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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领域，公开了一种

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养殖池、净化装

置、干湿分离机、收集桶和生态池；养殖池中养殖

有水产，养殖池底部设置有用于排污的下水管

道；净化装置的两侧端分别设置有净化进水管和

净化出水管，净化装置的底部设置有排污管；净

化进水管与下水管道相连；净化出水管的出水端

口通向养殖池；排污管与干湿分离机的入口相

连，以将净化装置底部的污水引到干湿分离机中

进行干湿分离；干湿分离机的固态出口处设置有

收集桶；干湿分离机的液态出口通向生态池，生

态池中养殖有水生植物。通过上述方式，本实用

新型能够对含有残饵、粪便的污水进行处理后再

利用，污水处理效率高，有效的避免了排放污水

造成的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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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养殖池、净化装置、干湿分离机、收

集桶和生态池；所述养殖池中养殖有水产，所述养殖池底部设置有用于排污的下水管道；所

述净化装置的两侧端分别设置有净化进水管和净化出水管，所述净化装置的底部设置有排

污管，所述排污管上设置有开关阀门；所述净化进水管与所述下水管道相连，以将养殖池底

部混有排泄物的污水引到净化装置中进行过滤处理；所述净化出水管的出水端口通向所述

养殖池，以将净化后洁净的水再引回养殖池中；所述排污管与所述干湿分离机的入口相连，

以将沉淀聚集在净化装置底部的混合污水引到干湿分离机中进行干湿分离；所述干湿分离

机的固态出口处设置有所述收集桶；所述干湿分离机的液态出口通向所述生态池，所述生

态池中养殖有水生植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装置包括

依次相连的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以及用于控制水循环流动进行过滤的

排水泵；所述一级过滤池与二级过滤池之间的连接孔、所述二级过滤池与三级过滤池之间

的连接孔、以及所述三级过滤池上的出水口均位于相应过滤池的上部；所述排水泵工作，所

述养殖池底部混有排泄物的污水依次流入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进行充分

过滤，过滤后洁净的水再流回养殖池中；所述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的池底

均设置有所述排污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过滤池、

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的池底均呈凹陷状，所述排污管的入口对应位于各过滤池池底的

最低处。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泵设置在

所述净化进水管与所述一级过滤池之间；所述排水泵的进水端与所述净化进水管连接，所

述排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一级过滤池的进水口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池有多

个，多个养殖池底部的下水管道均通向所述净化进水管；所述净化出水管具有多个出水端

口，多个出水端口分别一一通向多个养殖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出水管的

出水端口位于所述养殖池的上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水管道水平

横向嵌设在所述养殖池的底部，所述下水管道的长度方向与所述养殖池的长度方向相同；

所述下水管道上分布有若干个供养殖池底部混有排泄物的污水流入的下水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池底部的

内表面由边缘处向下水孔处倾斜凹陷。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水孔的大小

小于养殖池中水产的大小；或所述下水孔的大小不小于养殖池中水产的大小，所述下水孔

上设置有滤网。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生植物为

水芹、茭白、荷花、睡莲、花叶芦竹、香蒲、千屈菜、花叶水葱、青叶水葱、水菖蒲中的一种或任

意几种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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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污水处理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产(虾、鱼等水生物)在养殖过程中，对产生的残饵、粪便等有害物质的处理尤为

重要，若不及时对这些有害物质进行处理将导致水中有害物质逐渐增多，水环境的平衡会

发生变化，会出现水质、水色的种种变化，不利于对水产的养殖。

[0003] 目前，对于水产养殖过程中污水的处理采用的是人工排放的方式，即对含有大量

残饵、粪便的污水进行完全排放，然后再注入新鲜、干净的水。这种排污处理的方式效率低、

用水量大，且排污效果不理想，也无法解决排放的污水造成的污染问题，不符合现代水产养

殖业的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能够对含有

残饵、粪便的污水进行处理后再利用，污水处理效率高，有效的避免了排放污水造成的污染

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水产养殖污

水处理系统，包括：养殖池、净化装置、干湿分离机、收集桶和生态池；所述养殖池中养殖有

水产，所述养殖池底部设置有用于排污的下水管道；所述净化装置的两侧端分别设置有净

化进水管和净化出水管，所述净化装置的底部设置有排污管，所述排污管上设置有开关阀

门；所述净化进水管与所述下水管道相连，以将养殖池底部混有排泄物的污水引到净化装

置中进行过滤处理；所述净化出水管的出水端口通向所述养殖池，以将净化后洁净的水再

引回养殖池中；所述排污管与所述干湿分离机的入口相连，以将沉淀聚集在净化装置底部

的混合污水引到干湿分离机中进行干湿分离；所述干湿分离机的固态出口处设置有所述收

集桶；所述干湿分离机的液态出口通向所述生态池，所述生态池中养殖有水生植物。

[0006] 优选的，所述净化装置包括依次相连的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以

及用于控制水循环流动进行过滤的排水泵；所述一级过滤池与二级过滤池之间的连接孔、

所述二级过滤池与三级过滤池之间的连接孔、以及所述三级过滤池上的出水口均位于相应

过滤池的上部；所述排水泵工作，所述养殖池底部混有排泄物的污水依次流入一级过滤池、

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进行充分过滤，过滤后洁净的水再流回养殖池中；所述一级过滤

池、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的池底均设置有所述排污管。

[0007] 优选的，所述一级过滤池、二级过滤池和三级过滤池的池底均呈凹陷状，所述排污

管的入口对应位于各过滤池池底的最低处。

[0008] 优选的，所述排水泵设置在所述净化进水管与所述一级过滤池之间；所述排水泵

的进水端与所述净化进水管连接，所述排水泵的出水端与所述一级过滤池的进水口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养殖池有多个，多个养殖池底部的下水管道均通向所述净化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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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净化出水管具有多个出水端口，多个出水端口分别一一通向多个养殖池。

[0010] 优选的，所述净化出水管的出水端口位于所述养殖池的上方。

[0011] 优选的，所述下水管道水平横向嵌设在所述养殖池的底部，所述下水管道的长度

方向与所述养殖池的长度方向相同；所述下水管道上分布有若干个供养殖池底部混有排泄

物的污水流入的下水孔。

[0012] 优选的，所述养殖池底部的内表面由边缘处向下水孔处倾斜凹陷。

[0013] 优选的，所述下水孔的大小小于养殖池中水产的大小；或所述下水孔的大小不小

于养殖池中水产的大小，所述下水孔上设置有滤网。

[0014] 优选的，所述水生植物为水芹、茭白、荷花、睡莲、花叶芦竹、香蒲、千屈菜、花叶水

葱、青叶水葱、水菖蒲中的一种或任意几种的组合。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能够对含有残饵、粪便的污水进行净化过

滤处理，且净化后干净的水能够再次投入循环使用，以节约用水量，并且还可以对过滤时积

存的高浓度污水进行干湿分离处理，分离后的固态物可以作为肥料，分离后的液态水可以

排入生态池中养殖水生植物，可达到对污水充分利用的目的，同时也解决了污水造成的污

染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一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中养殖池的纵向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8] 附图中各部件的标记如下：1、养殖池；2、下水管道；21、下水孔；3、净化装置；31、一

级过滤池；32、二级过滤池；33、三级过滤池；34、排水泵；35、净化进水管；36、净化出水管；

37、排污管；38、开关阀门；4、干湿分离机；5、收集桶；6、生态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和特征能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

的界定。

[0020] 请参阅图1和图2，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包括：

[0021] 一种水产养殖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养殖池1、净化装置3、干湿分离机4、收集桶5和

生态池6；所述养殖池1中养殖有水产；所述净化装置3与所述养殖池1相连，净化装置3能够

过滤污水、并可以进行水循环；所述干湿分离机4与所述净化装置3相连，干湿分离机4用于

处理净化装置3中的沉淀物，可对沉淀物进行干湿分离；所述收集桶5与所述干湿分离机4相

连，收集桶5用于收集干湿分离机4分离出来的压渣；所述生态池6与所述干湿分离机4相连，

生态池6用于处理干湿分离机4分离出来的液体，生态池6可以净化该液体。

[0022] 所述养殖池1底部设置有用于排污的下水管道2，下水管道2可以从养殖池1底部排

放养殖池1中的水，水的流动能够将沉淀在养殖池1底部的残饵、粪便等有害物质一起带入

流进下水管道2中，从而保证养殖池1中水的清洁度。所述下水管道2水平横向嵌设在所述养

殖池1的底部，所述下水管道2的长度方向与所述养殖池1的长度方向相同；所述下水管道2

上分布有若干个供养殖池1底部混有排泄物的污水流入的下水孔21；所述养殖池1底部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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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由边缘处向下水孔21处倾斜凹陷；该结构设计能够效率更高的排出沉淀在养殖池1底

部的杂质，且可以降低管道用量、成本低。正常情况下，所述下水孔21的大小会小于所述养

殖池1中水产的大小，以防止水产进入下水管道2中。但由于养殖池1中水产的生长是由小变

大的，所以水产在幼时，有可能会出现养殖池1中的水产的大小小于或等于下水孔21大小的

现象，此时，所述下水孔21上铺设有一层滤网，该滤网网孔的大小仅可供残饵、粪便等有害

物质通过。

[0023] 所述净化装置3的两侧端分别设置有净化进水管35和净化出水管36；所述净化进

水管35与所述下水管道2相连，以将养殖池1底部混有排泄物的污水引到净化装置3中进行

过滤处理。所述净化出水管36的出水端口通向所述养殖池1，以将净化后洁净的水再引回养

殖池1中。所述净化出水管36的出水端口位于所述养殖池1的上方，该结构设计模仿大自然

水生态的循环流动，能够使净化出水管36流出的干净的水从高处落入养殖池1中，在落下的

过程中，水可以大面积的与空气接触，并冲击落入养殖池1中，使整个养殖池1中的水流动起

来，从而可以提高养殖池1中水的含氧量。

[0024] 所述净化装置3的底部设置有排污管37，所述排污管37上设置有开关阀门38，定期

打开开关阀门38能够排放聚集在净化装置3底部的高浓度污水。所述排污管37与所述干湿

分离机4的入口相连，以将沉淀聚集在净化装置3底部的混合污水(高浓度污水)引到干湿分

离机4中进行干湿分离。所述干湿分离机4的固态出口处设置有所述收集桶5；所述干湿分离

机4的液态出口通向所述生态池6，所述生态池6中养殖有水生植物。所述水生植物为水芹、

茭白、荷花、睡莲、花叶芦竹、香蒲、千屈菜、花叶水葱、青叶水葱、水菖蒲中的一种或任意几

种的组合，水生植物能够吸收溶解在水中的营养物质，从而净化水质。

[0025] 所述净化装置3包括依次相连的一级过滤池31、二级过滤池32和三级过滤池33，以

及用于控制水循环流动进行过滤的排水泵34。所述排水泵34设置在所述净化进水管35与所

述一级过滤池31之间；所述排水泵34的进水端与所述净化进水管35连接，所述排水泵34的

出水端与所述一级过滤池31的进水口连接。所述一级过滤池31是采用物理方法，主要通过

格栅拦截、沉淀等手段去除废水中大块悬浮物和砂粒等物质；所述二级过滤池32是采用生

化方法，通过微生物的生命运动等手段来去除废水中的悬浮性，溶解性有机物以及氮、磷等

营养盐；所述三级过滤池33也是采用物理方法，主要通过海绵等过滤手段再次去除水中的

杂质，以保证水的质量，方便循环使用。所述一级过滤池31与二级过滤池32之间的连接孔、

所述二级过滤池32与三级过滤池33之间的连接孔、以及所述三级过滤池33上的出水口均位

于相应过滤池的上部，以使过滤后较为洁净的水流入下一个池子中；所述排水泵34工作，所

述养殖池1底部混有排泄物的污水依次流入一级过滤池31、二级过滤池32和三级过滤池33

进行充分过滤，过滤后洁净的水再流回养殖池1中，排水泵34工作可使水进行循环流动，从

而达到过滤水中的残饵、粪便等有害物质的目的，保证养殖池1中水的质量，并且污水处理

效率高、污水处理效果好，不浪费水。所述一级过滤池31、二级过滤池32和三级过滤池33的

池底均设置有所述排污管37。所述一级过滤池31、二级过滤池32和三级过滤池33的池底均

呈凹陷状，所述排污管37的入口对应位于各过滤池池底的最低处，以更好的对沉淀在池底

的高浓度污水进行定期排放。

[0026] 当养殖池1有多个时：多个养殖池1底部的下水管道2均通向所述净化进水管35；所

述净化出水管36具有多个出水端口，多个出水端口分别一一通向多个养殖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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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实用新型能够对含有残饵、粪便的污水进行净化过滤处理，且净化后干净的水

能够再次投入循环使用，以节约用水量，并且还可以对过滤时积存的高浓度污水进行干湿

分离处理，分离后的固态物可以作为肥料，分离后的液态水可以排入生态池6中养殖水生植

物，可达到对污水充分利用的目的，同时也解决了污水造成的污染问题。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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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10367355 U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10367355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