每80-120个田螺的重量

为1kg，每80-120个蚌的重量为1kg，每180-220条泥鳅的重量为1kg，每180-220只蟹的重量

为1kg。

10.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其特征在于，在6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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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稻田放养母鸡45-55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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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种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既产粮，又为稻农增收，一举两得，还为水稻可持续生产在经济

上提供了保障，是我国经典农艺在现代的发扬光大。特别是近年，稻田综合种养呈井喷式发

展，以稻田养小龙虾为例，目前，超过100万亩面积的省份依次是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

西，这五省也是我国小龙虾的核心产区。但是在稻田综合种养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

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在设施建造过程中，部分稻农挖沟面积过大，超过国家规定的10%，

有的甚至超过50%，稻田成为了养虾田、养鱼田，这种现象如果蔓延，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一

是破坏基本农田，既影响面积，又影响生产能力；二是影响粮食生产能力，一旦我国需要增

加粮食产能，将面临无法增加的窘境。

[0003] 稻农过度挖沟的技术原因，是由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区夏天温度高、冬天温度

低，为保证水生动物的顺利生长发育，扩大沟的面积，承载更多的水量，利于夏天降温、冬天

保温，提高水产品产量。

[0004] 目前，为解决过度挖沟的问题，在技术层面有空间，但实行有难度。一是实行塘田

相连，以塘的水体代替沟的水体，为小龙虾提供生境，但大部分稻田都没有与塘相邻，塘田

相连难以实现。二是挖深沟，即在有限的沟内，增加深度，以空间换面积，但挖深沟在大部分

稻田难以实现，这是由于深度增加容易垮边，大量淤泥进入沟中填塞。因此，在实际操作中，

要增加单位面积水的数量，还是靠挖宽沟，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以确保水生动物

顺利越夏、越冬，提高稻田综合种养的经济效益。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在稻田的田埂内侧挖设围沟；

S2、在所述田埂上种植乔木，形成沿田埂延伸方向延伸的乔木隔热层；

在所述围沟中种植沉水植物，形成沉水植物吸热层；

在所述围沟中种植浮水植物，形成浮水植物阻热层；

在所述围沟内侧区域种植水稻，形成草本隔热层；

在稻田内放养水生动物；

其中，所述水生动物包括小龙虾、田螺、蚌、甲鱼、泥鳅、蟹、上层鱼、中下层鱼、底层鱼中

的多种；

S3、待水生动物生长至满足收获条件时，收获相应水生动物；

待水稻成熟后，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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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如此，实行立体生态种养，立体生态种养由四组生物组成：田埂乔木群、水沟植物

群、稻田动物群、水稻。围沟的设置可供水生动物活动、避旱和觅食。

[0008] 优选地，所述围沟临田埂设置；进一步地，挖设围沟时，可将挖出的大部分泥土垒

在田埂上，少部分放在田中间。

[0009] 进一步地，田埂上开设有进水口和出水口，所述进水口、出水口分别设置防逃装

置。

[0010] 进一步地，S1中，挖设围沟后，整田，晒田1-2天后；在田块上均匀撒上生石灰30~
50kg/亩，保持干燥状态2天再注入新水，深度3cm~5cm，浸泡5~7天后施农家肥200~500kg/

亩；浅旋使表层田泥、石灰、农家肥充分混合，完成消毒施肥工作。

[0011] 进一步地，S1中，所述围沟的宽度为0.8-1.2m，深度为0.5-0.8m。

[0012] 进一步地，S1中，在稻田中挖设与所述围沟连通的“井”字形沟。优选地，在所述

“井”字形沟内投放绿萍，方便鱼类活动觅食。

[0013] 进一步地，S1中，所述围沟底部有多个泉眼。

[0014] 优选地，选择冷浸田、烂泥田作为场地，而且从泉眼冒出的地下水不能外流，成为

调温水，保持在田间，为冬暖夏凉提供保障。

[0015] 进一步地，S2中，所述乔木为落叶乔木，优选地，所述乔木包括桑树、构树。

[0016] 可选地，在所述田埂上种植桑树、构树，桑树与构树相间种植，每隔3米种植一株，

如果田埂矮于40厘米，则在田埂上做人工堆穴，将桑树与构树植入人工堆穴。人工堆穴是一

个直径20厘米壁厚1厘米高度为30厘米的水泥桶，底部有直径10厘米的圆孔利于沥水和根

系深入田埂，桶壁分布直径为3厘米的圆孔，孔中心距8厘米。

[0017] 在田埂种植落叶乔木桑树、构树，利用其冠层茎叶形成乔木隔热层，在夏季将热空

气阻挡，在树下形成阴凉环境，保护水生动物越夏；在冬天来临前，大量树叶落下，在下面形

成枯叶层，有利于水生动物越冬。

[0018] 可选地，桑树的种植及管理方法如下：

桑苗的选择：选择适宜于当地种植、桑苗粗壮、根系完整、丰产型、抗逆性强的嫁接

苗；用20%的石灰浆浸泡苗根30  min，清水冲洗后蘸泥浆移栽；

定植密度和定植方法：把桑苗垂直放入种植坑的中央，使其根系自然舒展向下且不

卷缩弯曲；扶住桑苗，将细土回填到根部周围，再轻提桑苗，用脚踏实；再壅一层细土，壅土

高度是根颈青黄交界处上方7~10  cm，并浇足定根水；优选地，桑树与构树相间种植，株距为

3米；

桑园管理：疏芽，当新梢长至15~25cm 时进行疏芽，去弱留强、去里留外、密集处多疏

少留、空隙处少疏多留，在桑条高7~10cm  时进行，留芽量为每株目的留芽量的2  倍；摘心：

把枝条新梢顶端的嫩头摘去，抑制其伸长生长，摘心在用叶前10~15  天进行；修枝：去除细

弱小枝条、密集枝、下垂枝和病虫危害枝；剪梢：剪去徒长部分，使树体养分供应集中在枝条

中、下部分；

病虫害防治：桑黑白粉病，发病初期可用5％的多硫化钡或20％的硫酸钾喷雾防治；

叶枯病：剪掉病叶再用70%甲基托布津1  000  倍液喷治；黑枯病：农用链霉素500  单位喷雾2

~3  次，每次间隔7  天；褐斑病：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防治；桑尺蠖：用90％

敌百虫1  000~3  000 倍液喷杀或人工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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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可选地，构树的种植和管理方法如下：

栽种：5月上旬栽种，种植穴底部施复合肥，与穴内泥土混合均匀，杂交构树种苗栽种

到种植穴中，覆土；

日常管理：夏秋两季及时修剪整形。

[0020] 进一步地，S2中，所述沉水植物包括轮叶黑藻、苦草、菹草、伊乐藻中的一种或几

种；所述浮水植物包括水葫芦和/或水花生；所述上层鱼包括鲢鱼、鳙鱼中的一种或几种，所

述中下层鱼包括草鱼、鳊鱼和团头鲂中的一种或几种，底层鱼包括鲮鱼、鲤鱼、鲫鱼、青鱼中

的一种或几种。

[0021] 进一步地，S2中，在每亩稻田的围沟中种植100-200kg轮叶黑藻；在稻田的围沟中

种植苦草，控制株行距为30-80cm，每蔸5-8株；在稻田的围沟中带根扦插菹草；在稻田的围

沟中种植伊乐藻，控制株行距为20×20cm；在稻田的围沟所在区域投放水葫芦，一般地，可

根据实际情况投放，优选地，投放后，保证后期水葫芦所占面积为水面面积（围沟）的4/15-

2/5，优选为三分之一；在稻田的围沟内种植水花生，沿围沟长度方向，每45-55cm挖设一坑

穴，每一坑穴种植4-5株水花生。

[0022] 进一步地，水沟植物群的种植方法如下：

1）种植轮叶黑藻：在5月份至8月份，收割天然水域中的轮叶黑藻，每亩稻田放草100-

200千克，自然生须根，着泥存活。白天水深，晚间水浅，促进须根生长。

[0023] 种植前期将围沟水位控制在20公分左右，随着轮叶黑藻生长，逐步加高水位。尽量

灌浅水，防止水草出苗期被鱼取食。

[0024] 2）种植苦草：

定植时间为5月份至9月份，株行距控制为30-80cm，每蔸5-8株。随起随栽；外地购买则

在运输的途中必须将苗沉入水中，提高成活率。及时对定植区内的杂草和异物进行清除，保

持水质清澈。优选地，在第一年施追肥1-2次。第一年生长期间防止螺蛳取食幼嫩苦草。

[0025] 3）种植菹草：采用带根扦插，底泥、水质的营养要求充足，小苗不可强光暴晒，适时

增加水位，以覆盖菹草植株高度。

[0026] 4）种植伊乐藻：采取茎栽插方法栽培，在冬春季进行。冬季栽插须在虾蟹捕捞后，

抽干池水，池底晒一段时间，再用生石灰、茶籽饼等消毒；春季栽插应先将蟹种用网圈养在

一角，水草长至15厘米以上再打开网圈，以防止嫩芽能被蟹种吃掉、掐断和连根拔起。栽插

方法：将草截断成10厘米左右，像插秧一样地插入有淤泥的池中，株行距20×20厘米，栽插

预留空白带，供蟹作为活动空间，栽插初期保持围沟内水位为30厘米，水草长满全池后逐步

加深池水。

[0027] 5）种植水葫芦：分株繁殖。在春季进行，将横生的匍匐茎割成几段或带根切离几个

腋芽，投入水中即可自然成活。

[0028] 6）种植水花生：将水花生根植于水底，在水深30～60厘米的浅水区底部，每50厘米

左右挖一坑穴，选长约20～25厘米的植株，把有须根的一端插于穴中，每穴4～5根，种后用

泥培，防植株浮起。湿润状态时，在水边挖浅沟，将植株放入沟，覆土。根据土壤干湿适时浇

水，防干旱致死，水位上涨后，植株正好生长在水域的浅水区。

[0029] 轮叶黑藻等沉水植物的种植，可增大热容量，形成沉水植物吸热层，夏天可降低温

度、冬天可增加温度，为水生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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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进一步地，S2中，所述沉水植物、浮水植物在围沟中的种植面积占围沟总面积的

25-35%。

[0031] 进一步地，S2中，在围沟内养殖小龙虾、甲鱼、白鲢、花鲢、田螺、蚌、泥鳅、蟹；每亩

稻田，在4月份至6月份投放小龙虾25kg，在12月份至翌年1月份投放1-3只个体重为0.4-

0.6kg的甲鱼，在3月上旬投放30-40尾个体重为0.20-0.30/kg的白鲢，在3月上旬投放30-40

尾个体重0.20-030/kg的花鲢，在3月份至4月份投放田螺75kg，在3月份至4月份投放蚌5kg，

在3月份至4月份投放泥鳅50kg，在3月份至4月份投放蟹20kg；其中，每180-220只小龙虾的

重量为1kg，每80-120个田螺的重量为1kg，每80-120个蚌的重量为1kg，每180-220条泥鳅的

重量为1kg，每180-220只蟹的重量为1kg。

[0032] 通过多种水生动物的混养，形成水生动物搅水群，上下层水体交换量增加，有利于

高温季节降温、低温季节增温。

[0033] 可选的，养殖小龙虾时：保证稻田水源充足，水质良好，进水排水方便。优选地，田

埂具有一定坡度，为避免小龙虾掘穴外逃，田埂宽1米以上，并在田埂四周设置0.5米高、内

壁光滑的防逃墙或防逃板。围沟水深以0.8米~1.5米为宜。放养前严格消毒，每亩施腐熟的

畜禽粪200~300公斤。优选地，围沟内种植占沟面积30%的水草：苦草、轮叶黑藻、凤眼莲、水

葫芦、水花生等。

[0034] 可选的，养殖田螺时：优先选用中国圆田螺。一是稻田选择，选择水源条件好，阳光

充足，土壤腐殖质多的烂泥田、冷浸田，靠近山边，防止田外农药水流入。二是放养前准备，

加高加固田埂：田埂高40厘米以上，四周用网围住，上端高出田面20厘米，下埋15厘米，防田

鼠、蛇等敌害入侵。清田消毒：用生石灰，亩用量50-75公斤或漂白粉每亩15-20公斤，溶水泼

洒。施有机肥：消毒3-4天后，在田中施有机肥,肥料用鸡粪和切细稻草按3:1比例混合成基

肥，每亩300公斤，在田中堆放4堆，肥料发酵腐烂，促进浮游生物生长。5-6天后，将基肥施撒

均匀，然后大田翻耕平整。开沟：沟总面积占水田面积10%左右，可开“一”字、“十”字、环形沟

等，中央沟深度要达到30-50厘米，宽50-60厘米。安装拦螺栅：防田螺逃逸，晚间雷雨后田螺

最好逃逸。在进出水口设密网，阻止田螺外逃。三是田螺放养，分幼螺、成螺两种。放幼螺，规

格5克左右,亩放25000-30000只，重量约125-150公斤；放螺种，规格10-15克，亩放种30-50

公斤，于单季稻栽插前放养,放养位置以沟为主。四是饲养管理，投饲：1天1次或2天1次。在

适温范围  (20-28℃)田螺吃食旺盛，每2天1次，投饲量占螺体重的2-3%；水温15-20℃或28-

30℃每周2次，用量为螺体的1-2%；水温低于15℃或高于30℃则停投或少投饲料。饲料可用

混合料投喂，玉米20%,鱼粉20%，米糠60%。稻田施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尿素控制在每

亩10公斤以下，过磷酸钙15公斤以下,  少量多次，禁用碳酸氢铵。一般地，忌高温施肥、大量

施用有机肥，以免污染水质，影响田螺生长。稻田施药: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无公害农药：

多菌灵、三环唑、杀虫双、井岗霉素等。施药时药喷在稻叶上,减少水中农药。适量施用生石

灰：既调节土壤和水体pH值，又为田螺提供钙质营养,减少田螺由于缺钙而出现厣收缩症。

石灰每月1次，每亩6-8公斤。防敌害病害:防止老鼠、鸟等吃田螺,防大田鱼吃小田螺,可放

养夏花鱼种。厣片收缩后肉溢出,田螺缺钙,在饲料中添加虾皮、淡鱼粉、贝壳粉。厣片下陷,

即饲料不足要多投料,田中有蚂蟥可用猪血杀灭。田水管理:水稻种植期间,保持微流水,田

水深度10-20厘米,防漏水干水,检查进出水口栏栅安全;高温时要加大流量,使水中有充足

的溶氧。越冬期间,田螺进入泥土冬眠,每周更换新水1次,同时在水田中撒切碎稻草或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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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越冬。

可选地，养殖蚌时：一是稻田选择，优选水源好,阳光充足,土壤腐殖质多的烂泥田、冷

浸田。二是放养前准备，清田消毒：用生石灰,亩用量50-75公斤或漂白粉每亩15-20公斤,溶

水泼洒。施有机肥：消毒3-4天后,在田中施有机肥,每亩300公斤左右，在田中堆放,肥料发

酵腐烂,促进浮游生物生长。5-6天后,将基肥施撒均匀。开沟：沟总面积占水田面积10%左

右，主沟深度要达到30-50厘米,宽50-60厘米。三是蚌放养，放蚌种，规格10-15克,亩放种

30-50公斤,于单季稻栽插前放养,放养位置以沟为主。四是稻田施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

辅，既供水稻生长，又通过肥水促进蚌生长。尿素控制在每亩10公斤以下,过磷酸钙15公斤

以下,  少量多次,禁用碳酸氢铵。忌高温施肥、大量施用有机肥,以免污染水质,影响田螺生

长。施用生石灰：每月1次,每亩6-8公斤。田水管理:水稻种植期间,保持微流水,田水深度

10-20厘米,防漏水干水;高温时要加大流量,使水中有充足的溶氧。越冬期间,蚌进入泥土

冬眠,每周更换新水1次,同时在水田中撒切碎稻草或杂草以利越冬。

可选地，水稻秧苗移植前放养田螺，将田螺苗放入稻田，螺苗入稻田后水深度要保持3

厘米以上；水稻秧苗移植二周后将泥鳅苗放入稻田，亩投放泥鳅苗100-150kg；泥鳅苗放入

稻田后，稻田内水深度保持5厘米以上；收获时，先捕捞田螺和泥鳅，再收割稻谷。

[0035] 优选地，种植水稻时，选择一季稻高秆抗倒品种，高秆水稻的茎叶形成草本隔热

层，降低田间温度，特别在7、8月份的高温期，一季稻高秆品种个体与群体生物量达到高峰，

有效阻隔热传导，降低田间温度。

[0036] 可选地，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直播水稻，或5月下旬播种水稻后6月中旬移栽。直播

水稻则直播后15天内厢面不能上水，待苗高10厘米以上时再上水。

[0037] 进一步地，在6月下旬，每亩稻田放养母鸡45-55只。优选地，所述母鸡为30日龄母

鸡。

[0038] 本发明的一种稻田立体综合种养方法，采用桑树、构树、伊乐藻、轮叶黑藻、苦草、

菹草、水葫芦、水花生、绿萍、水稻、小龙虾、田螺、蚌、泥鳅、甲鱼、白鲢、花鲢、蟹、鸡混合立体

综合种养，经济产品以水稻和小龙虾为主，其余的动、植物行使生态功能。可包括植树、整

田、晒田，消毒施肥，栽种水草、栽培水稻，施肥，放小龙虾苗，放田螺苗和蚌苗，放养泥鳅、甲

鱼、白鲢、花鲢、蟹、鸡，收获等步骤；可选地，所施肥料采用农家肥，并在稻田田埂四周开挖

环形沟。本发明采用树、水草、水稻、田螺和蚌水产及禽类混合立体综合种养，形成乔木隔热

带、草本隔热层、浮水植物阻热层、沉水植物吸热层、水生动物搅水群五个生物降温群落，并

利用冷浸田的地下水自流进入稻田降温，六个生物、物理因子协同降低稻田温度，促进安全

越夏，同时在冬天促使升温保障安全越冬。两种树既提供遮荫环境又提供饵料，多种水草既

提供栖息环境又提供饵料，田螺和蚌等水产既清洁水体又能成为商品，上述生物为水稻和

小龙虾的健康生长提供保障。多种生物立体混合种养，提高单位面积生态效益，减少肥料、

杀虫剂、除草剂投入，提高经济效益。

[0039] 可选地，所述农家肥由鸡粪、牛粪或羊粪、猪粪和淤泥混合制成，其质量份数分别

为鸡粪10-20份、牛粪或羊粪60-75份、其猪粪10~15份，淤泥5~10份。

[0040] 可选地，所述饲料为玉米粉、麸皮、豆渣、鱼粉及微量元素混合制备，其质量份数分

别为：玉米粉50~70份、麸皮15~20份、豆渣15~20、米糠15~20、鱼粉5~8份及微量元素0.5~1

份；所述微量元素包括铜、锌、铁、镁，铜:锌:铁:镁质量比为：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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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发明的种养方法在稻田内立体综合种养水稻、田螺、泥鳅等，为水生动物提供适

宜的养殖环境，形成乔木隔热层、草本隔热层、浮水植物阻热层、沉水植物吸热层、水生动物

搅水群五个生物降温调温群落，并利用冷浸田的地下水自流进入稻田形成调温水，六个生

物、物理因子协同降低稻田温度，促进安全越夏，同时在冬天促使升温保障安全越冬。特别

是在7、8月份两个高温月份，降低温度，在12、1月份两个低温月份增加温度，确保水生动物

顺利越夏、越冬，提高稻田综合种养的经济效益。

[004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一是防止过度挖沟。从技术角度分析，出现过度挖沟是为了增

加水体，防止日夜温差过大导致鱼出现应激反应，特别是在7、8月份，在我国的小龙虾主产

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常有连续的高温天气出现，既影响小龙虾取食，又提高死亡

率，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目前技术背景下，尚无良方。本发明的方法，可在不过度挖沟的前

提下，通过乔木隔热层、草本隔热层、浮水植物阻热层、沉水植物吸热层、水生动物搅水群五

个生物降温调温群落，并利用冷浸田的地下水自流进入稻田形成调温水，六个生物、物理因

子协同降低稻田温度，促进安全越夏，是典型的生态型方法。在冬天，乔木隔热带的树落叶，

田埂周边的稻田可获得阳光，提高温度；草本隔热层的水稻已收获，不阻挡阳光，稻田可提

高温度；浮水植物阻热层的水葫芦，冬季枯萎，不阻挡阳光，有利于田间温度提高；沉水植物

吸热层冬季休眠，水体中生物体少，根系只留存在地下部，不影响阳光射入水体；水生动物

搅水群在冬季活动弱，不影响阳光进入水中；可利用冷浸田的地下水、泉眼水自流进入稻田

增温。二是提高产出。采用多种生物，立体种养，从乔木到沟中的沉水植物，形成立体分布的

植物群落与动物群落，光合作用的面积增加、养殖的动物增加，稻田的总生物量增加。三是

提高质量。植物群落、动物群落形成的生物多样性，为动物提供了更丰富的饵料，促进品质

提高；底栖动物能净化水质、净化底层，有利于稻田生态系统的清洁。

附图说明

[0043] 图1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稻田生物布局示意图。

[0044] 图2是本发明的一种人工堆穴的示意图。

[0045] 图中，1-桑树，2-构树，3-伊乐藻，4-轮叶黑藻，5-苦草，6-菹草，7-水葫芦，8-水花

生，9-水稻，10-小龙虾，11-田螺，12-蚌，13-泉眼，14-田埂，15-围沟，16-人工堆穴。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以下说明描述了本发明的可选实施方式以教导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如何实施和

再现本明。

[0047] 申请人于2016～2017年在湖南省长沙县路口镇某试验地，采用桑树、构树、伊乐

藻、轮叶黑藻、苦草、菹草、水葫芦、水花生、水稻、小龙虾、田螺、蚌，进行混合立体综合种养

试验，形成乔木隔热带、草本隔热层、浮水植物阻热层、沉水植物吸热层、水生动物搅水群五

个生物降温群落，并利用冷浸田的地下水自流进入稻田降温，已取得良好的试验效果。

[0048] 2015年12月初，选一丘2503m2稻田（呈矩形），有泉眼8处，分别位于相邻的两条田

埂内侧，一条91米（泉眼2处），一条27.5米（泉眼6处），开挖4条围沟，保护好泉眼，沟中掘出

的泥加高田埂。田埂上开设进水口、出水口，位置在两条没有泉眼的田埂上。均匀撒生石灰

80kg/亩，保持干燥状态2天再注入新水，深度4cm，浸泡7天后施农家肥800kg/亩。排水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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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放置，在水沟底部，不埋入泥中。2015年12月每隔10米种植1.5米高桑树1株，共24株；每隔

10米种植1.5米高构树1株，共24株；2016年1月在沟中种植伊乐藻、轮叶黑藻、苦草、菹草四

种水草，总面积不超过围沟面积的三分之一，规格为40×40cm；2016年5月种植水葫芦、水花

生，面积不超过围沟总面积的10%；2016年5月下旬播种水稻，6月中旬移栽水稻，规格为20×

30cm；2016年3月初投放200尾/kg的小龙虾苗85kg、600个/kg的田螺苗280kg；20个/kg的蚌

苗15kg。日投放配合饲料10～15kg；施用复合肥120kg，其中100kg作基肥，20kg作追肥。5月

10日开始收获小龙虾，全年共收获389.2kg；10月15日收获水稻，共收获1516.8kg；8月下旬

开始收获田螺，收获田螺1282.8kg。

[0049] 2016年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同规格的田八丘，选择标准是有泉眼，便于排灌。采用

相同的方法进行桑树、构树、伊乐藻、轮叶黑藻、苦草、菹草、水葫芦、水花生、水稻、小龙虾、

田螺、蚌混合立体综合种养，取得相似结果，八丘田分别收获小龙虾363 .4kg、385 .6kg、

382.5kg、358.1kg、398.3kg、400.4kg、336.5kg、392.7kg；八丘田分别收获水稻1613.5kg、

1483.2kg、1638.4kg、1429.5kg、1661.4kg、1601.2kg、1496.3kg、1492.9kg；八丘田分别收获

田螺1294.3kg、1288.4kg、1324.5kg、1393.2kg、1121.5kg、1235.4kg、1334.5kg、1324.1kg。

[0050] 而常规稻田养小龙虾，按每亩放苗85千克，一般而言一年可收小龙虾量不超过300

千克；常规稻田养田螺，按每亩放苗280千克，一般而言一年可收田螺不超过1000千克。

[0051] 在2015年和2016年的试验中，每半月施用石灰15g/m2，化水泼洒，遇异常天气，适

当提前或推后；同时在施用石灰前清淤，即先清淤再洒石灰水。清淤采用人力清污，将清污

的浊水撒泼到水稻中间，这样清污，不伤害小龙虾。

[0052] 上述实施例阐明的内容应当理解为这些实施例仅用于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而不

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价形式

的修改均落入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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