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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

殖系统，适用于池塘及其丘陵山坳池塘，包括若

干个陆基半埋式建设的旋流养殖池，所述旋流养

殖池的上部设置有分别经排水沟与净化池塘相

连接，旋流养殖池的底部分别经排污管与沉淀池

相连接，所述沉淀池的上部经排水沟与净化池塘

相连接，沉淀池的底部经排污管与粪污收集池相

连接，所述净化池塘内的出水端经进水管到与曝

气分流池相连通，所述曝气分流池设置有分别通

往各个旋流养殖池并制造旋流的注水管道。该陆

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解决了养殖池水

体立体循环交换的问题，实现高效生态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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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包括若干个陆基半埋式建设的旋流养殖池，

其特征在于，所述旋流养殖池的上部设置有分别经排水沟与净化池塘相连接，旋流养殖池

的底部分别经排污管与沉淀池相连接，所述沉淀池的上部经排水沟与净化池塘相连接，沉

淀池的底部经排污管与粪污收集池相连接，所述净化池塘内的出水端经进水管到与曝气分

流池相连通，所述曝气分流池设置有分别通往各个旋流养殖池并制造旋流的注水管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旋流养殖

池设置于净化池塘的塘岸，旋流养殖池的上部设置有出水缺口，所述出水缺口与排水沟相

连通并设置有滤水网，旋流养殖池的底部分别设置有与排污管相连接的集污漏斗。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旋流

养殖池为圆柱锅底形水泥池并由24砖墙浆砌或钢筋混凝土浇注而成，且旋流养殖池设置有

双面水泥砂浆防水粉刷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旋流养殖

池的直径为4m、柱体墙高2.1m，旋流养殖池地平面以上的高度为1.1m，旋流养殖池的锅底坡

度为20度、中心位置最深2.8m。

5.根据权利要求1、2或4所述的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

化池塘包括一端与排水沟输出端相连接的水生植物净化区，所述水生植物净化区的另一端

连接有鱼类净化利用区，所述鱼类净化利用区的出水端设置有泵水井，所述泵水井内设置

有与进水管相连接的潜水泵。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植物

净化区与鱼类净化利用区的面积比为1:2，所述泵水井为正方形砖粉水泥池，泵水井的池高

低于净化池塘正常水位，泵水井的上端设置有滤水网，所述滤水网高于净化池塘正常水位。

7.根据权利要求1、2、4或6所述的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沉淀池设置于旋流养殖池的一侧并为长方形“V”形底结构，沉淀池的上部设置有与排水沟

相连接的溢水缺口，所述溢水缺口上设置有过滤网。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旋流养殖

池伸入沉淀池的排污管出水端设置有第一闸阀，所述第一闸阀的控制杆竖向穿出沉淀池，

连接于沉淀池“V”形底并与粪污收集池相连通排污管上设置有第二闸阀。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分流

池设置于旋流养殖池与进水池塘之间，曝气分流池的上部与进水管的输出端相连接，曝气

分流池的底部设置有曝气盘，曝气分流池的下部侧壁间隔设置有若干个分别与注水管道相

连通的分流出水口。

10.根据权利要求1、2、4、6、8或9所述的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注水管道包括与曝气分流池相连接的进水管部，所述进水管部的输出端连接有垂直插

入到旋流养殖池底的出水管部，所述出水管部自上而下间隔设置有水平喷水管，所述水平

喷水管与旋流养殖池内壁切线的夹角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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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适用于池塘及其丘陵山坳池

塘。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各地池塘循环水养殖开发和创新如火如荼，流水槽、集装箱、灌体、生态湿

地、池塘微流水等不同形式的循环水养殖模式如雨后春笋，精彩纷呈，并取得了不同的试验

示范推广成效，有效改变了传统粗放型生产方式，全面拓宽了渔业发展空间，为渔业增效和

渔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但是由于制作成本较高，排泄物及残饵分离效果差，养殖效果不理

想等现实问题，限制了以上模式的示范推广。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该陆基半埋式旋流

循环水养殖系统解决了养殖池水体立体循环交换的问题，实现高效生态养殖。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在于：一种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包括若干个

陆基半埋式建设的旋流养殖池，所述旋流养殖池的上部设置有分别经排水沟与净化池塘相

连接，旋流养殖池的底部分别经排污管与沉淀池相连接，所述沉淀池的上部经排水沟与净

化池塘相连接，沉淀池的底部经排污管与粪污收集池相连接，所述净化池塘内的出水端经

进水管到与曝气分流池相连通，所述曝气分流池设置有分别通往各个旋流养殖池并制造旋

流的注水管道。

[0005] 进一步地，所述旋流养殖池设置于净化池塘的塘岸，旋流养殖池的上部设置有出

水缺口，所述出水缺口与排水沟相连通并设置有滤水网，旋流养殖池的底部分别设置有与

排污管相连接的集污漏斗。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旋流养殖池为圆柱锅底形水泥池并由24砖墙浆砌或钢筋混凝土浇

注而成，且旋流养殖池设置有双面水泥砂浆防水粉刷层。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旋流养殖池的直径为4m、柱体墙高2.1m，旋流养殖池地平面以上的

高度为1.1m，旋流养殖池的锅底坡度为20度、中心位置最深2.8m。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净化池塘包括一端与排水沟输出端相连接的水生植物净化区，所

述水生植物净化区的另一端连接有鱼类净化利用区，所述鱼类净化利用区的出水端设置有

泵水井，所述泵水井内设置有与进水管相连接的潜水泵。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水生植物净化区与鱼类净化利用区的面积比为1:2，所述泵水井为

正方形砖粉水泥池，泵水井的池高低于净化池塘正常水位，泵水井的上端设置有滤水网，所

述滤水网高于净化池塘正常水位。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沉淀池设置于旋流养殖池的一侧并为长方形“V”形底结构，沉淀池

的上部设置有与排水沟相连接的溢水缺口，所述溢水缺口上设置有过滤网。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旋流养殖池伸入沉淀池的排污管出水端设置有第一闸阀，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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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闸阀的控制杆竖向穿出沉淀池，连接于沉淀池“V”形底并与粪污收集池相连通排污管上

设置有第二闸阀。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曝气分流池设置于旋流养殖池与进水池塘之间，曝气分流池的上

部与进水管的输出端相连接，曝气分流池的底部设置有曝气盘，曝气分流池的下部侧壁间

隔设置有若干个分别与注水管道相连通的分流出水口。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注水管道包括与曝气分流池相连接的进水管部，所述进水管部的

输出端连接有垂直插入到旋流养殖池底的出水管部，所述出水管部自上而下间隔设置有水

平喷水管，所述水平喷水管与旋流养殖池内壁切线的夹角为45°。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该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

统集合了养殖技术的优势，解决了养殖池水体立体循环交换的问题同时对养殖排泄物的处

理技术进行革新，创造性地设计了一种简易有效的鱼/粪分离方法，结合土池水质净化功

效，实现高效生态养殖的效果。该系统养殖产量高、品质优、效益好且具有生态环保等技术

优点，适合在不同的池塘条件实施，具有投资小、管理方便、不受池塘大小限制等特点，具有

很大的应用空间。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工艺流程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旋流式循环池与粪污分离系统立体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旋流式循环池与粪污分离系统剖视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曝气分流池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注水管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水循环路线   10-旋流养殖池   11-排水沟   12-排污管   13-出水缺口  

14-集污漏斗   15-第一闸阀   16-控制杆   17-锈钢栅栏   18-坡度   20-净化池塘   21-进

水管   22-水生植物净化区   23-鱼类净化利用区   24-泵水井   30-沉淀池   31-排污管  

32-溢水缺口   33-第二闸阀   40-粪污收集池   50-曝气分流池   51-曝气盘   52-分流出

水口   60-注水管道   61-进水管部   62-出水管部   63-水平喷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让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

作详细说明如下，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此。

[0023] 参考图1至图6

[0024] 一种陆基半埋式旋流循环水养殖系统，包括若干个陆基半埋式建设的旋流养殖池

10，所述旋流养殖池的上部设置有分别经排水沟11与净化池塘20相连接，旋流养殖池的底

部分别经直径为10cm的排污管12与沉淀池30相连接，所述沉淀池的上部经排水沟11与净化

池塘相连接，沉淀池的底部经排污管31与粪污收集池40相连接，所述净化池塘内的出水端

经进水管21到与曝气分流池50相连通，所述曝气分流池设置有分别通往各个旋流养殖池并

制造旋流的注水管道60。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旋流养殖池设置于净化池塘的塘岸，旋流养殖池的上部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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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1m、高1m的出水缺口13，所述出水缺口与排水沟相连通并设置有100目滤水网，旋流养殖

池的底部分别设置有与排污管相连接的集污漏斗14，所述集污漏斗的上端开口设置有不锈

钢栅栏17，集污漏斗的上端开口为50cm，深30cm，收口直径100mm以上（如要把此口作为收鱼

使用，则需较大的口径）。集污漏斗为钢筋水泥结构，表面光滑。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旋流养殖池为圆柱锅底形水泥池并由24砖墙浆砌或钢筋混凝土

浇注而成（厚≥10cm），且旋流养殖池设置有双面水泥砂浆防水粉刷层。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旋流养殖池的直径为4m、柱体墙高2.1m，旋流养殖池地平面以上

的高度为1.1m（国际护栏安全标准）。旋流养殖池的锅底坡度18为20度、中心位置最深2.8m。

蓄水深度1.8-2.5m，水体容积约25.6m3，净化塘面积与养殖池数量比为1：1（即每亩净化塘

水面建设一个循环水养殖池）。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净化池塘包括一端与排水沟输出端相连接的水生植物净化区

22，所述水生植物净化区的另一端溢水口连接有鱼类净化利用区23，所述鱼类净化利用区

的出水端设置有泵水井24，所述泵水井内设置有与进水管相连接的潜水泵。所述水生植物

净化区22内种植茭白、莲藕、空心菜等；所述鱼类净化利用区内养殖鲢鳙等滤食性鱼类；潜

水泵功率大小根据圆形养殖池数量确定，泵水量能确保每口养殖池换水量在0.5次/小时以

上即可。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水生植物净化区与鱼类净化利用区的面积比为1:2，所述泵水井

为边长1m～2m的正方形砖粉水泥池，泵水井的池高低于净化池塘正常水位50cm，泵水井的

上端设置有40目滤水网，所述滤水网高于净化池塘正常水位30cm。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沉淀池设置于旋流养殖池的一侧并为长方形“V”形底结构，沉淀

池靠近净化池塘一端开一宽30cm的可控制沉淀池水位并与排水沟相连接的溢水缺口32，所

述溢水缺口上设置有100目过滤网。“V”底上椽比集污漏斗下端接口低50cm以上，确保集污

漏斗下接的排污管道能以20°角倾斜排入沉淀池。“V”底部中央缺口接110mmPPC管道口。该

溢水缺口的溢水为微流水状态，每口池微流水流量为1.52m3/小时（保证锅底换水与整个养

殖池换水同步，即0.5次/小时），用于调控排污管道内的粪污定向流入沉淀池。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旋流养殖池伸入沉淀池的排污管出水端设置有第一闸阀15，所

述第一闸阀的控制杆16竖向穿出沉淀池，连接于沉淀池“V”形底并与粪污收集池相连通排

污管上设置有第二闸阀33。

[0032] 本实施例中，排污管均为PPC管材。一是集污漏斗与沉淀池相通的排污管，直径大

于100mm，安装坡度为20度；二是沉淀池与粪污收集池相连的排污管，直径一般为110mm，水

平或向收集池倾斜安装，出口配备开关。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粪污收集池位于沉淀池一侧，一般建于池塘堤坝下方，与沉淀池

形成明显落差，可水泥池或土池，大小因地制宜。该粪污收集池通过PPC管道（排污管）与沉

淀池V底中心端相连，用于收集堆积在沉淀池底部的粪污。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曝气分流池设置于旋流养殖池与进水池塘之间，曝气分流池的

上部与进水管的输出端相连接，曝气分流池的底部设置有曝气盘51，曝气分流池的下部侧

壁间隔设置有若干个分别与注水管道相连通的且直径为110mm分流出水口52。该曝气分流

池起储水、增氧（当净化池塘溶氧低于6mg/L时）与分流作用，即把泵起的水经增氧后再分流

到各旋流养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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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本实施例中，所述曝气分流池还设置有增氧泵和输气管道。增氧泵根据圆形养殖

池容积配置，一般配置标准为0.3-0.5千瓦/25m3罗茨式微孔增氧机；输气管为相配套的PPC

高压材质管道；曝气管（盘）为曝气专用纳米管（盘）。曝气管道和盘根据增氧需要安装至圆

形养殖池和曝气分流池内。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注水管道包括与曝气分流池相连接的进水管部61，所述进水管

部的输出端连接有垂直插入到旋流养殖池底的出水管部62，所述出水管部自上而下间隔设

置有上中下层三层水平喷水管63，所述水平喷水管与旋流养殖池内壁切线的夹角为45°，水

平喷水管的直径为50mm。

[0037] 本实施例中，所述注水管道、进水管为PPC管材制成。进水管的规格与潜水泵功率

及所需流水量相匹配；注水管道每一养殖池一条。排水沟建于地平面，一般为砖粉结构，高

度与旋流养殖池高度相同，能负荷总养殖排水需求即可。

[0038] 本实施例中，还设置有高清摄相监控设备和水质在线监控设备，并根据生产管理

需要，可安装自动控制等物联网设备。

[0039] 工作原理是：净化池塘中的水通过潜水泵进入循环管道系统，经曝气分流池增氧

后以45度角水平分别注入若干旋流养殖池，使池内水流形成旋转，并放入苗种开展养殖生

产。旋流养殖池锅底锥体容积内的水（约占养殖池总水量的12%）从底部漏洞状排污口经排

污管实时排出，在旋流的作用下排泄物和残饵进入沉淀池，经沉淀分离后，上清液通过排水

沟进入净化池塘，而底部的养殖污物则进入粪污收集池。旋流养殖池柱体容积内的水（约占

养殖池总水量的88%）从上方的出水缺口进入排水沟，回流至净化池，形成完整的循环过程。

系统运行过程实现每2小时完成一次全换水，所有进入排水沟中的水经100目滤水网过滤，

最终进入净化池塘，再经净化池塘水生动植物的利用净化后，泵起重新注入旋流养殖池中

进行养殖生产，循环往复。

[0040] 系统运行过程中，粪污（残饵、粪便）在旋流的作用下聚集在池底中央，并掉落到集

污漏斗内，实现粪污与养殖水体的自然分离（第一次分离）；粪污进入集污漏斗后，利用粪污

的自身重量及微流水定向导流集中汇集至沉淀池，在沉淀池中进一步沉降处理，使水和粪

污分离，上清液回流净化池，底部污物排入粪污收集池，实现粪污的第二次分离。取出收集

池内粪污用于果蔬肥料，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形成循环经济。

[0041] 1 .  解决了养殖池水体立体循环交换的问题：本系统把进水管垂直埋入圆形池墙

内壁，并通过上中下三层水平45度角喷水分管，立体注水，制造旋流，从而解决养殖池内水

体立体交换问题。

[0042] 2.  利用旋流聚集粪污：圆形锅底设计，水平45度角喷水，使旋流养殖池内养殖水

体产生旋流，通过旋流向心力的作用，实现粪污与养殖用水的有效分离，确保粪污迅速聚集

在池内中央底部。

[0043] 3. 阻断污粪解体溶解：在旋流养殖池的中央底部设置圆锥形集污漏斗，粪污一经

聚集在池中央底部随即掉入集污漏斗内，有效阻断粪污与养殖水体的接触，避免粪污解体

溶解，减少氮磷散失。

[0044] 4.  定向导出粪污：在沉淀池设置可调控的溢水缺口，通过微流水定向导出集污漏

斗内的粪污，同时一并解决了养殖池锅底水交换问题。

[0045] 5.  四级净化设施，确保养殖水质有效净化：第一级是通过旋流形成向心力，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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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的作用下，把粪污集中在锅形池底中央，并掉入集污漏斗内收集处理，养殖用水经100

目滤水网过滤后，进入循环沟。第二级是在循环沟配套种植水生植物或设置生物刷达到沉

淀净化效果；第三级是由循环沟引入水生植物区净化；第四级是从水生植物区流向鱼类利

用区进行净化。

[004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

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实用新型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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