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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

系统，该系统通过漏斗形鱼池、鱼粪分离装置、水

生植物吸收池、生态净化池形成第一循环系统，

该循环系统对鱼粪分离后的清水进行多级净化

并实现循环利用，漏斗形鱼池内的旋流助力装置

加快了粪便、残饵在鱼池锥形侧面向底部中心排

污口的集聚速度；通过鱼粪分离装置、生态沟渠、

莲藕池、稻田、生态净化池对鱼粪分离后的尾水

进行多级利用和净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通过

鱼粪发酵通道对生态沟渠中沉淀池收集到的鱼

粪进行发酵，形成可直接供经济作物使用的肥

料；本发明实现养殖尾水的零排放，具有节能、节

地、节水、高效、质优、环保等优点，解决了传统池

塘养鱼的弊端，是当前值得大力推广的水产绿色

健康养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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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是：该养殖系统包括设置在土基内的漏

斗形鱼池、设在漏斗形鱼池一侧的鱼粪分离装置、大棚生态沟渠、莲藕池、稻田、水生植物吸

收池、生态净化池；

鱼粪分离装置和漏斗形鱼池之间设有竖井，鱼粪分离装置包括设有锥形底的筒状分离

池、竖向套在筒状分离池中间的隔离套筒、套入在隔离套筒内的混合喷管，筒状分离池上端

口的中间设有围堰，锯齿状出水堰的外侧设有环形清水槽，隔离套筒的上端高出锯齿状出

水堰，下端位于锥形底的上方，混合喷管的下端伸出隔离套筒并通过横向管和竖井连通，竖

井和漏斗形鱼池的池底之间设有排污管甲连通，混合喷管的上端口低于漏斗形鱼池的水面

且高度差设为h1；

鱼粪分离装置的环形清水槽内设有清水管并向下伸入到水生植物吸收池内，水生植物

吸收池内设有连接管甲和生态净化池连通，生态净化池内设有循环泵，循环泵上连接有循

环水管，循环水管倾斜的铺设到漏斗形鱼池侧壁的上端；鱼粪分离装置的锥形底连接有排

污管乙通入到大棚生态沟渠内，排污管乙的出口端低于漏斗形鱼池的水面且高度差设为

h2，大棚生态沟渠和莲藕池连通，莲藕池和稻田通过连接管乙连通，稻田和生态净化池之间

设有沙滤坝连通，生态净化池和漏斗形鱼池之间设有深水井；

所述的鱼粪分离装置、水生植物吸收池、生态净化池之间通过设置高度差实现水的自

然流动，大棚生态沟渠、莲藕池、稻田、生态净化池之间通过设置高度差实现水的自然流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生态沟的

一侧设有前端高后端低的鱼粪发酵通道，生态沟前端的沟底设有多个沉淀池，沉淀池的池

底设有排污泵并通过鱼粪管通入到鱼粪发酵通道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的鱼粪发

酵通道采用透明管道或由塑料薄膜搭建，发酵通道上方覆盖钢构大棚。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是：所述鱼粪发酵

通道的出口管上连接集粪槽，槽内安装吸污泵并通过施肥管道分别通入到农田、蔬菜田、果

园、花卉种植园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漏斗形鱼

池的水面中间设有旋流助力装置，该装置包括减速电机、悬浮球、旋流桨，减速电机的下部

通过横向支撑杆均布有3个悬浮球，旋流桨的中间设有转轴，该转轴的上端通过联轴器和减

速电机的输出轴同轴固定连接，减速电机上连接有控制转速的变频开关。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是：旋流桨上的叶

片设为三片凹面向下的曲面叶片，曲面叶片均布在螺旋桨的中心轴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漏斗形鱼

池的锥形出口处设有两层防逃网。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进行养殖的方

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启动循环泵不断向漏斗形鱼池内加水，使鱼粪分离装置的混合喷管和漏斗形

鱼池之间的水面之间形成水压差；

第二步：鱼类产生的鱼粪及残饵顺着漏斗形鱼池的侧壁不断滑落到池底中央，水压差

会使下流的水形成自然旋流从排污管甲排出，水排出的同时将滑落的鱼粪带入到排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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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并通过竖井从混合喷管流入到鱼粪分离装置的隔离套筒内；在鱼粪滑落过程中，启动旋

流助力装置，该装置的旋流桨在水下顺时针转动，旋流桨带动水体产生缓慢的顺时针转动

形成推力加速水的旋流，以加快鱼粪的排泄速度；

第二步：由于隔离套筒高出锯齿状出水堰，水和鱼粪进入后会迅速下降并流出隔离套

筒，流出隔离套筒后的水向上流动并从锯齿状出水堰流出进入环形清水槽内，隔离套筒的

阻隔作用使鱼粪不会向外扩散，快速的从隔离套筒沉集到底部；

第三步：环形清水槽内的清水从清水管向下流入到水生植物吸收池内，使悬浮状态的

鱼粪、残饵沉淀到此处，并被水草吸收利用，被净化的水从连接管甲向下进入到生态净化池

内；

第四步：沉集在鱼粪分离装置底部的鱼粪在水压差h2的作用下被排入到大棚生态沟渠

内，然后沉入到前端的沉淀池内，沉淀池内的排污泵将鱼粪通过鱼粪管道送入到发酵通道

内，由于该通道的前端高于后端，鱼粪进入后会缓慢的自动向下流动，鱼粪在发酵菌的作用

下形成优质肥料，并通过吸污泵排入到农田、蔬菜田、果园、花卉种植园内；

第五步：大棚生态沟渠内含鱼粪的尾水自流到莲藕池内，莲藕池内的水通过连接管乙

进入稻田内，稻田内的第三级净化水经沙滤坝进入生态净化池内；

第六步：生态净化池内主要放养虑食性鲢鳙，以鱼净水，经过多级净化的两路清水被生

态净化池内的循环泵循环回到漏斗形鱼池内，完成循环过程。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漏斗形鱼

池的上端口直径小于等于25m、池深5m、水深4.5m，该漏斗形鱼池的底部斜坡和水平面之间

的夹角设为n，15°≤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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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鱼类养殖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

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精养池塘，以饵料形式投入的氮磷养分仅有约1/3被水产动物同化吸收，剩余养

分大多以残饵和鱼虾排泄物等形式残留在养殖水体和底泥中，日积月累导致塘内水质恶

化，影响鱼虾生长，而且养殖尾水的排出也加剧了周边水环境的污染。

[0003] 随着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养殖水体富营养化、蓝藻爆发，鱼病频繁发生，养殖

户大量用药，造成水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因此，及时移除精养池塘中的氮、磷，减轻养殖水体

中有害物质压力，可有效改善养殖环境，有利于养殖动物健康生长，提高饲料转化效率，减

少养殖用药，保证水产品质量安全。

[0004] 目前，养殖池塘中氮磷的及时移除主要方式有鱼菜共生模式、池塘循环水模式、池

塘跑道鱼模式、陆基推水集装箱养殖模式等，但应用中存在要么产量低，要么投资大、能耗

高、养殖综合成本高等缺点，大面积推广受到限制；因此，探索适宜推广的、并能及时移除养

殖池塘中的氮磷新型池塘结构十分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及方法。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其特征是：该养殖系统

包括设置在土基内的漏斗形鱼池、设在漏斗形鱼池一侧的鱼粪分离装置、大棚生态沟渠、莲

藕池、稻田、水生植物吸收池、生态净化池；

鱼粪分离装置和漏斗形鱼池之间设有竖井，鱼粪分离装置包括设有锥形底的筒状

分离池、竖向套在筒状分离池中间的隔离套筒、套入在隔离套筒内的混合喷管，筒状分离池

上端口的中间设有围堰，锯齿状出水堰的外侧设有环形清水槽，隔离套筒的上端高出锯齿

状出水堰，下端位于锥形底的上方，混合喷管的下端伸出隔离套筒并通过横向管和竖井连

通，竖井和漏斗形鱼池的池底之间设有排污管甲连通，混合喷管的上端口低于漏斗形鱼池

的水面且高度差设为h1；

鱼粪分离装置的环形清水槽内设有清水管并向下伸入到水生植物吸收池内，水生

植物吸收池内设有连接管甲和生态净化池连通，生态净化池内设有循环泵，循环泵上连接

有循环水管，循环水管倾斜的铺设到漏斗形鱼池侧壁的上端；鱼粪分离装置的锥形底连接

有排污管乙通入到大棚生态沟渠内，排污管乙的出口端低于漏斗形鱼池的水面且高度差设

为h2，大棚生态沟渠和莲藕池连通，莲藕池和稻田通过连接管乙连通，稻田和生态净化池之

间设有沙滤坝连通，生态净化池和漏斗形鱼池之间设有深水井；

所述的鱼粪分离装置、水生植物吸收池、生态净化池之间通过设置高度差实现水

的自然流动，大棚生态沟渠、莲藕池、稻田、生态净化池之间通过设置高度差实现水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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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

[0007] 优选的，所述生态沟的一侧设有前端高后端低的鱼粪发酵通道，生态沟前端的沟

底设有多个沉淀池，沉淀池的池底设有排污泵并通过鱼粪管通入到鱼粪发酵通道内。

[0008] 优选的，所述的鱼粪发酵通道采用透明管道或由塑料薄膜搭建，发酵通道上方覆

盖钢构大棚。

[0009] 优选的，所述鱼粪发酵通道的出口管上连接集粪槽，槽内安装吸污泵并通过施肥

管道分别通入到农田、蔬菜田、果园、花卉种植园内。

[0010] 优选的，所述漏斗形鱼池的水面中间设有旋流助力装置，该装置包括减速电机、悬

浮球、旋流桨，减速电机的下部通过横向支撑杆均布有3个悬浮球，旋流桨的中间设有转轴，

该转轴的上端通过联轴器和减速电机的输出轴同轴固定连接，减速电机上连接有控制转速

的变频开关。

[0011] 优选的，旋流桨上的叶片设为三片凹面向下的曲面叶片，曲面叶片均布在螺旋桨

的中心轴上。

[0012] 优选的，所述漏斗形鱼池的锥形出口处设有两层防逃网。

[0013] 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进行养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启动循环泵不断向漏斗形鱼池内加水，使鱼粪分离装置的混合喷管和漏

斗形鱼池之间的水面之间形成水压差；

第二步：鱼类产生的鱼粪及残饵顺着漏斗形鱼池的侧壁不断滑落到池底中央，水

压差会使下流的水形成自然旋流从排污管甲排出，水排出的同时将滑落的鱼粪带入到排污

管内，并通过竖井从混合喷管流入到鱼粪分离装置的隔离套筒内；在鱼粪滑落过程中，启动

旋流助力装置，该装置的旋流桨在水下顺时针转动，旋流桨带动水体产生缓慢的顺时针转

动形成推力加速水的旋流，以加快鱼粪的排泄速度；

第二步：由于隔离套筒高出锯齿状出水堰，水和鱼粪进入后会迅速下降并流出隔

离套筒，流出隔离套筒后的水向上流动并从锯齿状出水堰流出进入环形清水槽内，隔离套

筒的阻隔作用使鱼粪不会向外扩散，快速的从隔离套筒沉集到底部；

第三步：环形清水槽内的清水从清水管向下流入到水生植物吸收池内，使悬浮状

态的鱼粪、残饵沉淀到此处，并被水草吸收利用，被净化的水从连接管甲向下进入到生态净

化池内；

第四步：沉集在鱼粪分离装置底部的鱼粪在水压差h2的作用下被排入到大棚生态

沟渠内，然后沉入到前端的沉淀池内，沉淀池内的排污泵将鱼粪通过鱼粪管道送入到发酵

通道内，由于该通道的前端高于后端，鱼粪进入后会缓慢的自动向下流动，鱼粪在发酵菌的

作用下形成优质肥料，并通过吸污泵排入到农田、蔬菜田、果园、花卉种植园内；

第五步：大棚生态沟渠内含鱼粪的尾水自流到莲藕池内，莲藕池内的水通过连接

管乙进入稻田内，稻田内的第三级净化水经沙滤坝进入生态净化池内；

第六步：生态净化池内主要放养虑食性鲢鳙，以鱼净水，经过多级净化的两路清水

被生态净化池内的循环泵循环回到漏斗形鱼池内，完成循环过程。

[0014] 优先的，所述漏斗形鱼池的上端口直径小于等于25m、池深5m、水深4.5m，该漏斗形

鱼池的底部斜坡和水平面之间的夹角设为n，15°≤n≤40°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是：

1、本发明的漏斗形鱼池液面中间设有旋流助力装置，该装置通过悬浮球漂浮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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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面，并通过减速电机驱动伸入到水体内的旋流桨转动，旋流桨带动水体产生缓慢的顺

时针转动并形成推力加速水的旋流，加快了粪便残饵在鱼池锥形侧面向中心最低处的沉降

速度，以少量排水的方式将粪便、残饵从漏斗形鱼池排出；通过变频器合理控制旋流助力装

置的排污间隔，将排污方式从人工操作改进为机械自动定时操作，效率高、排污效果好，节

省人力物力。

[0015] 2、本发明通过设置鱼粪分离装置将漏斗形鱼池排出的混合鱼粪沉淀分离，隔离套

筒和锯齿状出水堰的设计特点可加快鱼粪残饵的沉淀，同时，快速形成的上清水进入到环

形清水槽内并通过管道排入到循环系统内，实现养殖水的循环利用，节约了大量养殖用水。

[0016] 3、本发明通过设置大棚生态沟渠将沉淀出的鱼粪储存到沉淀池内，通过在倾斜的

鱼粪发酵通道内放置发酵菌，对沉淀池内的鱼粪进行发酵处理，形成可直接供菜地或果园

等使用的优质肥料。

[0017] 4、本发明的发酵通道采用透明管道或由塑料薄膜制成，利用太阳光照射升温进行

发酵，夏天光照充足发酵速度快，同时，夏季鱼类活跃进食多造成粪便多，充足的光照保证

了大量粪便的发酵，冬季则相反，该发酵循环系统利用季节温度的变化，将鱼粪充分发酵成

优质肥料，变废为宝，节能环保。

[0018] 5、本发明通过设置深水井，利用夏季深水井中的水自然温度较低的特点，在夏季

对漏斗形鱼池注水降温，为鱼类创造适宜的生长温度，另外，夏季捕鱼售卖时往往因为水温

过高而导致鱼鳞脱落，通过注入井水降温，可降低捕鱼时鱼的死亡率，提高养殖效益。

[0019] 6、本发明在漏斗形鱼池上配备旋流助力装置、鱼粪分离装置，可高效移除养殖水

体中的亚硝酸盐、氨氮、COD、总氮和总磷等，移除率分别为90.91%、48.94%、27.96%、54.16%、

44.44%，新型底排污池塘设计融合国内生态渔业方式上实现创新，鱼粪移出率达80%以上，

远远超过传统跑道式循环养殖10%～30%的鱼粪移除率，大大降低了养殖水中的鱼粪等污染

物含量。

[0020] 7、本发明鱼粪分离装置、水生植物吸收池、生态净化池形成第一循环系统，该循环

系统对鱼粪分离后的上清水进行多级净化并实现循环利用；通过鱼粪分离装置、生态沟渠、

莲藕池、稻田、生态净化池对鱼粪分离后的尾水进行多级利用和净化，实现循环利用，这种

双循环的生态养殖系统，实现了养殖尾水的循环处理，具有节能、节地、节水、质优、高效、环

保等优点，是当前提倡的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模式，值得推广应用。

[0021] 8、本发明生态养殖系统可用于不同鱼类等水产品，经测算，养殖鱼类产量为10kg

～50kg/㎡，折合亩产达6000kg～30000kg，是普通池塘养殖产量的数倍甚至十几倍；相比工

厂化水产养殖净化系统减少了砂滤罐、曝气盘、硝化反硝化等水处理设施设备，养殖循环流

程更简单实用，投资小、能耗低、运维少、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循环系统图；

图2是本发明漏斗形鱼池、鱼粪分离装置、大棚生态沟渠、生态净化池的剖视结构

示意图之一；

图3是本发明漏斗形鱼池、鱼粪分离装置、大棚生态沟渠、生态净化池的剖视结构

示意图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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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是图3的局部放大图；

图5是本发明大棚生态沟渠的局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鱼粪分离装置、水生植物吸收池、生态净化池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旋流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01.漏斗形鱼池、11.排污管甲、12.竖井、13.防逃网、02.鱼粪分离装置、21.

筒状分离池、22.隔离套筒、23.混合喷管、24.锯齿状出水堰、25.环形清水槽、251.清水管、

26.排污管乙、261.排污管乙的出口端、03.生态净化池、31.循环泵、311.循环水管、04.大棚

生态沟渠、41.沉淀池、42.排污泵、43.鱼粪管、05.莲藕池、51.连接管乙、06.稻田、61.沙滤

坝、07.水生植物吸收池、71.连接管甲、08.深水井、09.鱼粪发酵通道、91.吸收污泵、92  .施

肥管道、93.蔬菜田、94.果园、95.花卉种植园、100.旋流助力装置、101.旋流桨、200.鱼粪。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一，参见说明书附图1  ‑  7，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养殖系统，该养殖系

统包括设置在土基内的漏斗形鱼池、设在漏斗形鱼池一侧的鱼粪分离装置、大棚生态沟渠、

莲藕池、稻田、生态净化池、水生植物吸收池，漏斗形鱼池上设有保温大棚；所述漏斗形鱼池

的锥形出口处设有两层防止鱼类从排污口逃脱的防逃网。

[0025] 鱼粪分离装置和漏斗形鱼池之间设有竖井，鱼粪分离装置包括设有锥形底的筒状

分离池、竖向套在筒状分离池中间的隔离套筒、套入在隔离套筒内的混合喷管，筒状分离池

上端口的中间设有围堰，锯齿状出水堰的外侧设有环形清水槽，隔离套筒的上端高出锯齿

状出水堰，下端位于锥形底的上方，混合喷管的下端伸出隔离套筒并通过横向管和竖井连

通，竖井和漏斗形鱼池的池底之间设有排污管甲连通，混合喷管的上端口低于漏斗形鱼池

的水面且高度差设为h1；

通过在竖井内设置排水泵可将鱼池内的水排干，便于捕鱼售卖或内部清理。

[0026] 鱼粪分离装置的环形清水槽内设有清水管并向下伸入到水生植物吸收池内，水生

植物吸收内设有连接管甲和生态净化池连通，生态净化池内设有循环泵，循环泵上连接有

循环水管，循环水管倾斜的铺设到漏斗形鱼池侧壁的上端，倾斜设置的水管起到一定推动

水流旋转的效果；鱼粪分离装置的锥形底连接有排污管乙通入到大棚生态沟渠内，排污管

乙的出口端低于漏斗形鱼池的水面且高度差设为h2，大棚生态沟渠和莲藕池连通，莲藕池

和稻田通过之间通过连接管乙连通，稻田和生态净化池之间设有沙滤坝连通，稻田内的水

翻过沙滤坝进入到生态净化池内，生态净化池和漏斗形鱼池之间设有深水井；

所述的鱼粪分离装置、水生植物吸收池、生态净化池之间通过设置高度差实现水

的流动，大棚生态沟渠、莲藕池、稻田、生态净化池之间通过设置高度差实现水的流动。

[0027] 所述生态沟的一侧设有前端高后端低的鱼粪发酵通道，鱼粪进入后顺着发酵通道

缓慢下降，此过程中和发酵菌混合发酵形成优质的有机肥，生态沟前端的沟底设有多个沉

淀池，沉淀池的池底设有排污泵并通过鱼粪管通入到鱼粪发酵通道内，所述的鱼粪发酵通

道设为透明管道或由塑料薄膜搭建，发酵通道上方覆盖钢构大棚，阳光照射后能够快速升

温，所述鱼粪发酵通道出口连接有集粪槽，通过吸污泵分别将集粪槽内发酵后的鱼粪肥通

过施肥管施入农田、蔬菜田、果园、花卉种植园内。

[0028] 所述漏斗形鱼池的水面中间设有旋流助力装置。该装置包括减速电机、悬浮球、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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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桨，减速电机的下部通过横向支撑杆均布有多个悬浮球，旋流桨位于水面下50cm处产生

的旋流效果最好，旋流桨的中间设有转轴且该转轴的上端通过联轴器和减速电机的输出轴

同轴固定连接，减速电机上连接有控制转速的变频开关，通过变频开关控制旋流桨的转速，

进而控制水流形成旋流的速度，控制鱼粪的排出速度；旋流桨上的叶片设为两片直板叶片

或三片整体呈圆形的曲面叶片，直板叶片和曲面叶片均布在螺旋桨的中心轴上。

[0029] 实施例二，参见说明书附图1  ‑  7，根据实施例一所述的一种漏斗形池塘生态循环

养殖系统进行养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启动循环泵不断向漏斗形鱼池内加水，使鱼粪分离装置的混合喷管和漏

斗形鱼池之间的水面之间形成水压差；

第二步：鱼类产生的鱼粪及残饵顺着漏斗形鱼池的侧壁不断滑落到池底中心，水

压差会使下流的水形成自然旋流从排污管甲排出，水排出的同时将滑落的鱼粪带入到排污

管内，并通过竖井从混合喷管流入到鱼粪分离装置的隔离套筒内；此过程中，启动旋流助力

装置，该装置的旋流桨在水下顺时针转动，旋流桨带动水体产生缓慢的顺时针转动形成推

力加速水的旋流，加快了鱼粪的排泄速度，不会产生粪便的淤积；

第二步：由于隔离套筒高出锯齿状出水堰，水和鱼粪进入后会迅速下降并流出隔

离套筒，流出套筒后的水向上流动并从锯齿状出水堰流出进入环形清水槽内，隔离套筒的

阻隔作用使鱼粪不会向外扩散，快速的从隔离套筒沉集到底部，提升了鱼粪的沉淀效率；

第三步：环形清水槽内的清水从清水管向下流入到水生植物吸收池内，利用水生

植物强大的吸收能力，使悬浮状态的鱼粪、残饵沉淀到此处，并被水草吸收利用，被净化的

水从连接管甲向下进入到生态净化池内；

第四步：沉集在鱼粪分离装置底部的鱼粪在水压差h2的作用下被排入到大棚生态

沟渠内，然后沉入到前端的沉淀池内，沉淀池内的吸污泵将鱼粪通过鱼粪管道送入到鱼粪

发酵通道内，由于该通道的前端高于后端，鱼粪进入后会缓慢的自动向后端流动，此过程在

内部放置的发酵菌的作用下形成优质肥料，并通过吸污泵施入农田、蔬菜田、果园、花卉种

植园内；

第五步：大棚生态沟渠内含部分粪便的尾水自流到莲藕池内，种植的莲藕吸收了

尾水的肥力，提高了莲藕产量的同时净化养殖尾水，莲藕池内的水通过连接管乙进入到稻

田内，稻田内的第三级净化水流经沙滤坝进入到生态净化池内；

第六步：生态净化池内主要放养虑食性鲢鳙，以鱼净水，经过多级净化的两路清水

被生态净化池内的循环泵排入到漏斗形鱼池内完成循环，达到零排放。

[0030] 所述漏斗形鱼池的上端口直径小于等于25m、池深5m、水深4.5m，该漏斗形鱼池的

底部斜坡和水平面之间的夹角设为n，15°≤n≤40°，此例夹角为15°。

[0031] 实施例三，旋流助力装置集排污试验

参见说明书附图2、7，旋流助力装置包括减速电机、悬浮球、旋流桨，减速电机的下

部通过横向支撑杆均布有3个悬浮球，旋流桨的中间设有转轴且该转轴的上端通过联轴器

和减速电机的输出轴同轴固定连接，减速电机上连接有控制转速的变频开关，通过变频开

关控制旋流桨的转速，进而控制水流形成旋流的速度，控制鱼粪的排出速度；旋流桨上的叶

片设为两片直板叶片或三片整体呈圆形的曲面叶片，直板叶片和曲面叶片均布在螺旋桨的

中心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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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旋流助力装置的旋流桨上的叶片形状和排列数量对旋流助力的影响很大，需通过

模型具体研究设置不同的旋流桨对粪便残饵的旋流沉降效果。

[0033] 首先，设计底部斜坡与水平面的夹角为30°，上部直径0.8m、高0.4m的漏斗形模型

模拟漏斗形鱼池，该模型用2mm厚的不锈钢铁皮制作，底部连接设有阀门的排污管，旋流助

力装置固定到模型中间的水面上，以鲤鱼破碎料代替鱼粪进行试验。

[0034] （1）直板形两叶片旋流助力集排污试验

旋流桨的转轴上对称焊接两个平面直板形叶片，并置于水面下7cm处，调节转速至

375rpm，系统运行稳定后，向模型内加入50g鲤鱼破碎料，停止向模型内补水并打开排污管，

破碎料完全进入集污管时秒表开始计时，完全排出破碎饲料后停止计时，补水至同样水位，

重复上述试验，共3次；调节转速至100rpm，同样进行3次上述试验，分别计时破碎料完全进

入集污管时间。

[0035] 表1  两片直板形叶片旋流助力集排污时间（单位：s）

  375rpm 100rpm

第一次集排污时间 360 220 

第二次集排污时间 370 206 

第三次集排污时间 368 210 

平均集排污时间 366 212 

试验结果与分析：直板形两叶片旋流助力的3次集污时间如表1，由表1可知，粪便

残饵完全沉降，375rpm转速条件下平均集排污时间为366s，而100rpm转速时平均集排污时

间只需要212s，100rpm较375rpm转速时的集排污时间减少了154  s。

[0036] （2）曲面三叶片、凹面朝上的旋流助力集排污试验

将试验（1）的两片直板形叶片换成曲面叶片，凹面朝上，旋流桨的转轴上均匀焊接

三个曲面叶片，置于水面下7cm处，重复试验（1）的步骤和方法，得到在转速375rpm和转速

100rpm情况下破碎料完全进入集污管时间。

[0037] 表2 曲面三叶片凹面朝上旋流助力集排污时间（单位：s）

  375rpm 100rpm

第一次集排污时间 220 120 

第二次集排污时间 206 130 

第三次集排污时间 210 132 

平均集排污时间 212 127 

试验结果与分析：曲面三叶片凹面朝上旋流助力3次集污时间如表2，由表2可知，

粪便残饵完全沉降，375rpm转速条件下平均需212  s，而100rpm转速时平均只需要127  s，

100rpm较375rpm转速时的集排污时间减少了85s。

[0038] （3）曲面三叶片、凹面朝下的旋流助力集排污试验

将试验（1）的两片直板形叶片换成曲面叶片，凹面朝下，旋流桨的转轴上均匀焊接

三个曲面叶片，置于水面下7cm处，重复试验（1）的步骤和方法，得到在转速375rpm和转速

100rpm情况下破碎料完全进入集污管的时间。

[0039] 表3 曲面三叶片凹面朝下旋流助力集排污时间（单位：s）

  375rpm 1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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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集排污时间 160 125 

第二次集排污时间 175 130 

第三次集排污时间 150 120 

平均集排污时间 162 125 

三种叶片旋流桨集排污结果分析：

从表1、表2和表3可看出，叶片375rpm转速时，两片直板形叶片将漏斗形池塘中破

碎料完全移除平均时间为366s，曲面三叶片凹面朝上平均时间212  s，而曲面三叶片凹面朝

下平均时间需162s，曲面三叶片凹面朝下较两片直板形叶片集排污时间减少204  s；

在叶片100  rpm转速时，两片直板形叶片将漏斗形池塘中破碎料完全集中移除需

要212s，而曲面三叶片凹面朝下只需125s，曲面三叶凹面朝下较两片直板形叶片加快了

87s。可见，在相同转速条件下，两片直板形叶片集污最慢，曲面三叶片凹面朝上较快，曲面

三叶片凹面朝下集污最快。

[0040] 另外，在旋流桨叶片相同的条件下，转速100  rpm较转速375rpm完全移除漏斗形池

塘系统中残饵速度快，两片直板形叶片旋流、曲面三叶片向上旋流和曲面三叶片向下旋流3

种旋流桨，转速100  rpm较转速375rpm完全移除漏斗形池塘系统中残饵集中速度分别快

154s、85s和37s。因此，本发明优选曲面三叶片、凹面朝下的旋流叶片。

[0041] 实施例四，本发明的循环养殖系统的应用

河南旭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用实施例二的循环控制方法进行养殖，旋流助

力装置的螺旋桨叶片选用曲面三叶片凹面向下的叶片；

具体将漏斗形池塘的上端口直径设为25m左右，池深设5m，水深设4.5m，漏斗形池

塘的体积和生态净化池、水生植物吸收池、莲藕池、稻田的总体积的比为2：8。

[0042] 该公司设养殖池3个，养殖池面积分别为：1号池530m2、2号池706m2、3号池706m2，池

塘均为圆形、漏斗状，池底中间设排污口，排污口下50cm埋设排污管道。排污口外侧安装排

水竖管，竖管高出池底100cm，下连排水管道，使排水竖管只排放池中悬浮物而不排池底沉

淀物。池塘底部及边坡全部用防渗膜覆盖，确保养殖用水不渗漏。

[0043] 每个养殖池配套有功率为1.5kW的水车式增氧机一台，养鱼池中间一台1.5kW旋流

助力装置。生态净化池配套1台出水量45m3/h的潜水泵抽提净化水，供养殖池循环利用。养

殖池保持水深4.5m，进行生产试验。

[0044] 2020年6月，购买锦鲤投入3个养殖池，7月购买鲢鳙鱼夏花投入生态净化池。

[0045] 表4 鱼苗鱼种投放表

  日期 放养量（尾） 面积（㎡） 密度（尾/㎡） 平均规格（g/尾）

1号池 6.27 440 530 0.83 1750

2号池 6.27 1375 706 1.95 350

3号池 6.27 1370 706 1.94 350

试验全程投喂锦鲤专用漂浮性配合饵料，每天投喂2～4次。每次投喂后2h左右排

污，日排污3次～5次，依靠水位压差自流排入鱼粪分离装置。从8月初开始，养殖池每天24h

通过池底排水管将池中悬浮污物排入循环系统，养殖尾水经沉淀、净化后抽提回养殖池，实

现水体不间断交换、循环利用。水体总交换量为45m3/h，每个池塘水体交换量平均15m3/h。

[0046] 每天检测水温、pH值、溶解氧、亚硝酸盐、氨氮等水质指标，定期测养殖池和生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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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池水体中的总磷、总氮、COD等，对比养殖尾水净化效果。

[0047] 经测产，3个养殖池均达到2.5kg/m2以上的产出量。详见表5

表5 各养殖池的测产结果

  1号池 2号池 3号池

日期 11.12 11.12 11.4

存池量（尾） 440 1310 1260

规格（kg/尾） 3.15 1.5 1.37

总产量（kg） 1386 1965 1726

单位产量（kg/m2） 2.62 2.78 2.44

3个试验池单位产出量和同样方式养殖食用鱼相比产量较低，这是为了保证锦鲤

品质没有刻意追求单位产出量的考量。通过试验，取得明显生态效益。

[0048] 在投喂量较高的7、8、9月份，通过水质监测可以看出，pH值为8.10左右，无论是养

殖池水和净化池水的总氮、总磷、COD，均基本达到淡水养殖二级排放标准，说明该模式起到

了生态养殖作用。详见表6。

[0049] 表6  2号养殖池和生态净化池部分水质指标对比表

养殖池（范围） 养殖池（平均）   生态净化池 净化池（平均）

COD(mg/L) 26～9 20.10 20～11 14.48

总氮(mg/L) 3.45～1.5 2.27 1.53～0.6 1.04

总磷(mg/L) 0.4～0.2 0.36 0.31～0.19 0.20

亚硝酸盐 (mg/L) 0.133～0.009 0.11 0.05～0.002 0.01

氨氮(mg/L) 0.96～0.4 0.47 0.42～0.1 0.24

由表6可知，经过多级净化处理后生态净化池中的各有害物质均低于养殖池，按各

指标的平均值计算，亚硝酸盐的移除率  90.91%、氨氮移除率48.94%、COD移除率27.96%、总

氮移除率  54.16%、总磷移除率44.44%，有效改善了养殖水质，达到了净化养殖尾水与循环

利用的目的，形成有利于养殖鱼类生长的环境，提高饲料转化效率，加速鱼类生长，增加养

殖效益。

[0050] 本例中养殖锦鲤等观赏鱼受鱼种数量影响，产量相对低，但与普通池塘养殖相比，

具有生长快、病害少、颜色鲜艳等优点。经实际应用，采用本发明实例2的漏斗形池塘养殖其

他鱼类进行试验，已在700㎡漏斗形池塘中养殖加州鲈、罗非鱼、草鱼、丁桂等品种，正常情

况下产量分别达到7500kg、34000kg、12400kg、8100kg，折合产量为10kg～50kg/㎡，产量较

高，具有较好收益。

[0051] 本发明的循环系统中的养殖鱼类始终生长在水体循环流动状态下，好的水体环境

为高效生产优质水产品提供保障。与普通池塘养殖中养鱼病害多、发病多相比，生态养殖模

式可明显提高鱼的抗病力、降低其发病概率，有效减少养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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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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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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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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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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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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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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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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