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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

养殖系统及方法。该系统包括循环连接的高水位

养殖池、一级沉降循环池、二级净化循环池、三级

净化循环池、储水池和储水塔；高水位养殖池底

部的漏斗状结构底部设有排水管连通一级沉降

循环池；一级沉降循环池包括依次紧密排列的五

级池；二级、三级净化循环池、储水池内设漂浮式

水培植物种植架。方法包括：在高水位养殖池中

放养养殖鱼；在二级、三级净化循环池内的种植

架上种植中草药和蔬菜，池内放养鲢鱼和鳙鱼；

在储水池内的种植架上种植中草药；水在一级沉

降循环池中五级沉降；水进入二级、三级净化循

环池、储水池进行多级净化；储存在储水塔中并

进行消毒、灭菌；将水引入高水位养殖池实现综

合套养循环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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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循环连接的高水位养殖

池、一级沉降循环池、二级净化循环池、三级净化循环池、储水池和储水塔；所述高水位养殖

池底部为漏斗状结构，所述漏斗状结构底部设有排水管连通所述一级沉降循环池，所述漏

斗状结构的坡度不超过10°；所述高水位养殖池设有回水口，所述高水位养殖池与所述储水

塔通过所述回水口连接，所述回水口与所述高水位养殖池池壁的角度为30～45°；

所述一级沉降循环池包括依次紧密排列的I级池、II级池、III级池、IV级池和V级池，并

且相邻池之间存在高度差；

所述二级净化循环池、所述三级净化循环池、所述储水池内设漂浮式水培植物种植架；

所述种植架的面积按照各池面积的15～20％设置；

所述养殖系统还包括物联网管理系统，所述物联网管理系统包括PLC主控制器、水质在

线监控装置、投饵机、增氧机、显示屏，所述PLC主控制器分别与所述水质在线监控装置、所

述投饵机、所述增氧机、所述显示屏连接；所述水质在线监控装置用于对所述高水位养殖

池、所述一级沉降循环池、所述二级净化循环池、所述三级净化循环池、所述储水池和所述

储水塔的水质成分进行监测分析并将分析数据传送至所述PLC主控制器处理后在显示屏上

实时呈现；所述投饵机、所述增氧机在所述PLC主控制器的控制下可分别实现自动定时定量

投喂和增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漏

斗状结构底部排水管的出水口处设有水位调节阀，用于控制所述高水位养殖池的水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

水位养殖池内设有微孔增氧管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种

植架由PVC管通过绳索连接而成，并用绳索固定在各池边缘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二

级净化循环池、所述三级净化循环池、所述储水池内设导流板，用于使各池的水体沿着单一

方向循环流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二

级净化循环池和所述三级净化循环池内放养鲢鱼和鳙鱼。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

水塔内设置消毒灭菌装置。

8.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方法，是采用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

述的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在高水位养殖池中放养养殖鱼，养殖水深在2.0～2.5m；在二级净化循环池、三级净

化循环池内的种植架上种植中草药和蔬菜，池内放养鲢鱼和鳙鱼，养殖水深在1.5～2.0m；

在储水池内的种植架上种植中草药，水深在1.5～2.0m；

(2)将高水位养殖池中的水引入一级沉降循环池中依次进行五级沉降；

(3)将沉降后的水依次引入二级净化循环池、三级净化循环池、储水池进行多级净化；

(4)将净化后的水储存在储水塔中，并对储水塔中的水进行消毒、灭菌；

(5)将消毒、灭菌后的水引入高水位养殖池实现综合套养循环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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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生态养殖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

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从经济危机到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自然灾害和极

端天气等多重挑战。同时，国际社会还必须以有限的自然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

及营养的迫切需求。水产养殖业作为人类重要的蛋白质和必需营养素来源，在解决全球粮

食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过

去的50多年间，以中国为代表的水产养殖业的发展速度已超过全球人口增速，但与此同时，

传统水产养殖业所带来的诸如废水和废物排放问题、病害问题和渔药滥用等问题也已引起

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0003] 常规池塘养殖系统是在常规土塘或水泥池塘中进行鱼类养殖，通过给排水进行水

体控制。在此基础上也开发了一些循环水养殖系统：（1）利用池塘水体循环或大水面水体循

环进行鱼类养殖，利用水泵或导流装置行程水体循环；（2）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利用循环水

设备进行水体循环的水产养殖系统。但这些养殖方法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0004] 第一、常规土塘或水泥池塘进行鱼类养殖，对于土地的利用率较低，同时仅使用常

规给排水方法进行水体交换，水体中的有害物质和营养物质并不能得到充分降解和利用，

对养殖水体的富营养化无法进行控制和利用，造成养殖鱼类的产量损失。同时大量养殖水

的排放对自然水体存在潜在的污染风险，不能很好的利用水资源，造成水资源浪费并且破

坏生态环境，产量具有局限性，限制了产业的发展。

[0005] 第二、现有的水环水养殖系统包括池塘循环水、大水面水体循环和工厂化循环水

系统，虽然部分可提高水资源利用和土地使用率，但对与单位水体的利用不足，而且对于水

体中的氨氮等的利用效率较低，多以过滤、吸附、清除为主要处理方法，浪费了可以作为营

养物质的氨氮，且产量和效益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006] 因此，“高效、优质、生态、健康、安全”的水产养殖系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保

障，有待进一步开发。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及

方法。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8] 第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包括循环连接

的高水位养殖池、一级沉降循环池、二级净化循环池、三级净化循环池、储水池和储水塔；所

述高水位养殖池底部为漏斗状结构，所述漏斗状结构底部设有排水管连通所述一级沉降循

环池，所述漏斗状结构的坡度不超过10°；

[0009] 所述一级沉降循环池包括依次紧密排列的I级池、II级池、III级池、IV级池和V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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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并且相邻池之间存在高度差；

[0010] 所述二级净化循环池、所述三级净化循环池、所述储水池内设漂浮式水培植物种

植架；所述种植架的面积按照各池面积的15~20%设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漏斗状结构底部排水管的出水口处设有水位调节阀，用于控制所

述高水位养殖池的水位。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高水位养殖池设有回水口，所述高水位养殖池与所述储水塔通过

所述回水口连接，所述回水口与所述高水位养殖池池壁的角度为30~45°。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高水位养殖池内设有微孔增氧管线。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种植架由PVC管通过绳索连接而成，并用绳索固定在各池边缘处。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二级净化循环池、所述三级净化循环池、所述储水池内设导流板，

用于使各池的水体沿着单一方向循环流动。

[0016] 进一步地，所述二级净化循环池和所述三级净化循环池内放养鲢鱼和鳙鱼。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储水塔内设置消毒灭菌装置。

[0018] 进一步地，所述养殖系统还包括物联网管理系统，所述物联网管理系统包括PLC主

控制器、水质在线监控装置、投饵机、增氧机、显示屏，所述PLC主控制器分别与所述水质在

线监控装置、所述投饵机、所述增氧机、所述显示屏连接；所述水质在线监控装置用于对所

述高水位养殖池、所述一级沉降循环池、所述二级净化循环池、所述三级净化循环池、所述

储水池和所述储水塔的水质成分进行监测分析并将分析数据传送至所述PLC主控制器处理

后在显示屏上实时呈现；所述投饵机、所述增氧机在所述PLC主控制器的控制下可分别实现

自动定时定量投喂和增氧。

[0019] 第二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在高水位养殖池中放养养殖鱼，养殖水深在2.0~2.5m；在二级净化循环池、三

级净化循环池内的种植架上种植中草药和蔬菜，池内放养鲢鱼和鳙鱼，养殖水深在1.5~
2.0m；在储水池内的种植架上种植中草药，水深在1.5~2.0m；

[0021] （2）将高水位养殖池中的水引入一级沉降循环池中依次进行五级沉降；

[0022] （3）将沉降后的水依次引入二级净化循环池、三级净化循环池、储水池进行多级净

化；

[0023] （4）将净化后的水储存在储水塔中，并对储水塔中的水进行消毒、灭菌；

[0024] （5）将消毒、灭菌后的水引入高水位养殖池实现综合套养循环养殖。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6] 第一、本发明的养殖系统及方法可以大大节省养殖成本，提高饲料的利用效率，以

鱼植（中草药、蔬菜等）综合套养的方式，提高单位水体的利用效率，降低土地使用量。

[0027] 第二、利用三级池塘的循环模式可大大提高养殖水体的净化和利用效率，减少富

营养化水体的排放，利用养殖鱼类和植物（中草药、蔬菜等）综合套养进行水体净化，降低水

体中的氨氮，同时对固体废物和残渣进行过滤和沉降，提高水体的净化能力，达到零排放，

满足环境保护的需求。

[0028] 第三、利用高水位池塘进行鱼类高密度养殖大大提高了养殖鱼类的规格的一致性

和产量，节省了管理成本。同时副产品丰富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0029] 第四、利用本发明可提高疾病控制的效果，减少药物使用量，降低水体药物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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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第五、利用本发明将水产养殖与种植业有机结合，促进了环境友好型产业形成。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的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图，其中，1-高水位养殖池，2-I

级池，3-II级池，4-III级池，5-IV级池，6-V级池，7-二级净化循环池，8-三级净化循环池，9-

储水池，10-储水塔，11-漏斗状结构，12-漏斗状结构排水口，13-漏斗状结构底部排水管的

出水口，14-微孔增氧管线，15-种植架，16-增氧机，17-导流板，18-二级净化循环池与三级

净化循环池连通管道，19-三级净化循环池与储水池连通管道，20-水泵，21-四组紫外灯，

22-消毒、净水药品投放箱，23-回水口，24-投饵机，25-PLC主控制器，26-水质在线监控装

置，27-显示屏，28-水位调节阀，29-V级池与二级净化循环池连通管道，30-补水口，31-漏斗

状结构的底部排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所述是对本发明的解

释而不是限定。

[0033] 如图1所示，本发明具体实施例提供一种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包括

循环连接的高水位养殖池1、一级沉降循环池、二级净化循环池7、三级净化循环池8、储水池

9和储水塔10。所述养殖系统还包括物联网管理系统，所述物联网管理系统包括PLC主控制

器25、水质在线监控装置26、投饵机24、增氧机16、显示屏27，其中PLC主控制器分别与水质

监控装置26、投饵机24、增氧机16、显示屏27连接。水质在线监控装置26用于对高水位养殖

池1、一级沉降循环池、二级净化循环池7、三级净化循环池8、储水池9和储水塔10的水质成

分进行监测分析并将分析数据传送至PLC主控制器25处理后在显示屏27上实时呈现，便于

实时监控水质、养殖状态；投饵机24、增氧机16在PLC主控制器25的控制下可分别实现自动

定时定量投喂和增氧，可降低管理成本。

[0034] 高水位养殖池1长25.0m，宽20.0m，池深2.5-3.0m，构建出横截面为500-666m2、体

积为1250-1500m3的高水位养殖池，其底部为漏斗状结构11，漏斗状结构11底部设有排水管

31连通一级沉降循环池，并且漏斗状结构11的坡度不超过10°，有利于养殖期间废物的排放

和清理。漏斗状结构底部排水管31的出水口13处还设有水位调节阀28，用于控制高水位养

殖池1的水位。高水位养殖池1设有回水口23和补水口30，高水位养殖池1与储水塔10通过该

回水口23连接，并且回水口23与高水位养殖池1池壁的角度呈30~45°，在这种角度范围内，

当循环水流回养殖池时不会产生过大的冲击力，从而减少对养殖鱼类的应激，同时使养殖

池水体产生微弱旋窝有利于排污；补水口30用于在高水位养殖池1  内引入新水。高水位养

殖池内还设有微孔增氧管线14，用于增加高密度养殖时水体的溶氧，有利于养殖鱼类的生

存和生长。

[0035] 一级沉降循环池包括依次紧密排列的I级池2、II级池3、III级池4、IV级池5和V级

池6，主要用于调节水位和初级沉降。相邻池之间的高度差为0.2m，便于沉降水自然流入下

一级池以节省能耗；每级池长5.0m，宽5.0m，池深2.5-3.0m，相邻池之间用隔板隔开并且底

部不相通，这种分隔式设计有利于逐级沉降，提高沉降效率，同时有利于沉降物的收集清

理，可以清除40~60%的固体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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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二级净化循环池7采用水泥池塘和传统土塘均可，如以水泥池塘作为二级净化循

环池，面积为1亩左右为宜，水深在1.5m左右；如以传统土塘作为二级净化循环池，应在池底

铺设防渗薄膜以减少池塘水的渗漏，面积亦为1亩左右为宜，水深1.5m左右。二级净化循环

池7与一级沉降循环池的V  级池6相连通，并且两者高度差为0.2m，使通过一级沉降后的水

体自然进入二级净化循环池中，进一步节省能耗。二级净化循环池7内设漂浮式水培植物种

植架15，种植架15的面积按照二级净化循环池7面积的15~20%设置，种植架15用于中草药和

蔬菜的种植，主要种类包括空心菜、生菜和经济价值高的薄荷、鱼腥草等经济植物。这种循

环水培植物可以利用养殖水体中过量的氨氮，降低水体中的亚硝酸盐，有利于水体的净化。

种植架由PVC管通过绳索连接而成，并用绳索固定在各池边缘处，以便于水培植物的采摘和

池塘管理。在二级净化循环池塘中还配备有小型的智能增氧机16和导流板17，使二级净化

循环池7中的水体可以沿着单一方向循环流动，有利于水体中的营养物质的充分释放和利

用，同时可以进一步的进行沉降。二级净化循环池中放养鲢鱼和鳙鱼进行综合套养，通过滤

食降低水体富营养化产生的藻类，进一步净化水体。鱼苗的投放量为每亩1000尾，规格30g-

50g/尾。二级净化循环池7末端与三级净化循环池8相连通。

[0037] 三级净化循环池8的设置方式同二级净化循环池7，三级净化循环池8末端与储水

池9相连通。

[0038] 储水池9的设计方式同二级净化循环池7，长10m，宽10m，但其种植架15主要用于鱼

腥草、虎杖等中草药的培植。这种循环水培植物可以利用养殖水体中部分氨氮，同时中草药

在水培过程中根系会与水体一些物质交换，中草药根系释放的多肽等物质有利于鱼类的生

长和抗病，绿色健康。并且池中不进行鲢鱼和鳙鱼的套养，防治破坏水质。储水池9通过管道

与储水塔10相连通，通过水泵20将储水池9中的净化水输送到储水塔10中储存，水泵20的功

率不宜过大，储水量应适量。

[0039] 储水塔10塔深1.5~2.0m，同时储水塔10应高于高水位养殖池1，储水塔10底部与高

水位养殖池1的回水口23相连通，利于水体回流。储水塔10内应配置消毒灭菌装置，具体为：

储水塔10内壁加装四组紫外灯，作为主要的灭菌装置；出水口处设置消毒、净水药品投放

箱，便于定期对回水进行消毒。

[0040] 实施例1

[0041] 采用上述养殖系统在崇州市渔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进行养殖实验，具体养殖方法

包括：

[0042] （1）在高水位养殖池中放养鲈鱼，投放量为每亩20000-25000尾，规格为50-100g/

尾，养殖水深在2.0~2.5m；在二级净化循环池的种植架上种植空心菜，在三级净化循环池内

的种植架上种植生菜，池内放养鲢鱼和鳙鱼，按照每亩1000尾投放，规格30g-50g/尾，养殖

水深在1.5~2.0m；在储水池内的种植架上种植鱼腥草，水深在1.5~2.0m；通过物联网管理系

统实现对鱼类的自动定时定量投喂和增氧；

[0043] （2）将高水位养殖池中的水引入一级沉降循环池中依次进行五级沉降；

[0044] （3）将沉降后的水依次引入二级净化循环池、三级净化循环池、储水池进行多级净

化；

[0045] （4）将净化后的水储存在储水塔中，并对储水塔中的水进行消毒、灭菌；

[0046] （5）将消毒、灭菌后的水引入高水位养殖池实现综合套养循环养殖，每天对各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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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水塔中的水进行水质监测，并将监测数据在显示屏上实时呈现，方便对鱼类养殖以及蔬

菜和中草药种植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

[0047] 养殖结果：经过一年养殖，单产收益鲈鱼20000斤，蔬菜和中草药360公斤，鲢鱼、鳙

鱼单产2000斤，在经济收益较比技术改革之前的收益增长50%-60%。

[0048] 综上，采用本发明具体实施例的养殖系统和方法，一方面可减少人力投入，减少养

殖管理成本；另一方面，高水位养殖池与沉降、净化池的比例在1:3左右，更加合理的利用了

土地资源，并且降低了污水的排放量，基本可以做到“零排放”，节约用水超过50%；第三方

面，沉降、净化、储水池的综合利用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水培的中草药和蔬菜可以达

到1kg/m2，并且可以多次采摘，同时可以更有利于养殖水体的净化和养殖鱼类健康生长。此

外，本发明与现有的常规养殖和现有循环水养殖相比，具有放养量大成活率高的优点，是一

种“高效、优质、生态、健康、安全”的鱼植共生的综合套养循环养殖系统，可以促进水产养殖

产业的健康发展。

[0049]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

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8713489 B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08713489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