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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多元生态养殖方法及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元生态养殖方法及系

统，其特征在于，它是在大棚内的种植区域外划

分水产养殖区域，在水产养殖区域的水面搭建种

植水生植物的浮箱，并在种植区域和水产养殖区

域之间建立循环水灌溉系统，使水产养殖区域的

水作为种植区的灌溉用水，种植区灌溉后渗出的

水又返回水产养殖区域。本发明采用的方法简

单，绿色环保，能够生产无化学污染的植物、水产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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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元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它是在大棚内的种植区外划分水产养殖区，在

水产养殖区的水面搭建种植水生植物的浮箱，并在种植区和水产养殖区之间建立循环水灌

溉系统，使水产养殖区的水作为种植区的灌溉用水，种植区灌溉后渗出的水又返回水产养

殖区；在种植区内是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种植蔬果，在种植箱和/或种植区的外围采用立体种

植的形式，利用立体空间种植蔬菜；

在结构上包括水产类养殖区和种植区，水产类养殖区环绕种植区设置，水产类养殖区

与种植区之间设置有循环水灌溉系统；

水产类养殖区的水面上设置有多个种植蔬菜的浮箱，浮箱上设置有容蔬菜根部延伸向

水中的多个通孔；种植区内设置有若干排种植箱，在种植箱的外缘设置有立体式种植管架；

循环水灌溉系统包括与种植箱对应的灌溉管道一、与立体式种植管架对应的灌溉管道二，

由种植箱引向水产类养殖区的排水管道一、由立体式种植管架引向水产类养殖区的排水管

道二，以及分别与灌溉管道一、灌溉管道二连接的抽水泵，抽水泵设置有抽水管延伸向水产

类养殖区的水中，通过抽水泵为种植箱和立体式种植管架中的植物灌溉浇水，灌溉后渗出

的水再经过排水管道一、排水管道二流入水产类养殖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元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浮箱包括浮箱框架和覆

盖于浮箱框架表面的网罩，浮箱框架包括上、下层框架和连接于上层框架和下层框架之间

的支撑杆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元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框架的网罩表面覆

盖有一层网板，网板通过紧固件或绑带与上层框架连接固定，用于作为种植水生植物的支

撑平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元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立体式种植管架包括若

干层呈上下分布的种植管和立于种植管下方的托架，种植管的上部设置有槽口，用于种植

蔬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元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溉管道一和灌溉管道

二上分别设置有喷淋头和/或滴灌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元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箱包括落地式种植

箱和悬置式种植箱，落地式种植箱平放于种植区的地面上，悬置式种植箱包括支撑箱架和

设置在支撑箱架上的箱体，支撑箱架包括矩形框架和立于矩形框架底部的支撑脚，矩形框

架的底部设置有多条连接加强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元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矩形框架的下方设置有种植

喜阴植物的种植箱架，在种植箱架外围一层网布，在种植箱架内设置有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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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生态养殖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养殖技术领域，更具体的是涉及多元生态养殖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在国民生产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科技

的发展和进步，以及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需要，迫切要求中国农业发展走现代化、科技化的道

路。现代农业生产分类有种植业、养殖业等，一般不同种类的农业生产工作彼此独立，各不

相干，肥料的施用、饲料的补给都是独立分开。现代农业肥料和饲料中都加入了大量的化学

物质，这带来了植物和动物体内化学有害元素的日渐堆积，人们在食用这些动植物之后，容

易导致各种疾病。因此近年来，利用无污染的水域及天然饵料，或者运用生态技术措施，改

善养殖水质和生态环境，按照特定的养殖模式进行增殖、养殖，投放无公害饲料，也不施肥、

洒药，目标是生产出无公害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生态养殖的应用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

但这些肥料、饲料制作成本较高，带来了动植物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普通老百姓难以承

受，因此，致使其难以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之不足而提供的一种不仅能降低养殖成本

的多元生态养殖方法。

[000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布局合理的多元生态养殖系统。

[0005] 本发明是采用如下技术解决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一种多元生态养殖方法，其特

征在于，它是在大棚内的种植区域外划分水产养殖区域，在水产养殖区域的水面搭建种植

水生植物的浮箱，并在种植区域和水产养殖区域之间建立循环水灌溉系统，使水产养殖区

域的水作为种植区的灌溉用水，种植区灌溉后渗出的水又返回水产养殖区域，由于水产养

殖区域的水本身就含有丰富的生物肥料，因此无需再为种植区域的植物施加化学肥料。

[000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在种植区域内是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种植蔬果，在种

植箱和/或种植区域的外围采用立体种植的形式，利用立体空间种植蔬菜。

[0007] 一种多元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水产类养殖区和种植区，水产类养殖

区环绕种植区设置，水产类养殖区与种植区之间设置有循环水灌溉系统；

[0008] 水产类养殖区的水面上设置有多个种植蔬菜的浮箱，浮箱上设置有容蔬菜根部延

伸向水中的多个通孔；种植区内设置有若干排种植箱，在种植箱的外缘设置有立体式种植

管架。

[000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说明，所述循环水灌溉系统包括与种植箱对应的灌溉管道

一、与立体式种植管架对应的灌溉管道二，由种植箱引向水产类养殖区的排水管道一、由立

体式种植管架引向水产类养殖区的排水管道二，以及分别与灌溉管道一、灌溉管道二连接

的抽水泵，抽水泵设置有抽水管延伸向水产类养殖区的水中，通过抽水泵为种植箱和立体

式种植管架中的植物灌溉浇水，灌溉后渗出的水再经过排水管道一、排水管道二流入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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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养殖区。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浮箱包括浮箱框架和覆盖于浮箱框架表面的网罩，浮箱框架包括

上、下层框架和连接于上、下层框架之间的支撑杆架。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上层框架的网罩表面覆盖有一层网板，网板通过紧固件或绑带与

上层框架连接固定，用于作为种植水生植物的支撑平台。

[0012] 所述立体式种植管架包括若干层呈上下分布的种植管和立于种植管下方的托架，

种植管的上部设置有槽口，用于种植蔬菜。

[0013] 所述灌溉管道一和灌溉管道二上分别设置有喷淋头和/或滴灌头。

[0014] 所述种植箱包括落地式种植箱和悬置式种植箱，落地式种植箱平放于种植区的地

面上，悬置式种植箱包括支撑箱架和设置在支撑箱架上的箱体，支撑箱架包括矩形框架和

立与矩形框架底部的支撑脚，矩形框架的底部设置有多条连接加强杆。

[0015] 本发明采用上述技术解决方案所能达到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发明采用在大棚内的种植区域外划分水产养殖区域，在水产养殖区域的水面搭

建种植水生植物的浮箱，并在种植区域和水产养殖区域之间建立循环水灌溉系统，使水产

养殖区域的水作为种植区的灌溉用水，种植区灌溉后渗出的水又返回水产养殖区域，由于

水产养殖区域的水富含植物所需的各种养分，因此无需再为种植区域的植物施加化学肥

料，此外，经过植物吸收、过滤的水返回水产养殖区域的过程，使水产养殖区域的水得到活

化，为鱼类、虾类等水产的饲养提供更加清洁、富有氧分的水源，提高生物活力，提高水产生

物的产量和质量。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浮箱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图2的仰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悬置式种植箱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立体式种植管架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的种植管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的浮箱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说明：1、水产类养殖区  2、种植区  2-1、种植箱  2-11、落地式种植箱  2-

12、悬置式种植箱  2-121、支撑箱架  2-1211、矩形框架  2-1212、支撑脚  2-1213、连接加强

杆  2-1214、种植箱架  2-122、箱体  2-2、立体式种植管架  2-21、种植管  2-211、槽口  2-22、

托架  3、循环水灌溉系统  3-1、灌溉管道一  3-2、灌溉管道二  3-3、排水管道一  3-4、排水管

道二  3-5、抽水泵  3-6、抽水管  3-7、喷淋头4、浮箱  4-1、浮箱框架  4-11、上层框架  4-12、

下层框架  4-13、支撑杆架  4-2、网罩  4-3、网板  4-4、保护网板  5、浮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技术方案作详细的描述。

[0027] 本发明是一种多元生态养殖方法，它是在大棚内的种植区域外划分水产养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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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水产养殖区域的水面搭建种植水生植物的浮箱，并在种植区域和水产养殖区域之间

建立循环水灌溉系统，使水产养殖区域的水作为种植区的灌溉用水，种植区灌溉后渗出的

水又返回水产养殖区域，由于水产养殖区域的水本身就含有丰富的生物肥料，因此无需再

为种植区域的植物施加化学肥料。在种植区域内是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种植蔬果，在种植区

域的外围采用立体种植的形式，利用立体空间种植蔬菜。

[0028] 以下是采用所述多元生态养殖方法的生态养殖系统，如图1-图6所示，它包括水产

类养殖区1和种植区2，水产类养殖区环绕种植区设置，水产类养殖区与种植区之间设置有

循环水灌溉系统3；水产类养殖区的水面上设置有多个种植蔬菜的浮箱4，浮箱4上设置有容

蔬菜根部延伸向水中的多个通孔；种植区2内设置有若干排种植箱2-1，在种植箱的外缘设

置有立体式种植管架2-2。立体式种植管架2-2包括若干层呈上下分布的种植管2-21和立于

种植管下方的托架2-22，种植管的上部设置有槽口2-211，用于种植蔬菜。

[0029] 所述循环水灌溉系统3包括与种植箱对应的灌溉管道一3-1、与立体式种植管架对

应的灌溉管道二3-2，由种植箱引向水产类养殖区的排水管道一3-3、由立体式种植管架引

向水产类养殖区的排水管道二3-4，以及分别与灌溉管道一、灌溉管道二连接的抽水泵3-5，

抽水泵3-5设置有抽水管3-6延伸向水产类养殖区的水中，通过抽水泵为种植箱和立体式种

植管架中的植物灌溉浇水，灌溉后渗出的水再经过排水管道一、排水管道二流入水产类养

殖区。灌溉管道一和灌溉管道二上分别设置有喷淋头和/或滴灌头3-7。

[0030] 进一步地，浮箱4包括浮箱框架4-1和覆盖于浮箱框架表面的网罩4-2，浮箱框架包

括上、下层框架4-11、4-12和连接于上、下层框架之间的支撑杆架4-13。上层框架的网罩表

面覆盖有一层网板4-3，网板通过紧固件或绑带与上层框架连接固定，用于作为种植水生植

物的支撑平台；为了增强支撑和防止鱼类食用植物的根部，在下层框架的底部还可以设置

保护网板4-4，如图7所示。

[0031] 所述种植箱2-1包括落地式种植箱2-11和悬置式种植箱2-12，落地式种植箱平放

于种植区的地面上，悬置式种植箱2-12包括支撑箱架2-121和设置在支撑箱架上的箱体2-

122，支撑箱架2-121包括矩形框架2-1211和立于矩形框架底部的支撑脚2-1212，矩形框架

的底部设置有多条连接加强杆2-1213。矩形框架的下方设置有种植喜阴植物的种植箱架2-

1214，在种植箱架外围一层网布，在种植箱架内设置有喷头，可种植蘑菇等植物。在一般情

况下，落地式种植箱会集中分布在水产类养殖区围绕的中心区域，而悬置式种植箱会安放

在水产类养殖区外围的人行过道上，除了种植蔬菜、水果外，还可以种植花草，美化棚内环

境。

[0032]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浮箱4可以相互拼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浮台5，如图8所示，

在浮台的表面局部搭建平台板，在局部搭建有平台板的浮台上可以实现多种功能，如设置

游戏区域，饮食区域，种植区域等等，实现水陆两用功能。

[003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采用在大棚内的种植区域外划分水产养殖区域，在水产

养殖区域的水面搭建种植水生植物的浮箱，并在种植区域和水产养殖区域之间建立循环水

灌溉系统，使水产养殖区域的水作为种植区的灌溉用水，种植区灌溉后渗出的水又返回水

产养殖区域，由于水产养殖区域的水富含植物所需的各种养分，因此无需再为种植区域的

植物施加化学肥料，此外，经过植物吸收、过滤的水返回水产养殖区域的过程，使水产养殖

区域的水得到活化，为鱼类、虾类等水产的饲养提供更加清洁、富有氧分的水源，提高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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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提高水产生物的产量和质量。

[0034]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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