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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指

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包括生态水体区、与生态

水体区连通的水产养殖区、与水产养殖区连通的

初级水体处理区以及分别与初级水体处理区和

生态水体区连通的二级水体处理区，本实用新型

提供一种能够利用天然的大型生态湖泊或者小

型的生态净化池塘的水体进行高密度的水产养

殖并能够实现水体不断净化循环的高效无污染

养殖系统以及其养殖方法，进而达到环保、污染

净化率高、投资成本低、养鱼密度大、存活率高以

及节省土地和水资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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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生态水体区(1)、与生态水体区(1)连通的水

产养殖区(2)、与水产养殖区(2)连通的初级水体处理区(3)以及分别与初级水体处理区(3)

和生态水体区(1)连通的二级水体处理区(4)；所述水产养殖区(2)设置于生态水体区(1)的

外部陆地区或者漂浮设置于生态水体区(1)的水体上；所述水产养殖区(2)包括若干个水产

养殖缸(21)，所述若干个水产养殖缸(21)设有与生态水体区(1)连通的进水口(211)和与初

级水体处理区(3)连通的出水口(2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产养殖区(2)还包

括用于对水产养殖缸(21)内的水体进行曝气及循环流动的曝气水循环装置(22)；所述曝气

水循环装置(22)包括壳体(221)、设置于壳体(221)内的水泵(222)、与水泵(222)连通的水

体上升导管(223)以及用于对水体上升导管(223)供入气体的曝气装置(224)，所述壳体

(221)分别与循环水箱(23)和水产养殖缸(21)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产养殖缸(21)连通

有循环水箱(23)，所述循环水箱(23)的出水端与曝气水循环装置(22)连通，所述循环水箱

(23)的进水端与水产养殖缸(21)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产养殖缸(21)的进

水口(211)与出水口(212)均设有格栅板。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初级水

体处理区(3)包括过滤水池(31)和设置于过滤水池(31)内的固体过滤网(32)，所述固体过

滤网(32)与水产养殖区(2)的出水口(212)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水

体处理区(4)包括至少一个水生植物养殖池(41)，水生植物养殖池(41)种植有水生植物

(42)。

7.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初级水

体处理区(3)设置于生态水体区(1)的外部陆地区或者设置于生态水体区(1)的水体内，所

述二级水体处理区(4)设置于生态水体区(1)的水体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分别与初级水体处

理区(3)和二级水体处理区(4)连通的浮萍养殖区(5)。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545259 U

2



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养殖业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立式，早在唐代已经由单养鱼类发展成混养多种鱼类，

利用生物的特性互衬，增加产量的同时达到生态平衡，在科技知识不高的年代，特别显示出

先贤的智慧。

[0003] 然而，养殖业发展至今，养殖技术虽然不断改进，但仍然未有较大的突破。鱼塘养

殖仍以混养为主，为了增加产量和增加养殖密度，挖掘大面积的池塘养鱼，以满足更多的产

量；同时，为了解决大量鱼粪、饲料残渣沉在池塘而导致污染的问题，一般采用向水体中投

入好氧微生物用以降解污染物；为了不让池塘污染而导致水质不达标，一般向水体中投入

抗生素用以抗菌；为了提高鱼类的生长速度，投入激素用以喂鱼等等；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会

引发下面的几个问题：

[0004] (1)污染物积存在鱼塘，难以排放，并且会引起渔产食品的食用安全问题；

[0005] (2)鱼塘污染污染物处理需要大量换水，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并且污染环境；

[0006] (3)池塘养殖占用面积大，池塘养殖密度小，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0007] (4)养鱼存活率低，池塘投资成本虽小，但是养鱼投资成本大。

发明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具有单位产量高、占地面积

小、降低对养殖水体的污染以及养鱼密度大，存活率高的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0]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包括生态水体区、与生态水体区连通的

水产养殖区、与水产养殖区连通的初级水体处理区以及分别与初级水体处理区和生态水体

区连通的二级水体处理区。

[0011] 其中的，所述水产养殖区包括若干个水产养殖缸，所述若干个水产养殖缸设有与

生态水体区连通的进水口和与初级水体处理区连通的出水口。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水产养殖区还包括用于对水产养殖缸内的水体进行曝气及循环流

动的曝气水循环装置；所述曝气水循环装置包括壳体、设置于壳体内的水泵、与水泵连通的

水体上升导管以及用于对水体上升导管供入气体的曝气装置，所述壳体分别与循环水箱和

水产养殖缸连通。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水产养殖缸连通有循环水箱，所述循环水箱的出水端与曝气水循

环装置连通，所述循环水箱的进水端与水产养殖缸连通。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水产养殖缸的进水口与出水口均设有格栅板。

[0015] 其中的，所述初级水体处理区包括过滤水池和设置于过滤水池内的固体过滤网，

所述固体过滤网与水产养殖区的出水口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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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其中的，所述二级水体处理区包括至少一个水生植物养殖池，水生植物养殖池种

植有水生植物。

[0017] 其中的，所述水产养殖区设置于生态水体区的外部陆地区或者漂浮设置于生态水

体区的水体上，所述初级水体处理区设置于生态水体区的外部陆地区或者设置于生态水体

区的水体内，所述二级水体处理区设置于生态水体区的水体内。

[0018] 其中的，还包括分别与初级水体处理区和二级水体处理区连通的浮萍养殖区。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20]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包括生态水体区，与生态水体区连通的

水产养殖区，用于进行高密度的鱼类养殖，提高鱼类产量和养鱼存活率；包括与水产养殖区

连通的初级水体处理区，用以对水产养殖区所排放的污水进行固体污染物(鱼粪和剩余鱼

粮的颗粒)的截留过滤；包括分别与初级水体处理区和生态水体区连通的二级水体处理区，

从初级水体处理区排出的污水流进以二级水体处理区，用以对污水中的氮、磷等污染物进

行净化处理，以使污水得到净化后流进生态水体区，让生态水体区的水质达到国家的

GB3838-2002水质标准；水产养殖区和初级水体处理区建设在生态水体区周围闲置的陆地

上，将所有水产养殖集中在水产养殖区，相同产量所需要的养殖面积为传统的鱼塘养殖面

积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占用面积小，减少养殖成本；本实用新型通过将生态水体区的自然

水体引流到水产养殖区，用以为鱼类养殖提供含氧量较高的净化水体，再将水产养殖区所

排出的污水通过初级水体处理区和二级水体处理区进行过滤净化，最后二级水体处理区将

经过净化的水体循环排放到生态水体区，由此使生态水体区的水体不断地被循环利用，以

达到高效无污染的效果。本养殖系统能够让整个自然生态水体区与水产养殖区有效地结合

利用，无需大量换水和过多投放药物，有效节省水资源和降低投入成本，以形成环保无公

害、水质无污染、占用面积小、高密度养殖和高产量的生态养殖区。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养殖系统的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是图1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养殖系统的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

[0025] 1-生态水体区；11-抽水装置；2-水产养殖区；21-水产养殖缸；211-进水口；212-出

水口；213-隔板；22-曝气水循环装置；221-壳体；222-水泵；223-水体上升导管；224-曝气装

置；2241-曝气管；2242-罗茨风机；2243-通气孔；23-循环水箱；24-浮桶；3-初级水体处理

区；31-过滤水池；32-固体过滤网；4-二级水体处理区；41-水生植物养殖池；411-一次浮水

植物处理池；412-二次浮水植物处理池；42-水生植物；5-浮萍养殖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实施例与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

的说明，实施方式提及的内容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

详细的描述。

[0027] 实施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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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如图1至图2所示，一种无污染养殖系统，包括生态水体区1、与生态水体区1连通的

水产养殖区2、与水产养殖区2连通的初级水体处理区3以及分别与初级水体处理区3和生态

水体区1连通的二级水体处理区4；所述水产养殖区2包括若干个水产养殖缸21，所述若干个

水产养殖缸21分别设有与生态水体区1连通的进水口211和与初级水体处理区3连通的出水

口212；所述初级水体处理区3包括过滤水池31和设置于过滤水池31内的固体过滤网32，所

述固体过滤网32与水产养殖区2的出水口212连通；所述二级水体处理区4包括至少一个水

生植物养殖池41，水生植物养殖池41种植有水生植物42。具体地，所述水产养殖缸21的进水

口211与出水口212均设有格栅板，格栅板用以阻隔养殖鱼从进水口211与出水口212中溜出

水产养殖缸21。

[0029] 所述生态水体区1为小型的生态净化池塘，池塘内种植了水生植物和投放如草鱼

及鲢鱼等高等生物；已基本上净化的循环水还会含有低浓度的养份，可让水草及水藻吸收

生长，草鱼及鲢鱼等以水草及水藻等浮游生物为食，以形成一个自然健康水生态的食物链，

并通过生物转移，使池塘的水体进一步被净化。

[0030] 因此，本实用新型通过将所述水产养殖区2的外部陆地区上，以形成池塘养水、陆

地上的高密度区养鱼的新模式，由此提升养殖密度，改善水质，增强养殖品种的体质；并且

采用独立的高密度区养鱼，与传统鱼塘的区别是，本水产养殖区2能够将鱼的排泄物及饲料

残渣在养殖区的区域内集中处理，和能够实现相同的产量所需的养殖面积仅为传统池塘养

殖面积的十分之二甚至更少；所述初级水体处理区3可以设置于生态水体区1的外部陆地

区，或者也可以设置于生态水体区1的水体内，所述二级水体处理区4设置于生态水体区1的

水体内，分别用以对水产养殖区2所排放的污水进行过滤净化。

[0031] 在实际应用中，生态水体区1的水流入水产养殖区2，为水产养殖区2的若干个水产

养殖缸21提供含氧量高的净化水体，使若干个水产养殖缸21能够进行高密度的鱼类养殖，

由此提高养鱼存活率和鱼类产量；若干个水产养殖缸21所排放的水体通过出水口212流入

初级水体处理区3内的固体过滤网32，固体过滤网32对水体内的固体污染物如鱼粪和剩余

鱼粮的颗粒的进行截留过滤，过滤后的水体流进过滤水池31，再通过过滤水池31流进二级

水体处理区4；二级水体处理区4内的水生植物42对污水中的氮、磷等污染物进行净化处理，

处理后的循环水体尚含有小量养分，在该水体流入生态水体区1后，在生态水体区1的自然

净化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处理，以使生态水体区1内的水质达到国家的GB3838-2002水质标

准。整个养殖系统将养殖和循环水处理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养殖系统内部循

环，以实现无污染的高密度养殖系统。

[0032]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水产养殖区2还包括用于对水产养殖缸21内的水体进行曝

气及循环流动的曝气水循环装置22。

[0033] 具体地，水产养殖缸21的数量和各个水产养殖缸21的形状大小可根据地域面积大

小和产量需求而设定，各个水产养殖区2之间互不连接，当一个水产养殖区2出现问题时，不

会影响到其它养殖缸内的养殖，做到了安全可控，问题可控；本实施例中，所述水产养殖缸

21的数量为两个，其中一个水产养殖缸21的为圆形，另一个水产养殖缸21的形状为长圆形，

长圆形的水产养殖缸21的中部设有一隔板213，以形成类似跑道型的养殖缸，以便于水体能

够环绕缸体往一个方向流动。

[0034] 在实际应用中，生态水体区1设有抽水装置11，抽水装置11将生态水体区1内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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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过各个水产养殖缸21的进水口211抽进到水产养殖缸21内，水产养殖缸21内的水体在

曝气水循环装置22的作用下，用气体推动水体环绕缸体以一定的速度流动，以营造鱼类洄

游的养殖环境，由此为高密度养殖提高良好的条件；同时，曝气水循环装置22也为水产养殖

缸21提供足够的溶氧量，降低水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水产养殖区

2能够有效地提高养殖密度和提高养鱼存活率；水产养殖缸21所产生的污水，通过出水口

212流入初级水体处理区3。

[0035] 在本技术方案中，所述水产养殖缸21设置有循环水箱23，所述循环水箱23的出水

端与曝气水循环装置22连通，所述循环水箱23的进水端与水产养殖缸21连通。循环水箱23

的设计用以对水产养殖缸21内的水体进行回收，便于曝气水循环装置22对水体进行曝气循

环；具体地，所述曝气水循环装置22包括壳体221、设置于壳体221内的水泵222、与水泵222

连通的水体上升导管223以及用于对水体上升导管223供入气体的曝气装置224，所述壳体

221分别与循环水箱23和水产养殖缸21连通。作为优选的，水泵222选用气动提升水泵，所述

曝气装置224包括设于水泵222内的曝气管2241和与曝气管2241连通的罗茨风机2242，曝气

管2241设有多个用于制造微小气泡的通气孔2243。

[0036] 在工作时，水产养殖缸21的水体从进水端进入循环水箱23，再通过循环水箱23的

出水端进入壳体221内，在水泵222作用下，水体从水体上升导管223上升，同时，曝气装置

224的罗茨风机2242向曝气管2241通入空气、氧气或者臭氧，在通气孔2243的作用下向水体

上升导管223内产生微小气泡，一方面以提高水体的溶氧量，降低水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另一方面微小气泡可以吸附水中的污染物，以净化水体；被注入微小气泡的水体，在水泵

222的作用下从壳体221内喷射到水产养殖缸21，以使水产养殖缸21的水体产生一定速度的

流动。

[0037] 在本技术方案中，参见图1至图2，所述初级水体处理区3包括过滤水池31和设置于

过滤水池31内的固体过滤网32，所述固体过滤网32与水产养殖区2的出水口212连通。在实

际应用中，水产养殖缸21的污水从出水口212流进过滤水池31，此时固体过滤网32便将污水

的鱼粪和剩余鱼粮的颗粒进行截留过滤，回收的鱼粪可用作土耕肥料，从而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环保性强。

[0038] 在本技术方案中，参见图1至图2，所述二级水体处理区4包括至少一个水生植物养

殖池41和种植于水生植物养殖池41的水生植物42。具体地，水生植物养殖池41的数量可以

根据水体的污染物含量来设定；所述水生植物42可以为浮水植物、浮叶植物，沉水植物和漂

浮植物等；在本实施例中，水生植物42采用浮水植物，浮水植物可以定期收割，可集中制造

沼气，由此实现废物利用，大大增强本实用新型的环保性；水生植物养殖池41为两个，分别

为一次浮水植物处理池411和二次浮水植物处理池412。采用自然生物的特性过滤并净化水

体，无需大量投入药品，大大降低养鱼投资成本。

[0039] 在实际应用中，经过过滤水池31的水体依次经过一次浮水植物处理池411和二次

浮水植物处理池412，此时水生植物养殖池41内的浮水植物能够吸收水体中的氮、磷及有机

污染物，从而消除污染，净化水质，改善水体质量，恢复水体的生态功能；水体在经过一次浮

水植物处理池411和二次浮水植物处理池412的处理下，流出到生态水体区1的水体能够达

到国家的GB3838-2002水质标准。

[0040] 在本技术方案中，本养殖系统还包括分别与初级水体处理区3和二级水体处理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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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的浮萍养殖区5，浮萍养殖区5内种植有浮萍植物。在实际应用中，利用初级水体处理区

3所排出的部分污水输进到浮萍养殖区5，用于养殖浮萍植物，以作为草鱼饲料，由此提高自

然资源的利用率；浮萍养殖区5流出的水体流入二级水体处理区4进行净化循环利用。

[0041] 实施例二

[0042] 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与实施例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实施例中的生态水体区1为

大型生态湖泊，为了最大化利用湖泊的面积，参见图3，所述水产养殖区2漂浮设置于生态水

体区1的水体上，所述初级水体处理区3和二级水体处理区4均设于生态水体区1内。具体地，

所述水产养殖区2包括若干个水产养殖缸21，所述若干个水产养殖缸21通过装设浮桶24或

者其它浮性装置漂浮于生态水体区1的水体上。采用水产养殖缸21漂浮设置于大型生态湖

泊中进行养殖，不但可以实现高密度养殖，而且可以有利于方便收集污染物，防止对大型生

态湖泊产生污染，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0043] 综上所述，整个养殖系统的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整个养殖区域可作为渔业旅

游休闲区，为人们提供大自然的娱乐休闲场所，增加渔民的经济效益。

[0044]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虽然本实用新型以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悉本

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

些许变更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依据

本实用新型技术是指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属于本实用

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208545259 U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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