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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生态循环淡水养殖方法，包

括养殖水源的配制，养殖池的供水，水体的过滤，

污水的处理几个步骤，所述若干个养殖池由左至

右依次排列形成养殖池组，所述养殖池组中个各

养殖池并联连接，和过滤池、处理池、沉淀池、生

物包、曝气池、杀菌池形成循环养殖系统；使用该

生态循环淡水养殖方法，使整个系统的水体形成

良性循环，更适宜淡水鱼虾的生长，节约了水资

源，具有明显的生态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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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循环淡水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1)养殖水源：将供给淡水的水箱和供给地热水的地热井通过管道连接至配水池，在配

水池里将淡水和地热水调配成适于养殖的温度；该配水池通过管道与养殖大棚连接，并向

养殖大棚供水；

(2)养殖大棚的供水：养殖大棚包括若干养殖池，所述若干个养殖池由左至右依次排列

形成养殖池组，所述配水池的出水口装有供水主管道，通过供水主管道上引出的各分支输

水管与各养殖池连接完成供水；所述养殖池的池底中央设置回水管道，水源通过该回水管

道流入过滤系统；

(3)过滤：过滤系统包括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三级过滤池、生物包、曝气池和杀菌

池：所述一级过滤是将养殖池通过回水管道排放出的回水通过第一滤网进行第一次过滤，

分离后产生的污水通过污水管道输入到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分离后的净化水通过回水

主管道进入二级过滤池通过第二滤网进行第二次过滤，分离后的污水通过污水管道再次送

入到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将分离后的净化水输送到三级过滤池通过第三滤网进行第三

次过滤，分离后的三级污水通过污水管道输送到污水处理池系统进行净化，最后将分离后

的净化水输送到生物包；

所述生物包内设置有分别承装沸石、活性炭、附着有净化水质的有益菌营养基的填料

柱，净化水通过生物包处理后输送到曝气池增氧，曝气池与杀菌池连通，杀菌池与配水池连

通，增氧后的净化水流入杀菌池中杀菌，随后流入配水池中备用；

(4)污水处理：污水处理系统包括一级处理池、二级处理池；所述一级处理池进水端通

过污水管道与过滤系统连接，所述一级处理池内养殖有净化水的贝类，净化水经一级处理

池处理后通过管道流入二级处理池；

所述二级处理池内培植用于净化水的水草和藻类；通过二级处理池处理后的净化水经

管道送入沉淀池沉淀，沉淀池与配水池通过管道相连通，完成养殖水资源的循坏利用；

所述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池底中心均设由排污管，该排污管上设有

排污阀门；

所述第一滤网、第二滤网和第三滤网的滤网目数逐渐增大；

所述生物包每平方米悬挂填料柱60～90根；

所述曝气池的底部安装曝气机，该曝气池与杀菌池相邻池壁上设置有泡沫分离漏斗；

所述杀菌池内设置有消毒装置，该消毒装置包括石英套管、紫外线灯管及防水箱；在防

水箱上开有分布的安装孔，将安装有紫外线灯管的石英套管插入防水箱的安装孔内；

所述净化水质的有益菌包括芽孢杆菌和硝化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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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循环淡水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生态循环淡水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正处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形势下，大力提倡生态养殖方式，而传统

池塘养殖生态环境与天然江河、湖泊的复杂生态系统相比，显得比较脆弱，缺乏持续性的自

净能力，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尚有许多技术难题亟待解决。传统的养殖方式由于

很多条件的制约，结构不合理，鱼虾的摄食、代谢及生存活动均在同一个池塘水体里，不断

的施肥、投饵和鱼虾的代谢，使有限的水体逐渐失去其还原和恢复功能，池塘常常出现水华

现象，水华覆盖了水面，造成水中溶氧减少，影响养殖鱼虾生长，若不采取措施，水华将会腐

烂分解，消耗氧气，恶化水质，继而，硫化氢、氨氮等有害物质剧增，养殖的动植物也因中毒

和缺氧而死亡，使整个池塘生态系统崩溃，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进而制约了养殖水平的进一

步提高及产业化。因此，维持池塘投入与产出动态的物质平衡，池规模化池塘养殖与水质的

调控，挖掘资源潜力进行科学养殖，成为解决池塘生态系统的关键问题。传统的淡水养殖模

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养殖业的发展，如何提高淡水养殖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是势在必行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循坏利用水资源，净水效果理想，节能环保，自动

排污，减少病菌生长，降低养殖成本，增强养殖水环境稳定性，实现科学养殖，提高养殖质量

和产量的生态循环淡水养殖方法。

[0004]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生态循环淡水养殖方法，包

括：

[0005] (1)养殖水源：将供给淡水的水箱和供给地热水的地热井通过管道连接至配水池，

在配水池里将淡水和地热水调配成适于养殖的温度；该配水池通过管道与养殖大棚连接，

并向养殖大棚供水；

[0006] (2)养殖大棚的供水：养殖大棚包括若干养殖池，所述若干个养殖池由左至右依次

排列形成养殖池组，所述配水池的出水口装有供水主管道，通过供水主管道上引出的各分

支输水管与各养殖池连接完成供水；所述养殖池的池底中央设置回水管道，水源通过该回

水管道流入过滤系统；

[0007] (3)过滤：过滤系统包括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三级过滤池、生物包、曝气池和

杀菌池：所述一级过滤是将养殖池通过回水管道排放出的回水通过第一滤网进行第一次过

滤，分离后产生的污水通过污水管道输入到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分离后的净化水通过

回水主管道进入二级过滤池通过第二滤网进行第二次过滤，分离后的污水通过污水管道再

次送入到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将分离后的净化水输送到三级过滤池通过第三滤网进行

第三次过滤，分离后的三级污水通过污水管道输送到污水处理池系统进行净化，最后将分

离后的净化水输送到生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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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生物包内设置有分别承装沸石、活性炭、附着有净化水质的有益菌营养基的

填料柱，净化水通过生物包处理后输送到曝气池增氧，曝气池与杀菌池连通，杀菌池与配水

池连通，增氧后的净化水流入杀菌池中杀菌，随后流入配水池中备用；

[0009] (4)污水处理：污水处理系统包括一级处理池、二级处理池；所述一级处理池进水

端通过污水管道与过滤系统连接，所述一级处理池内养殖有净化水的贝类，净化水经一级

处理池处理后通过管道流入二级处理池；

[0010] 所述二级处理池内培植用于净化水的水草和藻类；通过二级处理池处理后的净化

水经管道送入沉淀池沉淀，沉淀池与配水池通过管道相连通，完成养殖水资源的循坏利用。

[0011] 所述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池底中心均设由排污管，该排污管上

设有排污阀门。

[0012] 所述第一滤网、第二滤网和第三滤网的滤网目数逐渐增大。

[0013] 所述生物包每平方米悬挂填料柱60～90根。

[0014] 所述曝气池的底部安装曝气机，该曝气池与杀菌池相邻池壁上设置有泡沫分离漏

斗。

[0015] 所述杀菌池内设置有消毒装置，该消毒装置包括石英套管、紫外线灯管及防水箱；

在防水箱上开有分布的安装孔，将安装有紫外线灯管的石英套管插入防水箱的安装孔内。

[0016] 所述净化水质的有益菌包括芽孢杆菌和硝化细菌。

[0017] 所述养殖大棚可包括若干列养殖池组。

[0018]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若干并联养殖池结构简单紧凑，可养殖不同种类的鱼虾，方便管理和捞取。

[0020] (2)过滤池中的三级目数逐渐减小的过滤网将流经的水体进行物理过滤，过滤后

的沉淀物经过两级处理池，通过贝类和藻类进行再次净化后进入沉淀池，积累到一定程度

进行排污后，该养殖废水可进行种植的灌溉，完成养殖废水再利用。

[0021] (3)流入生物包的水体会流经若干悬挂的填料柱，该调料柱中填充有沸石、活性炭

或附着有净化水质的有益菌的营养基，将水中残留细微的粪便、残耳等进行吸附和分解，曝

气机可通过排气孔源源不断的向水中充氧，改善水体的供养状况，使整个水体供养均匀；同

时通过紫外线灯进行杀菌，对流经的水体进行深度净化；且曝气池与杀菌池相邻的池壁上

安装的泡沫分离漏斗，可隔离曝气机运行时产生的大量泡沫，由于泡沫表面吸附水中杂质，

而杂质随泡沫被分离，因此也起到了净化水质的作用。

[0022] (4)该生态循环淡水养殖方法，使整个系统的水体形成良性循环，更适宜淡水鱼虾

的生长，实现了养殖废水的“零排放”，节约了水资源，具有明显的生态环境效益，符合国家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0023] 本发明具有循坏利用水资源，净水效果理想，节能环保，减少病菌生长，降低养殖

成本，增强养殖水环境稳定性，实现科学养殖，提高养殖质量和产量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通过参考附图并结合实例具体地描述本发明，本发明的优点和实现方式将会

更加明显，其中附图所示内容仅用于对本发明的解释说明，而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意义

上的限制，在附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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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养殖池排列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一种生态循环淡水养殖方法，首先，将供给淡水的水箱和

供给地热水的地热井通过管道连接至配水池，在配水池里将淡水和地热水调配成适于养殖

的温度；该配水池通过管道与养殖大棚连接，并向养殖大棚供水；养殖大棚包括若干养殖

池，所述若干个养殖池由左至右依次排列形成养殖池组，所述配水池的出水口装有供水主

管道，通过供水主管道上引出的各分支输水管与各养殖池连接完成供水；所述养殖池的池

底中央设置回水管道，水源通过该回水管道流入过滤系统；过滤系统包括一级过滤池、二级

过滤池、三级过滤池、生物包、曝气池和杀菌池：所述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

池底中心均设由排污管，该排污管上设有排污阀门；一级过滤是将养殖池通过回水管道排

放出的回水通过80目的第一滤网进行第一次过滤，分离后产生的污水通过污水管道输入到

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分离后的净化水通过回水主管道进入二级过滤池通过120目的第

二滤网进行第二次过滤，分离后的污水通过污水管道再次送入到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净化，

将分离后的净化水输送到三级过滤池通过160目的第三滤网进行第三次过滤，分离后的三

级污水通过污水管道输送到污水处理池系统进行净化，最后将分离后的净化水输送到生物

包；所述生物包内设置有分别承装沸石、活性炭、附着有净化水质的有益菌营养基的80根/

平米的填料柱，净化水通过生物包处理后输送到曝气池通过曝气机增氧，在曝气机进气管

内通入纯氧，使循环水的溶解氧含量达到30mm/L以上，以保证养鱼池内有足够的氧气。开动

曝气机，使池水达到沸腾状态，表面形成泡沫，曝气池与杀菌池连通，在与杀菌池相邻的池

壁上安装泡沫分离漏斗分离泡沫；杀菌池与配水池连通，增氧后的净化水流入杀菌池中杀

菌，经过紫外线灯消毒之后，可以杀灭水中的病毒、细菌和原生动物，至此水完成了全系统

的净化处理，随后流入配水池中备用；

[0028] 从过滤系统分离出的污水进入污水处理系统，所述污水处理系统包括一级处理

池、二级处理池；所述一级处理池进水端通过污水管道与过滤系统连接，所述一级处理池内

养殖有净化水的螺蛳，通过螺蛳的自然滤水习性，将浑浊的污水过滤净化，净化水经一级处

理池处理后通过管道流入二级处理池；所述二级处理池内培植用于净化水的藻类，这些藻

类吸收利用水中的富营养物质，将水中的污染物质降解净化，使水达到可再养鱼的标准；通

过二级处理池处理后的净化水经管道送入沉淀池沉淀，沉淀池与配水池通过管道相连通，

完成养殖水资源的循坏利用。

[0029] 以上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发明范围所作的均等变化与改进等，均应

仍归属于本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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