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072193.0

(22)申请日 2016.02.0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59464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5.25

(73)专利权人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

湖高校园区龙子湖北路6号

    专利权人 郑州植物园

(72)发明人 徐文彦　宋良红　祁真　郭国军　

郭欢欢　唐国盘　齐子鑫　秦改晓　

黄安群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市华翔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1122

代理人 张爱军

(51)Int.Cl.

A01K 61/00(2017.01)

A01K 63/00(2017.01)

A01G 22/15(2018.01)

A01G 31/00(2018.01)

C02F 3/32(2006.01)

C02F 3/3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250649 A,2013.08.21,

CN 101955297 A,2011.01.26,

CN 101081713 A,2007.12.05,

CN 105010203 A,2015.11.04,

CN 103070130 A,2013.05.01,

审查员 王霞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

共生系统与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

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与使用方法，该生态共生

系统包括相邻的两个养殖池塘，两养殖池塘之间

设置有用于隔离的池埂，池埂上开挖有多个依次

相邻且底面高度依次递减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构

成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养殖池塘的养殖水体通

过潜水泵抽入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内，形成养殖

池塘和多阶表面人工湿地的水体循环，构成生态

共生系统。本发明的生态共生系统结构新颖，能

够生态净化养殖水质，促进水产品安全，有效提

高的土地的使用效率，避免了土地的浪费；同时，

对池埂的再利用，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达到增

产增收的目的，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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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包括相邻的两个养殖池塘（1），

两养殖池塘之间设置有用于隔离的池埂（8），其特征在于，池埂（8）上开挖有多个依次相邻

且底面高度依次递减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构成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养殖池塘（1）的内腔设

置有隔离埂（9），隔离埂（9）将养殖池塘（1）内腔隔置成相邻的鱼类养殖区（2）和莲菜种植区

（3），鱼类养殖区（2）底部设置有潜水泵（5），潜水泵（5）的出口设置有与莲菜种植区（3）相连

通的进水管道（6b），

鱼类养殖区（2）分别与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和莲菜种植区（3）相邻，莲菜种

植区（3）与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相邻，

莲菜种植区（3）与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一溢

流管（7a），相邻的两两水生植物种植区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二溢流管（7b），最低

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与鱼类养殖区（2）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三溢流管

（7c），构成循环式的生态共生结构；

所述的进水管道（6b）的高度高于最高一阶水生植物种植区（4a）所在的第一溢流管

（7a）进水口的高度，第一溢流管的高度高于最高一阶水生植物种植区（4a）所在的第二溢流

管，各第二溢流管的高度呈依次递减，第三溢流管（7c）的高度低于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

植区第二溢流管的高度；

所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有三个，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种植空心菜，第二高

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b）种植水芹，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种植苦草和菹草；

所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有枝角类、田螺和萝卜螺以及光合细菌、枯草芽孢杆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第一溢流管（7a）上设置有第一阀门（10a），所述的第三溢流管（7c）上设置有第二阀

门（10b）。

3.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的使用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前期准备：对鱼类养殖区（2）、莲菜种植区（3）和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进行消毒，向

鱼类养殖区、莲菜种植区和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中注水，至鱼类养殖区的水位线低于池埂

（8）上的第三溢流管（7c）；

（b）种植水生植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内的三个水生植物区种植水生植物，最高一

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种植空心菜，第二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b）种植水芹，最低一

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种植苦草和菹草；

（c）投放鱼苗：向鱼类养殖区内投放鱼苗；

（d）种植莲菜：鱼苗投放后，在莲菜种植区上种植莲菜；

（e）投放其它水生动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枝角类、田螺

和萝卜螺；

（f）投放微生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光合细菌及枯草芽

孢杆菌；

（g）日常管理：包括正常养殖期间的鱼类养殖管理、水生植物种植管理和莲菜种植管

理；同时，正常养殖期间，打开潜水泵，将鱼类养殖区底部的污物抽送到莲菜种植区，污物中

的固体沉淀在莲菜种植区内，污物中的养殖水体经过莲菜种植区的第一次净化后，通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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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溢流管进入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再进行三级净化；

（h）收获水生植物：在水生植物采收季节，割剪水生植物；

（i）鱼类捕捞：在鱼类捕捞季节，对鱼类进行捕捞；

（j）莲菜采收：采用干法采收或带水采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种植空心菜的面积占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40-60%，种植水芹的面积占

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30-40%，种植苦草和菹草的面积占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

10-2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干法采收是用人工开挖的方式采收，所述的带水采收是用高压水枪冲

开泥土采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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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与使用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与使用方法，涉及

鱼类养殖、水生植物种植、低等水生动物放养等，属于水产动物养殖、水生蔬菜种植及水生

态环境修复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制约集约化水产养殖发展的关键是养殖水体水质的优劣，养殖水体水质管理是养

殖者关注的重点。目前，处理养殖水体水质的方法主要有几类：

[0003] 一是物理方法，即通过机械除藻、抽排老水、加注新水等，但往往治标不治本，且有

时限性，只能作为应急措施；

[0004] 二是化学方法，如使用化学药品杀藻除菌等，但花费大，并易造成二次污染；

[0005] 三是微生物或植物方法，如投放光合细菌、苦草芽孢杆菌等有益菌，或放养控藻型

生物，或设置生物浮床，但由于不能形成完整的生态链，或占用水面，影响水体的光合作用，

不能长期维持；

[0006] 四是建立人工湿地，如在鱼池周围开挖环沟建立的人工湿地，或专门利用池塘建

立人工湿地，但由于占地多或不易管理而效率低下。

[0007] 因此，以池塘周边的可用土地为基础，建立一种能够实现鱼类和植物、微生物的生

态共生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的池塘(如图1所示)，两池塘1之间的池埂仅仅作为隔离或

走路，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共

生系统与使用方法，该生态共生系统能够生态净化养殖水质，促进水产品安全，有效提高的

土地的使用效率，实现鱼类养殖和多种植物种植的生态循环。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

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包括相邻的两个养殖池塘，两养殖池塘之间设置有用于隔离的池

埂，池埂上开挖有多个依次相邻且底面高度依次递减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构成多阶表面流

人工湿地，养殖池塘底部设置有潜水泵，潜水泵的出口设置有与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

区相连通的进水管道，相邻的两两水生植物种植区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二溢流

管，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与养殖池塘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三溢流管，构成

循环式的生态共生结构。

[0010] 所述的进水管道的高度高于最高一阶水生植物种植区所在的第二溢流管进水口

的高度，所述的各第二溢流管的高度呈依次递减，第三溢流管的高度低于最低一阶的水生

植物种植区第二溢流管的高度。

[0011] 所述的第三溢流管上设置有第二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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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有三个，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空心菜，第二高

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水芹，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苦草和菹草。

[0013]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还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

共生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a)前期准备：对养殖池塘和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进行消毒，向养殖池塘和多阶表

面流人工湿地中注水，至养殖池塘的水位线低于池埂上的第三溢流管；

[0015] (b)种植水生植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内的三个水生植物区种植水生植物，最

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空心菜，第二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水芹，最低一阶的

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苦草和菹草；

[0016] (c)投放鱼苗：向养殖池塘内投放鱼苗；

[0017] (d)投放其它水生动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枝角类、

田螺和萝卜螺；

[0018] (e)投放微生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光合细菌及枯

草芽孢杆菌；

[0019] (f)日常管理：包括正常养殖期间的鱼类养殖管理和水生植物种植管理；同时，正

常养殖期间，打开潜水泵，将养殖池塘底部的污物抽送到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污物

中的养殖水体经过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进行三级净化；

[0020] (g)收获水生植物：在水生植物采收季节，割剪水生植物；

[0021] (h)鱼类捕捞：在鱼类捕捞季节，对鱼类进行捕捞。

[0022] 种植空心菜的面积占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40-60％，种植水芹的面积占水

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30-40％，种植苦草和菹草的面积占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

10-20％。

[0023] 所述的干法采收是用人工开挖的方式采收，所述的带水采收是用高压水枪冲开泥

土采收方法。

[002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还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

共生系统，包括相邻的两个养殖池塘，两养殖池塘之间设置有用于隔离的池埂，池埂上开挖

有多个依次相邻且底面高度依次递减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构成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养殖

池塘的内腔设置有隔离埂，隔离埂将养殖池塘内腔隔置成相邻的鱼类养殖区和莲菜种植

区，鱼类养殖区底部设置有潜水泵，潜水泵的出口设置有与莲菜种植区相连通的进水管道，

[0025] 鱼类养殖区分别与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和莲菜种植区相邻，莲菜种植区与

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相邻，

[0026] 莲菜种植区与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一溢流

管，相邻的两两水生植物种植区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二溢流管，最低一阶的水生

植物种植区与鱼类养殖区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三溢流管，构成循环式的生态共生

结构。

[0027] 所述的第一溢流管上设置有第一阀门，所述的第三溢流管上设置有第二阀门。

[0028] 所述的进水管道的高度高于最高一阶水生植物种植区所在的第一溢流管进水口

的高度，第一溢流管的高度高于最高一阶水生植物种植区所在的第二溢流管，各第二溢流

管的高度呈依次递减，第三溢流管的高度低于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第二溢流管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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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0029] 所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有三个，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空心菜，第二高

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水芹，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苦草和菹草。

[0030]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还在于提供一种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

共生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a)前期准备：对鱼类养殖区、莲菜种植区和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进行消毒，向鱼

类养殖区、莲菜种植区和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中注水，至鱼类养殖区的水位线低于池埂上

的第三溢流管；

[0032] (b)种植水生植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内的三个水生植物区种植水生植物，最

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空心菜，第二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水芹，最低一阶的

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苦草和菹草；

[0033] (c)投放鱼苗：向鱼类养殖区内投放鱼苗；

[0034] (d)种植莲菜：鱼苗投放后，在莲菜种植区上种植莲菜；

[0035] (e)投放其它水生动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枝角类、

田螺和萝卜螺；

[0036] (f)投放微生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光合细菌及枯

草芽孢杆菌；

[0037] (g)日常管理：包括正常养殖期间的鱼类养殖管理、水生植物种植管理和莲菜种植

管理；同时，正常养殖期间，打开潜水泵，将鱼类养殖区底部的污物抽送到莲菜种植区，污物

中的固体沉淀在莲菜种植区内，污物中的养殖水体经过莲菜种植区的第一次净化后，通过

第一溢流管进入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再进行三级净化；

[0038] (h)收获水生植物：在水生植物采收季节，割剪水生植物；

[0039] (i)鱼类捕捞：在鱼类捕捞季节，对鱼类进行捕捞；

[0040] (j)莲菜采收：采用干法采收或带水采收。

[0041] 种植空心菜的面积占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40-60％，种植水芹的面积占水

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30-40％，种植苦草和菹草的面积占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

10-20％。

[0042] 所述的干法采收是用人工开挖的方式采收，所述的带水采收是用高压水枪冲开泥

土采收方法。

[0043] 苦草和菹草适宜生长的温度不一样，高温季节时以苦草生长为主，温度不高时以

菹草生长为主。

[0044] 本发明能够充分利用两个池塘间闲置的池埂，建立养殖水体生态净化系统，即多

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结构新颖，能够有效提高的土地的使用效率，避免了土地的浪费

[0045] 本发明是利用鱼类、植物、微生物和水生动物的特性，通过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

态共生系统的建设与改造，建立一个鱼类、植物、微生物和水生动物的生态共生系统，能够

发挥鱼类、植物、微生物和水生动物各自的作用，实现鱼类养殖与植物种植的生态循环。

附图说明

[0046] 图1为现有相邻池塘的结构示意图，图中，1为养殖池塘，8为池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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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图2为实施例1的生态共生系统的结构俯视图；图中，1为养殖池塘，4a为最高一阶

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b为第二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为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5

为潜水泵，6a为进水管道，7b为第二溢流管，7c为第三溢流管，8为池埂。

[0048] 图3为图2的A-A向剖面图，图中，1为养殖池塘，4a为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

4b为第二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为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6a为进水管道，7b为第

二溢流管，7c为第三溢流管，8为池埂。

[0049] 图4为图2的B-B向局部剖面图，图中，1为养殖池塘，4c为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

区，7c为第三溢流管，8为池埂，10b为第二阀门。

[0050] 图5为图2的C-C向局部剖面图，图中，1为养殖池塘，4a为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

区，5为潜水泵，6a为进水管道，7b为第二溢流管，8为池埂。

[0051] 图6为实施例2的生态共生系统的结构俯视图；图中，1为养殖池塘，2为鱼类养殖

区，3为莲菜种植区，4a为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b为第二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

为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5为潜水泵，6b为进水管道，7a为第一溢流管，7b为第二溢流

管，7c为第三溢流管，8为池埂，9为隔离埂。

[0052] 图7为图6的A-A向剖面图，图中，1为养殖池塘，4a为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

4b为第二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为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7a为第一溢流管，7b为

第二溢流管，7c为第三溢流管，8为池埂。

[0053] 图8为图6的B-B向局部剖面图，图中，1为养殖池塘，2为鱼类养殖区，4c为最低一阶

的水生植物种植区，7c为第三溢流管，8为池埂，10b为第二阀门。

[0054] 图9为图6的C-C向局部剖面图，图中，1为养殖池塘，2为鱼类养殖区，3为莲菜种植

区，4a为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5为潜水泵，6b为进水管道，7a为第一溢流管，7b为第

二溢流管，8为池埂，9为隔离埂，10a为第一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6] 实施例1

[0057] 本发明的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参见图2-5，包括相邻的

两个养殖池塘1，两养殖池塘之间设置有用于隔离的池埂8，池埂8上开挖有多个依次相邻且

底面高度依次递减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构成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养殖池塘1底部设置有潜

水泵5，潜水泵5的出口设置有与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相连通的进水管道6a，相邻

的两两水生植物种植区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二溢流管7b，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

植区4c与养殖池塘1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三溢流管7c，构成循环式的生态共生结

构。

[0058] 本发明能够充分利用两个池塘间闲置的池埂，建立养殖水体生态净化系统，即多

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结构新颖，能够生态净化养殖水质，促进水产品安全，有效提高的土地

的使用效率，避免了土地的浪费；同时，池埂面留置有较宽的位置，便于养殖管理人员自由

行走，能够更加方便快捷的对养殖池塘和水生植物种植区进行管理。本发明的多阶表面流

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实现了对池埂的再利用，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

的，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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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为了更好的实施效果，所述的进水管道6a的高度高于最高一阶水生植物种植区4a

所在的第二溢流管进水口的高度，所述的各第二溢流管的高度呈依次递减，第三溢流管7c

的高度低于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第二溢流管的高度。

[0060] 所述的第三溢流管7c上设置有第二阀门10b。在第三溢流管上设置第二阀门，能够

通过控制第二阀门的启闭，实现两个养殖池塘和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大生态循环，也可

以实现单个养殖池塘和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小生态循环，便于根据实际需要，对生态共

生系统进行管理和调控。

[0061] 所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有三个，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种植空心菜，第二

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b种植水芹，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种植苦草和菹草。

[0062] 本发明的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养殖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63] (a)前期准备：对养殖池塘1和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进行消毒，向养殖池塘1和多阶

表面流人工湿地中注水，至养殖池塘1的水位线低于池埂8上的第三溢流管7c；

[0064] (b)种植水生植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内的三个水生植物区种植水生植物，最

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种植空心菜，第二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b种植水芹，最低一

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种植苦草和菹草；

[0065] (c)投放鱼苗：向养殖池塘内投放鱼苗；

[0066] (d)投放其它水生动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枝角类、

田螺和萝卜螺；

[0067] (e)投放微生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光合细菌及枯

草芽孢杆菌；

[0068] (f)日常管理：包括正常养殖期间的鱼类养殖管理和水生植物种植管理；同时，正

常养殖期间，打开潜水泵，将养殖池塘底部的污物抽送到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污

物中的养殖水体经过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进行三级净化；

[0069] (g)收获水生植物：在水生植物采收季节，割剪水生植物；

[0070] (h)鱼类捕捞：在鱼类捕捞季节，对鱼类进行捕捞。

[0071] 本发明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利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中微生物、水生动物和

水生植物的分解、捕食、吸附和利用，对富营养化的养殖水体进行再次净化，能够显著降低

养殖水体的悬浮物及富营养化成分，增加和稳定养殖水体溶解氧，减少鱼药的用量。同时，

养殖水体经过处理后重新进入养殖鱼池中，节约了水资源；整个系统运行时能耗较低，还可

以为整个生态共生系统营造微流水状态。

[0072] 种植空心菜的面积占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40-60％，种植水芹的面积占水

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30-40％，种植苦草和菹草的面积占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

10-20％。

[0073] 水生植物在水体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的生态位，它不仅能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

还能改善水体生态环境，促进退化水体生态系统的恢复。不同种类水生植物在水体生态系

统中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在水体生态修复工程中具有不同作用。本发明以空心菜、水芹、苦

草和菹草作为水生植物，并对其种植量进行优化，能够丰富水体的景观层次，提升系统的多

样性，且能够利用不同种类水生植物不同的修复作用，提高水生植物对养殖水体的净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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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074] 本发明进一步将微生物、水生动物和水生植物有机的相结合，利用不同物种之间

的协同作用，能够进一步提高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对养殖水体的净化作用。

[0075] 所述的干法采收是用人工开挖的方式采收，所述的带水采收是用高压水枪冲开泥

土采收方法。

[0076] 结果表明，本发明养殖水体净化后，TN、TP、CODMn的去除率分别为15 .33％-

25.20％、35.13％-66.33％、37.73％-45.87％，透明度的提高率为30.50％-45.56％。池塘

内鱼类养殖区鱼类产量1500-2000kg/亩，鱼药费用每亩降低25％-35％；多阶表面流人工湿

地中空心菜产量4000-5000kg/亩，水芹产量3000-4000kg/亩，苦草产量1500-2000kg/亩，菹

草产量3000-3500kg/亩。

[0077] 实施例2

[0078] 本发明的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共生系统，参见图6-9，包括相邻的

两个养殖池塘1，两养殖池塘之间设置有用于隔离的池埂8，池埂8上开挖有多个依次相邻且

底面高度依次递减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构成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养殖池塘1的内腔设置有

隔离埂9，隔离埂9将养殖池塘1内腔隔置成相邻的鱼类养殖区2和莲菜种植区3，鱼类养殖区

2底部设置有潜水泵5，潜水泵5的出口设置有与莲菜种植区3相连通的进水管道6b，

[0079] 鱼类养殖区2分别与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和莲菜种植区3相邻，莲菜种植

区3与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相邻，

[0080] 莲菜种植区3与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一溢

流管7a，相邻的两两水生植物种植区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二溢流管7b，最低一阶

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与鱼类养殖区2之间的池埂上设置有贯通的第三溢流管7c，构成循环

式的生态共生结构。

[0081] 本发明养殖鱼池中污物在底部沉淀后被提水泵输送到莲菜种植区，使污物中的固

体沉淀在莲菜种植区，既为莲菜种植提供了固体肥料，又避免了污物固体在多阶表面流人

工湿地的淤积，同时，污物中的养殖水体经过莲菜种植区的初步净化后，养殖水体中的营养

和有害物质进入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进行再次净化，既能够提高养殖水体的净化效果，又

为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中的微生物、水生动物和水生植物提供了有机肥料，从而减少了化

肥和除草剂的使用，保障了食品安全，提高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0082] 为了更好的实施效果，所述的第一溢流管7a上设置有第一阀门10a，所述的第三溢

流管7c上设置有第二阀门10b。在第一溢流管上设置第一阀门，使莲菜种植区能够形成相对

密闭的状态，便于根据莲菜不同时期的水量要求，调节莲菜种植区的水位。同时，在第三溢

流管上设置第二阀门，能够通过控制第二阀门的启闭，实现两个鱼类养殖区、莲菜种植区和

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大生态循环，也可以实现单独鱼类养殖区、莲菜种植区和多阶表面

流人工湿地的小生态循环，便于根据实际需要，对生态共生系统的管理和调控。

[0083] 所述的进水管道6b的高度高于最高一阶水生植物种植区4a所在的第一溢流管7a

进水口的高度，第一溢流管的高度高于最高一阶水生植物种植区4a所在的第二溢流管，各

第二溢流管的高度呈依次递减，第三溢流管7c的高度低于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第二

溢流管的高度。

[0084] 所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有三个，最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种植空心菜，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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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b种植水芹，最低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种植苦草和菹草。

[0085] 本发明的基于池埂的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生态养殖系统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86] (a)前期准备：对鱼类养殖区2、莲菜种植区3和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进行消毒，向

鱼类养殖区、莲菜种植区和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中注水，至鱼类养殖区的水位线低于池埂8

上的第三溢流管7c；

[0087] (b)种植水生植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内的三个水生植物区种植水生植物，最

高一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a种植空心菜，第二高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b种植水芹，最低一

阶的水生植物种植区4c种植苦草和菹草；

[0088] (c)投放鱼苗：向鱼类养殖区内投放鱼苗；

[0089] (d)种植莲菜：鱼苗投放后，在莲菜种植区上种植莲菜；

[0090] (e)投放其它水生动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枝角类、

田螺和萝卜螺；

[0091] (f)投放微生物：在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内投放光合细菌及枯

草芽孢杆菌；

[0092] (g)日常管理：包括正常养殖期间的鱼类养殖管理、水生植物种植管理和莲菜种植

管理；同时，正常养殖期间，打开潜水泵，将鱼类养殖区底部的污物抽送到莲菜种植区，污物

中的固体沉淀在莲菜种植区内，污物中的养殖水体经过莲菜种植区的第一次净化后，通过

第一溢流管进入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的水生植物种植区再进行三级净化；

[0093] (h)收获水生植物：在水生植物采收季节，割剪水生植物；

[0094] (i)鱼类捕捞：在鱼类捕捞季节，对鱼类进行捕捞；

[0095] (j)莲菜采收：采用干法采收或带水采收。

[0096] 本发明先将鱼类养殖区底部的污物抽入莲菜种植区内，使污物中的固体主要沉积

在莲菜种植区，不会淤积在水生植物种植区内，不仅为莲菜种植增加了肥料，同时由于莲菜

已经对污物中的养殖水体进行了初步净化，再进行后续的三级净化后，能够达到更好的净

化效果。

[0097] 种植空心菜的面积占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40-60％，种植水芹的面积占水

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30-40％，种植苦草和菹草的面积占水生植物种植区种植面积的

10-20％。

[0098] 所述的干法采收是用人工开挖的方式采收，所述的带水采收是用高压水枪冲开泥

土采收方法。

[0099] 结果表明，本发明养殖水体净化后，TN、TP、CODMn的去除率分别为26 .35％-

37.29％、38.23％-69.36％、41.55％-50.48％，透明度的提高率为36.87％-55.16％。池塘

内鱼类养殖区鱼类产量1500-2000kg/亩，鱼药费用每亩降低30％-50％；莲菜种植区莲菜产

量2000-2500kg/亩，莲菜种植每亩可节约肥料50-100元，每亩节约5个工时的除草劳动量；

多阶表面流人工湿地中空心菜产量3500-4500kg/亩，水芹产量3000-3500kg/亩，苦草产量

1500-1800kg/亩，菹草产量2500-3500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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