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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产养殖排放水循环利用

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

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其包括：养殖池、沉

淀池、生物滤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蓄水池、

杀菌消毒装置和增氧装置。生物滤器分为三级净

化单元，其内部填充弹性填料和过滤棉，人工湿

地采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本实用新型可对水

产养殖产生的残饵、排泄物有效过滤，对水体中

溶解的氮、磷营养物和有机物进行深度净化，并

经过消毒杀菌和增氧，将水循环至养殖池，提高

了水体中污染物的净化效率，实现养殖水体的全

封闭循环回用。该系统净化单元集约化，直接并

接，省去了连接管路，且净化单位自带排污装置，

避免了污染物内壁堆积和系统阻塞，保障了养殖

系统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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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养殖

池、沉淀池、生物滤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和蓄水池，所述养殖池、沉淀池、生物滤器、复合

垂直流人工湿地和蓄水池依次序连通，所述蓄水池与养殖池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杀菌消毒装置和增氧装置，所述杀菌消毒装置设置于蓄水池内，所述增氧装置

设置于养殖池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生物滤器包括一级上行滤池、二级下行滤池和三级上行滤池，所述一级上行滤

池、二级下行滤池和三级上行滤池从左至右依次排布，所述生物滤器进水口位于一级上行

滤池的底部，生物滤器出水口开设于三级上行滤池的上部，所述一级上行滤池与二级下行

滤池在各自上部相连通，所述二级下行滤池与三级上行滤池在各自下部相连通，所述生物

滤器出水口位置低于第一级上行滤池与二级下行滤池的连通液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一级上行滤池、二级下行滤池内填充弹性填料，所述三级上行滤池内填充过滤

棉，所述二级下行滤池、三级上行滤池的容量均小于一级上行滤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包括上行池和下行池，所述下行池上部设有用于接收来自

生物滤器排出水的人工湿地进水口，所述上行池上部设有向蓄水池排水的人工湿地出水

口，所述人工湿地进水口的位置高于人工湿地出水口，所述上行池下部和下行池下部通过

二级沉淀池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的上行池和下行池内填设有基质材料，所述基质材料上方

种植植物，所述基质材料由下至上粒径逐渐减小。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的基质材料包括一级、二级、三级基质，所述一级基质为砂

石或细珊瑚石，所述二级基质为煤渣，所述三级基质为粗珊瑚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养殖池的下部通过管道与沉淀池的上部相连通，所述沉淀池的顶部与生物滤器

相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植物为淡水植物或海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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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产养殖排放水循环利用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利用生物滤器-

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产养殖水体中往往含有较丰富的氮、磷和有机物，水产养殖用水的任意排放容

易引起局部水域的富营养化，甚至导致藻华的发生。因而，减少养殖水体的氮磷排放、开发

适宜的处理技术成为当务之急。对于养殖排放水的处理，按照不同的处理方式，大体可分为

四类：(1)物理方法，包括换水、沉淀、吸附、过滤、曝气、紫外照射等；(2)化学方法，包括pH调

节、化学消毒等；(3)生物方法，包括光合细菌、生物膜、植物吸收等；(4)综合处理方法，兼有

物理、化学或生物的处理方法，包括工厂化循环水处理系统、生物滤器、人工湿地等。

[0003] 人工湿地(Constructed  wetland，CW)作为典型的、生态的、综合的水处理技术，因

易操作和维护成本低，已经被广泛用于处理各种废水，如生活污水、农业废水、工业废水、污

染河水。人工湿地经过对自然湿地结构和功能的模拟，通过植物、基质和微生物之间的相互

作用，经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实现对水体污染物的净化效果。其作用机理包括吸附、滞留、

过滤、氧化还原、沉淀、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遮蔽、残留物积累、蒸腾水分和养分吸收及各

类动物的作用。研究报道，人工湿地能有效去除废水中的各种污染物(有机物、营养盐、重金

属、制药污染物等)。在各种污染物中，有机物和氮的去除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富含有机物的

废水常常致使水体溶氧降低，导致水中生物死亡且影响氮去除的硝化作用。随着我国养殖

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的水体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近几十年来运用人工湿地去污技术净化

养殖排放水成为研究热点。为了提供充足溶氧，获得有效的硝化作用，设计了曝气人工湿地

(Boog  et  al,2014；Li  et  al,2014)。此外，为了获得更好去除效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人

工湿地相组合对养殖废水净化效果优于单一人工湿地系统(齐丹，2016；刘丽珠，2015)。但

人工湿地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缺乏氧气、易堵塞、土地资源利用面积大(陈后兴，

2015)。

[0004] 生物滤器由于其本身具有占地面积小，投资少，抗冲击负荷能力强以及操作流程

简单等有点，已被广泛运用于工业废水以及生活污水的处理中(Wu  et  al ,2015；Abou-

Elela  et  al ,2015)。曝气垂直流滤池+折流式水平流滤池组合系统相比于单一垂直流滤

池，组合系统对总有机物和总磷的去除分别提高了4.4％和23.2％(张世羊，2017)。目前，将

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和生物滤器相组合并应用于水产养殖排放水水净化处理的研究极少。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鉴于现有技术的以上现状，本实用新型构建了一种生物过滤-人工湿地组合系统，

其将生物滤器与人工湿地进行改进并结合，减少人工湿地占地面积，充分利用两者的优点

实现养殖排放水的高效去污效果。

[0006] 为达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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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实用新型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

统，其包括：养殖池、沉淀池、生物滤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和蓄水池，所述养殖池、沉淀

池、生物滤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和蓄水池依次序连通，所述蓄水池与养殖池连通。

[0008] 优选地，还包括杀菌消毒装置和增氧装置，所述杀菌消毒装置设置于蓄水池内，所

述增氧装置设置于养殖池内。

[0009] 优选地，所述生物滤器包括一级上行滤池、二级下行滤池和三级上行滤池，所述一

级上行滤池、二级下行滤池和三级上行滤池从左至右依次排布，所述生物滤器进水口位于

一级上行滤池的底部，生物滤器出水口开设于三级上行滤池的上部，所述一级上行滤池与

二级下行滤池在各自上部相连通，所述二级下行滤池与三级上行滤池在各自下部相连通，

所述生物滤器出水口位置低于第一级上行滤池与二级下行滤池的连通液面。

[0010] 优选地，所述一级上行滤池、二级下行滤池内填充弹性填料，所述三级上行滤池内

填充过滤棉，所述二级下行滤池、三级上行滤池的容量均小于一级上行滤池。

[0011] 优选地，所述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包括上行池和下行池，所述下行池上部设有用

于接收来自生物滤器排出水的人工湿地进水口，所述上行池上部设有向蓄水池排水的人工

湿地出水口，所述人工湿地进水口的位置高于人工湿地出水口，所述上行池下部和下行池

下部通过二级沉淀池相连通。

[0012] 优选地，所述上行池和下行池内填设有基质材料，所述基质材料上方种植植物，所

述基质材料由下至上粒径逐渐减小。

[0013] 优选地，所述基质材料包括一级、二级、三级基质，所述一级基质为砂石或细珊瑚

石，所述二级基质为煤渣，所述三级基质为粗珊瑚石。

[0014] 优选地，所述养殖池的下部通过管道与沉淀池的上部相连通，所述沉淀池的顶部

与生物滤器相连通。

[0015] 优选地，所述植物为淡水植物或海水植物。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7] (1)本实用新型构建了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和生物滤器的组合系统，对养殖排放

水进行多级生态净化，将其中的残饵、排泄物、氮磷营养物进行充分过滤净化，配合杀菌消

毒装置，对水质净化效果好，使其能够封闭循环使用；

[0018] (2)整个系统充分利用空间，去污单元小型化，直接并接，省去了连接管路，避免了

系统管网过长导致的污染物内壁堆积，从而导致的出水不稳定，减小了人工湿地和生物滤

器的占用面积和体积；

[0019] (3)水体停留时间短，易于控制，配合增氧装置，水体中溶解氧含量高。

附图说明

[0020] 通过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描述，本实用新型的上述以及其它目

的、特征和优点将更为清楚，在附图中：

[0021] 图1示出本实用新型的循环水处理系统流程图；

[0022] 图2示出本实用新型生物滤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示出本实用新型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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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基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描述，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仅仅限于这些实施

例。

[0025] 一种利用生物滤器-人工湿地进行循环水水产养殖的系统，如图1所示，其包括：养

殖池、沉淀池1、生物滤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和蓄水池，所述养殖池、沉淀池1、生物滤器、

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和蓄水池依次序连通，所述蓄水池与养殖池连通。养殖池内的水经沉

淀池1将残饵和排泄物等污染物进行沉淀，然后流向生物滤器利用微生物进行氮磷净化，微

生物净化后流入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进一步去除氮、磷及其他污染物，最后将经人工湿地

净化的水排入蓄水池储存。

[0026] 进一步地，还包括杀菌消毒装置和增氧装置，所述杀菌消毒装置设置于蓄水池内，

所述增氧装置设置于养殖池内。

[0027] 如图2所示，为了增强循环水处理系统的净化性能，所述生物滤器包括一级上行滤

池21、二级下行滤池22和三级上行滤池23，所述一级上行滤池21、二级下行滤池22和三级上

行滤池23从左至右依次排布。所述生物滤器进水口11位于一级上行滤池21的下部，生物滤

器出水口25位于三级上行滤池23的上部，所述生物滤器出水口25的位置低于一级上行滤池

21和二级下行滤池22之间隔挡的高度，也即低于一级上行滤池21和二级下行滤池22之间的

连通液面，所述连通液面为一级上行滤池21水满后溢流进入二级下行滤池22，然后两个池

形成的同一高度的水平液面。如此，可使水流自然从一级上行滤池21向三级上行滤池23流

动；所述一级上行滤池21与二级下行滤池22在各自上部相连通，优选一级上行滤池21与二

级下行滤池22之间的隔挡低于生物滤器的高度，一级上行滤池21中的水以溢出的形式流向

二级下行滤池22，从而省去管道安装；所述二级下行滤池22与三级上行滤池23的隔挡的下

部相连通，在二级下行滤池22和三级上行滤池23的隔挡的下部可设置具有多孔的隔离装置

连通，例如具孔版、隔离网等，从而省去管道布置，使过滤单元集约化，各滤池直接并接，增

大了有效面积和有效体积的占比，避免了管网过长导致污染物在管道内壁堆积，影响流速，

导出水水质不稳定；二级下行滤池22与三级上行滤池23之间的隔挡高于二级下行滤池22与

一级上行滤池21之间的隔挡。

[0028] 由于养殖排放水存在大量的残饵和排泄物，不及时清理容易造成净化系统的堵

塞，故沉淀池1采用上向水流设计，确保生物滤器水流的平稳，利于残饵和排泄物的沉淀。生

物滤器采用了三级过滤单元，延长了水路，增加了水力停留时间。同时为了避免水流过快时

水体溢出生物滤器，一级上行滤池21和二级下行滤池22、二级下行滤池22和三级上行滤池

23之间的隔挡高度低于生物滤器的总高度，便于积水越过二级下行滤池22和三级上行滤池

23直接进入下一环节处理。生物滤器中水流方向为：沉淀后的水由生物滤器进水口11先流

入一级上行滤池21，水流由下至上流动，由一级上行滤池21进入二级下行滤池22后，水流由

上至下流动，二级下行滤池22进入三级上行滤池23后，水流再次转为由下至上流动，最后经

生物滤器出水口25流出。

[0029] 进一步地，所述一级上行滤池21、二级下行滤池22内填充弹性填料，所述三级上行

滤池23内填充过滤棉，所述二级下行滤池22、三级上行滤池23的容量均小于一级上行滤池

21。弹性填料，将塑料圆片压扣改成双圈大塑料环，将醛化纤维或涤纶丝压在环的环圈上，

使纤维束均匀分布；内圈是雪花状塑料枝条，既能挂膜，又能有效切割气泡，提高氧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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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和利用率。其具有大比表面积，便于微生物附着。

[0030] 进一步地，二级下行滤池22、三级上行滤池23的容量均小于一级上行滤池21。弹性

填料的作用是为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附着载体，微生物新陈代谢以及弹性填料本身对污

染物的吸附、截留、生物絮凝等作用，实现对污染物的转化吸收。弹性填料可以通过在生物

滤器池壁设置反冲洗口将污染物从生物滤器中彻底移除。由于刚流入的水中污染物含量较

多，因此需采用的弹性填料，在一级上行滤池21中将水中污染物进行快速吸附过滤，且一级

上行滤池21的容量较大，使污染物被充分吸附过滤；二级下行滤池22和三级上行滤池23的

容量均变小，其内部填充的弹性填料直径也减小，水流经过一级上行滤池21后，水中大部分

污物被过滤，接下来需进行更为“精细”的过滤，因此采用比表面积比弹性填料大的过滤棉，

由于残留污染物数量已经大大降低，故二级下行滤池22和三级上行滤池23的容量可适当减

小。

[0031] 为了提升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的净化效率，如图3所示，所述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

包括上行池31和下行池30，所述下行池30上部设有接收来自生物滤器排出水的人工湿地进

水口33，所述上行池31上部设有向蓄水池排水的人工湿地出水口34，所述人工湿地进水口

33的位置高于人工湿地出水口34，所述上行池31下部和下行池30下部通过二级沉淀池35相

连通。二级沉淀池35的主要作用是收集、排出沉淀，防止湿地水路堵塞。二级沉淀池35为下、

上向流池之间提供了缓冲空间，水流平稳有利于淤泥杂质的沉淀，二级沉淀池35可设置反

冲洗口，当淤泥积累到一定程度，通过反冲洗口把淤泥杂质冲洗排出。

[0032] 生物滤器和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依据水流高程设计，使水流自然流经生物滤器、

人工湿地、蓄水池，仅在蓄水池设有水泵将水输送至养殖池，其他水段无需动力，大大降低

系统能耗。

[0033] 优选地，上行池31和下行池30下部设有用于隔离填充介质的多孔隔离装置，所述

多孔隔离装置可以是具孔版或隔离网等，多孔隔离装置下方形成无填充介质的二级沉淀池

35。生物滤器的滤后水先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中先由上至下流动，然后从下行池30底部

流入上行池31，由下至上流动至人工湿地出水口34。为了保持垂直水流的流动性，人工湿地

进水口33位置要高于人工湿地出水口34位置。

[0034] 进一步地，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的上行池31和下行池30内填设有基质材料32，所

述基质材料32上方种植植物36，所述基质材料32由下至上粒径逐渐减小，即上行池31和下

行池30越靠近下部基质材料32的粒径越大，其原因是为了防止小粒径填充介质堵塞上行池

31和下行池30下部的连接通道，不同基质或者不同基质组合对废水的处理效率有所不同，

在使用过程中应避免基质堵塞问题，尽量延长基质使用周期以提高湿地去污效率。基质材

料32影响着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系统的去污效果，一方面，基质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孔

隙，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可以通过基质的吸附、过滤、离子交换以及络合作用等来实现对废

水中污染物的去除；一方面，基质材料32为湿地植物及根部生长提供了土壤环境并为系统

中微生物提供了附着位点。

[0035] 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中能够形成丰富的微生物群落，微生物群落间共同作用、互

利共生形成了一个有机体系。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的脱氮主要是靠微生物作用，微生物除

氮在系统脱氮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微生物通过氨化作用、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进行脱

氮。酶的活性能够反映微生物特征，基质中脲酶、脱氢酶、硝酸还原酶的活性影响脱氮效率。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208362108 U

6



[0036] 优选地，所述基质材料32的粒径由小到大分为三级，分别为一级基质2～3mm、二级

基质2～4cm、三级基质3～5cm。其中一级基质填充厚度分别小于二级和三级基质，二级和三

级基质填充厚度可以相同。

[0037] 进一步地，所述一级基质为砂石或细珊瑚石，所述二级基质为煤渣，所述三级基质

为粗珊瑚石。珊瑚石、煤渣比表面积较大，有利于微生物的着附生长。珊瑚石、煤渣比表面积

较大，有利于微生物的着附生长。砂石价格低廉，容易获得，且粒径较小有利于悬浮物的去

除适合作为植物根系的附着材料；煤渣富含Al3+、Fe3+、Ca2+和Mg2+等金属离子，且其结构疏

松，表面和内部有大量孔隙，对COD、NH4-N和磷等具有很好的吸附能力，而被作为一种吸附

剂用来处理废水且是火电厂的产生的废物，属于废物利用。珊瑚石是海洋中珊瑚虫的骨骼，

富含钙镁元素，能与磷元素形成络合物沉淀，其碳酸根有利于调节水体pH值，同时还能作为

无机碳源。

[0038] 更进一步地，下行池30中基质材料32高度低于人工湿地出水口34的高度，其目的

是让均匀布的水流充分接触空气，以达到部分复氧的效果，提高基质表层的溶氧量，促进基

质耗氧微生物繁殖以及其对NH4-N的转化。上行池31中基质材料32高度与人工湿地出水口

34下边缘齐平，目的是避免水体在湿地表面形成积水，滋生蚊虫等。

[0039] 为了便于水中的沉淀转入沉淀池1，所述养殖池的下部通过管道与沉淀池1的上部

相连通，所述沉淀池1的顶部与生物滤器相连通，优选地，沉淀池1位于一级上行滤池21正下

方，并在沉淀池1与一级上行滤池21之间设置多孔的隔离装置分隔，多孔的隔离装置可以是

具孔板或刚性网。沉淀中包含了大量的残饵和排泄物，养殖池内的沉淀集中于池底，从养殖

池下部将沉淀通入沉淀池1，然后将沉淀由沉淀池1引出进行二次利用，沉淀池1上部的水可

进入下一阶段的净化，因此将沉淀池1的顶部与一级上行滤池21连通。

[0040] 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上种植利于净化水的植物36，所述植物36根据需要净化的

水质可以是淡水植物，也可以是耐盐、碱的海水植物，淡水植物可以是为芦苇、香蒲、大米

草、柽柳、罗布麻、美人蕉、风车草、梭鱼草、秋茄、石菖蒲、灯心草和红树林中的一种或几种，

海水植物可以是碱蓬、碱蒿、盐角草、大米草、互花米草中的一种或几种。上述植物36为示例

性的，不具有局限性，有些海水植物也能够种植于淡水中，有些淡水植物也能够种植于低盐

环境的水中。湿地种植的植物36具有过滤、拦截悬浮物的作用，还具有吸收营养盐污染物的

作用。一方面，进入人工湿地的一部分营养盐可以被植物吸收为湿地植物生长的养分；另一

方面，适当的水文电导率可以使氧气通过茎叶输送到生根区从而促进根部微生物群落的繁

殖，分泌的化学物质可以作为植物根际生长的催化剂；另外，湿地植物可以为微生物生长提

供附着位点。以上的植物36在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上种植，生长状态良好，可单独种植一种

植物或多种植物混种。

[0041] 本实例构建的复合系统充分结合了生物滤池和人工湿地的优势，生物滤池内部填

充的弹性填料能有效地拦截有机物，并通过异养菌的反硝化作用去除。此外养殖排放水流

经生物滤池内部，水体DO可以得到提高，有利于好氧微生物生长代谢和硝化作用，同时人工

湿地能够补充生物滤池除磷性能较差的缺陷。本实例所构建的复合系统对养殖排放水中

TP、TN、NH4+-N、NO2—-N、NO3—-N、CODMn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91.7％、85.4％、96.5％、99.0％、

95.8％、76.6％。与朱历等(2017)的研究相比较，本研究中复合系统对养殖废水中TN、NH4+-

N、CODMn的去除率无明显差异，由于复合系统中人工湿地的存在，所以该系统对TP的去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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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优势。与张海耿等(2012)、王加鹏等(2014)和周强等(2015)的研究相比较，如表1所

示，本研究中系统对NH4+-N、CODMn的去除率稍微增加，但系统对NO2—-N、NO3—-N、TN的去除率

明显高于单一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总体来看，本实例构建的生物滤池和人工湿地复合系

统对养殖废水中有机物、氮、磷的去除效果优于单一曝气生物滤池和单一复合垂直流。

[0042] 表1不同研究中人工湿地污染物去除效果

[0043]

[0044] 优选地，所述蓄水池内设有用于将水流导向养殖池的水泵，将净化后的水进行循

环使用，还可对蓄水池中的水进行紫外杀菌等处理，然后再通向养殖池。养殖排放水首先进

行初沉淀，然后进行微生物过滤净化，接着进行人工湿地净化，最后经过杀菌消毒、增氧处

理重新作为养殖用水。

[0045]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的是，在不冲突的前提下，上述各优选方案可以自由

地组合、叠加。

[004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领域

技术人员而言，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改动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理之内所

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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