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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

的生态修复装置，包括尾水池、生态净化池、过滤

池、消毒杀菌箱和多个养殖池，多个养殖池通过

管道与尾水池的尾水池进水口相连，尾水池通过

管道与生态净化池相连，净化池出水口通过管道

与过滤池相连，过滤池通过管道与消毒杀菌箱相

连，消毒杀菌箱通过多根管道与多个养殖池一一

对应连接。本实用新型针对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

总氮、亚硝态氮和氨氮浓度超标、浊度高等问题，

采用自主沉降、仿生水草系统净化、漂浮植物吸

收、微网过滤及紫外灭菌等技术去除了大部分残

饵和排泄物，降低氨氮、亚硝态氮等浓度，抑制了

藻类生长，降低水体浊度，同时提升景观效果和

经济效益，增加水体生态多样性，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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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尾水池、生态净化池、

过滤池、消毒杀菌箱和多个养殖池，所述尾水池上设有尾水池进水口和尾水池出水口，所述

生态净化池上设有净化池进水口和净化池出水口，所述过滤池上设有过滤池进水口和过滤

池出水口，所述消毒杀菌箱上设有杀菌箱进水口和杀菌箱出水口，所述养殖池上设有养殖

池进水口和养殖池出水口，多个所述养殖池的养殖池出水口通过管道与尾水池的尾水池进

水口相连，所述尾水池出水口通过管道与生态净化池的净化池进水口相连，所述净化池出

水口通过管道与过滤池的过滤池进水口相连，所述过滤池出水口通过管道与消毒杀菌箱的

杀菌箱进水口相连，所述杀菌箱出水口通过多根管道与多个养殖池的养殖池进水口一一对

应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生态

净化池和养殖池内均设有水面漂浮植物装置和仿生水草，所述水面漂浮植物装置包括固定

于水面上的框架和置于框架内的漂浮植物；

所述仿生水草设于框架下方、垂直悬挂于水体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仿生

水草选用生物纤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水

池的底部设有排污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

池内设有过滤精度为10‑3000微米的过滤网。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过滤池为三级过滤池，所述三级过滤池内设有三层过滤网，三层所述过滤网的过滤精度从

上往下依次变大，过滤池进水口设于过滤池上部，过滤池出水口设于过滤池底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毒

杀菌箱内设有紫外杀菌灯，所述紫外杀菌灯的波长为180‑300n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补

充水池，所述补充水池上设有补充水出水口，所述补充水出水口通过多根管道与多个养殖

池的养殖池进水口一一对应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

于消毒杀菌箱与养殖池之间的硝化菌池，所述硝化菌池内设有滤材。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硝

化菌池内还设有罗茨鼓风机，所述罗茨鼓风机的鼓吹口位于硝化菌池内，所述硝化菌池内

设有温度传感器，所述硝化菌池的外侧设有大气压传感器和控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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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养殖水体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

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南美白对虾养殖业近几年来虽然产量和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是仍面临严

重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养殖户盲目追求高产、高效益、养殖面积不断扩大、养殖产量不断

提高，导致养殖废水大量排出，有毒有害藻类及细菌大量繁殖，养殖环境富营养化加剧，水

体遭受严重损坏，病原种类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养殖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0003] 养殖池塘多采用土池塑料大棚模式，一年二季。每个大棚全长约40m，宽10m，平均

水深0.6‑0.7m，水域面积约为400m2，为相对封闭的水体，养殖过程主要是抽取地下水进行

大量换水。

[0004] 南美白对虾大棚养殖水质优劣是影响产量的重要方面，虽然通过微孔曝气解决部

分溶解氧及好氧物降解问题，但水质劣化仍然存在。2014年某养殖池塘的水质监测如表1，

养殖池塘水体交换能力弱，残饵和排泄物不完全降解，导致养殖后期氮、磷、亚硝态氮等富

营养化现象越发严重，养殖水体浑浊、恶臭，总氮、总磷等数据大大超过地表水V类标准。

[0005] 表1 南美白对虾养殖塘水质实测数据（2014.7.19）

[0006] 位置 TN（mg/L） NO3‑N（mg/L） NO2‑N（mg/L） NH4
+
‑N（mg/L） TN‑NO3

‑ NH4‑NO2 TP（mg/L） DIP（mg/L）

1 12.531 0.889 1.289 0.345 10.009 0.668 0.554

2 11.451 0.849 1.364 0.250 8.989 0.591 0.514

[0007] 综合分析，南美对虾养殖水体水质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0008] 其一、总氮超标，亚硝态氮过高，导致水体处在较高的富营养水平，同时较高的亚

硝态氮浓度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病害增加的主要根源。

[0009] 其二、透明度较低，养殖塘水体处于“死水浊水”态。

[0010] 其三、无大型水生植物，水生生物生态多样性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11]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

采用自主沉降、漂浮植物吸收、仿生水草系统净化、微网过滤及紫外灭菌等技术手段去除了

大部分残饵和排泄物，降低了氨氮、亚硝态氮等浓度，抑制了藻类生长，降低水体浊度，同时

提升景观效果和经济效益，增加了水体生态多样性，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0012]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

修复装置，包括尾水池、生态净化池、过滤池、消毒杀菌箱和多个养殖池，所述尾水池上设有

尾水池进水口和尾水池出水口，所述生态净化池上设有净化池进水口和净化池出水口，所

述过滤池上设有过滤池进水口和过滤池出水口，所述消毒杀菌箱上设有杀菌箱进水口和杀

菌箱出水口，所述养殖池上设有养殖池进水口和养殖池出水口，多个所述养殖池的养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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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口通过管道与尾水池的尾水池进水口相连，所述尾水池出水口通过管道与生态净化池

的净化池进水口相连，所述净化池出水口通过管道与过滤池的过滤池进水口相连，所述过

滤池出水口通过管道与消毒杀菌箱的杀菌箱进水口相连，所述杀菌箱出水口通过多根管道

与多个养殖池的养殖池进水口一一对应连接。

[0013] 其中，所述生态净化池和养殖池内均设有水面漂浮植物装置和仿生水草，所述水

面漂浮植物装置包括固定于水面上的框架和置于框架内的漂浮植物；

[0014] 所述仿生水草设于框架下方、垂直悬挂于水体中。

[0015] 优选的，所述仿生水草选用生物纤维。

[0016] 其中，所述尾水池的底部设有排污口。

[0017] 其中，所述过滤池内设有过滤精度为10‑3000微米的过滤网。

[0018] 优选的，所述过滤池为三级过滤池，所述三级过滤池内设有三层过滤网，三层所述

过滤网的过滤精度从上往下依次变大，过滤池进水口设于过滤池上部，过滤池出水口设于

过滤池底部。

[0019] 其中，所述消毒杀菌箱内设有紫外杀菌灯，所述紫外杀菌灯的波长为180‑300nm。

[0020] 其中，上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还包括补充水池，所述补充水

池上设有补充水出水口，所述补充水出水口通过多根管道与多个养殖池的养殖池进水口一

一对应连接。

[0021] 其中，上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于消毒

杀菌箱与养殖池之间的硝化菌池，所述硝化菌池内设有滤材。

[0022] 进一步，所述硝化菌池内还设有罗茨鼓风机，所述罗茨鼓风机的鼓吹口位于硝化

菌池内，所述硝化菌池内设有温度传感器，所述硝化菌池的外侧设有大气压传感器和控温

装置。

[0023]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如下：本实用新型针对南美白对虾养殖水

体总氮、亚硝态氮和氨氮浓度超标、浊度高等问题，采用自主沉降、仿生水草系统净化、漂浮

植物吸收、微网过滤及紫外灭菌等技术去除了大部分残饵和排泄物，降低氨氮、亚硝态氮等

浓度，抑制了藻类生长，降低水体浊度，同时提升景观效果和经济效益，增加水体生态多样

性，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本实用新型采用循环水养殖南美白对虾，减少地下水用量，节能

减排，避免尾水排放超标。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实施例一中生态净化池的结构放大图；

[0026] 图3为实施例一中过滤池的结构放大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三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四中消毒杀菌箱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为实施例四中多个搅拌器之间的联动装置的结构俯视图。

[0031] 附图标记说明：

[0032] 1、尾水池；101、尾水池进水口；102、尾水池出水口；103、排污口；2、生态净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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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净化池进水口；202、净化池出水口；3、过滤池；31、过滤网；301、过滤池进水口；302、过

滤池出水口；4、消毒杀菌箱；401、杀菌箱进水口；402、杀菌箱出水口；5、养殖池；501、养殖池

进水口；502、养殖池出水口；6、水面漂浮植物装置；61、框架；62、漂浮植物；7、仿生水草；8、

补充水池；9、硝化菌池；91、滤材；10、罗茨鼓风机；11、温度传感器；12、大气压力表；13、控温

装置。14、搅拌器；1401、主轴；1402、驱动凸轮；1403、叶片；1404、叶片驱动装置；1405、叶片

导向柱；1406、主动齿轮；1407、链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使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

及具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34] 实施例1

[0035]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

包括尾水池1、生态净化池2、过滤池3、消毒杀菌箱4和多个养殖池5，所述尾水池1上设有尾

水池进水口101和尾水池出水口102，所述尾水池1的底部设有排污口103。

[0036] 所述生态净化池2上设有净化池进水口201和净化池出水口202，所述过滤池3上设

有过滤池进水口301和过滤池出水口302，所述消毒杀菌箱4上设有杀菌箱进水口401和杀菌

箱出水口402，所述养殖池5上设有养殖池进水口501和养殖池出水口502，多个所述养殖池5

的养殖池出水口502通过管道与尾水池1的尾水池进水口101相连，所述尾水池出水口102通

过管道与生态净化池2的净化池进水口201相连，所述净化池出水口202通过管道与过滤池3

的过滤池进水口301相连，所述过滤池出水口302通过管道与消毒杀菌箱4的杀菌箱进水口

401相连，所述杀菌箱出水口402通过多根管道与多个养殖池5的养殖池进水口501一一对应

连接。

[0037] 上述结构中的各管道上均设有阀门和水泵。

[0038] 通过上述结构，将养殖尾水汇集到尾水池，利用水体的自主沉降效果初步净化残

饵和排泄物，然后水体进入生物净化池，经水面漂浮植物和水体仿生水草系统进行生物净

化，再利用水泵将循环水泵入自动过滤器进行微网过滤，随后水体经紫外杀菌箱消毒灭菌

后，重新进入养殖池内。

[0039] 所述的南美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还包括补充水池8，所述补充水池8上

设有补充水出水口，所述补充水出水口通过多根管道与多个养殖池5的养殖池进水口一一

对应连接。

[0040] 如图2所示，所述生态净化池2和养殖池5内均设有仿生水草系统，包括水面漂浮植

物装置6和仿生水草7，所述水面漂浮植物装置6包括固定于水面上的框架61和置于框架61

内的漂浮植物62，所述仿生水草7选用生物纤维，设于框架61下方、垂直悬挂于水体中，同时

固定投加脱氮微生物菌剂。所述漂浮植物62选用空心菜。

[0041] 本实施例中，以6个养殖池和1个生态净化池为例，水域面积约7*400m2。

[0042] 仿生水草系统采用竹子和泡沫球制成1000*100cm的框架，将生物纤维悬挂在框架

上，生物纤维下端固定于竹子框架上，框架规格也为1000*100cm，竹子框架采用石块固定于

底泥中，生物纤维的长度为50~60cm，间距为20cm。生态净化池中仿生水草系统的体积约

150m3，养殖池塘中仿生水草系统的体积约30m3，并放置于微孔曝气靠岸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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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微生物和漂浮植物是仿生水草系统中有机污染物和氮磷分解去除的两个重要因

素，系统中微生物数量与净化效果呈显著正相关性，漂浮植物的存在使系统中的微生物如

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磷细菌、纤维素分解菌的数量显著增加，漂浮植物的根表面的微生

物远比水中的微生物的数量要高，其代谢活性同样如此。

[0044] 利用漂浮植物吸收降低养殖尾水中氮磷浓度，同时利用漂浮植物遮光效果抑制藻

类过度生长，在非漂浮植物生长区，有利于浮游植物生产，降低水体中氨氮、同时在光照时

增氧，防止漂浮植物根部缺氧发生。

[0045] 由于南美对虾养殖水具有1~1.5‰左右的盐度，需进行漂浮植物耐盐性选择，通过

对不同漂浮植物生长性能和对氮磷的削减能力的比选，选择空心菜作为仿生水草系统的漂

浮植物。空心菜生长周期短、对氮磷的削减能力强，耐盐度较高以及自身经济附加值高，生

态净化池中空心菜种植总面积300m2，占生态净化池75%水域面积；养殖池塘中空心菜种植

总面积60m2，占养殖池塘15%水域面积。

[0046] 仿生水草系统由生物纤维组成，微生物以生物纤维为载体，在生物纤维内形成微

生态系统，以水体内营养性物质为能量来源，通过代谢作用去除，降低水体富营养化风险，

抑制藻类的繁殖。

[0047] 生物纤维具有比表面积大的特性，每平方米生物纤维可以提供400m2以上的有效

生物附着表面积，能够为水体中菌类、藻类等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巨大的空间，使微生

物群落的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最大化发展，同时为气、水与生物膜得到充分混渗接触交换，

能够在短时间内降解大量的有机物，修复水体生态系统，为维持水体生态良性循环奠定了

基础。同时固定投加脱氮微生物菌剂，进行好氧脱氮。

[0048] 生物纤维为环境友好材料，使用寿命长。生物纤维产品采用纯惰性材质，在水中不

会分解，不产生对微生物、水生动植物及人体有害的物质。同时，生物纤维产品具有极强的

物理性能、耐腐蚀性和耐久性，使用寿命达10年以上。

[0049] 所述过滤池3内设有过滤精度为10‑3000微米的过滤网。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过

滤池3为三级过滤池，所述三级过滤池内设有三层过滤网31，三层所述过滤网31的过滤精度

从上往下依次变大，过滤池进水口设于过滤池3上部，过滤池出水口设于过滤池底部，水体

从上往下依次进行微网过滤，利用滤网去除水体悬浮物、颗粒物，降低浊度，净化水质，减少

系统污垢、菌藻、锈蚀等产生。

[0050] 所述消毒杀菌箱4内设有紫外杀菌灯，所述紫外杀菌灯的波长为180‑300nm，其中，

采用波长253.7nm照射水体进行消毒和净化，采用波长185nm照射水体进行去除TOC。

[0051] 本实施例使用的是渠道式紫外线杀菌器，集光学、微生物学、机械、化学、电子、流

体力学等综合科学为一体。采用特殊设计的高效率、高强度和长寿命紫外UV‑C光发生装置

产生的强紫外UV‑C光照射流水。当水中的细菌、病毒等受到一定计量的紫外UV‑C光（波长

253.7nm）照射后，其细胞DNA及结构被破坏，细胞再生无法进行，从而达到水的消毒和净化。

波长185nm的谱线还可以分解水体中的有机物分子，产生氢基自由基并将水中有机物分子

氧化为二氧化碳，达到去除TOC的目的。

[0052] 本实施例的生态修复效果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规定抽样检测水质，依据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关于“水生生物群落”的测定方法检测生物群落，结果见

表2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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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表2 水质检测结果

[0054]

[0055] 表3生物群落检测结果

[0056]

[0057] 实施例2

[0058]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的结构与实施例一的结构基本相同，区别在于：所述的南美

白对虾养殖水体的生态修复装置还包括设于消毒杀菌箱4与养殖池5之间的硝化菌池9，所

述硝化菌池9内设有滤材91，硝化菌池9内定期投放硝化菌。

[0059] 实施例3

[0060] 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的结构是在实施例2的结构基础上，在硝化菌池内设有罗茨

鼓风机10，所述罗茨鼓风机10的鼓吹口位于硝化菌池9内，所述硝化菌池9内设有温度传感

器11，所述硝化菌池9的外侧设有大气压传感器12和控温装置13，通过罗茨鼓风机10向硝化

菌池9内鼓吹氧气，改变硝化菌池9内水的溶氧率，并通过控温装置13改变水温，通过温度传

感器11和大气压传感器12检测到的温度和大气压计算硝化菌池9内水的溶氧率。

[0061] 实施例4

[0062] 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的结构是在实施例1的结构基础上，在消毒杀菌箱4内设置搅

拌器14，所述搅拌器14包括主轴1401、驱动凸轮1402、多个叶片1403、叶片驱动装置1404和

叶片导向柱1405，所述主轴1401的下端支撑限位于消毒杀菌箱4的底板上，所述驱动凸轮

1402固定套装于主轴1401的外侧，所述叶片驱动装置1404包括支撑板、驱动电机、主动齿轮

和从动齿轮轴，所述从动齿轮轴转动套装于主轴1401的外侧、驱动凸轮1402的下方，所述支

撑板固定套装于从动齿轮轴的外侧，所述从动齿轮轴上的齿圈位于支撑板的下方，所述驱

动电机固设于消毒杀菌箱4的底板上，所述主动齿轮固定套装于驱动电机的电机轴上，所述

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轴上的齿圈啮合传动，所述支撑板上沿周向设有多根叶片导向柱

1405，多个所述叶片1403一一对应地与多根叶片导向柱1405滑动连接。

[0063] 所述驱动凸轮1402上设有一圈连续的、高低起伏的凸轮驱动面，所述叶片的内侧

设有与凸轮驱动面凸轮副连接的滑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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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本实施例中，所述驱动凸轮1402由套筒和设于套筒外侧的一圈连续的、高低起伏

的矩形槽，所述滑动块沿矩形槽滑行。

[0065] 多个叶片跟随支撑板一起旋转，并在旋转的同时由于驱动凸轮上矩形槽的作用做

升降运动，使得消毒杀菌箱4内的水不会分层，都可被消毒杀菌。

[0066] 消毒杀菌箱4内可以设置多个搅拌器，邻近的几个搅拌器之间可以共用一个驱动

电机，主动齿轮1406与多个搅拌器的从动齿轮轴之间可以通过链条1407传动，如图7所示。

[0067]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68] （1）提升养殖塘生态环境。增加水上绿化面积，通过植物搭配种植，实现养殖池塘

水面有叶，有花，有经济价值。

[0069] （2）养殖塘水质达到养殖水体的标准，同时，对比未采用循环水系统的养殖池塘水

的用量减少了1/3。

[0070] （3）抑制藻类过度繁殖，提高水体透明度。透明度不低于30cm。

[0071] （4）氮磷污染物大幅削减。同生态修复前相比，水体氮磷整体削减30‑50%。

[0072] （5）生物多样性逐步提高。在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与实施前同季度相比，养殖池塘

的生物多样性指数显著提高，南美白对虾活力显著增加。

[0073] 以上所述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

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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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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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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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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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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