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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涉及一

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包括浮岛围护结

构、网箱(8)框架、网箱(8)、回位结构、水生植物

(9)、菌种释放结构以及锚固结构等部分组成，以

池塘养鱼的残饵、粪便等富营养化的物质和水生

植物两级被作为资源化利用的来源，在池塘中，

引进水生植物、多种有益菌种和草食性鱼，增加

了池塘物种多样性，营造淡水池塘生态系统，使

得富营养化物质得以循环再生利用，修复了养殖

环境，满足了养殖用水的要求，该浮筒网箱式生

物浮岛装置制作、安装和操作简便易行、便于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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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包括浮岛围护结构、网箱(8)框架、网箱(8)、回位结

构、水生植物(9)、菌种释放结构以及锚固结构部分组成，其特征是：

浮岛围护结构是由PE塑料管(1)穿入若干个浮球(2)、紧密相连后，再采用热熔方法将

PE塑料管(1)连接，形成1个圆形的浮岛围护结构；

网箱(8)框架是由8根钢管(7)组成，每两根钢管(7)平行放置，间距为浮筒(4)直径的1/

3宽，采用建筑脚手架管卡(11)固定成正方形或矩形钢管(7)框架，再用拉线(6)将浮筒绑扎

在钢管(7)框架下面，形成网箱(8)框架，建筑脚手架管卡(11)为标准件，采用的螺栓紧固，

锁定十字交叉钢管(7)；

网箱(8)是六面体网箱，每条网箱棱采用网纲缝合加固，8个网箱(8)拐角均留出1米长

的网纲，网箱(8)上面4个拐角的网纲绑扎在网箱(8)框架上，网箱(8)下面4个拐角的网纲绑

扎铅坠，网箱(8)的盖网(3)预留出1米长的网口，网箱为无节胶丝网，网径0.8毫米，网目30

毫米；

回位结构是采用沿着网箱(8)外侧、距离网箱(8)壁150毫米、水面上方50毫米在浮筒

(4)上绑扎一道不锈钢丝(10)；

水生植物(9)是凤眼莲；

菌种释放结构是采用长3.5m、9节、8洞吊笼(12)，网框直径250毫米，网框间距500毫米、

网目10毫米，吊笼(12)内装有菌种包和珊瑚石，菌种包采用尼龙种子育种网袋，规格15厘米

×10厘米，分放在吊笼(12)5层网框中，吊笼(12)由上至下分别为EM菌、光合细菌、枯草芽孢

杆菌、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菌种包内装分别前述的5种菌种，并用粒径20毫米的珊瑚石包

埋，200毫米厚，吊笼(12)底部放入池底，轻轻拉直，并将吊笼(12)上端绑扎在网箱(8)框架

拐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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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水产养殖中，由于养殖池塘资源有限，人们往往片面追求池塘的单位产量，忽视

了池塘生态环境的修复。产量增大的同时，却使池塘的污染已经超过自净能力。养鱼的残

饵、粪便、药物等积累，使池塘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甚至引发池塘蓝藻水华、鱼病、水产品

质量、排放废水二次污染等问题。随着对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认知提高，养殖池塘这一问题

引起全社会广泛的重视。因此，先后出现了许多池塘水体的处理方法。现有的方法有物理方

法、化学方法、生物方法和工程技术方法。

[0003] 物理方法包括经常性池塘注水或增氧机增氧，只能缓解水质的状况，常年使用池

塘易造成营养物质的积累；定期池塘换水或清淤，处理效果明显，但是人力、动力、财力、水

资源等消耗量较大。

[0004] 化学方法包括使用生石灰、双氧水等化学物质，除增加费用外，只能暂时改善或缓

解水质恶化的作用，但富营养化的物质仍然存留于池中。

[0005] 生物方法包括优化养殖结构、使用微生态制剂、种植水生植物。优化养殖结构，根

据食性和生物习性，充分利用水体空间，即立体养殖，但对水体的净化十分有限；使用微生

态制剂，需要长期、多次、大量使用，才能产生或维持池塘的净化效果，其中制剂费用较高；

种植水生植物有较强的净化能力，随着水生植物生长，容易侵占池塘养殖空间，包括池塘的

水体、水面、池底等。

[0006] 工程技术方法包括池塘原位处理和异位处理两种技术类型，池塘原位体净化技术

包括建设生态坡、设置生物浮床等；水异位水体净化技术以排放水处理为核心，包括建设生

态沟渠、人工湿地等一系列配套。往往养殖户受场地、投资等条件的限制，难以实施。

[0007] 纵观上述诸多的池塘处理方法，我国科技人员做了大量的、艰辛的基础研究，均起

到不同程度处理效果，取得了许多可喜成绩。同时，也可看出，对养鱼的残饵、粪便等富营养

化的物质产生、分解、清除方面仍然是困扰在池塘养殖中技术难题。

[0008] 本实用新型从池塘原位角度出发，根据生态学、系统学和工程学原理，构建第一套

以“摄食性鱼——水生植物——有益菌类”的养殖池塘生态系统。以摄食性鱼为养殖池塘的

生产者，将养殖鱼的残饵、粪便等作为消费者营养吸收的物质资源；以水生植物为养殖池塘

的消费者，行光合作用迅速吸收，以消减不断增长的池塘富营养化物质，以有益菌类为养殖

池塘的分解者，将高分子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作为消费者营养吸收的物质资源；便于消费

者更好地吸收利用，池塘水质得到了较好的改善。

[0009]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养殖鱼的残饵、粪便不断产生，使得水生植物疯长，

侵占了池塘水体、水面、池底等养殖空间，又制约了养殖鱼的产量。因此，又建立了第二套

“水生植物——草食性鱼——有益菌类”的养殖池塘生态系统。同样，以水生植物为生产者，

草食性鱼为消费者，有益菌类为分解者，使水生植物在池塘养殖空间达到一个适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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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本实用新型克服现有池塘处理方法的缺陷或不足，以池塘

养鱼的残饵、粪便等富营养化的物质和水生植物两级被作为资源化利用的来源，增加了池

塘物种多样性，物质得到了循环再生利用，修复了养殖环境，满足了养殖用水的要求，达到

了节水降耗，无论池塘的摄食性鱼还是网箱的草食性鱼，池塘处理的最终物质，还是以商品

鱼体现，提供了健康、安全、生态、高质的水产品。因此，该实用新型为养殖池塘提供一种结

构新颖、简便易行、适用性广、净化效果显著的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

发明内容

[0011]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方案具体实施的：

[0012]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包括浮岛围护结构、网箱(8)框架、网箱(8)、回位

结构、水生植物(9)、菌种释放结构以及锚固结构部分组成，其特征是：

[0013] 浮岛围护结构是由PE塑料管(1)穿入若干个浮球(2)、紧密相连后，再采用热熔方

法将PE塑料管(1)连接，形成1个圆形的浮岛围护结构；

[0014] 网箱(8)框架是由8根钢管(7)组成，每两根钢管(7)平行放置，间距为浮筒(4)直径

的1/3宽，采用建筑脚手架管卡(11)固定成正方形或矩形钢管(7)框架，再用拉线(6)将浮筒

绑扎在钢管(7)框架下面，形成网箱(8)  框架，建筑脚手架管卡(11)为标准件，采用的螺栓

紧固，锁定十字交叉钢管  (7)；

[0015] 网箱(8)是六面体网箱，每条网箱棱采用网纲缝合加固，8个网箱(8)  拐角均留出1

米长的网纲，网箱(8)上面4个拐角的网纲绑扎在网箱(8)框架上，网箱(8)下面4个拐角的网

纲绑扎铅坠，网箱(8)的盖网(3)预留出  1米长的网口，网箱为无节胶丝网，网径0.8毫米，网

目30毫米；

[0016] 回位结构是采用沿着网箱(8)外侧、距离网箱(8)壁150毫米、水面上方50毫米在浮

筒(4)上绑扎一道不锈钢丝(10)；

[0017] 水生植物(9)是凤眼莲；

[0018] 菌种释放结构是采用长3.5m、9节、8洞吊笼(12)，网框直径250毫米，网框间距500

毫米、网目10毫米，吊笼(12)内装有菌种包和珊瑚石，菌种包采用尼龙种子育种网袋，规格

15厘米×10厘米，分放在吊笼(12)5层网框中，吊笼(12)由上至下分别为EM菌、光合细菌、枯

草芽孢杆菌、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菌种包内装分别前述的5种菌种，并用粒径20毫米的珊

瑚石包埋，  200毫米厚，吊笼(12)底部放入池底，轻轻拉直，并将吊笼(12)上端绑扎在网箱

(8)框架拐角处。

[0019]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其特征是：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浮岛

围护结构是由PE塑料管(1)穿入若干个浮球(2)、紧密相连后，再采用热熔方法将PE塑料管

(1)连接，形成1个圆形的浮岛围护结构。PE塑料管(1)的直径25毫米，浮球(2)为直通浮球

(2)，孔径25毫米，外径15厘米。浮岛围护结构直径15米。

[0020]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其特征是：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锚固

结构是从网箱(8)框架顶部4个拐角处采用拉绳(2)绑扎牢固，再将浮岛围护结构分成4等分

处绑扎、系牢，使网箱(8)嵌入在圆形浮岛围护结构的中央，再将拉绳(2)的另一端固定在池

塘岸边。每1.5亩池塘设置一套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拉绳(2)采用的是聚氯乙烯绳，直

径1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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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实用新型显著的效果是：

[0022]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其特征是：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浮岛

围护结构是由PE塑料管(1)穿入若干个浮球(2)、紧密相连后，再采用热熔方法将PE塑料管

(1)连接，形成圆形的浮岛围护结构。PE塑料管(1)  和浮球(2)做成的浮岛围护结构，具有足

够的强度、高度来阻挡水生植物(9) 向其他池塘水面扩散，给养殖鱼留出足够的水面空间。

[0023]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其特征是：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网箱

(8)框架是由8根钢管(7)，两根钢管(7)平行放置，间距为浮筒  (4)直径的1/3宽，采用建筑

脚手架管卡(11)固定成正方形或矩形钢管(7)  框架，再用拉线(6)将浮筒绑扎在钢管(7)框

架下面，形成网箱(8)框架。网箱(8)不会受池塘水位升高或降低而影响草食性鱼在网箱(8)

内的生存空间。网箱(8)框架坚固耐用。

[0024]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其特征是：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网箱

(8)是六面体网箱，每条网箱棱采用网纲缝合加固，8个网箱(8)拐角均留出1米长的网纲，网

箱(8)上面4个拐角的网纲绑扎在网箱(8)框架上，网箱(8)下面4个拐角的网纲绑扎铅坠，网

箱(8)的盖网(3)预留出1  米长的网口。网箱为无节胶丝网，网径0.8毫米，网目30毫米。网箱

(8)安装方便，使用寿命长，放鱼取鱼方便。选择较大的网目，草食性鱼可足以摄取水生植

物。

[0025]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其特征是：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回位

结构是采用沿着网箱(8)外侧、距离网箱(8)壁150毫米、水面上  50毫米在浮筒(4)上绑扎一

道不锈钢丝(10)。不锈钢丝直径1.5毫米。当水生植物(9)疯长时，不锈钢丝(10)向网箱(8)

一侧挤压，草食性鱼可迅速摄食水生植物；当水生植物(9)不足时，不锈钢丝(10)不会因刮

风、注水等让水生植物靠近网箱被摄食干净。回位结构能始终保持网箱(8)与围护结构之间

有足够水生植物(9)的生物量，满足池塘水体持续的净化效果，同时，也减少了水生植物(9)

收割维护的工序。

[0026]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其特征是：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水生

植物(9)是风眼莲。它具有喜欢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环境，叶柄长短不等，中部膨大成囊状

或纺锤形，内有许多多边形柱状细胞组成的气室，根系发达，属于漂浮植物，凤眼莲在生长

过程中能吸收水体中大量的氮、磷以及某些重金属元素等营养元素，常用于对净化含有机

物较多的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的水体处理。对于池塘仅仅占据不大于10％水面，不占据水

体和池底，对争夺鱼类的水体养殖空间、捕鱼拉网操作几乎无影响。

[0027]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其特征是：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菌种

释放结构是采用长3.5米、9节、8洞吊笼(12)，网框直径250毫米，网框间距500毫米、网目10

毫米。吊笼(12)内装有菌种包和珊瑚石。菌种包采用尼龙种子育种网袋，规格15厘米×10厘

米。分放在吊笼(12)5层网框中，吊笼(12)由上至下分别为EM菌、光合细菌、枯草芽孢杆菌、

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菌种包内装各种菌种250克，并用200毫米厚珊瑚石包埋。吊笼(12) 

底部放入池底，轻轻拉直，并将吊笼(12)上端绑扎在网箱(8)框架拐角处。  EM菌是由光合细

菌、乳酸菌、芽孢杆菌、硝化细菌等复合有益菌组成的。EM  菌-凤眼莲组合水体净化效果显

著，两者协同作用明显，将EM菌菌种包放在吊笼(12)上层，尽量靠近凤眼莲根系，最上层网

框中；第二层网框放入光合细菌菌种包，第三层网框放入枯草芽孢杆菌菌种包，次底层网框

放入硝化细菌菌种包，最底层网框放入反硝化细菌菌种包，通过珊瑚石的包埋，在不同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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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各自网框的珊瑚石中产生优势种群，珊瑚石上形成生物膜，菌种缓慢释放，不断降低水体

中N、P含量及有毒物质浓度。

[0028]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其特征是：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锚固

结构是从网箱(8)框架顶部4个拐角处采用拉绳(2)绑扎牢固，再将浮岛围护结构分成4等分

处绑扎、系牢，使网箱(8)嵌入在圆形浮岛围护结构的中央，再将拉绳(2)的另一端固定在池

塘岸边。每1.5亩池塘设置一套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拉绳(2)采用的是聚氯乙烯绳，直

径10毫米。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最好设置在养殖鱼经常活动区域，注意尽量避开增氧

机水溅区域和投饵机投撒区域。俯视池塘，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宛如水面上漂浮着古

钱币形状的花坛，明黄色的浮球(2)围成一个圆形的围护结构与正方形网箱(8)之间，生长

茂密、着带有紫蓝色花朵、深绿色水生植物(9)，格外醒目，也绿化、美化了池塘环境。

[0029]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较好地解决困扰存在的诸

多的技术问题，以池塘养鱼的残饵、粪便等富营养化的物质和水生植物两级被作为资源化

利用的来源，在池塘中，引进水生植物、多种有益菌种和草食性鱼，增加了池塘物种多样性，

营造淡水池塘生态系统，使得富营养化物质得以循环再生利用，修复了养殖环境，满足了养

殖用水的要求，达到了节水降耗，提供了健康、安全、生态、高质的商品鱼，实现了本实用新

型的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修复池塘环境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30] 实用新型的具体结构由以下的实施例及其附图给出。

[0031] 图1是根据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立体示意图；

[0032] 图1中，(1)PE塑料管；(2)浮球；(3)盖网；(4)浮筒；(5)拉绳；  (6)拉线；(7)钢管；

(8)网箱；(9)水生植物；(10)不锈钢丝；(11)管卡；  (12)吊笼。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结合图1所示，在济宁市鱼台县山东浩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用浮筒网箱式生物

浮岛装置为例，进一步说明的该装置零部件的细节及应用效果。

[0034] 山东省淡水渔业研究院科技人员在该公司选择了两口相同池塘，长×宽×深(平

均水深)100米×21米×1.7米，放鲤鱼鱼种375千克，平均规格0.262  千克，其中一口池塘放

置2个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进行了对照试验。

[0035] 该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包括浮岛围护结构、网箱(8)框架、网箱(8)、回位结

构、水生植物(9)、菌种释放结构以及锚固结构等部分组成。

[0036] 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浮岛围护结构是由PE塑料管(1)穿入若干个浮球(2)、

紧密相连后，再采用热熔方法将PE塑料管(1)连接，形成1个圆形的浮岛围护结构。PE塑料管

(1)的直径25毫米，浮球(2)为直通浮球(2)，孔径25毫米，外径15厘米。浮岛围护结构直径15

米。

[0037] 该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网箱(8)框架是由8根钢管(7)，两根钢管(7)平行放

置，间距为浮筒(4)直径的1/3宽，采用建筑脚手架管卡(11)  固定成正方形或矩形钢管(7)

框架，再用拉线(6)将浮筒绑扎在钢管(7)框架下面，形成网箱(8)框架。钢管为不锈钢管，直

径25毫米，浮筒为塑料桶，直径60厘米，桶高100厘米。建筑脚手架管卡(11)为标准件，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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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毫米，采用的螺栓紧固，锁定十字交叉钢管(7)。

[0038] 该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网箱(8)是六面体网箱，每条网箱棱采用网纲缝合

加固，8个网箱(8)拐角均留出1米长的网纲，网箱(8)上面4个拐角的网纲绑扎在网箱(8)框

架上，网箱(8)下面4个拐角的网纲绑扎铅坠，网箱(8)的盖网(3)预留出1米长的网口。网箱

为无节胶丝网，网径0.8毫米，网目30毫米。网箱(8)放入草食性鱼为草鱼，考虑草鱼对凤眼

莲摄食的适口性，规格为250克左右，放养密度5尾/平方米。

[0039] 该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回位结构是采用沿着网箱(8)外侧、距离网箱(8)壁

150毫米、水面上50毫米在浮筒(4)上绑扎一道不锈钢丝(10)。不锈钢丝直径1.5毫米。

[0040] 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其特征是：一种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水生

植物(9)是风眼莲。在网箱(8)与围护结构之间移植凤眼莲，密度3  千克/平方米。

[0041] 该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菌种释放结构是采用长3.5米、9节、8  洞吊笼(12)，

其网框直径250毫米，网框间距500毫米、网目10毫米。吊笼  (12)内装有菌种包和珊瑚石。菌

种包采用尼龙种子育种网袋，规格15厘米×  10厘米。分放在吊笼(12)5层网框中，吊笼(12)

由上至下分别为EM菌、光合细菌、枯草芽孢杆菌、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菌种包内装各种菌

种250  克，活菌含量80～100亿/g，并用粒径20毫米珊瑚石包埋，200毫米厚。吊笼  (12)底部

放入池底，轻轻拉直，并将吊笼(12)上端绑扎在网箱(8)框架拐角处。

[0042] 该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的锚固结构是从网箱(8)框架顶部4个拐角处采用拉

绳(2)绑扎牢固，再将浮岛围护结构分成4等分处绑扎、系牢，使网箱(8)嵌入在圆形浮岛围

护结构的中央，再将拉绳(2)的另一端固定在池塘岸边。每1.5亩池塘设置一套浮筒网箱式

生物浮岛装置，拉绳(2)采用的是聚氯乙烯绳，直径10毫米。

[0043] 经过111天饲养测产，试验池鲤鱼平均全长44.7cm，平均体重1.27千克，平均产量

604.8千克/亩，比对照池鲤鱼分别高出14.3％、35.1％、35.1％，浮岛内网箱草鱼产量198.6

千克。试验池塘与对照池塘相比节水达到18.07％，减排46.86％。满足养殖用水水质标准，

该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对于实现养殖池塘节水减排、高效生态健康养殖具有重要意

义。

[0044] 本实用新型的浮筒网箱式生物浮岛装置，考虑到常用的渔需物质，制作、安装和操

作简便易行，按说明书附图1较好的实现。

[0045] 根据说明书所述的技术特征，同行业技术人员均可参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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