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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小龙虾早秋苗人工繁育技术
潘忠斌
渊舒城县水产发展中心袁安徽舒城 231300冤
摘要 随着小龙虾养殖业的发展袁龙虾种苗供不应求遥 本文总结了稻田小龙虾早秋苗人工繁育技术袁包括稻
田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尧水稻栽培与收获尧水质调控与水草种植尧小龙虾饲喂及管理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小龙虾养
殖户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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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具有养殖生产周期短尧病虫害少尧效益较
高等优点袁适合广大农户养殖遥 近年来袁小龙虾市场

无高大树木袁配套建设进水尧排水系统和防逃设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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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建设

价格逐年上升袁激发了农户养殖淡水小龙虾的热情袁

养殖小龙虾的稻田对田埂要求较高袁 一般情况

小龙虾养殖最集中的区域是湖北尧安徽尧江苏三省遥

下要保持 70 cm 以上的水深遥 稻田四周开挖环形沟袁

受气候条件限制袁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是小龙虾供

应的空白期袁市场缺货严重曰4要5 月产量也较低袁价
格较高曰一直到 6 月才进入供应高峰期袁随之小龙虾
价格剧降袁整个市场价格波动较大遥

稻田面积如果超过 3.33 hm 2袁 就需要在田中间开挖
野十冶字形或野井冶字形田间沟遥 沟上口宽 6~8 m袁底宽

2.5~3.0 m袁深 1.2 m 左右袁坡比 1.0颐2.5~3.0遥 利用开挖

田沟挖出的泥土加固尧加宽尧加高田埂袁要保留 3 m

小龙虾养殖近几年飞速发展袁 养殖面积逐年增

宽的机械道路袁方便机械下田作业袁田沟总面积不得

加袁龙虾苗种也供不应求袁故提高小龙虾苗种繁育技

超过稻田总面积的 10% [1]遥 田沟主要用于防止水田干

术水平非常必要遥 舒城县从 2019 年开始在百神庙镇

涸袁也可在烤田时供龙虾退避袁是夏季高温时龙虾栖

虾田 谷香家 庭农 场进行稻 田小龙 虾 早 秋苗 人 工繁

息的重要场所遥 加固田埂时要将泥土压实袁以防渗水

育试验袁取得了良好效果遥 通过人工繁育技术培育小

或田埂坍塌遥 应做到田埂不裂尧不塌尧不漏袁确保田埂

龙虾 早秋苗 可以 实现反季 节养殖 袁即 8 月交 配 后袁

高度达到 1.2 m 以上尧埂宽 3 m 以上遥 田埂边可栽种

龙虾早秋苗的人工繁育技术总结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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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出苗袁次年 3 月可获得大规格苗种遥 现将稻田小

1

稻田选择

水花生等爬埂草遥

防逃设施建设
小龙虾逃逸能力比较强袁 一定要做好防逃设施

选择水源充足尧溶氧量高尧水质清新无污染的田

建设遥 通常沿池埂四周用木桩或水泥桩支撑袁用废旧

块作稻虾田遥 水体溶氧量一般要求在 3 mg/L 以上袁

钢化玻璃尧塑料薄膜尧彩钢瓦等设置防逃设施遥 稻田

强化培育期间要求在 5 mg/L 以上遥 稻虾田要求土质

开设的进排水口应用 80~120 目网布做成双层密网袁

漏袁适合小龙虾养殖遥 面积以 1.3~2.0 hm2 为宜袁周边

害生物进入袁发现虾池中有鳜鱼尧蟾蜍尧水蛇尧蛙尧黄

肥沃袁以黏性土壤为好遥 该类型土壤保水力强尧不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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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逃的同时能有效防止野杂鱼卵尧 蛙卵及幼体等敌
鳝尧鼠等敌害生物时要及时清除 [2]遥 稻田应在下游开
设一个溢水口袁防止暴雨季节雨水冲毁堤埂遥 溢水口
也要用双层密网防逃或防止野杂鱼进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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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栽培

科学配制饲料组合并投喂遥 母体怀抱中的虾苗以卵

4 月中下旬袁稻田成虾已全部销售袁留部分虾苗

黄囊提供营养袁稚虾尧幼虾阶段以枝角类尧轮虫尧桡足

进入田沟遥 整田插秧袁秧苗可用专用田提前培育袁于

类以及水生昆虫幼体等为食遥 此时袁 要保持水的肥

5 月上旬完成插秧遥 选择叶片开张角度小尧 生长期

度袁使轮虫尧红虫的数量满足虾捕食的需求袁才能保

短尧抗病虫害尧抗倒伏且耐肥性强的早籼稻品种袁也

证虾苗的成活率较高遥 同时袁可投喂人工开口饵料如

可栽植生长期为 120~135 d 的中籼稻遥 稻田要施足

虾奶粉尧豆浆尧麸皮尧豆饼以及青绿饲料等袁适当喂些

内袁田面均匀施用复混肥并用机器翻耕耙匀遥

时袁则兼食动物性饲料和植物性饲料袁可投喂小龙虾

基肥渊以腐熟的农家肥为主冤袁在插秧前施入耕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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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种虾
6要7 月袁选择体质健壮尧成熟度好尧无病害的成

虾补充到繁育田中袁规格为 25~40 g/尾遥 确保田中成
虾数量达到 450 kg/hm 2 左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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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调节

6 月中旬左右开始第一次晒田袁 清理田沟野杂

鱼袁使田沟水位低于田平面 20 cm 左右遥 晒到田中开

动物性饵料 [3]遥 9 月下旬袁当部分虾苗达到 2.5~3.0 cm
专用饲料遥 10 月要加大饲料投喂力度袁保持 3~5 cm
的幼苗饵料充足遥 11 月再根据虾苗的大小适时调整
饲料粒径和投喂量遥

小龙虾多在夜间活动觅食袁并具有争食尧贪食的
习性遥 投喂饲料要坚持每天上午 1 次尧傍晚 1 次袁并
以傍晚投喂为主渊占全天投喂量的 60%~80%冤遥 采取
定时尧定质尧定量尧定位的野四定冶投喂方法袁保证大多

裂 1 cm 以上尧可以行人时开始加水袁至正常水位时

数小龙虾都能吃饱袁避免其相互争食尧残杀而引起损

浆袁 至稻粒变绿豆色时加水遥 当水面接近于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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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遥 约 8 月初开始第二次晒田袁 此时水稻开始灌

伤或死亡遥

水草种植
10 月中旬在田沟和台田上种植硅藻种袁移植入

时袁快速排水至田面袁让种虾应激就地打洞遥 当水位
稍低于田面时袁根据虾打洞情况缓慢降水袁确保种虾

一定 数量的 沉水性 或漂 浮性水 草 来增 加 小 龙虾 的

打的洞集中在田埂边水线以下和田间垄上的位置袁

活动空间遥 沉水性植物可选择伊乐藻尧轮叶黑藻尧菹

方便后期上水集中出虾遥

草尧苦草尧眼 子菜尧金 鱼藻等 袁漂 浮性水 草可选 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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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收割
9 月 1 日左右开始收割水稻袁留高茬 40~50 cm袁

水稻收割后要晾晒 3~5 d遥 碎草可收集存放到稻茬或
田埂上备用遥 及时灌水袁使种虾及时出洞遥 通过人工

葫芦等遥 用聚氯乙烯管或竹竿固定在一定区域袁作为
小龙虾栖息尧攀爬和隐蔽场所遥 水草面积宜占水面的
30%~4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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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大的虾苗即可分塘出售袁 直到翌年 4 月袁

刺激促使虾发育袁提前排卵孵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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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水质
9 月初袁根据种虾抱卵情况袁充分利用稻草秸秆

虾苗出售

可根据天气和水温不间断出 售 160~240 尾/kg 的虾

苗遥 虾苗可用虾笼尧地笼网起捕袁注意选择网眼大小

和埂边水花生或爬埂草开始肥水培藻遥 灌水时袁一次

适宜的虾笼遥 进入网中的虾苗要及时转移至箱中袁防

加到最高位遥 3 d 后开始逐渐降低水位袁先降低到田

止密度过大而缺氧死亡遥 在此期间袁可根据天气情况

面 30 cm 左右袁不能全部淹没稻草袁让未排卵的龙虾

适量投喂饵料袁每隔 1~2 d 投喂 1 次袁天气晴好可每

二次打洞遥 根据水质情况施用有机肥尧发酵畜禽粪肥

天投喂遥

或氨基酸肥水膏培肥水质遥 水质不佳的可用芽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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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加 EM 菌改水袁正常情况下袁15 d 后藻类可达到高

日常管理
坚持每天巡塘袁注意观察小龙虾的觅食尧活动尧

峰期袁之后轮虫也达到高峰期遥

生长和蜕壳等情况袁发现异常及时采取对策遥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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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色适时调控水质袁 确保水中溶氧量在 5 g/L 以上尧

科学投喂
根据小龙虾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营养的需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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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为 8.0 左右尧透明度为 35~45 cm遥 每 15 d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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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水袁每次换水 1/3遥 保持田间水位相对稳定袁不能

4 月中下旬袁如发现小龙虾感染白斑综合征袁需

忽高忽低袁使虾池中保持有较多水生植物遥 大批龙虾

要进行隔离袁防止其互相感染遥 防治小龙虾烂鳃病尧

开始蜕壳时严禁干扰袁 蜕壳后及时投喂优质适口饲

肠炎病等疾病袁应加强饲养管理袁及时清除残饵尧污

料袁防止虾因饵料不足而相互残杀袁影响其生长遥

物袁经常注入新水袁保持池水清爽遥 可在虾的饲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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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防治

适当添加多种维生素袁增强虾的免疫能力遥 多数虾

加强检查袁做好敌害清除和病害防治工作遥 小龙

塘会出现缺氧的现象袁高频率缺氧极易导致小龙虾

虾本身有较强的抗病能力袁 当养殖的集约化程度不

生长受限袁严重时甚至出现死亡遥 蜕壳不遂是小龙

高渊产量不高于 3 000 kg/hm 2冤时袁只要水源未经污染

虾精养过 程中容 易出 现的一 种 疾 病 袁 因 而在 精 养

在小龙虾养殖过程中袁仍然要坚持以防为主尧防治结

蜕壳遥

且未施用农药等有害物质袁小龙虾一般不会发病遥 但

虾 田要 定期进行 补钙 和抗应 激处 理 袁 促 进小 龙 虾

合的方针袁做到无病就防尧有病早治遥 引起小龙虾发

稻田小龙虾的敌害生物较多袁蛙尧泥鳅尧黄鳝尧肉

病的主要因素有非生物因子和生物因子院 非生物因

食性鱼类尧鸟类等都是小龙虾的天敌遥 因此袁小龙虾

子主要包括缺氧尧温度变化较大尧水体 pH 值不稳定尧

放养前必须用药物彻底清除敌害袁 进水口和排水口

农药及其他有毒或有害物质污染水体等曰 生物因子

要用双层密眼网围住以防止敌害侵入袁 平时勤巡查

主要是指各种病毒尧真菌尧细菌尧原虫等有害病原体

并用生石灰清除田内敌害尧及时驱赶水鸟遥

感染袁或饲料投喂不足引起的营养不良袁以及操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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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引起的损伤和应激性反应等 [4]遥 此时应做好提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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