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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包括水体养殖

区，所述水体养殖区内安装有至少一块分隔板，

分隔板将水体养殖区分设为至少两个水体分离

区，分隔板的一端部开设有连通相邻两水体分离

区的连通口，其中一水体分离区内设有养殖区，

另一水体分离区内设有回水水泵，养殖区与回水

水泵之间构成水体净化通道，水体净化通道内沿

水体流动方向依次设置有贝类养殖区、生化过滤

池以及水生植物区，回水水泵通过回水管道与养

殖区连接，该养殖系统将鱼类全部圈养在养殖区

内，能够将鱼类根据品种或大小进行细分，科学

捕捞，养殖区外的水体养殖区面积用于净化水

质，以供主养鱼类所需，避免工厂化养殖投资大，

养殖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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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包括水体养殖区(1)，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体养殖区(1)内

安装有至少一块分隔板(2)，分隔板(2)将水体养殖区(1)分设为至少两个水体分离区

(101)，分隔板(2)的一端部开设有连通相邻两水体分离区(101)的连通口(3)，其中一水体

分离区(101)内设有养殖区(4)，另一水体分离区(101)内设有回水水泵(5)，养殖区(4)与回

水水泵(5)之间构成水体净化通道，水体净化通道内沿水体流动方向依次设置有贝类养殖

区(6)、生化过滤池(7)以及水生植物区(8)，回水水泵(5)通过回水管道(9)与养殖区(4)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体养殖区(1)内

错位式安装有至少两块分隔板(2)，分隔板(2)将水体养殖区(1)分设为至少三个水体分离

区(101)，多个水体分离区(101)通过错位式开设的连通口(3)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区(4)包括养

殖浮台(10)和若干个养殖池(11)，养殖浮台(10)内开设有多个安装养殖池(11)的安装空间

(1001)，回水水泵(5)通过回水管道(9)与多个养殖池(11)连接，回水管道(9)倾斜放置在每

个养殖池(11)的上方。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池包括池体

(1101)，池体(1101)的底部设有下凹的锥形底面(1102)，锥形底面(1102)的中心部连接有

下排水口(1103)，池体(1101)的上侧壁连接有上排水口(1104)。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区(4)包括

多个主食类养殖池(11a)和至少一个滤食性养殖池(11b)，主食类养殖池(11a)的下排水口

(1103)连接有排污管(1105)，排污管(1105)  的排污口(1106)倾斜设置在滤食性养殖池

(11b)的上方，主食类养殖池(11a)的上排水口(1104)与水体养殖区(1)连通，滤食性养殖池

(11b)的下排水口(1103)和上排水口(1104)与水体养殖区(1)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贝类养殖区(6)内

安装有多个贝类养殖箱(601)，贝类养殖箱(601)的外端面安装有隔网(602)，贝类养殖箱

(601)内安装有多条悬挂绳索(603)，每条悬挂绳索(603)上安装有多个毛刷类生化填料

(60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化过滤池(7)包

括多块交错排列的溢流板(701)和上挡板(702)，通过溢流板(701)和上挡板(702)将生化过

滤池(7)分隔成多个横向并排的过滤腔(703)，相邻的两过滤腔(703)通过溢流板(701)的上

端或者上挡板(702)的下端连通，多个过滤腔(703)内填充有不同材质的生物填料(704)。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体养殖区(1)通

过溢流板(701)的上端或者上挡板(702)的下端与生化过滤池(7)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植物区(8)的

面积占水体养殖区(1)的总面积的40％-60％。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体净化通道靠

近养殖区(4)的一端安装有推水装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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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产养殖领域，具体是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传统池塘散养养殖模式下，管理人员为了追求高产量，通过高密度养殖，提高养

殖利润，因此容易造成的水质恶化，产生各种病害，导致管理人员使用大量的抗生素保持鱼

类健康，但是导致水质污染严重，而且在捕捞时必需将鱼塘内的水体排走，用工多，费时费

力，但是由于集中养殖，因此较难实现分批捕捞，另外传统池塘养殖残饵与粪便积聚塘底，

超过水体的自静能力就会造成水质恶化，一般每亩产量1000公斤左右，每二到三年就要干

塘清淤，不然极易爆发疾病。

[0003] 因此现今将养殖业通过工厂化运作，工厂化养鱼是指运用建筑、机电、化学、自动

控制学等学科原理，对养鱼生产中的水质、水温、水流、投饵、排污等实行半自动或全自动化

管理，始终维持鱼类的最佳生理、生态环境，从而达到健康、快速生长和最大限度提高单位

水体鱼产量和质量，且不产生养殖系统内外污染的一种高效养殖方式。工厂化养殖不受自

然环境的影响，占地少，密度高，单位面积产量高，水资源消耗小、对环境污染小，但是工厂

化养殖能耗大，投资高，养殖设备多样，对管理使用要求高，而且养殖池内外由于压力不同，

因此养殖池必须使用坚固材质，造成养殖成本提高，另外工厂化陆上养殖使得原本的鱼塘

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现有的问题，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合理的一种新

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其作用是能够使水产养殖在鱼塘内实现流水养殖，并能对水体进行自

身净化。

[0005] 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包括水体养殖区，所述水体养殖区内安装有至少一块

分隔板，分隔板将水体养殖区分设为至少两个水体分离区，分隔板的一端部开设有连通相

邻两水体分离区的连通口，其中一水体分离区内设有养殖区，另一水体分离区内设有回水

水泵，养殖区与回水水泵之间构成水体净化通道，水体净化通道内沿水体流动方向依次设

置有贝类养殖区、生化过滤池以及水生植物区，回水水泵通过回水管道与养殖区连接，该养

殖系统将鱼类全部圈养在养殖区内，能够将鱼类根据品种或大小进行细分，科学捕捞，养殖

区外的水体养殖区面积通过水体循环流动用于净化水质，以供主养鱼类所需，避免工厂化

养殖投资大，养殖成本高等问题。

[0006] 所述水体养殖区内错位式安装有至少两块分隔板，分隔板将水体养殖区分设为至

少三个水体分离区，多个水体分离区通过错位式开设的连通口连通。

[0007] 所述养殖区包括养殖浮台和若干个养殖池，养殖浮台内开设有多个安装养殖池的

安装空间，回水水泵通过回水管道与多个养殖池连接，回水管道倾斜放置在每个养殖池的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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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养殖池包括池体，池体的底部设有下凹的锥形底面，锥形底面的中心部连接

有下排水口，池体的上侧壁连接有上排水口。

[0009] 所述养殖区包括多个主食类养殖池和至少一个滤食性养殖池，主食类养殖池的下

排水口连接有排污管，排污管的排污口倾斜设置在滤食性养殖池的上方，主食类养殖池的

上排水口与水体养殖区连通，滤食性养殖池的下排水口和上排水口与水体养殖区连通。

[0010] 所述贝类养殖区内安装有多个贝类养殖箱，贝类养殖箱的外端面安装有隔网，贝

类养殖箱内安装有多条悬挂绳索，每条悬挂绳索上安装有多个毛刷类生化填料。

[0011] 所述生化过滤池包括多块交错排列的溢流板和上挡板，通过溢流板和上挡板将生

化过滤池分隔成多个横向并排的过滤腔，相邻的两过滤腔通过溢流板的上端或者上挡板的

下端连通，多个过滤腔内填充有不同材质的生物填料。

[0012] 所述水体养殖区通过溢流板的上端或者上挡板的下端与生化过滤池连通。

[0013] 所述水生植物区的面积占水体养殖区的总面积的40％-60％。

[0014] 所述水体净化通道靠近养殖区的一端安装有推水装置。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本实用新型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结构简单，投资小，能耗低，管理方便。该养

殖系统将鱼类全部圈养在养殖区内，能够将鱼类根据品种或大小进行细分，科学捕捞，养殖

区外的水体养殖区面积通过水体循环流动用于净化水质，以供主养鱼类所需，避免工厂化

养殖投资大，养殖成本高等问题，饲料经过多级生物利用，水体清洁，产生效益高，鱼类养殖

在池内，方便观察，用药量小，捕捞方便。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一。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二。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养殖区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养殖池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贝类养殖区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生化过滤池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4] 第一实施方式如图1所示，一种新型的水产养殖系统，包括水体养殖区1，所述水体

养殖区1内安装有至少一块分隔板2，分隔板2将水体养殖区1分设为至少两个水体分离区

101，分隔板2的一端部开设有连通相邻两水体分离区101的连通口3，其中一水体分离区101

内设有养殖区4，另一水体分离区101内设有回水水泵5，养殖区4与回水水泵5之间构成水体

净化通道，水体净化通道内沿水体流动方向依次设置有贝类养殖区6、生化过滤池7以及水

生植物区8，回水水泵5通过回水管道9与养殖区4连接，该养殖系统将鱼类全部圈养在养殖

区内，能够将鱼类根据品种或大小进行细分，科学捕捞，养殖区4外的水体养殖区1面积通过

水体循环流动用于净化水质，以供主养鱼类所需，避免工厂化养殖投资大，养殖成本高等问

题，饲料经过多级生物利用，水体清洁，产生效益高，鱼类养殖在池内，方便观察，用药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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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方便。

[0025] 与工厂化养殖和集装箱养殖模式相比，不占用岸上土地，不用建筑厂房，与池塘循

环流水养殖模式想比，养殖池设计更加合理，残饵与粪便清除切底，合理再利用，减少机械

过滤设备，增氧减少，回水水泵5扬程低，能耗小，整体造价低，与鱼菜共生养殖模式相比，同

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增加，管理简单，分批捕捞方便对池内鱼没有影响。

[0026] 第二实施方式如图2所示，与第一实施方式不同的是，所述水体养殖区1内错位式

安装有至少两块分隔板2，分隔板2将水体养殖区1分设为至少三个水体分离区101，多个水

体分离区101通过错位式开设的连通口3连通，养殖系统前端驱动水流沿水体净化通道流

动，结合水体养殖区1中间建设的两端开放式分隔板2，使整个水体养殖区1的水体流动距离

增加，在较小的空间内使水流依次经过多重过滤系统，达到流水养殖和自身净化的效果。

[0027] 如图3至图6所示，所述养殖区4包括养殖浮台10和若干个养殖池11，养殖浮台10内

开设有多个安装养殖池11的安装空间1001，回水水泵5通过回水管道9与多个养殖池11连

接，回水管道9倾斜放置在每个养殖池11的上方；养殖池11四个为一组为最佳实施方案，养

殖池11以圆形为优，也可以方形圆角或者八角池，养殖浮台10和养殖池11可以在工厂内以

标准化制造，生产周期短，现场安装，养殖浮台10用金属材料做成骨架，下设泡沫或塑胶桶

做成浮子，养殖池11装设在浮台上，由于养殖池11的内外压力相同，因此养殖池11材质只需

轻薄的防水布或金属材料生产，能够降低养殖池11的生产成本，回水管道9的出水端以切角

方向进入养殖池11，为养殖池11内水旋转提供动能，养殖池11的水旋转会把残饵与粪便集

中在养殖池11中间底部下排水口1103。

[0028] 所述养殖池包括池体1101，池体1101的底部设有下凹的锥形底面1102，锥形底面

1102的中心部连接有下排水口1103，池体1101的上侧壁连接有上排水口1104，上排水口

1104能够将养殖池11池面上的漂浮残饵垃圾排到水体养殖区1内，沿水体净化通道进行流

动净化，养殖池11的水旋转把残饵与粪便集中在养殖池11中间底部的下排水口1103后，方

便集中排走残饵与粪便。

[0029] 所述养殖区4包括多个主食类养殖池11a和至少一个滤食性养殖池11b，主食类养

殖池11a的下排水口1103连接有排污管1105，排污管1105的排污口1106倾斜设置在滤食性

养殖池11b的上方，主食类养殖池11a的上排水口1104与水体养殖区1连通，滤食性养殖池

11b的下排水口1103和上排水口1104与水体养殖区1连通。

[0030] 多个主食类养殖池11a养殖的主食鱼类，采用投喂饲料养殖方式，主食类养殖池

11a的上排水口接通养殖区外水体，下排水口接通滤食性养殖池11b，通过排污管1105将主

食类养殖池11a的污水倾斜排到滤食性养殖池11b，为滤食性养殖池11b内水旋转提供动能，

滤食性养殖池11b的鱼类以主食类养殖池11a主食鱼类的残饵与粪便为食，以提高饲料的利

用率，滤食性养殖池11b的水体排到养殖区4外水体。

[0031] 所述贝类养殖区6内安装有多个贝类养殖箱601，贝类养殖箱601的外端面安装有

隔网602，贝类养殖箱601内安装有多条悬挂绳索603，每条悬挂绳索603上安装有多个毛刷

类生化填料604；滤食性养殖池11b排水到养殖区外水体。在养殖区4尾部和养殖池11周边以

吊挂方式养殖贝类，用以过滤水中残饵和粪便，该结构的贝类养殖箱601解决传统贝类养殖

是放养或吊挂在水中，贝类只是在池塘底或吊挂袋中活动，靠贝类粘在池边或池底吸附水

体内的食物，本贝类养殖箱601能够使贝类布满水体净化通道整个流水截面，提高贝类对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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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与粪便的吸附，提高净化效果，而且方便收集贝类进行出售，售卖的贝类能够提高养殖户

的收入。

[0032] 滤食性鱼类和贝类可以有效去除养殖水体中的颗粒物质。

[0033] 所述生化过滤池7包括多块交错排列的溢流板701和上挡板702，通过溢流板701和

上挡板702将生化过滤池7分隔成多个横向并排的过滤腔703，相邻的两过滤腔703通过溢流

板701的上端或者上挡板702的下端连通，多个过滤腔703内填充有不同材质的生物填料

704，使水流能够依次经过多个过滤腔703进行净化，。

[0034] 内滤料供硝化细菌附着，给硝化细菌提供良好的生长和繁殖的空间，让其分解有

害的氨盐和亚硝酸盐，除去这些水中的有害物。

[0035] 所述水体养殖区1通过通过溢流板701的上端或者上挡板702的下端与生化过滤池

7连通。

[0036] 所述水生植物区8的面积占水体养殖区1的总面积的40％-60％；水生植物利用太

阳光合作用制造氧气，增氧要求小，运行电费小，可以有效吸收养殖废水中溶解态的氮、磷

污染物，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产品，提高养殖户收入，配合贝类养殖区6和生化过滤池7使用对

养殖废水中有机物去除效率提高。

[0037] 复合生物过滤处理养殖循环水技术通过优势互补，可达到水质净化和废物综合利

用的目的，提高水产养殖废水中氨氮和有机物的去除效率，弥补各生物滤器的缺点，最大限

度地将投入系统的饵料转化为环境友好的水产品，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

养殖循环水提供新鲜氧气，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做到真正的养殖污水零排放。

[0038] 所述水体净化通道靠近养殖区4的一端安装有推水装置12；推水装置12能够控制

水体净化通道内水体流动速度，避免水流急虽然容易清除残饵与粪便，但会造成消耗鱼体

能，水流慢造成残饵与粪便清除不切底。

[0039] 需要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及其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的实施

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说明书所描述的实施

例，这些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实用新型内容的额外限制，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实

用新型的公开内容的理解更加透彻全面。并且，上述各技术特征继续相互组合，形成未在上

面列举的各种实施例，均视为本实用新型说明书记载的范围；进一步地，对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而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

型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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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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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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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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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208692083 U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