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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

态循环净化系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用水系

统和净化系统，包括虾精养塘、初沉淀单元、接触

氧化单元、贝类生态塘单元和推流式人工湿地单

元，虾精养塘和接触氧化单元之间设置有三通阀

门，三通阀门一端连接虾精养塘，一端连接初沉

淀单元，还有一端用于泥污排放，初沉淀单元出

水连接接触氧化单元，接触氧化单元连接贝类生

态塘单元，贝类生态塘单元连接推流式人工湿地

单元，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采用提升泵将水输回

虾精养塘形成闭环，该系统能够通过耦合集成生

物处理技术、生态修复技术、生态处理技术，充分

发挥三类技术的优势，达成复合净化效果，并促

进综合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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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循环体系中包括用水

系统和净化系统，所述净化系统包括虾精养塘(11)、初沉池单元(12)、接触氧化单元(13)、

贝类生态塘单元(14)和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所述虾精养塘(11)和接触氧化单元(13)

之间设置有三通阀门(2)，所述三通阀门(2)一端连接虾精养塘(11)，一端连接初沉池单元

(12)，还有一端用于泥污排放，所述初沉池单元(12)出水连接接触氧化单元(13)，所述接触

氧化单元(13)连接贝类生态塘单元(14)，所述贝类生态塘单元(14)连接推流式人工湿地单

元(15)，所述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采用提升泵将水输回虾精养塘(11)形成闭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海水养殖出水进入初沉池单元(12)后沉淀去除大量的悬浮物，同时去除部分的颗粒态总

氮和总磷；初沉池单元(12)出水进入接触氧化单元(13)，接触氧化单元(13)通过微生物作

用实现氨化、硝化反应将氨氮、亚硝氮转变为对海水养殖相对无害的硝酸盐氮；接触氧化单

元(13)出水进入贝类生态塘单元(14)对接触氧化出水进行调理，贝类生态塘单元(14)中贝

类摄食悬浮物质，浮岛植物和浮游植物吸收氮磷污染物，贝类生态塘单元(14)的出水进入

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所述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填充的基质可以吸收富集水中氮

磷污染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初沉池单元(12)采用沉淀斜管(121)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接触氧化单元(13)内设置有容纳槽(131)，所述容纳槽(131)内设置有生物挂膜(132)，所

述生物挂膜(132)一端容纳槽(131)侧壁固定连接，所述生物挂膜(132)采用弹性立体填料，

该填料将聚烯烃类和聚酰胺为材料的丝条穿插固定在耐腐、高强度的中心绳上，丝条呈立

体均匀排列呈辐射状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贝

类生态塘单元(14)内设置有正边型生态浮岛，所述浮岛内可摘种浮岛植物，生态浮岛植物

覆盖面积与贝类生态塘单元(14)的面积比例为1:5～1:1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包括由牡蛎壳、砾石组成的潜流人工湿地，湿地填料层厚度为

0.1m～0.9m，表层土层厚度为0.05m～0.15m，所选植物可采用秋茄和桐花，种植密度为10

株/m2～50株/m2。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或5或6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

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装置(3)包括过滤层(31)和电解层(32)，所述净化装置(3)设置于

虾精养塘(1)注水处，所述过滤层(31)和电解层(32)之间相通，所述过滤层(31)内设置有若

干个引流区(311)和一个容纳腔(312)，若干引流区(311)连接呈“S”型设置，任意两相邻引

流区(311)的连接处设置用于过滤杂质的过滤板(4)，所述引流区(311)连接有进水口(5)和

出水口。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解层(32)里设置有电解池(33)，所述电解池(33)上设置有一进水管道(7)和一出水管

道(8)，所述出水口(6)与进水管道(7)连接，所述出水口(6)和进水管道(7)之间设置有单向

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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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其

电解方法如下：水流通过单向阀(9)进入进水管道(7)流入电解池(33)内进行催化微电解使

其产生出生态的强氧化性物质，再通过出水管道(8)流出进入虾精养塘(11)内。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

电解池(33)内的工作电压为2V～18V，电流强度为1～5000A，电解池(33)电解产生的强氧化

物质能够杀灭原水中的浮游生物、微生物以及病毒，并在电场的作用下使浮游物溶解在水

中，避免胶体物质、带电颗粒、藻类以及被杀灭细菌等形成更大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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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质复合生态净化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

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各地掀起南美白对虾养殖的浪潮，养殖模式由粗放式的养殖模式升级为集约

化现代养殖模式。然而，制约海水养殖的因素和传统养殖模式的问题也日趋凸显：海洋环境

污染严重制约了海水养殖用水，养殖风险相对拔高。每年因病害问题导致的海水养殖损失

惨重：以对虾为例，仅病毒性病源目前发现的就有11种，其中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WSSV和

桃拉病毒TSV发病死亡率高达80-100%，且多种海洋浮游动物证实均为WSSV的携带者和传播

者，传统的高通量换水养殖引入病源的风险较大。同时，传统养殖模式自身的污染和浪费严

重，水产养殖废水对环境的潜在不利影响，基本上正比于集约化养殖对颗粒饲料的利用程

度和养殖系统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水体的交换率。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出，从而导致水

质恶化和疾病的爆发。因此，如何对养殖废水进行复合净化后重新用于对虾养殖成为重要

问题。

[0003] 最近几年，海水生态处理技术也被引入到海水养殖系统中，相关研究多基于微藻

或大型藻类的净化作用，如在大型海藻和养殖对象共养的水体中，通过控制海藻的生物量

降低营养物的浓度，维持水体中溶解氧，降低养殖对象发生窒息和水质恶化的危险性。但是

缺陷是大型藻类在养殖废水处理过程中相对受到光照、水流、季节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

单胞藻类处理能力有限，且容易造成水体溶解氧波动。耐盐植物和水生蕨类植物也被用于

养殖废水处理中的研究也有报道，将植物作为集约化或封闭式养殖系统中的一环，对营养

盐进行吸收过滤，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而且一些植物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可以提高养殖经

济效益。但体系中的植物仍受到季节限制，且经济产出价值有限。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

循环净化系统，该系统能够实现循环式的净化废水，且经济产出价值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

环净化系统，其循环体系中包括用水系统和净化系统，所述包括虾精养塘、初沉池单元、接

触氧化单元、贝类生态塘单元和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所述虾精养塘和接触氧化单元之间

设置有三通阀门，所述三通阀门一端连接虾精养塘，一端连接初沉池单元，还有一端用于泥

污排放，所述初沉池单元出水连接接触氧化单元，所述接触氧化单元连接贝类生态塘单元，

所述贝类生态塘单元连接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所述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采用提升泵将水

输回虾精养塘形成闭环。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海水养殖出水进入初沉池单元后沉淀去除大量的悬浮物，同时去

除部分的颗粒态总氮和总磷；初沉池单元出水进入接触氧化单元，接触氧化单元通过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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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作用实现氨化、硝化反应将氨氮、亚硝氮转变为对海水养殖相对无害的硝酸盐氮；接触氧

化单元出水进入贝类生态塘单元对接触氧化出水进行调理，贝类生态塘单元中贝类摄食悬

浮物质，浮岛植物和浮游植物吸收氮磷污染物，贝类生态塘单元的出水进入推流式人工湿

地单元，所述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填充的基质可以吸收富集水中氮磷污染物。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初沉池单元采用沉淀斜管组成。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接触氧化单元内设置有容纳槽，所述容纳槽内设置有生物挂膜，所

述生物挂膜一端容纳槽侧壁固定连接，所述生物挂膜采用弹性立体填料，该填料将聚烯烃

类和聚酰胺为材料的丝条穿插固定在耐腐、高强度的中心绳上，丝条呈立体均匀排列呈辐

射状态。

[0009] 进一步的，贝类生态塘单元内设置有正边型生态浮岛，所述浮岛内可摘种浮岛植

物，生态浮岛植物覆盖面积与贝类生态塘单元的面积比例为1:5～1:10。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包括由牡蛎壳、砾石组成的潜流人工湿地，湿

地填料层厚度为0.1m～0.9m，表层土层厚度为0.05m～0.15m，所选植物可采用秋茄和桐花，

种植密度为10株/m2～50株/m2。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净化装置包括过滤层和电解层，所述过滤层和电解层之间相通，所

述过滤层内设置有若干个引流区和容纳腔，若干引流区连接呈“S”型设置，任意两相邻引流

区的连接处设置用于过滤杂质的过滤板，所述引流区连接有进水口，所述容纳腔侧壁连接

有出水口。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电解层里设置有电解池，所述电解池上设置有一进水管道和一出

水管道，所述出水口与进水管道连接，所述出水口和进水管道之间设置有单向阀。

[0013] 进一步的，其电解方法如下：水流通过单向阀进入进水管道流入电解池内进行催

化微电解使其产生出生态的强氧化性物质，再通过出水管道流出进入虾精养塘内。

[0014] 进一步的，电解池内的工作电压为2V～18V，电流强度为1～5000A，电解池电解产

生的强氧化物质能够杀灭原水中的浮游生物、微生物以及病毒，并在电场的作用下使浮游

物溶解在水中，避免胶体物质、带电颗粒、藻类以及被杀灭细菌等形成更大颗粒。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海水养殖出水进入初沉池单元后去除了大量的悬浮物，同时去除了部分的颗粒态总

氮和总磷，接触氧化单元通过微生物作用实现氨化、硝化反应将氨氮、亚硝氮转变为对海水

养殖相对无害的硝酸盐氮，降低了水体中的有害物质，贝类生态塘单元中贝类摄食悬浮物

质，浮岛植物和浮游植物能够吸收氮磷污染物，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填充的基质可以吸收

富集水中氮磷污染物，湿地植物吸收经过富集的氮磷污染物，同时通过根系泌氧作用和湿

地内管道曝气作用进一步增加水中的溶解氧，经过上述循环处理后的水重新流回虾精养

塘，完成对水体的净化。

[0016] 2、斜管的管道存在倾斜角度，水流借用重力能够顺着斜管长度方向向下流动流入

接触氧化单元内。

[0017] 3、贝类生态塘单元中主要养殖滤食性海洋经济贝类，在贝类滤食塘中还栽种了浮

岛植物，以此作为贝类滤食利用养殖废水的补充，两者相辅相成，能够共同降解水体中营养

盐。

[0018] 4、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由牡蛎壳、砾石等组成的潜流人工湿地，并在湿地内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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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茄和桐花等植物，能够对流经耐盐植物湿地的海水中的富营养物质进行吸收、沉降，达到

净化水质的目的。

[0019] 5、过滤层能够将水流进行初步的过滤，将一些杂质和水流分离开，电解池能够通

过微电解的方法电解出强氧化物质，能够杀死原水中的浮游生物、微生物以及病毒。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的循环系统示意图；

图2为净化装置示意图；

图3为过滤层的俯视图。

[0021] 图4为处理单元出水水质变化曲线图。

[0022] 图5为容纳槽内的生物挂膜分布图。

[0023] 附图标记：11、虾精养塘；12、初沉池单元；121、沉淀斜管；13、接触氧化单元；131、

容纳槽；132、生物挂膜；14、贝类生态塘单元；15、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2、三通阀门；3、净化

装置；31、过滤层；311、引流区；312、容纳腔；32、电解层；33、电解池；4、过滤板；5、进水口；6、

出水口；7、进水管道；8、出水管道；9、单向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相同的零部件用相同的

附图标记表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后”、“左”、“右”、“上”和“下”

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底面”和“顶面”、“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

几何中心的方向。

[0025] 参照图1至5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南美白对虾海水养殖生态循环净化系统，其循

环体系中包括用水系统和净化系统，所述包括虾精养塘11、初沉池单元12、接触氧化单元

13、贝类生态塘单元14和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所述虾精养塘11和接触氧化单元13之间

设置有三通阀门2，所述三通阀门2一端连接虾精养塘11，一端连接初沉池单元，还有一端用

于泥污排放，所述初沉池单元12出水连接接触氧化单元13，所述接触氧化单元13连接贝类

生态塘单元14，所述贝类生态塘单元14连接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所述推流式人工湿地单

元15采用提升泵将水输回虾精养塘11形成闭环。

[0026] 该系统迄今已运行2年，经历4个周期南美白对虾养殖试验，运行效果显示：系统水

循环率可达到95%以上，对氨氮、亚硝态氮、硝态盐、COD、SS有明显去除效果，南美白对虾最

高产量达到3277.8kg/亩，同时贝类塘毛蚶成活率达到96.1%，重量增长率为60.1%；以污染

负荷最大的养殖后期（70-100d）为例，在处理水量为1.5m3/h的条件下，处理出水氨氮低于

0.3mg/L，亚硝酸盐低0.2mg/L，硝态氮低于1.2mg/L，SS低于15mg/L，确保了对虾精养塘的水

质安全，水流从虾精养糖中通过三通阀将水流入初沉池单元，一部分的淤泥沉淀通过另一

阀门口排出，初沉池单元12的水进入接触氧化单元13再进入贝类生态塘单元，贝类生态塘

单元中的水分别流入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一，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二，推流式人工湿地单

元三，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中的水会沿着一定方向流动，在耐水植物和土壤的联合作用

下使污水得到净化，进化完成之后的水采用提升泵将其重新流入虾精养塘11完成水流的再

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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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海水养殖出水进入初沉池单元12后沉淀去除

大量的悬浮物，同时去除部分的颗粒态总氮和总磷；初沉池单元12出水进入接触氧化单元

13，接触氧化单元13通过微生物作用实现氨化、硝化反应将氨氮、亚硝氮转变为对海水养殖

相对无害的硝酸盐氮；接触氧化单元13出水进入贝类生态塘单元14对接触氧化出水进行调

理，贝类生态塘单元14中贝类摄食悬浮物质，浮岛植物和浮游植物吸收氮磷污染物，贝类生

态塘单元14的出水进入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所述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填充的基质可

以吸收富集水中氮磷污染物。

[0028] 在本实施例中虾精养塘11占地面积可设置成30m2、初沉池单元12占地面积可设置

成1m2、接触氧化单元13占地面积可设置成4m2、贝类生态塘单元14占地面积可设置成25m2

和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占地面积可设置成15m2，接触氧化单元13出水进入贝类生态塘单

元14对接触氧化出水进行调理，贝类生态塘单元14中贝类摄食悬浮物质，浮岛植物和浮游

植物吸收氮磷污染物，同时增氧机对水体进行复氧；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填充的基质可

以吸收富集水中氮磷污染物，湿地植物吸收经过富集的氮磷污染物，同时通过根系泌氧作

用和湿地内管道曝气作用进一步增加水中的溶解氧；经过上述循环处理后的水重新流回虾

精养塘11，监测系统循环水的氨氮、亚硝态氮、硝酸盐、活性磷酸盐等四个指标，发现有明显

的去除效果，系统水循环率达到95%以上，处理水量为1.5m3/h，确保了对虾精养塘的水质安

全，试验数据如下：。

[0029] 循环系统的复合净化效果

指标 硝酸盐 亚硝酸盐 氨氮 活性磷酸盐

海水进水 0.06±0.03 0.08±0.02 0.05±0.02 0.05±0.01

对虾塘出水 4.83±1.67 5.59±2.14 3.09±1.27 1.47±0.63

接触氧化单元出水 2.28±0.87 1.59±0.41 1.07±0.39 0.34±0.15

贝类生态塘出水 0.44±0.20 0.25±0.14 0.16±0.06 0.09±0.03

人工湿地出水 0.05±0.02 0.06±0.02 0.03±0.01 0.02±0.01

由上述监测结果可知，生态循环系统中养殖废水经过循环利用后，水质检测指标远低

于海水进水水质，完全可以满足海水水产养殖循环利用的需求。

[0030]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初沉池单元12采用沉淀斜管121组成。

[0031] 沉淀斜管121的截面面积为1m2，材料可采用聚丙烯蜂窝斜管，水流借用重力能够

顺着斜管长度方向向下流动流入接触氧化单元13内。

[0032]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接触氧化单元13内设置有容纳槽131，所述容

纳槽131内设置有生物挂膜132，所述生物挂膜132一端容纳槽131侧壁固定连接，所述生物

挂膜132采用弹性立体填料，该填料将聚烯烃类和聚酰胺为材料的丝条穿插固定在耐腐、高

强度的中心绳上，丝条呈立体均匀排列呈辐射状态。

[0033] 物挂膜组合填料是在软性填料和半软性填料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其结构是将聚烯

烃类和聚酰胺为材料的丝条定在环圈上，使其沿着中心绳均匀分布；内圈是雪花状塑料枝

条，既能挂膜，又能有效切割气泡，提高氧的转移速率和利用率，使水气生物膜得到充分交

换，使水中的有机物得到高效处理，并且塑料枝条可以勾住水流中的一些大体积杂质，一定

程度上进化水源。

[0034]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贝类生态塘单元14内设置有正边型生态浮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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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浮岛内可摘种浮岛植物，生态浮岛植物覆盖面积与贝类生态塘单元的面积比例为1:5～

1:10。

[0035] 贝类生态塘单元14主要进行滤食性海洋经济贝类的养殖，养殖种类可包括泥蚶、

毛蚶、海瓜子、青蛤、文蛤、硬壳蛤、贻蛏等，在贝类滤食塘中还可以栽种浮岛植物，正六边型

生态浮岛，边长设置为30cm，材料为聚苯乙烯塑料，由60个面积相等的六边形拼接而成，每

个六边形内放置一个花篮栽种植物，生态浮岛植物覆盖面积占贝类生态塘的10%，以此作为

贝类滤食利用养殖废水的补充，起协同效应，共同降解水体中营养盐。在生态净化塘适量养

殖滤食性或刮食性鱼类如鲻鱼等，通过滤食生态净化区中的微藻，在清洁水质的同时也增

加了产出效益。

[0036]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推流式人工湿地单元15包括由牡蛎壳、砾石

组成的潜流人工湿地，湿地填料层厚度为0.1m～0.9m，表层土层厚度为0.05m～0.15m，所选

植物可采用秋茄和桐花，种植密度为10株/m2～50株/m2。

[0037] 秋茄和桐花能够对流经耐盐植物湿地的海水中的富营养物质进行吸收、沉降，达

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0038]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净化装置3包括过滤层31和电解层32，所述过

滤层31和电解层32之间相通，所述过滤层31内设置有若干个引流区311和一个容纳腔312，

若干引流区311连接呈“S”型设置，任意两相邻引流区311的连接处设置用于过滤杂质的过

滤板4，所述引流区311连接有进水口5，所述容纳腔312侧壁连接有出水口6。

[0039] 水流通过进水口5进入过滤层31，依次流过引流区311，在流过引流区311的同时，

水流会通过过滤板4流入容纳腔312内，大颗粒的杂质由于难以通过过滤板4而留在过滤板4

上方，容纳腔312侧壁上有出水口6，水流通过出水口6流出流入电解层32，电解层32电解出

氧气，水流进入虾精养塘11。

[0040]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电解层32里设置有电解池33，所述电解池33

上设置有一进水管道7和一出水管道8，所述出水口6与进水管道7连接，所述出水口6和进水

管道7之间设置有单向阀9。

[0041] 水流从出水口6流入进水管道7内，在出水口6和进水管道7之间设置单向阀9，使水

流在进入进水管道7之后就不会在流回出水口6内，因此通过单向阀9的设置，可以水回流。

[0042]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水流通过单向阀9进入进水管道7流入电解池33内

进行催化微电解使其产生出生态的强氧化性物质，再通过出水管道8流出进入虾精养塘11

内。

[0043] 水流进入电解池33内，采用微电解的方式产生强氧化性物质，该氧化性物质能够

杀死水中的有害物质。

[0044]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电解池33内的工作电压为2V～18V，电流强度为1

～5000A，电解池33电解产生的强氧化物质能够杀灭原水中的浮游生物、微生物以及病毒，

并在电场的作用下使浮游物溶解在水中，避免胶体物质、带电颗粒、藻类以及被杀灭细菌等

形成更大颗粒。

[0045] 所述电解池33的工作电压为8～10V，电流强度为130～135A，纳米催化微电解产生

的物质为氯，氯能够杀灭水中微生物、氧化分解水中的有机物。

[004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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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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