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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

态养殖池塘结构，池塘分设成生态净化区和养殖

区，所述养殖区包含2~10个集中并列布置的正方

形养殖池和1个设于养殖池边侧的集污池，所述

养殖池一对角线两端的池角上分设进水口和出

水口，进水口设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另一对角

线两端的池角处布设底增氧设备，池底部中心位

置设漏斗形状A排污口，A排污口管道连通至集污

池。本发明的养殖池塘结构的水体更换净化系

统、集排污系统、增氧系统，能有效保证养殖池水

质环境，大幅减少能耗，提高池塘工业化生态养

殖系统的运行效率，增加养殖鱼类产量和质量，

实现池塘的生态养殖，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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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池塘（1）分设成生态净化区（2）和养殖

区（3），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区（3）面积占池塘（1）总面积的5％-10％，设于池塘（1）左侧边

中部，包含2~10个集中并列布置的方形养殖池（6）和1个设于池塘边侧的集污池（5），养殖池

（6）最右侧连设一导流墙（4），导流墙（4）距池塘右边留有缺口，养殖池（6）与导流墙（4）将生

态净化区（2）分割成水体通过缺口连通的两个区域，所述养殖池（6）一对角线两端的池角位

置分设进水口（7）和出水口（8），进水口（7）处设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7-4），另一对角线两

端的池角处布设底增氧设备（12），池底部中心位置设漏斗形状A排污口（9），A排污口（9）管

道连通至集污池（5）的吸污口，吸污口安装有吸污泵；所述进水口（7）、出口水（8）、A排污口

（9）内层设拦鱼软网（13），外层设拦鱼格栅（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其特征在于：养

殖区每个养殖池（6）的进水口（7）设于同一侧池壁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养殖池（6）四角内壁为圆弧壁；养殖池（6）底壁中心位置低、四周高，底部斜面与水平方向

夹角为5°~1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底增氧设备（12）为724NM超级纳米复氧曝气装置，包含工业制氧机和管路，工业制氧机放

置在池塘边的生产操作平台上，与养殖区池壁上布设的吸水管、出水管连通，每个养殖池池

角上部设吸水口，下部设出水口，吸水口连通吸水管，出水口连通出水管，组成底增氧系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进水口（7）是在池角处的池壁中上部开设一缺口，进水口池壁外侧设有进水槽（7-1），进

水槽（7-1）的高度与进水口（7）池壁一致，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7-4）安装在进水槽（7-1）

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进水槽（7-1）内安装角钢升降支架（7-2），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7-4）放置于升降支架（7-

2）上，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7-4）上方、升降支架（7-2）外边与进水口（7）顶部之间连接有倾

斜的导流板（7-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出水口（8）设于养殖池的池角底部下方，包括相通的A出水槽（8-1）和B出水槽（8-2），A出

水槽（8-1）在养殖池（6）池壁内侧，B出水槽（8-2）在池壁外侧，B出水槽（8-2）底壁低于A出水

槽（8-1）底壁，B出水槽（8-2）上方除养殖池一边外，其余三面砌设高于养殖池底壁、低于养

殖池池壁的墙围（16）。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B出水槽（8-2）与A出水槽（8-1）的落差部，呈漏斗状B排污口（10），B排污口（10）管道连通

至集污池（5）的吸污口。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其特征在于：每

个养殖池（6）的A排污口（9）连接排污分管，排污分管上设控制阀门，排污分管连接在排污主

管上，排污主管通至集污池的吸污口。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其特征在于：

在出水口处的池壁中上部开设有捕鱼口（11），捕鱼口上安装活动式挡水板（15），挡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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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外侧对接一个网箱（17），网箱（17）是在B出水槽（8-2）上表面布设拦鱼格栅，环绕四周

布设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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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

构。

背景技术

[0002] 普通水产养殖池塘没有污染物收集处理系统，养殖废水随意排放，是淡水渔业点

源污染、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近几年，流水槽式池塘工业化生态养殖已成为渔业创新发展

的一种新模式，它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通过对传统养殖池塘的改造，科学布局养鱼与养

水的空间与功能，综合运用新型养殖设施与工业化技术，从而实现高效生态养殖。但是，实

践发现，现有池塘流水槽式工业化养殖或工厂化养殖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其进一

步推广及大规模应用，主要有以下问题： 池塘流水槽式工业化养殖时，由于养殖量大，流

水槽内水体流速较高，大量固体废物（生物排泄物、残饵等废弃物质）的集污排污率低。目前

池塘流水槽式工业化养殖系统对养殖池中大量固体废弃物的集污率只有15-30%，剩下部分

全部进入生态净化区，导致生态净化区净化负担过重，最终导致池塘水质整体恶化，严重污

染；②工厂化养殖集污率达85%，但养殖槽水体交换和集污都从一个管道直通集污池处理，

水体净化处理难度大，能耗高； 新鲜水源通过管道送入养殖池内，能耗高、水体交换率低，

养殖池内溶解氧补充慢，养殖密度不达标。综上所述，现有两种主要的池塘工业化养殖模式

均存在技术缺陷，不能适应日益扩大的养殖产业的发展和绿色环保需求，迫切需要一种低

碳高效的工业化生态养殖技术，提高养殖产量和质量，降低能耗，保障工业化养殖池塘水质

和自然环境不受污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

塘结构，提高池塘工业化生态养殖产量和质量，降低能耗，保护生态环境。

[0004] 为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绿色低碳高效工业化生态养殖池塘结构，池塘分设成生态净化区和养殖区，所述

养殖区面积占池塘总面积的5％-10％，设于池塘左侧边中部，包含2~10个集中并列布置的

方形养殖池和1个设于池塘边侧的集污池，养殖池最右侧连设一导流墙，导流墙距池塘右边

留有缺口，养殖池与导流墙将生态净化区分割成水体通过缺口连通的两个区域，所述养殖

池一对角线两端的池角位置分设进水口和出水口，进水口处设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另一

对角线两端的池角处布设底增氧设备，池底部中心位置设漏斗形状A排污口，A排污口管道

连通至集污池的吸污口，吸污口安装有吸污泵；所述进水口、出口水、A排污口内层设拦鱼软

网，外层设拦鱼格栅。

[0005] 本发明生态净化区的两个区域水体通过缺口连通，促使池塘内生态净化区水体流

动，提高池塘水体自净能力；进水口的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将生态净化区的水送入养殖池，

增氧水体在养殖池内缓慢旋转，养殖池中产生的85%固体废物（鱼类排泄物、残饵、动植物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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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等）在旋转中集中从池底中心的A排污口抽到集污池，集中处理，净化水质效率高，减少生

态净化区的污染，过程中底增氧设备还可间隙性输送氧气，提升水体含氧量，增加养殖密

度。生态净化区一侧新鲜水源不间断从养殖池进水口进入，养殖池内水体（含高氨氮、磷等

元素）从出水口排出，再进入生态净化区重新进行净化，从而实现养殖池水体循环更换，确

保养殖池中水质质量。

[0006] 本发明进一步改进方案是，养殖区每个养殖池的进水口设于同一侧池壁上且方向

一致。进水口方向一致，与进水口方向相反的出水口方向也一致，这样促使水体在生态净化

区大面积流动，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0007] 本发明更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养殖池四角内壁为圆弧壁，有利于池内水体旋

转流动，避免水体在直角处产生紊流现象；养殖池底壁中心位置低、四周高，底部斜面与水

平方向夹角为5°~10°，利于将池内固体废物集中至底部中心位置，便于排出。

[0008] 本发明更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底增氧设备为724NM超级纳米复氧曝气装置，包

含工业制氧机和管路，工业制氧机放置在池塘边的生产操作平台上，与养殖区池壁上布设

的抽水管、出水管连通，每个养殖池池角上部设吸水口，下部设出水口，吸水口连通吸水管，

出水口连通出水管，组成底增氧系统。池内水体通过吸水管进入超级纳米复氧曝气装置内，

形成超饱和的高浓度富氧气液混合体（牛奶水），气液混合体中气泡直径为50nm-3μm，DO值

可达到40.3ml/l，再通过出水口向池内水体运行方向喷入养殖池中。此设备可间歇性地补

充高溶氧水，池内水体溶氧增加，溶氧分布均匀，能提高水体自净能力，改善水质环境，增加

养殖成活率和养殖密度，解决了工厂化养殖换水率低、水体溶氧补充慢、养殖密度低、水质

恶化等问题。

[0009] 本发明更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进水口是在池角处的池壁中上部开设一缺口，

进水口池壁外侧设有进水槽，进水槽的高度与进水口池壁一致，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安装

在进水槽内。进水槽有利于水体向上进入池内，同时可阻止池塘生态净化区底部淤泥等固

体杂物进入养殖池。

[0010] 本发明更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进水槽内安装角钢升降支架，气提增氧推水曝气

机放置于升降支架上，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上方、升降支架外边与进水口顶部之间连接有

倾斜的导流板。升降支架可调节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在水中的深度，水体经导流板进入养

殖池，推动养殖池中水体旋转运动。

[0011] 本发明更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出水口设于养殖池的池角底部下方，包括相通

的A出水槽和B出水槽，A出水槽在养殖池池壁内侧，B出水槽在池壁外侧，B出水槽底壁低于A

出水槽底壁，B出水槽上方除养殖池一边外，其余三面砌设高于养殖池底壁、低于养殖池池

壁的墙围。B出水槽墙围高于养殖池底面，有效防止池塘生态净化区底部淤泥等固体杂物堵

塞出口，低于养殖池池壁有利于出水口排水。

[0012] 本发明更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B出水槽与A出水槽的落差部，呈漏斗状B排污

口，B排污口管道连通至集污池的吸污口。B集污口能有效对养殖池水体中剩余未处理的15%

可沉淀固体废物进行二次收集，保证养殖池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全部集中处理，不向生态净

化区排放，提高池塘生态净化区水质净化效率。

[0013] 本发明更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每个养殖池的A排污口连接排污分管，排污分管上设

控制阀门，排污分管连接在排污主管上，排污主管通至集污池的吸污口。通过分管道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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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实现单个养殖池排污和多个养殖池同时排污。

[0014] 本发明更进一步改进方案是，在出水口处的池壁中上部开设有捕鱼口，捕鱼口上

安装活动式挡水板，挡水板外侧对接一个网箱，网箱是在B出水槽上表面布设拦鱼格栅，环

绕四周布设围栏。捕鱼作业步骤如下：打开出水口处的活动式橡胶挡水板→在养殖池中撒

鱼网并将鱼赶至捕鱼网箱→集中捕捞。捕鱼操作方便，捕鱼作业劳动强度低，起捕率达

100%。

[0015] 本发明进一步改进方案是，所述养殖池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池壁外侧都布置有承

台，承台上布置有间距相等的立柱，目的是在池壁和立柱上架设人行道，便于养殖区中每个

养殖池的日常管理。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是：

（1）养殖池水体更换净化系统。养殖池进水口采用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将生态净化区

一侧的新鲜水源不间断地推送入养殖池，养殖池内水体（含高氨氮、磷等元素）在旋转流动

过程中从出水口排出，再进入生态净化区进行净化，从而实现养殖池水体循环更换。进水槽

安装的升降支架可以上下自动调节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在水中的位置，提高推水曝气系统

的工作效率。

[0017] （2）养殖池集排污系统。该系统能有效地收集养殖生物的排泄物和残剩的饲料等

固体废物，收集率达到98%以上，高效降低了生态净化区的净化压力，使整个养殖系统能完

整形成生态养殖和废水净化生物链，从根本上解决了水产养殖水体富营养化和面、点源污

染等问题。

[0018] （3）养殖池底增氧系统。该系统能够实现全池静态深层增氧，使养殖池内的水质和

溶氧量提高，养殖成活率可达至95%以上，显著提高养殖密度和产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池塘结构平面布置图；

图2是养殖池结构立体图；

图3是养殖池结构俯视图；

图4是养殖池A-A剖面图；

图5是养殖池B-B剖面图；

图6是养殖池C-C剖面图；

附图标记说明：1、池塘；2、生态净化区；3、养殖区；4、导流墙；5、集污池；6、养殖池；7、进

水口；7-1、进水槽；7-2、角钢升降支架；7-3、导流板；7-4、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8、出水口；

8-1、A出水槽；8-2、B出水槽；9、A排污口；10、B排污口；11、捕鱼口；12、底增氧设备；13、尼龙

拦鱼软网；14、拦鱼格栅；15、活动式橡胶挡水板；16、墙围；17、网箱；18、承台；19、立柱。

[0021]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所示，本发明池塘1内分设生态净化区2和养殖区3，养殖区3面积占池塘1总

面积的5％-10％，设于池塘1左侧边中部，包含2个集中并列布置的方形养殖池6（图示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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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和1个设于池塘1边侧的集污池5，养殖池6最右侧连设一导流墙4，导流墙4距池塘1右边

留有一个5～10m缺口，养殖池6与导流墙4将生态净化区2分割成两个区域，两个区域水体通

过缺口连通，促使池塘1内生态净化区2水体流动，提高池塘1水体自净能力。

[0023] 所述养殖池6形状为方形，池壁为混凝土结构，边长范围为8~15m，养殖池6设置有

进水口7、出水口8、A排污口9和捕鱼口10，四个池角内壁为圆弧壁，有利于池内水体旋转流

动，避免水体在池角处产生紊流现象；所述进水口7和出水口8分设于养殖池的一对角线两

端的池角位置，进水口7处设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7-4，另一对角线两端的池角处布设底增

氧设备12，池底部中心位置设漏斗形状A排污口9，A排污口9管道连通至集污池5的吸污口，

吸污口安装有吸污泵；养殖池水体循环方式：进水口7采用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7-4将生态

净化区2一侧的新鲜水源不间断地推送入养殖池6，养殖池6内水体（含高氨氮、磷等元素）在

旋转流动过程中从出水口8排出，再进入生态净化区2进行净化，从而实现养殖池6水体循环

更换，确保养殖池6中水质质量。

[0024] 其中，所述进水口7是在池角处的池壁中上部开设一个缺口，宽度3~5m，高度1.4m，

该缺口处池壁高度仅0.8~1m，缺口内层安装尼龙拦鱼软网13，外层安装不锈钢拦鱼格栅14，

阻止养殖池6中鱼类进入生态净化区2；进水口7池壁外侧设计有矩形进水槽7-1，槽壁的混

凝土墙体高度与进水口7处池壁高度一致，进水槽7-1内安装有角钢升降支架7-2，气提增氧

推水曝气机7-4放置在角钢升降支架7-2上，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7-4上方、角钢升降支架7-

2上固定安装一个倾斜导流板7-3。布设进水槽7-1的作用：便于安装升降支架7-2和气提式

增氧推水曝气机7-4，还可阻止池塘生态净化区2底部淤泥等固体杂物进入养殖池6。安装升

降支架2的作用：根据池塘1水位深度，上下自动调节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7-4在水中的位

置，保证气提增氧推水曝气机7-4在水中的深度，提高推水曝气系统的工作效率，增加水体

溶氧率，促进养殖池6中水体旋转运动。

[0025] 其中，所述A排污口9，布置在养殖池6底部中心位置，方形养殖池6的池底中心位置

低，底部斜面与水平方向夹角为5°，A排污口呈漏斗形状，池中旋转流动水体能将固体废物

集中至底部中心位置的A排污口9，其上端布置有尼龙拦鱼软网13和玻璃钢拦鱼格栅14，用

于阻止鱼类进入排污管道；A排污口9下部连接排污分管，排污分管与排污主管连接，两者之

间设置有控制阀门；排污主管通至集污池5的吸污口，其端头安装有吸污泵，利用吸污泵快

速吸取养殖池底部的粪便污水。每个养殖池6排污管道布置相同，组成一个排污系统，鱼类

粪便进行集中统一处理。该集排污系统优点： 养殖池6水体在缓慢旋转过程中，将85%的固

体废物（鱼类排泄物、残饵、动植物残骸等）集中在池底中心的A排污口，集中抽到集污池5处

理，净化养殖池6水质效率高，减少固体废物污染养殖池6和生态净化区2。 通过管道控制

阀门，可以实现单个养殖池排污和多个养殖池同时排污。

[0026] 其中，所述的出水口8，位于养殖池进水口7对角线的另一个池角处，在池角处池壁

内侧池底向下布挖一个A出水槽8-1（与池底部落差0.5m），在池壁外侧对应位置也挖一个B

出水槽8-2（与池底部落差1m），A出水槽8-1与B出水槽8-2完全连通，A出水槽上方均安装有

拦鱼软网13和拦鱼格栅14，池中水体经池角底部内侧A出水槽8-1和外侧B出水槽8-2排出；

外侧B出水槽8-2上部除养殖池一边外，其余三面砌设的墙围16是养殖池6池壁高度的三分

之一，能有效阻止池塘生态净化区2底部淤泥等固体杂物进入或堵塞出水口8；池壁外侧B出

水槽8-2底部横剖面呈漏斗型，底部设置有B排污口10，B排污口10下部安装排污管道，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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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集污池5。设计漏斗型槽底作用如下： 对养殖池水体中剩余未处理的15%固体可沉淀废

物进行二次收集，集中全部处理，保证养殖池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不向生态净化区排放，提高

池塘生态区水质净化效率； 漏斗型槽底进一步降低水体离开养殖池的流速，便于随水流

出的可沉淀物沉积在漏斗型槽底，被排入集污池内。

[0027] 其中，所述底增氧设备12为724NM超级纳米复氧曝气装置，包含工业制氧机和管

路；724NM超级纳米复氧曝气装置放置在池塘边的生产操作平台，与养殖区的吸水主管和出

水主管连接，吸水主管和出水主管布置在养殖区一侧；每个养殖池的一对角线两端池角处

设置为底增氧管路安装点，两池角在同一条对角线上，池角处弧形墙体上部设置一个吸水

口，下部设置一个出水口，吸水分管的两端分别与吸水口和吸水主管连接，出水分管的两端

分别与出水口和出水主管连接，从而组成一个底增氧系统。该装置优点：池内水体通过进水

管进入超级纳米复氧曝气装置内，形成超饱和的高浓度富氧气液混合体（牛奶水），气液混

合体中气泡直径为50nm-3μm，DO值可达到40.3ml/l，再通过出水孔向池内水体运行方向喷

入养殖池中。此设备可间歇性地补充高溶氧水体，池内水体溶氧增加，溶氧分布均匀，能提

高水体自净能力，改善水质环境，增加养殖成活率和养殖密度，解决了工厂化养殖换水率

低、水体溶氧补充慢、养殖密度低、水质恶化等问题。

[0028] 其中，所述的捕鱼口11，是在出水口8的池壁中上部开一个缺口，缺口宽度为1~
1.5m，高度为1~1 .5m，缺口安装一个活动式橡胶挡水板15。挡水板外侧布置一个捕鱼网箱

17，网箱17设置于B出水槽8-2上方，B出水槽8-2上表面布置拦鱼格栅，环绕漏斗型水槽的槽

壁布置围栏。捕鱼作业步骤如下：打开出水口的活动式橡胶挡水板→在养殖池中撒鱼网并

将鱼赶至捕鱼网箱→集中捕捞。捕鱼操作方便，捕鱼作业劳动强度低，起捕率达100%。

[0029] 本发明所述养殖池进水口7和出水口8的池壁外侧都布置有承台18，承台18上布置

有间距相等的立柱19，目的是在池壁和立柱上架设人行道，便于养殖区中每个养殖池的日

常管理。

[0030] 尽管上文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根据本发明的原理进行修改，因此，凡按照本发明的原理进行的各种修改都应当理解为

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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