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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蟹田稻种植模式的影响因素浅析

李丽原

近年来随着水稻生产的连年丰收，稻米市场出现了阶段性

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也给水稻生产

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调整供给结构，满足消费者对安全、高

品质大米的需求是摆在稻米产业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我

国水稻生产基地的黑龙江省，为进一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在保

护原有的地域品牌之外，致力发展绿色农牧业生产模式,提升稻

米价值链,“蟹稻”、“鸭稻”等绿色生态特色产品逐渐出现在

大米市场。

黑龙江省的河蟹养殖历史可追溯至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最

初由于河蟹移植养殖的相关试验结果不理想，未能大面积推广。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河蟹养殖逐步推广，2000 年以后随着河蟹

价格的一路攀升，河蟹养殖行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稻田

养蟹模式中，水稻可以为河蟹提供优良安全的生长栖息环境,

种稻过程中使用的有机肥间接成为河蟹的饵料。同时,河蟹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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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起到松土、除草、灭虫、防病、增温等作用。河蟹的粪便

还可为水田提供生物菌肥，提高土壤肥力，从而促进水稻的生

长发育，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达到稻蟹共生,互生互利。

根据 2017 年 10 月在黑龙江黑河市进行的实地调研情况，

整理和研究当地稻田养蟹方面的经验，为黑龙江大米的品牌化

战略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一、调研地概况

黑龙江省黑河市是我国水稻种植的最北端，同时也是世界

水稻栽培纬度最高的地区。过去因为无霜期短、热量不足等原

因，这里曾是种稻禁区。近年来，随着气温变暖，以及耐寒水

稻品种的引入和培育，黑河地区不仅可以种稻，而且产量稳定，

成为水稻可种植非高产区。

调研地北安市是隶属黑河市的县级市，已有 10 多年的河蟹

养殖历史。2017 年，全市河蟹喜获丰收，大水面河蟹养殖总产

量 4.8 万斤，池塘养殖总产量达 6 万斤；全市河蟹面积达 20469

亩，养殖户数 35 户，放养蟹苗 86000 斤。2016 年，北安市被

黑龙江省列为“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当

年稻蟹养殖面积 4120 亩。2017 年，新增 6000 亩，稻蟹养殖总

面积达 10120 亩。

二、稻蟹养殖的具体做法

以北安市东胜水稻联合社为例。2017 年 4 月初，东胜水稻

示范区进行养蟹田间工程建设，在每块稻田四周离田埂 1.5～2

米处开挖一条围沟，沟宽 0.5 米，深 0.6 米。畦面种稻，沟内

养蟹，在蟹沟边上密植，稻苗株数不减。新建河蟹暂养池 110

亩，投入资金 47.6 万元。5 月 5 日开始，陆续在盘锦购进肢体

完整、体质健壮、规格整齐、活动力强和无病的辽河扣蟹，规

格为 80 个／斤，单价 18.5 元／斤， 共购 2.3 万斤；购进长



江扣蟹 9300 斤，规格为 80 个／斤，单价 35 元/斤。放养前，

用 8ppm 的高锰酸钾溶液把蟹苗侵泡 5-10 分钟，放进平均水深

2.5 米 110 亩的暂养池。暂养池用高 80cm 塑料布膜进行围栏，

塑料布底部用土埋实，向内倾斜 10 度。每天投喂用杂鱼打碎的

鱼泥 200 斤左右，分 15 个投喂点进行投喂。种植抗病、抗倒伏

能力强水稻品种龙粳 46、龙粳 47。待稻苗返青分蘖，进行药物

封闭除草（用低毒、慎用杀虫剂）和施用底肥（忌用碳铵、氨

水）。10 日后，把蟹苗从暂养池中用地笼进行捕捞，投放到稻

田中去，平均每亩稻田投放蟹苗 8 斤。稻蟹养殖的 4000 亩都进

行总围栏，并且对每块稻田也进行围栏，进、出水口用铁丝网

围拦，做到内可防蟹逃之患，外可防敌害进田。稻田保持水深

15cm。河蟹放养后，稻田不再施用化肥和喷洒农药，每天进行

专人巡查，对破损围栏进行维护，驱赶鸟类，发现病害及时处

理。

经过 3 个多月的养殖，9 月份陆续开始在蟹沟捕捞稻田中

成蟹，放入暂养池中，进行育肥，成蟹平均重量 85 克/只，平

均每亩产量 28.3 斤，共产出成蟹 11.3 万斤，主要销往北京、

辽宁盘锦等地。养殖河蟹的费用分别为：围栏 14 万元、苗种

77.4 万元、饲料 12.9 万元、人工 47.6 万元、网具 5.8 万元，

暂养池 47.6 万元，总投入 205.3 万元。河蟹销售价格为 38 元/

斤，销售收入 429.4 万元，河蟹纯收入 224.1 万元。

三、推动蟹田稻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家战略部署推动

2013 年 6 月，经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

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上升至国家战略，以两大

平原建成国家商品粮基地核心区、绿色食品生产样板区、高效

生态农业先行区和统筹城乡发展先导区为目标全面开展相关工



作。黑河市的北安、嫩江、五大连池纳入黑龙江省“两大平原”

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爱辉区、孙吴、逊克参照享受

政策扶持。

在国家战略部署下，北安市抓住战略机遇，以保障粮食安

全和促农增收为核心，突出寒地黑土和绿色有机，有效推动了

水稻产业的发展。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打造产业长廊

沿绥北高速公路两侧，南起主星灌区，北至黑河健康产业

园，打造一条水稻、蔬菜、玉米三大产业园区的 60 公里产业长

廊，为发展有机水稻种植产业提供了有利契机。

2.建立生产示范基地

北安市在 2015 年进行了东胜灌区为主的 5 万亩“旱改水”

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完成了 13.77 公里干渠、7.72 公里 6 条

排水沟建设。该示范区拥有乌裕尔河的优质水源，水利设施齐

全，能自排自灌，是黑龙江省北部规模化、标准化的寒地水稻

生产示范基地。

3.实现生产过程追溯

北安市委、市政府加大推广稻蟹养殖力度，2017 年投入资

金 300 余万元，进行互联网监控系统的建设，建成后可在互联

网跟踪监测水稻种植、河蟹养殖生产过程，实现了产品质量的

安全追溯。

4.专款支持与租金减免

建设高标准稻蟹养殖示范田 120 亩，施用有机肥，生产有

机米、有机蟹。市政府专项拨款 2 万元，用于稻蟹养殖后期的

河蟹育肥，确保稻蟹养殖的经济效益。对于种植蟹田稻的合作

社在土地租金等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减免。

（二）水产部门主导推进



1.充分利用已有资源

北安市水产局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

将如何利用种植水稻的水域资源定位为工作重点，探索出利用

当地稻田资源，开展河蟹养殖的模式，取得了较好成效。同时

《黑龙江省北安市水田发展建设规划报告》中，2020 年发展水

田 50 万亩的目标，为推广稻蟹生态养殖提供了重要支撑。

2.技术人员全程指导

在推进蟹田稻发展过程中，北安市水产局在最初的立项阶

段就同相关合作社一起深入探讨，对投入、产出、效益等各方

面进行细致的分析，制定了可行性分析报告。并且积极为有意

向从事蟹田稻生产的合作社牵线搭桥，聘请河蟹养殖专家为东

胜灌区“旱改水”标准化生产基地的经营者讲解稻蟹养殖相关

知识，对稻蟹共生的优势进行分析对比。同时促进省内外的河

蟹经营者进行苗种、技术及成蟹回收的洽谈。在养蟹过程中从

蟹苗的购进、暂养、到分放，水产局派出技术人员跟进，做到

产前、产中、产后全程跟踪服务。

3.无偿提供河蟹饵料

北安市水产局通过向上级部门汇报蟹田稻的发展情况，积

极争取财政补贴、租金减免等各方面的支持。2017 年市水利局

为稻蟹养殖示范田无偿提供 60 万尾花、白鲢夏花投放到暂养

池，作为秋天河蟹的育肥饵料。

（三）专业合作社牵头发展

近年来，北安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2015 年该市农

民专业合作社已达到 322 家，在创新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推进

农业产业化进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形成了合作社带领

农民共同发展致富的良好态势。北安市合作社经营范围涉及大

豆、水稻、玉米、马铃薯、葡萄、中草药、饲料（草）、有机



蔬菜等种植业，奶牛、大鹅、生猪、蛋鸡、河蟹等养殖业，农

资、新型燃料、草编、农机服务等，带动全市农户 3 万余户，

入社农户户均增收 1500 元左右。

1.乌裕尔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7年北安市乌裕尔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对东胜水稻示范

区内的稻田进行改造，水稻示范区稻蟹养殖面积达 10000 亩，

投放蟹苗 6 万斤。合作社指派专人负责河蟹喂养、看护，解决

生产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经过一个养殖、种植周期精心管理，

水稻、河蟹获得丰收。稻田河蟹养殖总投入 445 万元。收获河

蟹 23 万斤。平均规格公蟹 105 克/只、母蟹 70 克/只，规格较

大的蟹在本地的超市、市场销售，剩余的以 28 元/斤返销给盘

锦，实现利润 280 万元。

2.东胜水稻联合社

2015 年北安市借助“两大平原”改革的有利契机，发展有

机水稻种植产业，依托北安市现代农业水稻生产示范基地，在

北安市东胜乡东利村，成立了东胜水稻联合社。该社拥有插秧

机、大型拖拉机、施肥机、收割机等各类水田农机具 48 台套。

水稻联合社以种植、销售有机水稻为主导产业，同时发展稻田

河蟹养殖产业。在城郊乡、东胜村、二井镇、赵光镇四个乡镇

发展入社农户 363 户，流转水田 5000 亩，成为全市流转经营土

地最多的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北安市现代农业水稻生产示范

基地为主要种植基地，现有高标准水稻 50000 亩，同时拥有 900

平方米水稻智能催芽车间一栋、900 平方米智能育秧车间、800

平方米智能育秧大棚 100 栋、120 亩安装轨道池梗有机水稻试

验田、配有物联网中心的信息研发办公综合楼 2100 平方米等。

基地应用全省领先的水稻生产催芽、育秧等水稻生产设施，实

行智能化、高标准、高质量的水稻生产。在农业生产上实施“六



统一”,即统一种植业方案、统一种子、统一播种、统一施肥、

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销售的形式，实现“产+销”一条龙发展。

四、北安市在蟹田稻模式中的经验总结

（一）有益经验

北安市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方面有效利用

稻田资源，开展河蟹养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以上调研

情况的分析，将调研地在蟹田稻生产方面的有益经验总结如下：

1.多元化经营增加产品附加值

稻田养蟹是将水稻单一的生态系统转变为稻蟹共生的复合

生态系统，通过一水两用、一地多收，提高了土地和水资源的

利用率，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为农民增收起到了显著作用。

仅以北安市乌裕尔和东胜两家合作社为例，河蟹养殖获得的利

润都达到 200 万以上。

2.生态化模式获得消费者信任

稻蟹共生的种养模式不但可以有效防治杂草和虫害，病害

的发生率，而且河蟹还能为水稻提供养分，从而减少农药化肥

的使用量。这种绿色安全无污染的特点是蟹田稻的最大优势，

也是消费者最为关切的。

3.规模化生产提升经营效益

稻蟹共生的复合生态系统的建立需要以连片作业，规模化

生产为基础。联合社通过在种植环节的统一操作，农业生产资

料的集中购买，减少了中间环节，实现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

经营效益的效果。以北安市东胜水稻联合社为例，入社农户的

亩收益较非社农户提高 15%左右，总收入超出非社农户 20%，有

效地带动了农民增收。

4.信息化技术支撑产品安全

联合社加强互联网监控系统，以及生产档案记录、检测准



出和包装标识管理制度的建设，明确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程控制，初步形成了稻、蟹生产环节

质量追溯体系。

（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1.稻蟹养殖缺乏精细化管理

联合社虽然从辽宁盘锦聘请了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专职管理

河蟹养殖，但由于调研地与盘锦的自然条件差别大，再加上河

蟹养殖规模较大，还是存在管理不够精细，技术服务缺乏的问

题。今后需要合理规划河蟹放养数量，加强技术投入和产品开

发，优化产品质量，促使蟹田稻持续健康发展。

2.品牌推广有待进一步深入

合作社生产的蟹田稻每斤售价仅高于普通水稻 0.1 元，没

能充分体现出优质高价。由于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品牌，消费者

的认知度低，难以实现更高的附加值。今后需要对产品正确定

位，加速创建品牌，提高认知度，扩大知名度，增强蟹田稻的

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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