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406301.9

(22)申请日 2019.08.28

(73)专利权人 曾朝阳

地址 365404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安远乡

洪围村下排21号

(72)发明人 曾朝阳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11344

代理人 陈琳

(51)Int.Cl.

A01K 63/00(2017.01)

A01K 63/04(2006.01)

A01K 61/10(2017.01)

A01G 22/22(2018.01)

A01G 22/25(2018.01)

A01G 22/45(2018.01)

A01G 22/00(2018.01)

A01M 29/32(2011.01)

A01M 29/30(2011.01)

C05F 3/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种养共生养殖网箱及养殖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田种养共生养殖领域，具

体涉及一种种养共生养殖网箱及养殖系统。本实

用新型网箱设计简洁、巧妙；通过对网箱、网袋、

薄膜塑料袋尺寸的设计，使得网箱不仅具有养殖

功能，更能够有效的对自然天敌、自然灾害、耕作

影响等问题予以有效的处理和解决。采用本实用

新型网箱进行的种养共生养殖系统，便于管理，

产量稳定，能够满足一年多季饲养多季产出，形

成高效益的养殖产业，适合在广大农村地区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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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种养共生养殖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箱包括箱框、网袋和薄膜塑料袋；

所述箱框由PVC管或不锈钢管裁锯，并由三通搭建成可拆卸的方形箱框；

所述网袋设置为方形，顶部敞口，敞口网袋处设置有扎口绳；所述网袋长和宽尺寸与所

述箱框尺寸一致，高尺寸至少是所述箱框高尺寸的2倍；在所述网袋周边设置有多个扎带，

所述网袋通过所述扎带固定在所述箱框内；所述薄膜塑料袋平铺在所述网袋底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种养共生养殖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箱框尺寸长×宽×

高为200cm×50cm×80cm；所述网袋尺寸长×宽×高为200cm×50cm×150cm。

3.一种种养共生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种养共生地、沿种养共生地田埂

内侧设置有网箱放置沟渠；所述种养共生地对角设置有进水口和出水口，在沟渠内并排放

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种养共生养殖网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种养共生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种养共生地为水稻种植

田、蔬菜种植田、杂交水稻育种田、烟草种植田、香芋头种植田或大棚种植田一种或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种养共生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在蔬菜种植田、烟草种植田、

香芋头种植田或大棚种植田的出水口处下方设置或开挖一个鱼粪便水池，在水池内底部放

置与水池尺寸相应的塑料隔膜。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种养共生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对于平整的水稻田开设门形

沟，沟深50cm、宽60cm；对于山坑田或梯田根据农田形状开设后沟，沟深50cm、宽60cm；对于

蔬菜种植田、烟草种植田及大棚种植田，开设三面沟，沟深60cm、沟宽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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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种养共生养殖网箱及养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田种养共生养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种养共生养殖网箱及养殖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农业渔业发展均面临空间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药物滥用，质量不

高的问题，种植和养殖经济效益不高，调动不起农民积极性。如果能够把种植业和养殖业结

合，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加强生物多样性，还能改善水质，促进农民增收。采用稻田养

鱼、养贝类既能增加种植稻子质量，又能提高养鱼质量，使养殖业与种植业巧妙结合，在相

似的环境中，使稻田和鱼共生互利，提高整体效益。

[0003] 而现有技术中的稻田养鱼通常直接采用开鱼溜或简易敞开式围网的方式进行，这

些养殖方式无法统一管理，也无法应对天敌和自然灾害等问题，使得农民兄弟在养殖的过

程中常常出现养殖效益不稳定，产量不大等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种养共生养殖网箱及养殖系统，具体技术

方案如下：

[0005] 一种种养共生养殖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箱包括箱框、网袋和薄膜塑料袋；

[0006] 所述箱框由PVC管或不锈钢管裁锯，并由三通搭建成可拆卸的方形箱框；

[0007] 所述网袋设置为方形，顶部敞口，敞口网袋处设置有扎口绳；所述网袋长和宽尺寸

与所述箱框尺寸一致，高尺寸至少是所述箱框高尺寸的2倍；在所述网袋周边设置有多个扎

带，所述网袋通过所述扎带固定在所述箱框内；所述薄膜塑料袋平铺在所述网袋底部。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箱框尺寸长×宽×高为200cm×50cm×80cm；所述网袋尺寸长×宽

×高为200cm×50cm×150cm。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系统包括种养共生地、沿种养共生地田埂内侧设置有网箱放置沟

渠；所述种养共生地对角设置有进水口和出水口，在沟渠内并排放置所述的种养共生养殖

网箱。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种养共生地为水稻种植田、蔬菜种植田、杂交水稻育种田、烟草种

植田、香芋头种植田或大棚种植田一种或多种。

[0011] 进一步的，在蔬菜种植田、烟草种植田、香芋头种植田或大棚种植田的出水口处下

方设置或开挖一个鱼粪便水池，在水池内底部放置与水池尺寸相应的塑料隔膜。

[0012] 进一步的，对于平整的水稻田开设门形沟，沟深50cm、宽60cm；对于山坑田或梯田

根据农田形状开设后沟，沟深50cm、宽60cm；对于蔬菜种植田、烟草种植田及大棚种植田，开

设三面沟，沟深60cm、沟宽70cm。

[0013] 所述的门形沟，是指在平整种植田的预留农作机械进口和出口位置，该位置不挖

沟，该开沟方式满足种植田耕作、收割等时节机械的进出，不会对网箱内的养殖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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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后沟，是指针对山坑田或梯田等地势不平整的种植田，在种植田沿外田埂挖沟；所述

三面沟是在种植田的三面开沟，留一面不开沟，便于种植田内蔬菜或烟草的管理。

[0014] 具体的箱框可选用8分水管或不锈钢管，三通尺寸对应选择。

[0015] 对于上述养殖网箱及养殖系统的养殖方法如下步骤：

[0016] （1）种养共生地的选择，选用进、排水方便，水质清新无污染，保水性良好的农田；

（2）在种养共生地的田埂内侧开设网箱放置沟渠；沟渠占地不超过种植土地面积的

10%。

[0017] （3）将组合好的网箱逐一放置于沟渠内，所述网袋网目数根据养殖鱼苗种类及尺

寸选定；

[0018] （4）种养互不影响设置：在种植田需平地、插秧、施肥、喷洒农药时，在网箱上部架

设一有开孔的塑料管，将网箱底的薄膜塑料袋拉起连通塑料水管一同压平于网箱顶部，塑

料管内引入水源，达到种养短暂分离，待种植田稳定后将薄膜塑料袋压回网箱底部即可恢

复种养供水；

[0019] （5）养殖鱼类天敌及自然灾害防范：将所述网袋超出箱框的部分折向箱框一侧即

可在网箱顶部形成隔网，防范鸟类、蛇、狸等天敌；在多雨季节，将网袋顶部扎口绳扎紧连接

至高位拉绳，避免网箱内的鱼类因水位上涨逃脱；

[0020] （6）种养过程中所述鱼粪便水池内的塑料隔膜对鱼粪水保恒，鱼粪便在水池中分

解发酵，供给作为农作物肥料；

[0021] （7）鱼苗培育及鱼种投放，先在培育箱内培育鱼苗，鱼苗培育成50g-100g鱼种后，

用10ppm聚维酮碘溶液浸泡消毒后按照100尾/网箱投入至种养共生网箱内；

[0022] （8）鱼食饵料的制作与投放：选用天然鱼食饵料，根据鱼种大小食量进行投喂；稻

花季期间的两周内不投放鱼食饵料，对沟渠的水进行半小时排水和补水，每日两次；

[0023] （9）水质管理：水质需求除了耕种期间，机械平地、插秧、施肥、病虫害喷洒药物时

所进行步骤（4）的措施以外，其余的安全期时段在相应水位上保持种养共生地内进出水正

常即可；

[0024] （10）起捕上市销售及管理：成长期管理经鱼种投放日起满90天的饲养期后，每10

天进行一次大小分养，将快要达到上市规格的大鱼挑出市售或单独饲养，并向网箱内补足

鱼苗。

[0025] 步骤（8）中鱼食饵料选用农田内自生水瓢、粉碎玉米杆、粉碎谷皮细末、粉碎的蔬

菜种植基地脚叶及瓜果藤或粉碎麦皮麦杆细末中的一种或多种；将上述原料炒熟或煮熟

后，混合投喂；投喂量根据鱼苗大小调整。

[0026] 本实用新型网箱设计简洁、巧妙；通过对网箱、网袋、薄膜塑料袋尺寸的设计，使得

网箱不仅具有养殖功能，更能够有效的对自然天敌、自然灾害、耕作影响等问题予以有效的

处理和解决。采用本实用新型网箱进行的种养共生养殖方式，便于管理，产量稳定，能够满

足一年多季饲养多季产出，形成高效益的养殖产业，适合在广大农村地区推广应用。

[0027] 附图说明；

[0028] 图1  本实用新型种植田养殖系统示意图；

[0029] 图2  本实用新型箱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  本实用新型网袋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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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4  本实用新型网箱使用状态下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

[0033] 1-箱框；2-网袋；3-薄膜塑料袋；4-鱼粪便水池；5- 田埂；6-网箱；11-PVC管或不锈

钢管；12-三通；21-扎带；22-扎口绳。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网箱和养殖方法的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说明：

[0035] 如图2-4，本实用新型的网箱结构：

[0036] 所述网箱6包括箱框1、网袋2和薄膜塑料袋3；

[0037] 所述箱框1由PVC管或不锈钢管裁锯，并由三通12搭建成可拆卸的方形箱框；

[0038] 所述网袋2设置为方形，顶部敞口，敞口网袋处设置有扎口绳22；所述网袋长和宽

尺寸与所述箱框尺寸一致，高尺寸至少是所述箱框高尺寸的2倍；在所述网袋2周边设置有

多个扎带21，所述网袋通过所述扎带固定在所述箱框内，所述网袋材质为尼龙；

[0039] 所述薄膜塑料袋3平铺在所述网袋底部，所述薄膜塑料袋容量大于所述网箱容积。

[0040] 所述箱框尺寸长×宽×高为200cm×50cm×80cm；所述网袋尺寸长×宽×高为

200cm×50cm×150cm。

[0041] 在使用过程中，将网袋3的扎带21扎在箱框上固定，网袋高出的部分对折耷在箱框

的一侧，使箱框上形成盖网，鸟类、蛇虫等天敌无法进入捕鱼；在多雨季节，将网袋顶部扎口

绳扎紧连接至高位拉绳，避免网箱内的鱼类因水位上涨逃脱。此外，在在种植田需平地、插

秧、施肥、喷洒农药时，在网箱上部架设一有开孔的塑料管，将网箱底的薄膜塑料袋拉起连

通塑料水管一同压平于网箱顶部，塑料管内引入水源，达到种养短暂分离，待种植田稳定后

将薄膜塑料袋压回网箱底部即可恢复种养共水。

[0042] 利用上述网箱进行种养共生养殖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种养共生地的选择，选用进、排水方便，水质清新无污染，保水性良好的农田；

（2）在种养共生地的田埂5内侧开设网箱放置沟渠，沟渠占地不超过种植土地面积的

10%。

[0044] （3）将组合好的网箱逐一放置于沟渠内，所述网袋网目数根据养殖鱼苗种类及尺

寸选定；

[0045] （4）种养互不影响设置：在种植田需平地、插秧、施肥、喷洒农药时，在网箱上部架

设一有开孔的塑料管，将网箱底的薄膜塑料袋拉起连通塑料水管一同压平于网箱顶部，塑

料管内引入水源，达到种养短暂分离，待种植田稳定后将薄膜塑料袋压回网箱底部即可恢

复种养供水；

[0046] （5）养殖鱼类天敌及自然灾害防范：将所述网袋超出箱框的部分折向箱框一侧即

可在网箱顶部形成隔网，防范鸟类、蛇、狸等天敌；在多雨季节，将网袋顶部扎口绳扎紧连接

至高位拉绳，避免网箱内的鱼类因水位上涨逃脱；

[0047] （6）种养过程中所述鱼粪便水池内的塑料隔膜对鱼粪水保恒，鱼粪便在水池中分

解发酵，供给作为农作物肥料；

[0048] （7）鱼苗培育及鱼种投放，先在培育箱内培育鱼苗，鱼苗培育成50g-100g鱼种后，

用10ppm聚维酮碘溶液浸泡消毒后按照100尾/网箱投入至种养共生网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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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具体可采用如下方式进行：①每年的4月份由鱼苗培育专用网箱，将8-9毫米的鱼

苗水花经15日培育成1.5-2.5厘米的乌仔。②再由乌仔经15日的培育成3-4厘米的夏花时，

微提起网袋，将夏花带水用碗计量每箱三碗，匀分入各个夏花专用饲养箱。再经40-60天分

箱饲料成50g-100g的鱼种。③将夏花专用网箱内的鱼种分选掉劣质的杂色鱼苗、“胡子”苗、

“困花”苗和畸形苗。④放养前鱼种消毒：将鱼种用10ppm聚维酮碘溶液浸泡消毒8分钟去除

附于鱼种体表的细菌及寄生虫。⑤再将经过消完毒好品质鱼种按每箱100尾投放入成鱼专

用箱内。⑥将原有培育鱼苗所空出的网箱取下鱼苗专用网袋换上成鱼专用网袋，再补投入

每箱100尾鱼种做到不空箱可循环使用。

[0050] （8）鱼食饵料的制作与投放：选用天然鱼食饵料，根据鱼种大小食量进行投喂；稻

花季期间的两周内不投放鱼食饵料，对沟渠的水进行半小时排水和补水，每日两次；

[0051] （9）水质管理：水质需求除了耕种期间，机械平地、插秧、施肥、病虫害喷洒药物时

所进行步骤（4）的措施以外，其余的安全期时段在相应水位上保持种养共生地内进出水正

常即可；

[0052] （10）起捕上市销售及管理：成长期管理经鱼种投放日起满90天的饲养期后，每10

天进行一次大小分养，将快要达到上市规格的大鱼挑出市售或单独饲养，并向网箱内补足

鱼苗。

[0053] 所述种养共生地包括水稻种植田、蔬菜种植田、杂交水稻育种田、烟草种植田、香

芋头种植田或大棚种植田，本实施例选用蔬菜种植田，开设三面沟。

[0054] 所述步骤（2）中，对于水稻田开设门形沟，沟深50cm、宽60cm；对于山坑田根据农田

形状开设后沟，沟深50cm、宽60cm；对于蔬菜种植田、烟草种植田及大棚种植田，开设三面

沟，沟深60cm、沟宽70cm。

[0055] 步骤（8）中鱼食饵料选用农田内自生水瓢、粉碎玉米杆、粉碎谷皮细末、粉碎的蔬

菜种植基地脚叶及瓜果藤或粉碎麦皮麦杆细末中的一种或多种；将上述原料炒熟或煮熟

后，混合投喂；投喂量根据鱼苗大小调整。

[0056] 具体可以采用如下方式：①谷皮细糠麦皮杆细糠及玉米杆细糠，用全自动电气化

翻炒炉炒熟至糠香味时经冷却后投喂。②农田自生水瓢，蔬菜脚叶及瓜果藤斩碎后，用大容

量电气化蒸煮锅煮熟去除有害物质经冷却后再投喂。③将所备制的鱼食饵料可以单独投喂

也可以混合投喂。④成鱼网箱每个网箱一日一次，用一升水瓢每个网箱一瓢投喂量，投喂时

间每日的早上八点准时投喂。⑤种养共生在稻花季期间的两周内不再投喂鱼饵料，因其成

鱼网袋孔有中指大，只需用排水方法排去半小时水再补水回原位，网箱四周会因排水及补

水的流动会咐着稻花和藻类生物可供鱼吸食，每日进行两次排水法，早上的八点及下午的

五点。

[0057] 通过采用本实用新型养殖网箱和养殖系统，能够使得种养共生养殖的鱼类产量稳

定，实现多季饲养多季产出，达到稳定的养殖产量，形成高效益的养殖产业。

[0058]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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