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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

法，其包括如下步骤：将池塘分为集中养殖区、污

物沉淀区和净水区，各区面积分别为占池塘水体

有效面积的2.0％～4.0％、50％～60％和36％～

48％；在集中养殖区内设置养殖水槽；在净水区

内按池塘水体的流动方向依次布置生态基和生

态浮床；在集中养殖区内放养吃食性鱼类，在污

物沉淀区内放养底栖性鱼类和滤食性鱼类，在净

水区内放养滤食性鱼类；集中养殖区采用投放饲

料喂养方式，污物沉淀区和净水区均采用自然摄

食放养方式。采用本发明，在养殖期间能达到少

换水、甚至不换水的效果，养殖用水循环利用，减

少药物使用及减少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对保障池

塘高产、高效、安全、生态的养殖模式及有效提高

养殖鱼产品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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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将池塘分为集中养殖区、污物沉淀区和净水区，各区面积分别为占池塘水体有

效面积的2.0％～4.0％、50％～60％和36％～48％；各区之间分别设置拦网，池塘水体的循

环流动路径为集中养殖区、污物沉淀区、净水区、集中养殖区；

步骤二，在所述集中养殖区内设置多条相互平行的养殖水槽，每条养殖水槽的长度在

15m～25m之间，宽度在3m～5m之间，深度在1m～2m之间；

步骤三，在所述净水区内按池塘水体的流动方向依次布置生态基和生态浮床，所述净

水区中每亩水体布置50m2～60m2的生态基和50m2～60m2的生态浮床；

步骤四，各区鱼类放养：在所述集中养殖区内放养吃食性鱼类，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放

养底栖性鱼类和滤食性鱼类，在所述净水区内放养滤食性鱼类，并确定各区养殖鱼的规格、

密度和产量；

步骤五，投喂喂养：所述集中养殖区采用投放饲料喂养方式，所述污物沉淀区和所述净

水区均采用自然摄食放养方式。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水槽内放养

的吃食性鱼类为草鱼、大口黑鲈或罗非鱼；所述草鱼的规格为0.2公斤/尾～0.5公斤/尾，且

在每条所述养殖水槽内的放养密度为0.9万尾/槽～1.1万尾/槽；大口黑鲈的规格为40尾～

60尾/kg，且在每条所述养殖水槽内的放养密度为0.8万尾/槽～1.0万尾/槽；罗非鱼的规格

为10尾/kg～30尾/kg，且在每条所述养殖水槽内的放养密度为1.0万尾/槽～1.2万尾/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污物沉淀区内放

养的底栖性鱼类为鲫或鲮，鲫的规格为30尾/kg～5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

密度为200尾/亩～400尾/亩，或者，鲫的规格为10尾/kg～2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

的放养密度为150尾/亩～200尾/亩；鲮的规格为50尾/kg～10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

内的放养密度为800尾/亩～1000尾/亩，或者，鲮的规格为30尾/kg～50尾/kg，且在所述污

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400尾/亩～500尾/亩；

所述污物沉淀区内放养的滤食性鱼类为鳙或鲢，鳙的规格为5尾/kg～10尾/kg，且在所

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100尾/亩～150尾/亩，或者，鳙的规格为2尾/kg～3尾/kg，且

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80～100尾/亩；鲢的规格为5尾/kg～10尾/kg，且在所述

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10尾/亩～15尾/亩，或者，鲢的规格为2尾/kg～3尾/kg，且在所

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5尾/亩～8尾/亩。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区内放养的

滤食性鱼类为鳙或鲢，鳙的规格为5尾/kg～10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内的放养密度为80

尾/亩～100尾/亩，或者，鳙的规格为2尾/kg～3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内的放养密度为50

尾/亩～80尾/亩；鲢的规格为5尾/kg～10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内的放养密度为10尾/亩

～15尾/亩，或者，鲢的规格为2尾/kg～3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内的放养密度为5尾/亩～8

尾/亩。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池塘水体的循环流动

速度为8cm/秒～18cm/秒。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水槽内的溶

解氧为5mg/L～8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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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向所述集中养殖区投

放的饲料中的蛋白质量比重为25％～35％，投放饲料的总重量按所述集中养殖区所有鱼的

总重量的2％-3％进行饲养，每天投喂2次，每隔18天～22天向池塘内泼洒益生菌。

8.如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

水槽的进水端设有第一导流增氧装置，所述第一导流增氧装置包括第一壳体，所述第一壳

体在朝向养殖水槽的一侧设有第一导流口，所述第一导流口的长度与所述养殖水槽的宽度

配合，所述第一导流口的高度小于所述养殖水槽的深度，所述第一壳体内设有导流板，且所

述导流板自壳体内部向导流口倾斜向上20度～30度，所述第一壳体的底板上设有第一曝气

管网。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水槽的出水

端设有第二导流增氧装置，所述第二导流增氧装置包括第二壳体，所述第二壳体在朝向所

述污物沉淀区的一侧设有第二导流口，所述第二导流口的长度与所述养殖水槽的宽度配

合，所述第二导流口的高度小于所述养殖水槽的深度，所述第二壳体的底板上设有第二曝

气管网。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板设有两

块，所述导流板在所述第一导流口的高度方向上呈间隔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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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鱼类养殖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的池塘养殖设施模式发展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进水渠+养殖池塘+排水

沟”或“进排水渠+养殖池塘”为主要形式。近二十年来，为了节约建设成本及提高土地的使

用率，普遍采用“进排水渠+养殖池塘”方式进行构筑池塘，主要依赖水源水质、增氧机、化学

药剂及益生菌的使用等保障集约化池塘养殖生产的进行，而这种方式抵御环境水质变化和

水域污染事故的能力很差，及养殖系统自身还存在着水质劣化、池塘老化等问题，养殖过程

富营养物质的排放还加剧了日益脆弱的自然水域净化能力，疾病泛滥、药物残留的现象频

繁发生。在高产池塘养殖过程中，水质调控很大部分是依靠大量换水，以其达到池塘水体改

善的目的，在这样的养殖操作模式下，高含量氮(N)、磷(P)、有机物等的池塘废水对养殖水

环境造成污染，水体富营养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还因此破坏了环境生态系统，造成寄生微生

物孳生，高度依靠化学药物的使用，来维护高密度集约化池塘养殖操作，直接威胁鱼产品质

量卫生安全。

[0003] 开发和运用新的池塘工程化修复技术，减少池塘用水的排放及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成为池塘养殖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11年，池塘分区式循环水养殖系统(PAS)的相关

技术从美国引进以来，因其易管理、操作方便、可控性强、病害少及养殖水循环利用等优点，

已在江苏、浙江、安徽及广东等地进行推广应用，但仍存在主要问题有：

[0004] (1)养殖水槽放养鱼规格小，单茬放养密度过大；

[0005] (2)养殖水槽内安装的推水装置，仅安装定向挡流板，高溶解氧的水流在养殖水槽

内的表层流速过大，因鱼均具有“顶水”的习性，导致养殖鱼几乎集中在养殖水槽前方，“扎

堆”现象严重，导致鱼易机械损伤或惊吓，不利于健康生长；

[0006] (3)推水装置所水流没能形成剖面垂直方式流入养殖水槽内，溶解氧分布不均衡；

一般地，养殖水槽两边出安装曝气管，以提高池内的溶解氧，但这样反而影响养殖水槽的残

饵、粪便等污物及时排出。

[0007] (4)受距离的影响，养殖水槽后端(15m-20m)水流养殖水槽的残饵、粪便等污物没

能及时排出，导致水槽内水体氨氮、亚硝酸氮等水质指标显著高于净化区。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简单、易推广、节水节能、安全高效的池塘

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其包括

如下步骤：

[0010] 步骤一，将池塘分为集中养殖区、污物沉淀区和净水区，各区面积分别为占池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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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效面积的2.0％～4.0％、50％～60％和36％～48％；各区之间分别设置拦网，池塘水体

的循环流动路径为集中养殖区、污物沉淀区、净水区、集中养殖区；

[0011] 步骤二，在所述集中养殖区内设置多条相互平行的养殖水槽，每条养殖水槽的长

度在15m～25m之间，宽度在3m～5m之间，深度在1m～2m之间；

[0012] 步骤三，在所述净水区内按池塘水体的流动方向依次布置生态基和生态浮床，所

述净水区中每亩水体布置50m2～60m2的生态基和50m2～60m2的生态浮床；

[0013] 步骤四，各区鱼类放养：在所述集中养殖区内放养吃食性鱼类，在所述污物沉淀区

内放养底栖性鱼类和滤食性鱼类，在所述净水区内放养滤食性鱼类，并确定各区养殖鱼的

规格、密度和产量；

[0014] 步骤五，投喂喂养：所述集中养殖区采用投放饲料喂养方式，所述污物沉淀区和所

述净水区均采用自然摄食放养方式。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养殖水槽内放养的吃食性鱼类为草鱼、大口黑鲈或

罗非鱼；所述草鱼的规格为0.2公斤/尾～0.5公斤/尾，且在每条所述养殖水槽内的放养密

度为0.9万尾/槽～1.1万尾/槽；大口黑鲈的规格为40尾～60尾/kg，且在每条所述养殖水槽

内的放养密度为0.8万尾/槽～1.0万尾/槽；罗非鱼的规格为10尾/kg～30尾/kg，且在每条

所述养殖水槽内的放养密度为1.0万尾/槽～1.2万尾/槽。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污物沉淀区内放养的底栖性鱼类为鲫或鲮，鲫的规

格为30尾/kg～5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200尾/亩～400尾/亩，或者，

鲫的规格为10尾/kg～2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150尾/亩～200尾/

亩；鲮的规格为50尾/kg～10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800尾/亩～1000

尾/亩，或者，鲮的规格为30尾/kg～5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400尾/

亩～500尾/亩；所述污物沉淀区内放养的滤食性鱼类为鳙或鲢，鳙的规格为5尾/kg～10尾/

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100尾/亩～150尾/亩，或者，鳙的规格为2尾/kg～

3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80～100尾/亩；鲢的规格为5尾/kg～10尾/

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10尾/亩～15尾/亩，或者，鲢的规格为2尾/kg～3

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内的放养密度为5尾/亩～8尾/亩。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净水区内放养的滤食性鱼类为鳙或鲢，鳙的规格为5

尾/kg～10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内的放养密度为80尾/亩～100尾/亩，或者，鳙的规格为2

尾/kg～3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内的放养密度为50尾/亩～80尾/亩；鲢的规格为5尾/kg～

10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内的放养密度为10尾/亩～15尾/亩，或者，鲢的规格为2尾/kg～3

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内的放养密度为5尾/亩～8尾/亩。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池塘水体的循环流动速度为8cm/秒～18cm/秒。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养殖水槽内的溶解氧为5mg/L～8mg/L。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向所述集中养殖区投放的饲料中的蛋白质量比重为25％

～35％，投放饲料的总重量按所述集中养殖区所有鱼的总重量的2％-3％进行饲养，每天投

喂2次，每隔18天～22天向池塘内泼洒益生菌。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养殖水槽的进水端设有第一导流增氧装置，所述第

一导流增氧装置包括第一壳体，所述第一壳体在朝向养殖水槽的一侧设有第一导流口，所

述第一导流口的长度与所述养殖水槽的宽度配合，所述第一导流口的高度小于所述养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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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的深度，所述第一壳体内设有导流板，且所述导流板自壳体内部向导流口倾斜向上20度

～30度，所述第一壳体的底板上设有第一曝气管网。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养殖水槽的出水端设有第二导流增氧装置，所述第

二导流增氧装置包括第二壳体，所述第二壳体在朝向所述污物沉淀区的一侧设有第二导流

口，所述第二导流口的长度与所述养殖水槽的宽度配合，所述第二导流口的高度小于所述

养殖水槽的深度，所述第二壳体的底板上设有第二曝气管网。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导流板设有两块，所述导流板在所述第一导流口的

高度方向上呈等距间隔设置。

[0024] 实施本发明的一种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具有如下有

益效果：

[0025] 本发明通过工程化措施，确定了各功能区的建设面积，在集中养殖区，合理制定放

养方式，确定了养殖鱼的规格、密度和产量；在污物沉淀区，合理放养底栖性鱼类和滤食性

鱼类，有效利用养殖集中区排出的残饵、鱼粪等营养物质，达到物质多次利用；在净化区，应

用水体修复技术，布置生态基和生态浮床，及放养滤食性鱼类，有效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

从而在养殖期间达到少换水、甚至不换水的效果，养殖用水循环利用，减少药物使用及减少

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对保障池塘高产、高效、安全、生态的养殖模式及有效提高养殖鱼产品

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为广大养殖户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附图说明

[002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的附图作简单地介

绍。

[0027] 图1是两口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系统的布局示意图；

[0028] 图2是单口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系统的布局示意图；

[0029] 图3是养殖水槽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是第一导流增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是第二导流增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结合参见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一种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

其包括如下步骤：

[0034] 步骤一，将池塘分为集中养殖区1、污物沉淀区2和净水区3，各区面积分别为占池

塘水体有效面积的2.0％～4.0％、50％～60％和36％～48％；各区之间分别设置拦网4，拦

网4的网目为2cm～3cm，池塘水体的循环流动路径为集中养殖区1、污物沉淀区2、净水区3、

集中养殖区1。当池塘为单口池塘时，在单口池塘的中间设置隔板9，将单口池塘分开成两

边，隔板9可使用塑料板或塑料薄膜，高度与池塘高程相同，底部插入池塘底泥20cm～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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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板9的两端与距离塘基2.5m～3.0m。当池塘为双口池塘时，其中一池塘为污物沉淀区2，另

一池塘为净水区3，两口池塘之间的塘基的一端设有集中养殖区1，两口池塘之间塘基的另

一端设有回水渠10。

[0035] 步骤二，在所述集中养殖区1内设置多条相互平行的养殖水槽11，每条养殖水槽11

的长度在15m～25m之间，宽度在3m～5m之间，深度在1m～2m之间；本实施例中，养殖水槽11

的长×宽×高规格为20.0m×4.0m×2.0m，养殖水槽11可采用水泥砖混结构、不锈钢结构、

玻璃钢板材或采光板材等多种方式构筑。

[0036] 步骤三，在所述净水区3内按池塘水体的流动方向依次布置生态基31和生态浮床

32，所述净水区3中每亩水体布置50m2～60m2的生态基31和50m2～60m2的生态浮床32。其中，

生态浮床32上种植水雍菜、鱼腥草等。

[0037] 步骤四，各区鱼类放养：在所述集中养殖区1内放养吃食性鱼类，在所述污物沉淀

区2内放养底栖性鱼类和滤食性鱼类，在所述净水区3内放养滤食性鱼类，并确定各区养殖

鱼的规格、密度和产量。

[0038] 步骤五，投喂喂养：所述集中养殖区1采用投放饲料喂养方式，所述污物沉淀区2和

所述净水区3均采用自然摄食放养方式。

[0039] 由此，本发明的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方法通过工程化措施，确定了各功能区的

建设面积，在集中养殖区1，合理制定放养方式，确定了养殖鱼的规格、密度和产量；在污物

沉淀区2，合理放养底栖性鱼类和滤食性鱼类，有效利用养殖集中区排出的残饵、鱼粪等营

养物质，达到物质多次利用；在净化区，应用水体修复技术，布置生态基31和生态浮床32，及

放养滤食性鱼类，有效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从而在养殖期间达到少换水、甚至不换水的效

果，养殖用水循环利用，减少药物使用及减少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对保障池塘高产、高效、安

全、生态的养殖模式及有效提高养殖鱼产品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为广大养殖户带来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0040] 示例性的，为确定集中养殖区1养殖鱼的规格、密度和产量，所述养殖水槽11内放

养的吃食性鱼类为草鱼、大口黑鲈或罗非鱼；所述草鱼的规格为0.2公斤/尾～0.5公斤/尾，

且在每条所述养殖水槽11内的放养密度为0.9万尾/槽～1.1万尾/槽；大口黑鲈的规格为40

尾～60尾/kg，且在每条所述养殖水槽11内的放养密度为0.8万尾/槽～1.0万尾/槽；罗非鱼

的规格为10尾/kg～30尾/kg，且在每条所述养殖水槽11内的放养密度为1.0万尾/槽～1.2

万尾/槽。

[0041] 示例性的，为确定污物沉淀区2养殖鱼的规格、密度和产量，所述污物沉淀区2内放

养的底栖性鱼类为鲫或鲮，鲫的规格为30尾/kg～5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2内的放养

密度为200尾/亩～400尾/亩，或者，鲫的规格为10尾/kg～2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2

内的放养密度为150尾/亩～200尾/亩；鲮的规格为50尾/kg～10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

区2内的放养密度为800尾/亩～1000尾/亩，或者，鲮的规格为30尾/kg～50尾/kg，且在所述

污物沉淀区2内的放养密度为400尾/亩～500尾/亩；所述污物沉淀区2内放养的滤食性鱼类

为鳙或鲢，鳙的规格为5尾/kg～1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2内的放养密度为100尾/亩

～150尾/亩，或者，鳙的规格为2尾/kg～3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2内的放养密度为80

～100尾/亩；鲢的规格为5尾/kg～10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2内的放养密度为10尾/亩

～15尾/亩，或者，鲢的规格为2尾/kg～3尾/kg，且在所述污物沉淀区2内的放养密度为5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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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8尾/亩。

[0042] 示例性的，为确定净水区3养殖鱼的规格、密度和产量，所述净水区3内放养的滤食

性鱼类为鳙或鲢，鳙的规格为5尾/kg～10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3内的放养密度为80尾/亩

～100尾/亩，或者，鳙的规格为2尾/kg～3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3内的放养密度为50尾/亩

～80尾/亩；鲢的规格为5尾/kg～10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3内的放养密度为10尾/亩～15

尾/亩，或者，鲢的规格为2尾/kg～3尾/kg，且在所述净水区3内的放养密度为5尾/亩～8尾/

亩。

[0043] 示例性的，池塘水体的循环流动速度为8cm/秒～18cm/秒，以保证水体在各个功能

区内的运转时间，更好地实现水质控制。

[0044] 示例性的，所述养殖水槽11内的溶解氧为5mg/L～8mg/L，以满足养殖鱼的需氧量。

[0045] 示例性的，向所述集中养殖区1投放的饲料中的蛋白质量比重为25％～35％，投放

饲料的总重量按所述集中养殖区1所有鱼的总重量的2％-3％进行饲养，每天投喂2次，分别

7：30、17：30各一次，每隔18天～22天向池塘内泼洒益生菌。

[0046] 示例性的，如图4所示，所述养殖水槽11的进水端设有第一导流增氧装置5，所述第

一导流增氧装置5包括第一壳体51，所述第一壳体51为具有弧形顶板的扇形壳体，所述第一

壳体51在朝向养殖水槽11的一侧设有第一导流口52，所述第一导流口52的长度(4m)与所述

养殖水槽11的宽度(4m)配合，所述第一导流口52的高度(0.75m)小于所述养殖水槽11的深

度(2m)，所述第一壳体51的底板上设有第一曝气管网53，从而在养殖水槽11的进水端形成

前推、后提的水体垂直剖面定向流，有利于养殖水槽11水体的快速流动。为进一步提高导流

效果，所述第一壳体51内设有导流板54，且所述导流板54自壳体内部向导流口倾斜向上20

度～30度。本实施例中，所述导流板54设有两块，所述导流板54在所述第一导流口52的高度

方向上呈等距间隔设置，也即在第一导流口52的高度为0.25m和0.5m处分别设置一导流板

54。

[0047] 示例性的，如图5所示，为加快养殖水槽11内水体的交换，所述养殖水槽11的出水

端设有第二导流增氧装置6，所述第二导流增氧装置6包括第二壳体61，所述第二壳体61为

具有弧形顶板的扇形壳体，所述第二壳体61在朝向所述污物沉淀区2的一侧设有第二导流

口62，所述第二导流口62的长度与所述养殖水槽11的宽度配合，所述第二导流口62的高度

小于所述养殖水槽11的深度，所述第二壳体61的底板上设有第二曝气管网63。

[0048] 示例性的，所述第一曝气管网53和第二曝气管网63均包括连接鼓风机的通气管和

多条并排连接于所述通气管的曝气管。

[0049] 示例性的，为了避免净水区底部底泥因增氧系统的运行导致底泥进入养殖水槽，

故所述养殖水槽11的底部高于所述净水区3的底部，约15cm～20cm。

[0050] 示例性的，为了养殖水槽内的残饵、粪便快速进入污物沉淀区及避免污水区底部

底泥因增氧系统的运行导致底泥进入养殖水槽，故所述养殖水槽11的底部高于所述污物沉

淀区2的底部，约15cm～20cm。

[0051] 示例性的，如图3所示，为利于养殖水槽11内养殖鱼的放养及商品鱼的收获，所述

养殖水槽11的进水端或出水端设有自动称量装卸吊机7。本实施例中，自动称量装卸吊机7

安装在轨道上，由无线遥控器控制，吊机最大起重量为1吨。

[0052] 示例性的，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污物沉淀区2内设置有增氧机81，所述增氧机优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10214724 A

8



选为水车式增氧机或叶轮式增氧机，从而通过增氧机控制污物沉淀区2的溶解氧，以满足该

区养殖鱼的需氧量。

[0053] 示例性的，如图1所示，所述净水区3内设置有增氧机82，所述增氧机优选为水车式

增氧机或叶轮式增氧机，从而通过增氧机控制净水区3的溶解氧，以满足该区养殖鱼的需氧

量。

[0054] 实施本发明的养殖方法进行养殖效果验证试验。

[0055] 以两口池塘为例，两口池塘分别为25亩和20亩，总面积为45亩，按图2布局方式，采

用304#不锈钢，建设养殖水槽11(20.0m×4.0m×2.0m)8条，同时安装相关的设施，构建池塘

循环水养殖系统。养殖水槽11内放养大规格草鱼(0.4-0 .5公斤/尾)1万尾，运行增氧系统

(包括第一导流增氧装置5、第二导流增氧装置6和增氧机)，养殖水槽11内的溶解氧为5mg/L

～8mg/L，水流速度为8cm/秒～18cm/秒；投喂蛋白为30％的草鱼饲料，投放饲料的总重量按

所述集中养殖区1所有鱼的总重量的2％-3％进行饲养，每天投喂2次，分别7：30、17：30各一

次，具体视气候条件适当调整，以鱼摄食至“7～8分”饱为宜。养殖过程不换水，视池塘水位

情况适当添加水源水，及每20天向池塘内泼洒益生菌，如EM菌、芽孢杆菌等，经55-65天养

殖，草鱼规格为0.9-1.2公斤/尾，每条养殖水槽11内的草鱼产量约为1万公斤，可起捕收获

或分疏养殖。按此方式，继续放养大规格草鱼，年可生产4批草鱼，每条养殖水槽11年产量可

达8万斤，毛增重约4万斤，草鱼饲料系数1.7；经一年的养殖，收获沉淀区中的鲮、鲫及鳙、鲢

等商品鱼1156斤/亩，计28900万斤；收获净水区3中的鳙、鲢等商品鱼316斤/亩，计6320斤。

取得较好的养殖效果，该系统构建方式合理，池塘水体指标正常，经两年养殖，尚未进行水

体交换，基本实现养殖“零排放”。

[0056]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

范围，因此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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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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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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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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