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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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020465.9

(22)申请日 2016.11.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63038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10

(73)专利权人 双鱼（武汉）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30223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高新大道888号高农生物园

总部A区16#楼103室

    专利权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

究所

(72)发明人 李谷　高毛林　陶玲　李晓莉　

(74)专利代理机构 荆州市亚德专利事务所(普

通合伙) 42216

代理人 陈德斌

(51)Int.Cl.

C02F 9/14(2006.01)

A01G 22/22(2018.01)

C02F 103/2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941033 A,2016.09.21,

CN 205105907 U,2016.03.30,

CN 101564002 A,2009.10.28,

KR 100851923 B1,2008.08.13,

CN 104350923 A,2015.02.18,

审查员 杨婷

 

(54)发明名称

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

稻作方法；属养殖废水处理技术领域；本发明是

将养殖池塘的废水经集水井、滤池和修饰塘净化

后再次回用，净化过程中的废水可进行水稻的种

植，并通过水稻发达的根系吸附拦截废水中的固

体颗粒，使水稻根部形很成的好氧/缺氧区以促

进硝化和反硝化的反应进程，本发明结合了曝气

生物滤池有机物容积负荷高、水力负荷大、水力

停留时间短等特点，相对减少了投资运行和维护

成本；提高了废水净化效果。本发明通过将养殖

池塘废水引入种植池，不仅净化了水质，同时也

为种植池中的水稻生长提供了营养物质，将水质

净化和经济作物种植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不同

生物之间的共生互利关系，营养物质得到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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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它包括以下步骤：

1）、将水上稻作系统中的养殖池塘中的养殖废水通过涵管经暗渠排入集水井（4）中，以

进行粗过滤和沉降；

2）、经粗过滤和沉降的废水通过进水提升泵提升，经管道流入种植池（1）的进水管；并

溢流进入楔形配水槽以对种植池（1）进行均匀的布水；

3）、溢流入种植池（1）的废水首先经进水端卵石滤层（7）进行再次过滤，以进一步去除

集水井（4）未能过滤的固体颗粒物质；

4）、经进水端卵石滤层（7）粗过滤的废水进入种植池（1），种植池（1）底部铺设有基质

（9），基质（9）上方通过陶粒浮板（12）种植有水稻（21），种植池（1）中陶粒浮板（12）的覆盖率

控制在50%~70%；通过种植池（1）底部基质（9）的间隙和水稻根区陶粒基质间隙的生物膜，可

将大分子含氮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无机物释放到外层水体，以促进植物吸收作用，同时发

达的水稻根系对废水中残留的颗粒物质能起到明显的截留，以实现废水的再次净化；

5）、水稻（21）在种植过程中，在水稻（21）返青期前需控制种植池（1）水力负荷不低于

1.16  m3/(m2·d)，并于分蘖期、抽穗期、扬花期和灌浆期喷施叶面肥，以保证水稻（21）营养

需求；

6）、水稻（21）在种植过程中种植池（1）内的废水，一是通过种植池（1）底部基质的间隙

和水稻根区陶粒基质间隙的生物膜进行硝化反硝化作用，二是同时控制与总曝气管连通过

的鼓风机的运行时间，以控制对种植池（1）的曝气强度，使其在合适的气水比条件下，促使

种植池（1）内部能够形成较完善的厌氧-缺氧-好氧区，由此增加内部微生物活性，实现同步

硝化和反硝化过程，以对废水进行净化；

7）、种植池（1）中完成再次净化的废水经收水端卵石滤层（8）又一次过滤后，通过总收

水管（14）与溢流管（15）连接流入收水池（3），然后经收水池（3）一侧暗管流入修饰塘（16）；

8）、向修饰塘（16）分别添加硅藻藻种和硅藻促生剂，利用未被种植池降解的营养物质

进行硅藻培育，提升修饰塘（16）中水体溶氧，处理过后的水体由修饰塘（16）的出水口，通过

与出水口连通的地下砼管回流入养殖池塘进水沟，再以跌水的方式回流入养殖池塘回用，

从而完成一次废水净化循环；如此反复，完成养殖池塘的养殖废水净化和净化过程中的水

稻种植；

步骤5）水稻种植过程包括：

1）、品种选择：

选择生长期能够覆盖养殖生物主要养殖期，矮梗，高质高产的品种，并按常规方法进行

育秧；

2）、移栽：

在秧龄为30-35天时，采用人工进行移栽，每个定植篮移栽2-3个秧苗，并用陶粒固定秧

苗植株；

3）、施肥：

由于种植池（1）中没有土壤基质，因此不宜按照传统稻田种植的施肥方式；总体按照N:

P:K=1:0.5:1.2的比例进行施肥；

4）、叶面肥喷施：

根据水稻（21）生长情况，适时适量喷洒叶面肥进行补充；从移栽到收获，水稻生长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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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蘖期、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灌浆期、黄熟期，根据各时期水稻生长情况进行适时适量

的追肥；施肥量按照水稻生长前期多，后期少的原则；追肥氮磷钾比例与基肥一致，或根据

水稻营养元素实际缺乏情况按照营养元素缺乏症检索表进行调整；

5）、病害防治：

种植池（1）水稻病害相对传统农田较少，其防治方法与传统方法种植水稻一致，在喷洒

农药后应保持3—5天不换水；

6）、水位管理：

基肥施加后，种植池（1）停止进排水，仅开启曝气装置，保持3-5天至水稻返青；水稻够

苗后，为抑制无效分蘖，种植池（1）暂停运行，排空晒田；晒田程度与传统水稻种植一致；晒

田完成后即可恢复运行；水稻（21）收割前一周，种植池（1）排空，暂停运行，水稻收割后恢复

运行；

7）、水稻收割：

水稻（21）种植过程中的杂草主要采用人工清除，水稻（21）成熟后采用人工收割；水稻

（21）收割后取出陶粒浮板（12）中的定植篮（13），将定植篮（13）中的稻草根拔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

所述水上稻作系统包括养殖池塘和种植池（1），设置在种植池（1）一侧的进水池（2）和设置

在种植池（1）另一侧的收水池（3），进水池（3）内设置有与集水井（4）连通的滤池进水管（5），

进水池（2）与种植池（1）之间设置有溢流墙（6），溢流墙（6）的顶端设置有楔形配水槽，靠近

溢流墙（6）一侧的种植池（1）内设置有进水端卵石滤层（7），靠近收水池（3）一侧的种植池

（1）内设置有收水端卵石滤层（8），进水端卵石滤层（7）和收水端卵石滤层（8）均为斜坡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

植池（1）的底部设置有基质（9），基质（9）内埋设有多孔收水管（10），多孔收水管（10）内设置

有纳米微孔曝气管（11），种植池（1）的水面设置有陶粒浮板（12），陶粒浮板（12）内设置有栽

培孔，栽培孔内设置有定植篮（13），多孔收水管（10）与总收水管（14）连通，总收水管（14）与

设置在收水池（3）中的溢流管（15）连通，收水池（3）与修饰塘（16）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修饰塘（16）的四侧为斜坡状，修饰塘（16）的底部及四侧自下至上设置有植绒土工膜（18）、

砂垫层（19）和植草砼块层（20）。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集水井（4）内设置有横向空心砖墙（22）和纵向空心砖墙（23），集水井（4）的一角设置有集水

井进水口（24），集水井（4）的另一角设置有集水井出水口（25），集水井进水口（24）与养殖池

塘连通，集水井出水口（25）与种植池（1）连通，集水井进水口（24）处的横向空心砖墙（22）和

纵向空心砖墙（23）为夹层空心砖墙，夹层空心砖墙内设置有卵石。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多孔收水管（10）为多根且平行分布在基质（9）内，各个多孔收水管（10）均与对应的立管

（17）连通，立管（17）的顶端设置有封盖，封盖上设置有纳米微孔曝气管安装孔，各多孔收水

管（10）内的纳米微孔曝气管（11）穿出纳米微孔曝气管安装孔与总曝气管连通，总曝气管与

鼓风机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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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9）为轻质陶粒，轻质陶粒的容重为7~10kN/m
3。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陶粒浮板（12）由陶粒、珍珠岩、硅酸水泥、粉煤灰和泡沫混合压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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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属养殖废水处理和再利用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人工湿地作为一种生态水处理技术，在污水处理、生态修复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有研究表明（孙文章，2014），在水力负荷为0.33m/d时，采用增加湿地基质溶解氧含量，对

COD、TAN、TP有最高去除率为84%、69%和68%；对来自沼液废水，在水力负荷为0.1m/d时，人工

湿地对COD、TAN、TP去除率最大，分别为90%、85%、98%（李美玲，2014），一般情况下人工湿地

最佳水力负荷在0.5m/d以下（和丽萍，2014），然而受污染地表水、农村生活污水等往往具有

N、P等污染物浓度低，水量大等特点，因此，采用人工湿地处理养殖废水存在占地面积大的

不足。

[0003] 在人工湿地净化污水过程中，植物作用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直接吸收利用污

水中可利用态的营养物质、吸附和富集重金属和一些有毒有害物质；2）为根区好氧微生物

输送氧气；3）增强和维持介质的水力传输。目前人工湿地选种植物通常为鸢尾、菖蒲、再力

花等，这些植物一般为生物量大、根系发达的常绿植物，但存在经济价值不高，一定程度上

影响人工湿地推广应用。

[0004] 曝气生物滤池BAF（Biological  Aerated  Filter）是20世纪80年代欧美开发的一

种新型污水处理技术。它借鉴了污水处理接触氧化法和给水快滤池的设计思路，集曝气、高

滤速、截留悬浮物及定期反冲洗等特点于一体，具有负荷高、占地少、能耗低、出水好及工艺

简单灵活等优点，曝气生物滤池借鉴了生物接触氧化反应器和深床过滤单元的设计原理，

省去了二次沉淀池设备,大大减少了占地面积，它是在普通生物滤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种污水处理新工艺，最大的特点是集生物氧化和截留悬浮固体于一体，节省了后续的二

次沉淀池，即保证了良好的处理效果，又最大程度的简化了处理工艺。曝气生物滤池工艺还

具有机物容积负荷高、水力负荷大、水力停留时间短等特点。曝气生物滤池的滤料一般为合

成纤维、聚苯乙烯小球、波纹板等材料，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滤料堵塞，必须通过反冲洗恢复

水处理特性，普遍采用的反冲洗方式是气水联合反冲洗，即先用气冲，再用气、水联合冲洗，

最后再用水漂洗，因此，曝气池的建设、使用和维护存在费用过大的不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

的水上稻作方法；该方法可根据工程情况，通过控制曝气强度和水力负荷，提升对水产养殖

废水等低污染物浓度水体净化功能和水处理体量，并通过经济作物的种植，实现更高的经

济效益和更好的环境效益。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养殖尾水再生利用的水上稻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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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1）、将水上稻作系统中的养殖池塘中的养殖废水通过涵管经暗渠排入集水井中，

以进行粗过滤和沉降；

[0009] 2）、经粗过滤和沉降的废水通过进水提升泵提升，经管道流入种植池的进水管；并

溢流进入楔形配水槽以对种植池进行均匀的布水;

[0010] 3）、溢流入种植池废水首先经进水端卵石滤层再次过滤，以进一步去除集水井未

能过滤的固体颗粒物质；

[0011] 4）、经进水端卵石滤层粗过滤的废水进入种植池，种植池底部铺设有基质，基质上

方通过陶粒浮板种植有水稻，种植池中陶粒浮板的覆盖率控制在50%~70%；通过种植池底部

基质的间隙和水稻根区陶粒基质间隙的生物膜，可将大分子含氮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无机

物释放到外层水体，以促进植物吸收作用，同时发达的水稻根系对废水中残留的颗粒物质

能起到明显的截留，以实现废水的再次净化。

[0012] 5）、水稻在种植过程中，在水稻返青期前需控制滤池水力负荷不低于1.16  m3/

(m2·d)，并于分蘖期、抽穗期、扬花期和灌浆期喷施叶面肥，以保证水稻不同生长期营养需

求；

[0013] 6）、水稻在种植过程中种植池内的废水，一是通过种植池底部基质的间隙和水稻

根区陶粒基质间隙的生物膜进行硝化反硝化作用，二是同时控制与总曝气管连通的鼓风机

的运行时间，以控制对种植池的曝气强度，使其在合适的气水比条件下，促使种植池内部能

够形成较完善的厌氧-缺氧-好氧区，由此增加内部微生物活性，实现同步硝化和反硝化过

程，以对废水进行净化；

[0014] 7）、种植池中反复净化的废水经收水端卵石滤层又一次过滤后，通过总收水管与

溢流管连接流入收水池，然后经收水池一侧暗管流入修饰塘；

[0015] 8）、向修饰塘添加硅藻藻种和硅藻促生剂，利用未被种植池降解的营养物质进行

硅藻培育，提升修饰塘中水体溶氧，处理过后的水体由修饰塘的出水口，通过与出水口连通

的地下砼管回流入养殖池塘进水沟，再以跌水的方式回流入养殖池塘回用，从而实现一次

养殖尾水的再生利用；如此反复，完成养殖池塘的养殖废水净化和净化过程中的水稻种植；

[0016] 步骤5所述的水稻种植过程包括：

[0017] 1）、品种选择：

[0018] 选择生长期能够覆盖养殖生物主要养殖期，矮梗，高质高产的品种，并按常规方法

进行育秧；

[0019] 2）、移栽：

[0020] 在秧龄为30-35天时，采用人工进行移栽，每个定植篮移栽2-3个秧苗，并用陶粒固

定秧苗植株；

[0021] 3）、施肥：

[0022] 由于种植池中没有土壤基质，因此不宜按照传统稻田种植的施肥方式；总体按照

N:P:K=1:0.5:1.2的比例进行施肥。

[0023] ）、叶面肥喷施：

[0024] 根据水稻生长情况，适时适量喷洒叶面肥进行补充。从移栽到收获，水稻生长分为

分蘖期、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灌浆期、黄熟期，根据各时期水稻生长情况进行适时适量

的追肥；施肥量按照水稻生长前期多，后期少的原则；追肥氮磷钾比例与基肥一致，也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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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水稻营养元素实际缺乏情况按照营养元素缺乏症检索表进行调整。

[0025] 5）、病害防治：

[0026] 种植池水稻病害相对传统农田较少，其防治方法与传统方法种植水稻一致，在喷

洒农药后应保持3—5天左右不换水。

[0027] 水位管理：

[0028] 基肥施加后，种植池停止进排水，仅开启曝气装置，保持3-5天至水稻返青。水稻够

苗后，为抑制无效分蘖，滤池暂停运行，排空晒田。晒田程度与传统水稻种植一致。晒田完成

后即可恢复运行。水稻收割前一周，种植池排空，暂停运行，水稻收割后恢复运行。

[0029] 水稻收割：

[0030] 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杂草主要采用人工清除，水稻成熟后采用人工收割。水稻收割

后取出陶粒浮板中的定植篮，将定植篮中的稻草根拔除。

[0031] 步骤1）所述水上稻作系统包括养殖池塘、种植池，设置在种植池一侧的进水池和

设置在种植池另一侧的收水池，进水池内设置有与集水井连通的滤池进水管，进水池与种

植池之间设置有溢流墙，溢流墙的顶端设置有楔形配水槽，靠近溢流墙一侧的种植池内设

置有进水端卵石滤层，靠近收水池一侧的种植池内设置有收水端卵石滤层，进水端卵石滤

层和收水端卵石滤层均为斜坡状。

[0032] 所述种植池的底部设置有基质，基质内埋设有多孔收水管，多孔收水管内设置有

纳米微孔曝气管，纳米微孔曝气管与鼓风机连通，种植池的水面设置有陶粒浮板，陶粒浮板

内设置有栽培孔，栽培孔内设置有定植篮，多孔收水管与总收水管连通，总收水管与设置在

收水池中的溢流管连通，收水池与修饰塘连通。

[0033] 所述的修饰塘的四侧为斜坡状，修饰塘的底部及四侧自下至上设置有植绒土工

膜、砂垫层和植草砼块层。

[0034] 所述的集水井内设置有横向空心砖墙和纵向空心砖墙，集水井的一角设置有集水

井进水口，集水井的另一角设置有集水井出水口，集水井进水口与养殖池塘连通，集水井出

水口与种植池连通，集水井进水口处的横向空心砖墙和纵向空心砖墙为夹层空心砖墙，夹

层空心砖墙内设置有卵石。

[0035] 所述的多孔收水管为多根且平行分布在基质内，各个多孔收水管均与对应的立管

连通，立管的顶端设置有封盖，封盖上设置有纳米微孔曝气管安装孔，各个多孔收水管内的

纳米微孔曝气管穿出纳米微孔曝气管安装孔与总曝气管连通，总曝气管与鼓风机连接。

[0036] 所述的基质为轻质陶粒，轻质陶粒的容重为7~10kN/m
3，

[0037] 所述的陶粒浮板由陶粒、珍珠岩、硅酸水泥、粉煤灰和泡沫混合压制而成。

[0038] 表1 水稻营养元素缺乏症检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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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为表明本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进行了各项对比试验，其结果如下：

[0041] 表2.  稻作系统对实验塘养殖尾水的利用效果

[0042]

[0043] 集水井进水和修饰塘出水之间的比较具显著性差异（P<0.05），表2中，上标a和b分

别用来区别集水井进水相关数据和修饰塘出水相关数据。

[0044] 从表2可以看出，湿地出水水质参数均显著低于进水水质参数（P<0.05），养殖池塘

废水中氮磷营养物质的利用率从35.91%到80.96，通过该复合循环水养殖系统，能有效利用

池塘养殖废水中的氮磷营养物质。

[0045] 表3水稻考种指标

[0046]

[0047]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48] 1、增加了可调节的底部曝气增氧设备，结合了曝气生物滤池有机物容积负荷高、

水力负荷大、水力停留时间短等特点，相对减少了投资运行和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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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2、使用轻质页岩陶粒作为湿地的基质，增强了湿地的水力学特性，为微生物提供

更大的附着面积，增强系统对污染物的去处。该基质的特点是疏松多孔、通气性好、表面积

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便于微生物的附着，特别是为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提供了良好的

附着点；另一方面便于曝气管中的氧气进入湿地，为硝化细菌提供充足的氧气，同时，由于

该基质多孔，含水率高，便于湿地形成厌氧环境，有利于反硝化作用除氦。此外，这种基质质

轻，松散容量小，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有效避免堵塞，提高了运行周期；

[0050] 3、选择轻质浮床作为水生植物的载体，设计了专用的栽培盘，相对于直接在湿地

基质中栽种植物更加方便；

[0051] 4、选择了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如水稻、空心菜、水芹菜和水雍菜等），通过种植经

济作物，发达的根系不仅可以吸附拦截固体颗粒，根部形成的好氧/缺氧区促进硝化和反硝

化的反应进程，并且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此外由于人工湿地的植物种植效果，使得植

物水面相映营造了优美的环境效果。并且本发明通过将养殖池塘废水引入种植池，不仅净

化了水质，同时也为种植池中的水稻生长提供了营养物质，将水质净化和经济作物种植有

机的结合起来，实现不同生物之间的共生互利关系，营养物质得到循环。

附图说明

[0052] 图1为本发明的种植池的结构示意图；

[0053] 图2为本发明的种植池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54] 图3为本发明的陶粒浮板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55] 图4为本发明的陶粒浮板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56] 图5为本发明的集水井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57] 图6为本发明的修饰塘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58] 图中：1、种植池，2、进水池，3、收水池，4、集水井，5、滤池进水管，6、溢流墙，7、进水

端卵石滤层，8、收水端卵石滤层，9、基质，10、多孔收水管，11、纳米微孔曝气管，12、陶粒浮

板，13、定植篮，14、总收水管，15、溢流管，16、修饰塘，17、立管，18、植绒土工膜，19、砂垫层，

20、植草砼块层，21、水稻，22、横向空心砖墙，23、纵向空心砖墙，24、集水井进水口，25、集水

井出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59] 将水上稻作系统中的养殖池塘中的养殖废水通过涵管经暗渠排入集水井4中，以

进行粗过滤和沉降。水上稻作系统包括养殖池塘、种植池1，设置在种植池一侧的进水池2和

设置在种植池另一侧的收水池3，进水池2内设置有与集水井4连通的滤池进水管5，进水池2

与种植池1之间设置有溢流墙6，溢流墙6的顶端设置有楔形配水槽，靠近溢流墙6一侧的种

植池1内设置有进水端卵石滤层7，靠近收水池3一侧的种植池1内设置有收水端卵石滤层8，

进水端卵石滤层7和收水端卵石滤层8均为斜坡状。进水端卵石滤层7和收水端卵石滤层8选

用粒径为8～15cm的卵石构建，进水端卵石滤层7和收水端卵石滤层8的高度均为90cm。

[0060] 种植池1的底部设置有基质9，基质9为轻质陶粒，轻质陶粒的容重为7~10kN/m
3，基

质9的厚度为30cm，基质9的粒径为1～2cm，空隙率为0.4的陶粒。构成基质9的轻质陶粒由于

其疏松多孔的特性，增加了底部曝气输送的气体与水体的接触面积与扩散路径，便于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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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附着，且能有效避免基质9堵塞，基质9表面覆盖聚乙烯网片，覆盖聚乙烯网片四周及中部

通过卵石袋压住，以防止基质9因加水上浮。

[0061] 基质9内埋设有多个多孔收水管10，多孔收水管10内设置有纳米微孔曝气管11，多

孔收水管10上开设有孔径为0.6cm的收水孔。多孔收水管10平行分布在基质9内，其一端设

置有与其对应并连通的立管17，立管17的顶端设置有封盖，封盖上设置有气管安装孔，各多

孔收水管10内的纳米微孔曝气管11穿出安装孔与总曝气管连通，总曝气管与鼓风机连接；

鼓风机的功率选用0.75KW，出气量为110m3/h  。

[0062] 种植池1的水面设置有陶粒浮板12，陶粒浮板12由陶粒、珍珠岩、硅酸水泥、粉煤灰

和泡沫原料混合压制而成。陶粒浮板12内设置有栽培孔，陶粒浮板12的长宽厚为0.5m×

0.5m×0.08m，种植池1陶粒浮板12的覆盖率保持在50%~70%。陶粒浮板12横向2~3块，纵向8~
12块，通过细尼龙绳固定组合，以强化陶粒浮板12抗风浪能力和稳定性；陶粒浮板12上设置

的栽培孔数量为4个，栽培孔孔径为10cm，栽培孔内设置有定植篮13。从而通过定植篮13将

水稻21栽种于陶粒浮板129中，水稻栽种密度为9.24株/m2，定植篮13内填充有陶粒，以起到

固定水稻21的作用。

[0063] 多孔收水管10一端设置有总收水管14，多孔收水管10与总收水管14连通；总收水

管14与设置在收水池3中的溢流管15连通，收水池3与修饰塘16连通。

[0064] 修饰塘16的底部及四侧自下至上设置有植绒土工膜18、砂垫层19和植草砼块层

20。

[0065] 集水井4内设置有横向空心砖墙22和纵向空心砖墙23，集水井4的一角设置有集水

井进水口24，集水井4的另一角设置有集水井出水口25，集水井进水口24与养殖池塘连通，

集水井出水口25与种植池1连通，集水井进水口24处的横向空心砖墙22和纵向空心砖墙23

为夹层空心砖墙，夹层空心砖墙内设置有卵石。

[0066] 在集水井4中通过粗过滤和沉降的养殖废水通过提升泵提升（提升泵305采用功

率：3-4KW，扬程：30m。），经管道流入滤池进水管5，并通过楔形配水槽均匀的对种植池1进行

溢流布水。

[0067] 溢流入种植池1中的废水首先经进水端卵石滤层7进行再次过滤，以进一步去除集

水井4未能过滤的固体颗粒物质；经进水端卵石滤层7粗过滤的废水进入种植池1，由于种植

池1底部铺设有基质9，基质9上方通过陶粒浮板12种植有水稻21，且种植池1中陶粒浮板109

的覆盖率控制在50%~70%；种植池1底部基质9的间隙和水稻21根区陶粒基质间隙的生物膜

通过硝化反硝化作用，可将大分子含氮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无机物释放到外层水体，促进

植物吸收作用，发达的水稻21根系对废水中残留的颗粒物质能起到明显的截留作用。

[0068] 水稻21在种植过程中，在水稻21返青期前需控制滤池水力负荷不低于1.16  m3/

(m2·d)，并于分蘖期、抽穗期、扬花期和灌浆期喷施叶面肥，以保证水稻21营养需求。

[0069] 水稻21在种植过程包括：

[0070] 品种选择：

[0071] 选择生长期能够覆盖养殖生物主要养殖期，矮梗，高质高产的品种，如：Y两优11

号，全生育期135天左右，秧龄期30天左右。并按常规方法进行育秧；

[0072] 移栽：

[0073] 根据所选水稻品种的不同，移栽秧苗的秧龄也有所差异。常规手栽中苗一般在6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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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左右移栽，秧龄30-35天。如，Y两优11号秧龄期30天左右，应选择此时的秧苗进行移栽。通

常稻田移栽密度约20-30穴/m2，陶粒浮板12栽培孔密度通常略低于该水平，且养殖肥水营

养相对水稻21生长所需水平较低，移栽时需相对常规稻田增加每穴苗数。采用人工移栽，每

个定植篮2-3个秧苗，用陶粒固定秧苗植株。

[0074] 施肥：

[0075] 由于生物滤池没有土壤基质，因此不宜按照稻田种植的施肥方式。养殖水体氮磷

元素较为充足，而钾比较缺乏。总体按照N:P:K=1:0.5:1.2的比例进行施肥，另外根据养殖

肥水中氮磷比例，可适当调整添加的配比和剂量。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进行施肥。基肥、孽

肥、穗肥、粒肥等可按照约30%：30%：20%：20%的比例进行施加，也可结合水稻实际生长情况

进行调整。

[0076] 叶面肥喷施：

[0077] 根据水稻生长情况，适时适量喷洒叶面肥进行补充。从移栽到收获，水稻生长分为

分蘖期、拔节期、孕穗期、抽穗期、灌浆期、黄熟期，根据各时期水稻生长情况进行适时适量

的追肥；施肥量按照水稻生长前期多，后期少的原则；追肥氮磷钾比例与基肥一致，也可根

据水稻营养元素实际缺乏情况按照营养元素缺乏症检索表进行调整（参见表1）。

[0078] 病害防治：

[0079] 种植池水稻病害相对传统农田较少，其防治方法与传统方法种植水稻一致，在喷

洒农药后应保持3——5天左右不换水。

[0080] 水位管理：

[0081] 基肥施加后，种植池停止进排水，仅开启曝气装置，保持3-5天至水稻返青。水稻够

苗后，为抑制无效分蘖，滤池暂停运行，排空晒田。晒田程度与传统水稻种植一致。晒田完成

后即可恢复运行。水稻收割前一周，种植池排空，暂停运行，水稻21收割后恢复运行。

[0082] 水稻收割：

[0083] 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杂草主要采用人工清除，水稻成熟后采用人工收割。水稻收割

后取出陶粒浮板12中的定植篮13，将定植篮13中的稻草根拔除。

[0084] 水稻21在种植过程中种植池1内的废水，一是通过种植池1底部基质9的间隙和水

稻根区陶粒基质间隙的生物膜进行硝化反硝化作用，二是同时控制与总曝气管连通过的鼓

风机的运行时间，以控制对种植池1的曝气强度，使其在合适的气水比条件下，促使种植池

内部能够形成较完善的厌氧-缺氧-好氧区，由此增加内部微生物活性，实现同步硝化和反

硝化过程，达到对废水进行净化的目的；

[0085] 种植池1中完成净化的废水经收水端卵石滤层8又一次过滤后，通过总收水管14和

与其连通的溢流管15连接流入收水池3，然后经收水池3一侧暗管流入修饰塘16。

[0086] 修饰塘16为长×宽×深=17m×10m×1m的砖块混凝土结构，修饰塘16的四壁为坡

度为1：1.5的斜壁，修饰塘16的植绒土工膜18的厚度为4mm、砂垫层19的厚度为200mm，植草

砼块层20的厚度为60mm。植绒土工膜18起到防渗作用，砂垫层19位于植绒土工膜18和植草

砼块20之间，植草砼块20上种植有植物，不仅可以固定砂垫层19和植草砼块20之间的连接，

还可以通过光合作用为修饰塘16中水体复氧。

[0087] 向修饰塘16中分别添加硅藻藻种和硅藻促生剂，利用未被种植池1降解的营养物

质进行硅藻培育，提升修饰塘16中水体溶氧，处理过后的水体由修饰塘16的出水口，通过与

说　明　书 7/8 页

11

CN 106630385 B

11



出水口连通的地下砼管回流入养殖池塘进水沟，再以跌水的方式回流入养殖池塘回用，从

而完成一次废水净化循环；如此反复，完成养殖池塘的养殖废水净化和净化过程中的水稻

种植；

[0088] 本发明种植池1采用序批式进水—停留反应—连续出水—排空闲置的方式运行，

种植池1的水力停留时间为24小时，水力负荷为0.58  m3/(m2·d)，鼓风机向种植池1的通气

量与种植池1中水的体积的比值气水比为2:1。每天上午8点对种植池1进行布水，种植池1中

的水力停留时间为24小时，期间每3小时曝气30分钟，于第二天上午8点将水排出，并回流至

各养殖池塘。

[0089] 上述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但

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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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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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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