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973001.7

(22)申请日 2019.10.14

(71)申请人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地址 313000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杭长桥

南路999号

(72)发明人 刘梅　原居林　练青平　倪蒙　

郭爱环　顾志敏　

(74)专利代理机构 浙江千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3246

代理人 裴金华

(51)Int.Cl.

C02F 9/02(2006.01)

E02B 3/12(2006.01)

C02F 103/2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

构及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

的石笼网机构及使用方法，属于池塘养殖废水处

理领域。本发明为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

的石笼网机构，包括过滤装置、与过滤装置贴临

的防堵装置，过滤装置包括多个相互贴临的过滤

单元，过滤单元包括交替设置的第一石笼网、第

二石笼网，防堵装置包括与过滤装置贴临的网

箱、两个架设于网箱内部的滚轴、套设于滚轴能

够在滚轴的带动下转动的清洗网，清洗网上设有

至少一排清洗刷。本发明中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

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及使用方法，净水过程

中能够通过手动操作，转动滚轴使清洗刷清洗防

堵装置，避免出现拥堵而丧失净化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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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过滤装置、与所述过

滤装置贴临的防堵装置，所述过滤装置包括多个相互贴临的过滤单元，所述过滤单元包括

交替设置的第一石笼网、第二石笼网，所述第一石笼网上侧具有第一固定孔、下侧具有第一

固定柱，所述第二石笼网上侧具有第二固定孔、下侧具有第二固定柱，所述第一固定柱能够

插入相邻的第二固定孔中，所述防堵装置包括与所述过滤装置贴临的网箱、两个架设于所

述网箱内部的滚轴、套设于所述滚轴能够在滚轴的带动下转动的清洗网，所述清洗网上设

有至少一排清洗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网箱具有两个网面、两用于连接所述网面的固定面，所述固定面设有通孔，所述滚轴的两

端穿过所述通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通孔包括设置在所述固定面上端的第一通孔、设置在所述固定面下端的第二通孔。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滚轴包括两端穿过所述第一通孔的第一滚轴、两端穿过所述第二通孔的第二滚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滚轴端部固接助动把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石笼网、第二石笼网为长方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防堵装置与相邻的过滤单元之间用铁丝固定。

8.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至7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

机构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确定过滤坝的长度定制满足长度要求的第一石笼网、第二石笼网，第一石笼网、第

二石笼网交替铺设，铺设完一层石笼网即对石笼网进行填充，第一石笼网中由下至上填充

火山石层、第一鹅卵石层，第二石笼网中由下至上填充第二鹅卵石层、陶粒层，搭建完成过

滤装置；

（2）将防堵装置架起与相邻的过滤单元贴附，用钢丝固定；

（3）将定植盆固定在过滤装置顶部，种植香根草。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的使用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鹅卵石的直径为5-8厘米，所述陶粒的直径为3-5厘米，所述火山石的直径为

5-8厘米。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的使用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火山石层的厚度为第一鹅卵石层厚度的2-3倍，所述陶粒层的厚度是第二鹅

卵石层厚度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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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池塘养殖废水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

笼网机构及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内陆淡水渔业主要以池塘养殖为主，养殖品种种类繁多，养殖模式多样，大多

品种存在养殖密度过高、养殖模式粗放等问题，其结果导致大量残余的饵料、水生动物的排

泄物等氮磷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被排放到天然水域中造成养殖区周边水体富营养化日趋

加剧。据前期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养殖塘养殖尾水均属于劣V类水，给生态环境造成了

巨大压力，并成为制约淡水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养殖尾水生态化处理已

迫在眉睫，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前浙江已完成80万亩养殖池塘尾水治理任务，

其他相关县市也已相继开展。其中过滤坝由于能拦截养殖尾水中的颗粒状污染物，能够有

效净化水质，已被广泛应用于淡水养殖池塘养殖尾水生态化处理体系中，是尾水处理系统

的重要单元。

[0003] 目前，养殖尾水处理建设的过滤坝主要是采用空心砖为主体框架结构，底部采取

水泥硬化，框架内铺设不同粒径的碎石、鹅卵石等，利用基质、植物、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

物三种协同作用，以达到过滤、净化养殖尾水的目的。但现有的过滤坝中填充介质多为砂石

等密度较大的滤料，在系统运行期间不能搅动，运行不到两年，就会发生基质堵塞问题，显

著降低了过滤坝的处理效率。而当基质堵塞时只能将填料全部挖出冲洗，重新填充，重新种

植水生植物，工程量较大，显著提高处理成本，实际应用困难，不利于大范围推广。另一方面

空心砖水泥价格较昂贵，需要专业人员施工，增加建设成本，维护不当也易发生坍塌现象。

因此，如何在保证养殖尾水处理效果的基础上设计一种即施工简便、处理成本低又维护容

易、美化环境的生态过滤坝系统是目前养殖废水生态化工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0004] 现有技术中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结构中抑郁堵塞不易清洗，无法连续长久使用，

并且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净水速度会降低。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及使用方法，

净水过程中能够手动操作转动滚轴使清洗刷清洗防堵装置，避免出现拥堵而丧失净化水的

功能。同时每层石笼网之间通过固定柱、固定孔固定使整个机构结构更稳定。而且净化能够

好。

[0006] 本发明为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包括过滤装置、与所述过

滤装置贴临的防堵装置，所述过滤装置包括多个相互贴临的过滤单元，所述过滤单元包括

交替设置的第一石笼网、第二石笼网，所述第一石笼网上侧具有第一固定孔、下侧具有第一

固定柱，所述第二石笼网上侧具有第二固定孔、下侧具有第二固定柱，所述第一固定柱能够

插入相邻的第二固定孔中，所述防堵装置包括与所述过滤装置贴临的网箱、两个架设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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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网箱内部的滚轴、套设于所述滚轴能够在滚轴的带动下转动的清洗网，所述清洗网上设

有至少一排清洗刷。

[0007] 作为优选的，所述网箱具有两个网面、两用于连接所述网面的固定面，所

述固定面设有通孔，所述滚轴的两端穿过所述通孔。

[0008] 作为优选的，所述通孔包括设置在所述固定面上端的第一通孔、设置在所述固定

面下端的第二通孔。

[0009] 作为优选的，所述滚轴包括两端穿过所述第一通孔的第一滚轴、两端穿过

所述第二通孔的第二滚轴。

[0010] 作为优选的，所述第一滚轴端部固接助动把手。

[0011] 作为优选的，所述第一石笼网、第二石笼网为长方体。

[0012] 作为优选的，所述防堵装置与相邻的过滤单元之间用铁丝固定。

[0013] 一种基于前文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的使用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1）确定过滤坝的长度定制满足长度要求的第一石笼网、第二石笼网，第一

石笼网、第二石笼网交替铺设，铺设完一层石笼网即对石笼网进行填充，第一石笼网中

由下至上填充火山石层、第一鹅卵石层，第二石笼网中由下至上填充第二鹅卵石层、陶粒

层，搭建完成过滤装置；

（2）将防堵装置架起与相邻的过滤单元贴附，用钢丝固定；

（3）将定植盆固定在过滤装置顶部，种植香根草。

[0014] 作为优选的，所述鹅卵石的直径为5-8厘米，所述陶粒的直径为3-5厘米，所述火山

石的直径为5-8厘米。

[0015] 作为优选的，所述火山石层的厚度为第一鹅卵石层厚度的2-3倍，所述陶粒层的厚

度是第二鹅卵石层厚度的2倍。

[0016] 本发明中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及使用方法，净水过程中

能够通过手动操作，转动滚轴使清洗刷清洗防堵装置，避免出现拥堵而丧失净化水的功能。

同时每层石笼网之间通过固定柱、固定孔固定使整个机构结构更稳定。而且净化能够好，污

染物降解效果较好，尤其是总磷和氨氮。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

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的第

一石笼网、第二石笼网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的滚

轴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的清

洗网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实际

使用时填充填料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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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过滤装置；11、过滤单元；111、第一石笼网；1111、第一固定孔；1112、第一固定

柱；112、第二石笼网；1121、第二固定孔；1122、第二固定柱；2、防堵装置；21、网箱；211、网

面；212、固定面；213、通孔；2131、第一通孔；2132、第二通孔；22、滚轴；221、第一滚轴；222、

第二滚轴；23、清洗网；231、清洗刷；24、助动把手。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19] 请参阅图1至图4，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包括过滤装置1、

与所述过滤装置1贴临的防堵装置2，所述过滤装置1包括多个相互贴临的过滤单元11，所述

过滤单元11包括交替设置的第一石笼网111、第二石笼网112，所述第一石笼网111上侧具有

第一固定孔1111、下侧具有第一固定柱1112，所述第二石笼网112上侧具有第二固定孔

1121、下侧具有第二固定柱1122，所述第一固定柱1112能够插入相邻的第二固定孔1121中，

所述第二固定柱1122能够插入相邻的第二石笼网112下方的第一石笼网111的第一固定孔

1111中，以实现固定石笼网，防止石笼网之间发生位错，保证结构的稳定性，过滤单元11为

竖直设置的第一石笼网111、第二石笼网112，竖直方向上由上至下排列的顺序为第一石笼

网111、第二石笼网112、第一石笼网111、第二石笼网112……，当然作为首层的第一石笼网

111的表面是没有第一固定孔1111的，最后一层的第二石笼网112是没有第二固定柱1122

的，所述防堵装置2包括与所述过滤装置1贴临的网箱21、两个架设于所述网箱21内部的滚

轴22、套设于所述滚轴22能够在滚轴22的带动下转动的滚轴222，所述滚轴222上设有至少

一排清洗刷231，保证水能穿过。多个过滤单元11并列设置能够提高石笼网的抗冲击能力，

使结构更稳定。

[0020] 清洗刷231的设置不易太稠密，一面阻碍水流。一般设置2-3个清洗刷231即可。

[0021] 所述网箱21具有两个网面211、两用于连接所述网面211的固定面212，所述固定面

212设有通孔213，所述滚轴22的两端穿过所述通孔213。所述通孔213包括设置在所述固定

面212上端的第一通孔2131、设置在所述固定面212下端的第二通孔2132。所述滚轴22包括

两端穿过所述第一通孔2131的第一滚轴221、两端穿过所述第二通孔2132的第二滚轴222。

所述第一滚轴221端部固接助动把手24。

[0022] 另外，所述第一石笼网111、第二石笼网112为长方体。所述防堵装置2与相邻的过

滤单元11之间用铁丝固定。

[0023] 池塘养殖尾水净化处理时将石笼网机构带有防堵装置2的一面先接触到待过滤的

水，防堵装置2能够拦截落叶等漂浮物质，网面211的网孔的大小应该比树叶的小，网孔应适

当的小一些能够起到一级净化的效果，滚轴222套设在两滚轴22上，在转动滚轴22的时候带

动滚轴222转动，滚轴222上的清洗刷231转动，与网面211接触摩擦，能够滚轴222面211上的

残留的污染物，滚轴222面211，防止拥堵。同时有一个网面211是与过滤单元11接触的，由于

材质都是网孔的，在清洗刷231接触到与过滤单元11贴临的网面211时，清洗刷231也能够清

洗过滤单元11的一侧，这一侧也是过滤装置1中最先接触污水的，其受到堵塞的几率更大，

清洗好了这一处，能够很好的避免石笼网机构发生堵塞的现象。

[0024] 石笼网由高抗腐蚀、高强度、具有延展性的低碳钢丝或者包覆PVC的钢丝使用机械

编织而成，可定制形状且价格低廉，一个长2米，宽1米，高1米的石笼网仅需几元，且可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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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堆砌，施工简单。

[0025] 一种基于前文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的使用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1）确定过滤坝的长度定制满足长度要求的第一石笼网111、第二石笼网112，第一石笼

网111、第二石笼网112交替铺设，确定好石笼网的个数，将石笼网横跨铺设在流动有污水的

水道内中，铺设完一层石笼网即对石笼网进行填充，第一石笼网111中由下至上填充火山石

层、第一鹅卵石层，第二石笼网112中由下至上填充第二鹅卵石层、陶粒层（可以2个过滤单

元11同时铺设，防止铺设过程中发生倾倒），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是两个过滤单元11，每填充

一层盖上石笼网的盖，搭建完成过滤装置1，填料的铺设结构请参阅图5；

（2）将防堵装置2架起与相邻的过滤单元11贴附，用钢丝固定；

（3）将定植盆固定在过滤装置1顶部，种植香根草，建成过滤坝，将污水引流

过来，即可开始污水净化。

[0026] 其中，所述鹅卵石的直径为5-8厘米，所述陶粒的直径为3-5厘米，所述火山石的直

径为5-8厘米。所述火山石层的厚度为第一鹅卵石层厚度的2-3倍，所述陶粒层的厚度是第

二鹅卵石层厚度的2倍。

[0027] 例如火山石铺设高度为70-80厘米，剩下20-30厘米铺设第一鹅卵石层；铺设高度

为30-40厘米的第二鹅卵石层，  60-70厘米的陶粒层。这样能够防止轻质填料上浮。为方便

阻塞后清理，填料建议用尼龙网袋装好后填放，网袋网目在保证填料不漏出的前提下尽可

能大。

[0028] 火山石或者陶粒由于其密度小，内部多孔，形态、成分较均一，且具有一定强度和

坚固性，因而具有质轻，耐腐蚀，易搬运，透水性好等特点，火山石外观上无尖粒状，对水流

阻力小，不易堵塞。陶粒吸附性较好，净水能力强，提高机构的净化水质的能力。鹅卵石密度

较大能够增强机构的稳定性，同时营造出多孔、大孔的结构，增加水流速度。本发明通过将

石笼网和火山石、陶粒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两者优势，实现污水净化。

[0029] 将石笼网机构搭建完成，建成一个建议过滤坝，净水一段时间后，人工转动助动把

手24，带动滚轴22转动，清洗刷231滚轴222面211。

[0030] 定植盆，每隔40-50厘米放置一个定植盆，定植盆内宜种植香根草，香根草对气候

适应性广，在-10-45℃的地区均可生长，且其根系发达，穿透能力强，一般可达2-3米，最长

可达8米，不仅如此，香根草根系的抗拉强度大，达到40-120兆帕，平均75兆帕，显著高于黄

杉、杨树、柳树等多种乔木、灌木根系的抗拉强度。其根系不但能够穿过土层起到锚固作用，

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土体的抗剪强度，从而起到稳定边坡的作用。可见，香根草具有耐低温生

长快，根系发达抗拉强度大等优点。起到锚固的作用。

[0031] 为了提高净水可以在同一个净化水道内设置两道石笼网机构

选取池塘养殖尾水进行净水实验，测定净化前、净化后水质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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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道石笼网机构净化的水质指标很好，总氮磷降低很多。

[0032] 本发明中的一种适用于池塘养殖尾水处理的石笼网机构及使用方法，净水过程中

能够通过手动操作，转动滚轴22使清洗刷231清洗防堵装置2，避免出现拥堵而丧失净化水

的功能。同时每层石笼网之间通过固定柱、固定孔固定使整个机构结构更稳定。而且净化能

够好，污染物降解效果较好，尤其是总磷和氨氮。

[0033]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具体的实施方式，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是依据

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方式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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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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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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