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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稻田综合利用技术领域，尤

其是一种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包括相互连

通的稻田养鱼子系统、苗种繁育子系统，稻田养

鱼子系统、苗种繁育子系统外围还围绕有外部环

沟；所述稻田养鱼子系统用于接纳并处理养鱼废

水，包括稻田、环绕在稻田四周的环沟，所述环沟

处设有进水兼回水系统、排水系统，所述进水兼

回水系统、排水系统与外部环沟连通；所述苗种

繁育子系统用于提供苗种及越冬场所，包括依次

连通的亲本培育池、越冬池、苗种繁育池、实验

池，所述亲本培育池和越冬池之间设有进水兼回

水系统，亲本培育池和外部环沟之间连接有排水

系统。日常运转中实现养殖用水和稻田用水内循

环，大大减少能源使用，实现节能减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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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相互连通的稻田养鱼子系统(1)、

苗种繁育子系统(2)，稻田养鱼子系统(1)、苗种繁育子系统(2)外围还围绕有外部环沟(3)；

所述稻田养鱼子系统(1)用于接纳并处理养鱼废水，包括稻田(101)、环绕稻田(101)四

周的环沟(102)，所述环沟(102)处设有进水兼回水系统(4)、排水系统(5)，所述进水兼回水

系统(4)、排水系统(5)与外部环沟(3)连通；所述苗种繁育子系统(2)用于提供苗种及越冬

场所，包括依次连通的亲本培育池(201)、越冬池(202)、苗种繁育池(203)、实验池(204)，所

述亲本培育池(201)和越冬池(202)之间设有进水兼回水系统(4)，亲本培育池(201)和外部

环沟(3)之间连接有排水系统(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兼回水系统

(4)包括进水泵房(401)、与进水泵房(401)连通的进水主管(402)，所述进水主管(402)上引

出有若干进水支管(403)，进水支管(403)引入每一块稻田(101)中。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一根进水主管(402)

的两端处设有截止阀(404)，进水主管(402)背离进水泵房(401)的一端还设有离心泵

(405)，每一根分支管上设有进水阀门(406)。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主管(402)、进

水支管(403)均埋在地面下，埋深范围0.5m‑1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系统(5)包括

排水主管(501)、从排水主管(501)引出至稻田(101)内的排水支管(502)，经稻田(101)净化

后的水依次通过排水支管(502)、排水主管(501)引出。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主管(501)的

输出端包括内排管(503)、外排管(504)，所述内排管(503)输出的水流用于系统内部循环使

用，所述外排管(504)输出至外界用水设备。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环沟(102)和外部

环沟(3)之间设有田间路(6)，环沟(102)朝向田间路(6)的一侧设有斜坡，斜坡上设有投饵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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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稻田综合利用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稻田养鱼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在稻田养鱼过程中，仍存在几点问题亟待

解决。

[0003] 1 .稻田养鱼苗种来源大部分来源于市场，受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影响农民积极性

和稻田养鱼的推广。

[0004] 2.目前稻田养鱼的养鱼废水处理仍然存在很大隐患，大部分养殖户采取小泵抽水

排往附近河道的方式进行清塘，这种方式不仅污染河道，影响来年进水水质，从而影响稻谷

和鱼产量；而且浪费大量能源，不符合当前节能减排要求。

[0005] 3.稻田养鱼模式大多为家庭农场模式，存在分、散、小的特点，不仅浪费劳力而且

产量不高，效率低下，未形成工厂集约化。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申请人针对现有生产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结构合理的节能环保型稻鱼

共作系统，该系统减少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浪费，符合节能减排要求，通过集约化的模式，提

高生产效率，为从业者带来显著经济效益。

[0007]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包括相互连通的稻田养鱼子系统、苗种繁育子系

统，稻田养鱼子系统、苗种繁育子系统外围还围绕有外部环沟；

[0009] 所述稻田养鱼子系统用于接纳并处理养鱼废水，包括稻田、环绕在稻田四周的环

沟，所述环沟处设有进水兼回水系统、排水系统，所述进水兼回水系统、排水系统与外部环

沟连通；

[0010] 所述苗种繁育子系统用于提供苗种及越冬场所，包括依次连通的亲本培育池、越

冬池、苗种繁育池、实验池，所述亲本培育池和越冬池之间设有进水兼回水系统，亲本培育

池和外部环沟之间连接有排水系统。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2] 所述进水兼回水系统包括进水泵房、与进水泵房连通的进水主管，所述进水主管

上引出有若干进水支管，进水支管引入每一块稻田中。

[0013] 每一根进水主管的两端处设有截止阀，进水主管背离进水泵房的一端还设有离心

泵，每一根分支管上设有进水阀门。

[0014] 所述进水主管、进水支管均埋在地面下，埋深范围0.5m‑1m。

[0015] 所述排水系统包括排水主管、从排水主管引出至稻田内的排水支管，经稻田净化

后的水依次通过排水支管、排水主管引出。

[0016] 所述排水主管的输出端包括内排管、外排管，所述内排管输出的水流用于系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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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循环使用，所述外排管输出至外界用水设备。

[0017] 所述环沟和外部环沟之间设有田间路，环沟朝向田间路的一侧设有斜坡，斜坡上

设有投饵平台。

[0018] 一种利用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一、育苗养殖准备阶段：向苗种繁育子系统、稻田养鱼子系统内泵水，在苗种繁育

子系统中培育鱼苗，在稻田养鱼子系统中培育所得鱼苗；

[0020] 二、养殖废水处理阶段：在苗种繁育子系统中产生的废水，打开截止阀，启动离心

泵，抽取废水，废水通过进水主管、进水支管输入稻田中，由稻田净化后，通过排水系统的排

水支管、排水主管输回苗种繁育子系统，或输出至外界用水设备，实现节能水循环。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2] 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通过进水兼回水系统、排水系统，实现进排水及回水的水循

环方式，稻田养鱼子系统和苗种繁育子系统利用稻田养殖水产品、处理养鱼废水，基本实现

水产养殖废水零排放；同时鱼粪及饲料残渣肥田以增加稻谷产量,实现种稻和养鱼的双丰

收。

[0023] 本实用新型的系统一个生产年中只需进排水各一次，日常运转中实现养殖用水和

稻田用水内循环，大大减少能源使用，实现节能减排效果。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系统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单块稻田及稻田周围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苗种繁育子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进水兼回水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排水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排水系统排水支管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检查井结构示意图。

[0031] 其中：1、稻田养鱼子系统；2、苗种繁育子系统；3、外部环沟；  4、进水兼回水系统；

5、排水系统；6、田间路；7、过水管道；

[0032] 101、稻田；102、环沟；

[0033] 201、亲本培育池；202、越冬池；203、苗种繁育池；204、实验池；

[0034] 401、进水泵房；402、进水主管；403、进水支管；404、截止阀；  405、离心泵；406、进

水阀门；

[0035] 501、排水主管；502、排水支管；503、内排管；504、外排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系统，包括相互连通的稻田养鱼子系

统1、苗种繁育子系统2，稻田养鱼子系统1、苗种繁育子系统2外围还围绕有外部环沟3。

[0038] 稻田养鱼子系统1用于接纳并处理养鱼废水，包括若干块稻田  101，稻田101长度

为120米，宽度为43米；稻田101之间通过进水兼回水系统4相连通，如图1所示，在稻田10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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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位置设置进水兼回水系统4，用于将水泵入稻田101内；被稻田101净化后的水由稻田101

外围的排水系统5输出。

[0039] 如图1、图2和图4所示，每一块稻田101外围绕有环沟102，在所有的带有环沟102的

稻田101之外，还围绕有外部环沟3。环沟  102顶宽5米，深度1米，临近田间道路一侧设置投

饵平台，平台宽为1米，与稻田101同高以保证水位。相邻两块稻田101之间有田间路6，田间

道路宽为3米。田间路6通至外部环沟3处，外部环沟3  处设有进水兼回水系统4的进水泵房

401，进水兼回水系统4还包括从进水泵房401引出的两条进水主管402，进水主管402上引出

若干进水支管403，每一根进水支管403伸入一块稻田101中。为了便于控制水流流量，每一

根进水主管402的两端处设有截止阀404，进水主管402背离进水泵房401的一端还设有离心

泵405，每一根分支管上设有进水阀门406，以便控制每一块稻田101内的水量。

[0040] 本实施例中，进水泵房401为15KW混流泵；进水主管402及进水支管403采用直径

200毫米PVC管道，进水主管402、进水支管403  均埋在地面下，埋深范围0.5m‑1m，本实施例

进水主管402埋深0.7  米。进水阀门406采用直径200毫米闸阀；截止阀404采用直径200  毫

米闸阀；离心泵405为3KW卧式离心泵405。

[0041] 当稻田101环沟102需要进水时，打开靠近进水泵房401一端的截止阀404和所有进

水阀门406，关闭背离进水泵房401一端的截止阀404，打开进水泵房401，环沟102开始进水，

通过控制进水阀门  406的启闭可以控制各个稻田101单元内环沟102的进水量。当需要苗种

繁育子系统2内的养鱼废水排往子系统1时，打开背离进水泵房  401一端的截止阀404和所

有进水阀门406，关闭靠近进水泵房401  一端的截止阀404，打开离心泵405即可以进水，通

过控制进水阀门  406的启闭可以控制各个稻田101单元内的处理水量。

[0042] 如图1、图3和图5所示，苗种繁育子系统2用于提供苗种及越冬场所，包括依次连通

的亲本培育池201、越冬池202、苗种繁育池  203、实验池204，亲本培育池201和越冬池202之

间设有进水兼回水系统4，亲本培育池201和外部环沟3之间连接有排水系统5，相邻的池之

间还连接有过水管道7，过水管道7用于平衡调节相邻池的水位。排水系统5包括排水主管

501、从排水主管501引出至稻田101  内的排水支管502，经稻田101净化后的水依次通过排

水支管502、排水主管501引出。因此，排水支管502可看作是排水系统5的进水位置，排水主

管501则是最终出水位置。排水主管501的输出端分为两个输出路径，分别为内排管503、外

排管504，内排管503输出的水流用于系统内部循环使用，外排管504输出至外界用水设备或

储水处，本实施例中，外排管504与外部环沟3连通。

[0043] 如图6所示，排水支管502采用拔管形式，其管顶标高较稻田  101高10厘米，当稻田

101水位过高时，水流自动进入排水支管502 并通过排水主管501流向检查井，当稻田101环

沟102需要排水时，拔掉排水支管502，水位无论多高，都高于排水主管501的高度，即可通过

排水主管501排干环沟102内水。内排管503管底标高同排水主管501管底标高，在内排管503

上设置截止阀404，当排水主管501 向检查井内排水时，打开此截止阀404，则稻田101排水

流向苗种繁育子系统2，通过过水管道7补充苗种繁育子系统2各单元池的水量。外排管504

管顶标高同排水支管502管顶标高，同样装有截止阀404，当关闭内排管503上的截止阀404，

打开外排管504上的截止阀404 时，稻田101排水会通过外排管504流向外部环沟3。

[0044] 本实施例中，排水主管501采用直径300毫米波纹管；排水支管  502、外排管504、内

排管503采用直径200毫米PVC管道；如图7  所示，在排水系统5的尾端还设有检查井，检查井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4015552 U

5



为砖砌检查井，与排水主管501、内排管503、外排管504连通。

[0045] 本实施例的节能环保型稻鱼共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一、育苗养殖准备阶段：向苗种繁育子系统2、稻田养鱼子系统  1内泵水，在苗种繁

育子系统2中培育鱼苗，在稻田养鱼子系统1中培育所得鱼苗；

[0047] 二、养殖废水处理阶段：在苗种繁育子系统2中产生的废水，打开截止阀404，启动

离心泵405，抽取废水，废水通过进水主管402、进水支管403输入稻田101中，由稻田101净化

后，通过排水系统5 的排水支管502、排水主管501输回苗种繁育子系统2，或输出至外界用

水设备，实现节能水循环。

[0048] 本系统通过进水泵房401和进水管道系统分别为各块稻田101内补水；通过稻田

101排水系统5为亲本培育池201、苗种繁育池203、苗种培育池、越冬池202等补给所需用水。

在水稻种植期间，在稻田  101四周的环沟102内放养大规格鱼种，

[0049] 同时通过亲本培育和苗种繁育获得鱼苗，并在苗种培育池养成大规格鱼种待第二

年放养或当年出售。在日常运转中，亲本培育池201、苗种繁育池203和苗种培育池内的养鱼

废水通过回水系统进入稻田  101，在稻田101内经过一定的停留时间后通过排水系统5重新

回到原池。待稻谷收割后，稻田101环沟102内的水通过排水系统5和离心泵405排出部分水

以便捕出稻田101内的成鱼；捕出的成鱼留出部分体质健壮、无病无伤的成鱼作为亲鱼以备

繁苗用，剩余成鱼可直接上市出售或放入越冬池202内越冬。待稻田101环沟102内的水排除

干净后，可进行稻田101平整、田埂修整、设备维修等以备下个生产年使用。

[0050] 本实用新型的稻田养鱼子系统1和苗种繁育子系统2配合使用，苗种繁育子系统2

为稻田养鱼子系统1提供苗种和越冬场所，稻田养鱼子系统1接受苗种繁育子系统2所排出

的养鱼废水，实现系统内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减少能源使用和污染物排放，达到节能环保

的目的。

[0051] 以上描述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不是对实用新型的限定，本实用新型所限定的

范围参见权利要求，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可以作任何形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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