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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双循环亲虾培育的水处理系统进

行养殖的方法

(57)摘要

一种双循环亲虾培育的水处理系统及培育

方法：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它包括亲虾培育

车间养殖用水的内循环的水处理装置和循环水

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装置。本发明提

供一种适合南美白对虾亲虾培育的循环水养殖

系统的水处理方法和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

利用的水处理方法，使亲虾培育期间的日补充新

水降至0.5％以内，从而有效杜绝了外界病原对

亲虾的入侵，为生产无特定病原(SPF)苗种及养

殖系统节能减排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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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双循环亲虾培育的水处理系统进行养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处理

系统包括亲虾培育车间养殖用水的内循环的水处理装置和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

的水处理装置；

所述亲虾培育车间养殖用水内循环的水处理装置包括：两栋养殖车间(1)，封闭式隔离

排污通道(2)，每栋车间由衣帽间(3)、消毒间(4)、数字化控制中心(5)或工具间(6)、轨道式

自动投饵系统操作间(7)组成的管理区，由十六个跑道式养殖池(8)组成的养殖区，由转鼓

式微滤机(9)、提水泵(10)、移动床生物净化池(11)、蛋白质泡沫分离器a(12)、管道式紫外

消毒器(13)、臭氧发生器(14)、板式换热器(15)组成的水处理区，有回水管道(16)、进水管

道(17)组成的管道系统及两栋车间共用的风机房(18)和锅炉(19)组成的辅助设施区；

封闭式隔离排污通道设置在两栋养殖车间之间，两栋养殖车间内的养殖池排出的污物

共同进入封闭式隔离排污通道内，所述的管理区设置在养殖车间的一端，所述的水处理区

和辅助设施区设置在养殖车间的另一端，与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装置相

邻；

所述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装置包括：一栋钢结构保温大棚(20)和一

栋简易保温大棚(21)；钢结构保温大棚内设置3个圆形序批式消毒沉淀池(22)、一个高压过

滤罐(23)和一个蛋白质泡沫分离器b(24)；简易保温大棚内为一大型高位生物修复池(25)；

所述方法具体为养殖池排出的养殖用水进入回水管，同时由养殖池分离出来的大块污

物进入封闭式隔离排污沟，回水管中的水经转鼓式微滤机过滤，滤出物排入封闭式隔离排

污沟，滤出清水经提水泵进入板式换热器，滤出清水在板式换热器中由锅炉产生热蒸汽进

行加热后依次进入一级移动床生物净化池、二级移动床生物净化池，并在两个移动床生物

净化池中通过风机房充气增氧，经过二级移动床生物净化池处理后的滤出清水经过蛋白质

泡沫分离器a和管道式紫外消毒器处理后进入进水管，最后再次进入养殖池；

封闭式隔离排污沟中的废水首先进入序批式消毒沉淀池，在序批式消毒沉淀池中把排

出的污水进行快速沉淀和消毒处理，处理后的上清水抽入简易保温大棚内的生物修复池

内，上清水在生物修复池经单胞藻和益生菌来进一步分解水中残留的包括氨氮、亚硝酸盐

在内的对养殖生物有害的可溶性有机物和无机盐，并由风机房进行充气增氧，经过生物修

复池处理后的水再依次进入高压过滤罐和蛋白质泡沫分离器b，最后再流入进水管进入养

殖池进行再次养殖利用；

利用数字化控制中心连接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养殖水质，通过室内视频监控系

统随时监测养殖车间情况，利用自动投饵系统对养殖对虾进行投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数字化控制中心连接水质在线监测

系统、室内视频监控系统和自动投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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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双循环亲虾培育的水处理系统进行养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双循环亲虾培育的水处理系统及培

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南美白对虾又称为白肢虾或白脚虾，曾译为凡纳滨对虾。学名  Pena eus

(Litopenaeus)vannamei  Boone  1931。分类学上隶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软甲亚纲、十

足目、枝鳃亚目、对虾总科、对虾科、对虾属、对虾亚属。南美白对虾为热带品种，主要分布于

美洲西部太平洋沿岸热带水域，从墨西哥湾至秘鲁中部沿岸都有其踪迹，但大多集中在厄

瓜多尔附近的海域。

[0003] 南美白对虾具有：①生长速度快，生长期70‑100天即可达到商品规格；②繁殖季节

长，可全年育苗，全年养殖；③养殖密度高，最高亩产可达  8000kg；④适应性强，抗病能力

强，养殖成活率一般在70％以上；⑤营养要求低，饲料中蛋白含量在25％‑30％即可满足其

正常生长需求；⑥营养价值高，出肉率高于65％；⑦离水存活时间长，容易鲜活销售，市场价

值高等显著特点。

[0004] 1991年中国科学研究院海洋研究所率先从美国和厄瓜多尔引进，20  多年来，南美

白对虾以其优良的品种特性在我国得到飞速发展，据统计，  2014年我国南美白对虾养殖面

积达到45万公顷，养殖总产量127万吨，产值超过550亿元。目前，我国南美白对虾苗种的年

需求量突破15000亿尾，但由于南美白对虾属于外来引进品种，受累代繁育、养殖规模的快

速扩张的影响，因种质退化、养殖环境污染和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苗种质量问题日渐突出，成

为南美白对虾养殖的瓶颈。

[0005] 为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湛江普瑞莫(中国)对虾苗种有限公司等国

内多家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了南美白对虾苗种选育和原种引进工作，但由于南美白对虾亲

虾培育时间长，传统的池塘培育和工厂化培育需要大量的换排水，无法有效避免外源污染

物的入侵，苗种携带对虾白斑病病毒(WSSV)和引起对虾“偷死病”的副溶血性弧菌(EMS) 的

现象依然时有发生。

[0006] 封闭式循环水养殖是近几年来在海水鱼类、对虾养殖产业中快速发展起来的一种

新型养殖模式，其通过物理过滤、生物净化、杀菌消毒、脱气增氧等技术处理使90％以上的

养殖水得以循环利用，大大降低了养殖对水资源的消耗、养殖污水排放和养殖过程的控温

能耗，具有养殖产量高、自动化程度高、产品绿色无公害等显著优势。

[0007] 常见的封闭式循环水养殖系统的水循环利用率可达90％，系统每天需要的补水量

大约为10％。如果这10％的补充水完全由外源水提供，一则会损失这部分水的热量，尤其是

冬季外源水与循环水养殖系统温度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其能量损失非常显著；二则要把

10％的补充水进行完全无菌处理，对于对虾苗种培育企业来说，需要严格和繁杂的消毒杀

菌处理。“一种双循环水亲虾培育系统的水处理方法”正是针对产业实际需求，通过把亲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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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水养殖车间的外排水进行进一步回收利用，新水补充量大幅降低至0.5％以内，从而实

现亲虾培育与外环境的有效隔离，为无特定病原(SPF)苗种生产和节能减排提供了有力保

障。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双循环亲虾培育的水处理系统及培育方

法。

[0009] 本发明根据南美白对虾的生物学特性和亲虾的培育要求，设计了一种适合南美白

对虾亲虾培育的循环水养殖系统的水处理方法和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

方法，使亲虾培育期间的日补充新水降至0.5％以内，从而有效杜绝了外界病原对亲虾的入

侵，为生产无特定病原(SPF)苗种及养殖系统节能减排提供了有力保障。

[0010]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11] 一种双循环亲虾培育的水处理系统：它包括亲虾培育车间养殖用水的内循环的水

处理装置和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装置。

[0012] 所述亲虾培育车间养殖用水内循环的水处理装置包括：两栋养殖车间，封闭式隔

离排污通道，每栋车间由衣帽间、消毒间、数字化控制中心或工具间、轨道式自动投饵系统

操作间组成的管理区，由十六个跑道式养殖池组成的养殖区，由转鼓式微滤机、提水泵、移

动床生物净化池、蛋白质泡沫分离器a、管道式紫外消毒器、臭氧发生器、板式换热器组成的

水处理区，有回水管道、进水管道组成的管道系统及两栋车间共用的风机房和锅炉组成的

辅助设施区；

[0013] 封闭式隔离排污通道设置在两栋养殖车间之间，两栋养殖车间内的养殖池排出的

污物共同进入封闭式隔离排污通道内，所述的管理区设置在养殖车间的一端，所述的水处

理区和辅助设施区设置在养殖车间的另一端，与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装

置相邻；

[0014] 所述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装置包括：一栋钢结构保温大棚和一

栋简易保温大棚；钢结构保温大棚内设置3个圆形序批式消毒沉淀池、一个高压过滤罐和一

个蛋白质泡沫分离器b；简易保温大棚内为一大型高位生物修复池。

[0015] 进一步，所述的数字化控制中心连接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室内视频监控系统和自

动投饵系统。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利用上述系统进行养殖的方法，所述方法具体为养殖池排出的

养殖用水进入回水管，同时由养殖池分离出来的大块污物进入封闭式隔离排污沟，回水管

中的水经转鼓式微滤机过滤，滤出物排入封闭式隔离排污沟，滤出清水经提水泵进入板式

换热器，滤出清水在板式换热器中由锅炉产生热蒸汽进行加热后依次进入一级移动床生物

净化池、二级移动床生物净化池，并在两个移动床生物净化池中通过风机房充气增氧，经过

二级移动床生物净化池处理后的滤出清水经过蛋白质泡沫分离器a和管道式紫外消毒器处

理后进入进水管，最后再次进入养殖池；

[0017] 封闭式隔离排污沟中的废水首先进入序批式消毒沉淀池，在序批式消毒沉淀池中

把排出的污水进行快速沉淀和消毒处理，处理后的上清水抽入简易保温大棚内的生物修复

池内，上清水在生物修复池经单胞藻和益生菌来进一步分解水中残留的包括氨氮、亚硝酸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07018945 B

4



盐在内的对养殖生物有害的可溶性有机物和无机盐，并由风机房进行充气增氧，经过生物

修复池处理后的水再依次进入高压过滤罐和蛋白质泡沫分离器b，最后再流入进水管进入

养殖池进行再次养殖利用；

[0018] 利用数字化控制中心连接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养殖水质，通过室内视频监

控系统随时监测养殖车间情况，利用自动投饵系统对养殖对虾进行投喂。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

[0020] (1)根据南美白对虾亲虾的特点和培育要求设计了跑道式养殖池，该养殖池通过

进水管、充气管和池子结构的特殊设计，使池内产生了水平环流和垂直环流，做到池内水流

无死角，有效避免了养殖过程中污染物在池底的沉积。

[0021] (2)封闭式隔离排污通道、消毒间的设计一方面可以把残饵、粪便、死虾等污染源

快速排出车间，同时保证车间操作人员不把外来污染物带入车间，达到了优质种虾培育所

要求的隔离防疫条件。

[0022] (3)养殖车间内循环系统包含固体颗粒物去除、生物净化、蛋白分离、增氧、脱气、

消毒杀菌和温度调控等全部水处理要素，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95％以上。外循环系统包含快

速沉淀、生物修复、蛋白分离等重要水处理手段，水循环利用率达到90％。养殖水经过双循

环处理后综合利用率达到  99.5％以上，节约养殖用水和控温能耗的同时，通过养殖初期在

生物修复池储备一定水，可以使整个养殖期不需要再补充外源水，有效避免了近岸水环境

中常见的对虾白斑病病毒(WSSV)和引起对虾“偷死病”的副溶血性弧菌(EMS)对对虾亲体的

侵害，为生产无特定病原(SPF)优质虾苗创造了条件。

[0023] (4)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室内视频监控系统、自动投饵系统和水处理设备的自动管

理系统的应用，节省了大量人力的同时，减少了人员操作污染，提升了对虾亲本培育的科技

含量和自动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附图说明

[0024] 图1本发明水处理系统的俯视图：1、养殖车间，2、封闭式隔离排污通道，3、衣帽间，

4、消毒间，5、数字化控制中心，6、工具间，7、轨道式自动投饵系统操作间，8、养殖池，9、转鼓

式微滤机，10、提水泵，11、移动床生物净化池，12、蛋白质泡沫分离器a，13、管道式紫外消毒

器，  14、臭氧发生器，15、板式换热器，16、回水管道，17、进水管道，18、风机房，19、锅炉，20、

钢结构保温大棚，21、简易保温大棚，22、序批式消毒沉淀池，23、高压过滤罐，24、蛋白质泡

沫分离器b，25、高位生物修复池。

[0025] 图2、培育车间养殖用水的内循环的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0026] 图3、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通过实施例来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解释，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受实

施例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双循环亲虾培育的水处理系统，如图1所示，亲虾培育车间养殖用水的内循环

的水处理装置和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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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所述亲虾培育车间养殖用水内循环的水处理装置包括：两栋养殖车间  1，封闭式

隔离排污通道2，每栋车间由衣帽间3、消毒间4、数字化控制中心5或工具间6、轨道式自动投

饵系统操作间7组成的管理区，由十六个跑道式养殖池8组成的养殖区，由转鼓式微滤机9、

提水泵10、两级移动床生物净化池11、蛋白质泡沫分离器a12、管道式紫外消毒器13、臭氧发

生器14、板式换热器15组成的水处理区，有回水管道16、进水管道17  组成的管道系统及两

栋车间共用的风机房18和锅炉19组成的辅助设施区；

[0031] 封闭式隔离排污通道设置在两栋养殖车间之间，两栋养殖车间内的养殖池排出的

污物共同进入封闭式隔离排污通道内，所述的管理区设置在养殖车间的一端，所述的水处

理区和辅助设施区设置在养殖车间的另一端，与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装

置相邻；

[0032] 所述循环水养殖车间外排水再利用的水处理装置包括：一栋钢结构保温大棚20和

一栋简易保温大棚21；钢结构保温大棚内设置3个圆形序批式消毒沉淀池22、一个高压过滤

罐23和一个蛋白质泡沫分离器b24；简易保温大棚内为一大型高位生物修复池25；

[0033] 所述的数字化控制中心连接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室内视频监控系统和自动投饵系

统。

[0034] 钢结构养殖车间1：长75.48米，宽15.48米，建筑面积1168.43平方米，墙体为砖混

结构，侧墙高3.0米；屋顶为钢结构，屋面铺设保温彩钢瓦，为增加室内亮度，两侧墙体开双

层玻璃窗16扇，屋面开双层阳光板采光窗16扇，采光面积约为墙体和屋面面积的10％。

[0035] 封闭式隔离排污通道2：位于两栋钢结构养殖车间1之间，长75.48  米，宽2.4米，建

钢结构保温屋顶，内设排污沟和操作通道，起分离养殖车间排污和防止养殖车间外排水受

外源污染物污染的作用。

[0036] 衣帽间3：设在每栋车间入口处，内置衣帽柜、鞋柜，进入车间前在此换穿经消毒过

的专用衣服、鞋和帽子。

[0037] 消毒间4：位于衣帽间3和进入养殖区的通道内，内设洗手池、消毒足盆和风淋房，

以保证人员进入养殖区不会带入外源污染源。

[0038] 数字化控制中心5：位于其中一个衣帽间3的一侧，置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室内视频

监控系统、自动投饵系统和水处理设备的中央处理器、控制终端和显示终端。

[0039] 工具间6：位于另一个衣帽间3的一侧，主要用于放置生产工具。

[0040] 轨道式自动投饵系统操作间7：位于每栋车间衣帽间3的另一侧，内置轨道式自动

投饵机、自动升料设备和料仓。

[0041] 养殖池8：长条形两端设计成圆弧状，通过池中央隔墙使养殖池成跑道形，跑道周

长28.3米，跑道宽1.4米，跑道深1.0米，有效养殖养殖面积33.0平方米；养殖池池面高出室

内地坪0.8米，在养殖池一端圆弧的中间设排污管，排污管通过套管式倒虹吸管控制养殖池

水位和连通回水管道  16；进水管17连通预埋在中央隔墙底部的控流分水嘴，养殖池水在控

流分水嘴的推动下在养殖池内形成水平环流；采用纳米充气管增氧，纳米充气管安装在养

殖池内壁的底部，距离池底12.0厘米，养殖池水在气提作用下在跑道内形成垂直环流。

[0042] 转鼓式微滤机9：采用最大水处理量200立方米/小时，最大处理精度  50微米，具有

液面自动感应反冲洗功能的转鼓式微滤机，主要作用是去除养殖水中的残饵、粪便、大型原

生动物等固体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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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提水泵10：采用低扬程(4米)、大流量(200立方米/小时)变频防腐蚀离心泵。

[0044] 移动床生物净化池11：采用两级高位生物净化池，池长6.0米、池宽  3 .0米、池深

1.9米，有效水体68.4立方米，池面高出室内地坪1.7米，池底预埋排水管，填料为多空塑料

环，填充量为生物净化池的2/5，生物净化池的作用是利用填料表面附着的硝化、反硝化细

菌吸收、分解、同化养殖水中的可溶性有害有机物和无机盐。

[0045] 蛋白质泡沫分离器a：最大水处理量200立方米/小时，产气量10立方米/小时，气泡

初始直径纳米级，蛋白质泡沫分离器a的作用是利用微气泡表面张力吸附养殖水中的悬浮

微小固体颗粒物和黏性物质；蛋白质泡沫分离器a12与臭氧发生器14联合使用，还可以起到

分解养殖水中的可溶性有害有机物和无机盐、杀灭水中的有害微生物的效果。

[0046] 管道式紫外消毒器13：最大水处理量200立方米/小时，功率配置1  千瓦，波长253

纳米，管道式紫外消毒器的作用是杀灭养殖水中的有害细菌。

[0047] 臭氧发生器14：采用液氧源陶瓷管臭氧发生器，产气量100克/小时，主要作用是分

解养殖水中的可溶性有害有机物和无机盐、杀灭水中的有害微生物，与蛋白质泡沫分离器

a12联合使用。

[0048] 板式换热器15：采用钛合金板式换热器，有效面积60平方米，板式换热器是通过养

殖水和锅炉水或地下井水在钛合金板将的热交换，起到调节养殖水温的作用。

[0049] 回水管16：连接养殖池排水口与水处理系统的管道，为管径200毫米的PVC养殖专

用管。

[0050] 进水管17：把经过处理的养殖水送回养殖池的管道，为管径200毫米的PVC养殖专

用管。

[0051] 充气房18：位于封闭式隔离排污通道2的一端，是养殖池和生物净化池增氧、曝气

的气源，配一台5.5千瓦和一台7.5千瓦的罗兹鼓风机，气压大于3千帕。

[0052] 燃油(气)锅炉19：根据亲虾培育车间保温和环保要求，配一台小型燃油(气)锅炉，

最大热供应量3000卡/小时。

[0053] 钢结构保温大棚20：侧墙高1.0米，其他结构同钢结构养殖车间1。

[0054] 简易保温大棚21：类似于普通蔬菜大棚，屋架为镀锌钢管，屋面为防辐射塑料膜。

[0055] 序批式消毒沉淀池22：直径8.0米、边深1.9米的砖混池，有效水体  80立方米；消毒

沉淀池池面与室内地坪持平，池底锅底形，设中央排污槽，池底坡底60厘米，序批式消毒沉

淀池的作用是把钢结构养殖车间1每天排出的污水收集到一个消毒沉淀池，在池中用消毒

药物进行快速的沉淀和消毒处理，处理后的上清水抽入生物修复池25。

[0056] 高压过滤罐23：最大水处理量50立方米/小时，过滤精度小于10微米。

[0057] 蛋白质泡沫分离器b24：功能和结构同蛋白质泡沫分离器a12，最大水处理量50立

方米/小时，产气量5立方米/小时。

[0058] 生物修复池25：为一长宽均为28米的高位池塘，平均水深2.0米，有效容积1500立

方米，池底和边坡都用土工布做护坡处理，池内配水车式增氧机一台；生物修复池的作用是

把经过序批式消毒沉淀池22快速处理后的循环水养殖车间的外排水汇集于此，通过增氧和

在池内接种单胞藻和益生菌来进一步分解水中残留的氨氮、亚硝酸盐等对养殖生物有害的

可溶性有机物和无机盐。

[0059] 养殖池排出的养殖用水进入回水管，同时由养殖池分离出来的大块污物进入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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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隔离排污沟，回水管中水经转鼓式微滤机，滤出物排入封闭式隔离排污沟，滤出清水经提

水泵进入板式换热器，滤出清水在板式换热器中由锅炉产生热蒸汽进行加热后依次进入一

级移动床生物净化池、二级移动床生物净化池，并在两个净化池中通过风机房充气增氧，经

过二级移动床生物净化池处理后的滤出清水经过蛋白质泡沫分离器a和管道式紫外消毒器

处理后进入进水管，最后再次进入养殖池；如图2所示。

[0060] 封闭式隔离排污沟中的废水首先进入序批式消毒沉淀池，在序批式消毒沉淀池中

把排出的污水进行快速沉淀和消毒处理，处理后的上清水抽入简易保温大棚内的生物修复

池内，上清水在生物修复池经单胞藻和益生菌来进一步分解水中残留的包括氨氮、亚硝酸

盐在内的对养殖生物有害的可溶性有机物和无机盐，并由风机房进行充气增氧，经过生物

修复池处理后的水再依次进入高压过滤罐和蛋白质泡沫分离器b，最后再流入进水管进入

养殖池进行再次养殖利用；如图3所示。

[0061] 2015年8月青岛卓越集团有限公司开始建设该系统，当年11月23日开始养殖运行，

亲虾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选育的“海壬  1号”南美白对虾新品种，亲虾平

均体长20.5厘米，平均体重23.2克，亲虾入池前经过严格的筛选和病原体检测，无明显体表

伤，不带白斑病病毒(WSSV)和副溶血性弧菌(EMS)，放养密度20对/平方米；养殖用水为经过

过滤的近岸海水，养殖运行前把室内养殖系统和生物修复池加满水，所用养殖用水均用

100ppm漂白液经过24小时的消毒处和充分的曝气。培育期至2016年3月15日，整个养殖期未

从系统外进水，养殖过程中，养殖车间水质指标达到对虾无公害养殖的要求，养殖成活率

99.2％，培育后的种虾未检测到特定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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