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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殖系统的方法，
主池的水流入排水渠，
再经由排水渠流入沉淀区
进行积污处理，
然后再流入初级净化区中进行初
步净化，
初步净化后流入潜流净化区进行再次净
化，
再次净化后进入微生物净化区进行微生物净
化，
随后流入生态调节区调节成能够适宜主池的
养殖用水；
另外当流速传感器传到PLC中的流速
值低于设定的最小流速值时 ，
PLC就判断沸石或
活性炭出现堵塞现象，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果进行
解堵处理 ；
如果氧气浓度传感器传到PLC中的氧
气浓度值低于设定的最小浓度值时 ，
PLC就判断
水中氧气量不足，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果来进行加
氧处理。避免了现有技术中的水质不好、无法循
环使用水资源以及补氧不及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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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殖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首先设置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
养殖系统，
其包括用来养鱼的主池，
所述的主池的后端同水平横向的排水渠相通，
所述的排
水渠的右端同沉淀区相通，
所述的沉淀区用来实现积污的作用，
所述的沉淀区同水平纵向
的初级净化区相连通，
所述的初级净化区内通过养殖水生植物、
螺蚌来进行初步净化，
所述
的初级净化区同水平纵向的潜流净化区相连通，
所述的潜流净化区里放置着沸石或者活性
炭来进行净化，
所述的潜流净化区同水平纵向的微生物净化区相连通，
所述的微生物净化
区内设置有生物膜载体，
使用微生物制剂，
而水平横向的生态调节区同微生物净化区相连
通，
所述的生态调节区内养殖有螺蚌或者鲢鳙，
生态调节区的水通过提水泵引入压水池，
所
述的压水池的后端同引水渠的前端相连通，
所述的引水渠的后端同主池的前端相连通，
另
外所述的压水池同引水渠之间通过压力差自流来输送水，
所述的引水渠同主池之间也通过
压力差自流来输送水，
所述的引水渠中还设置有曝气板，
在所述的潜流净化区的出口处设
置有流速传感器，
在所述的主池、压水池、引水渠、生态调节区以及初级净化区里均各自设
置有氧气浓度传感器；
氧气浓度传感器和流速传感器均同PLC相连接；
用来养鱼的主池的水首先流入排水渠，
再经由排水渠流入沉淀区进行积污处理，
然后
再流入初级净化区中进行初步净化，
初步净化后流入潜流净化区进行再次净化，
再次净化
后进入微生物净化区进行微生物净化，
随后流入生态调节区调节成能够适宜主池的养殖用
水，
启动提水泵把养殖用水引入压水池，
再通过压力差自流进入引水渠；
另外当流速传感器
传到PLC中的流速值低于设定的最小流速值时，
PLC就判断沸石或活性炭出现堵塞现象，
由
此根据该判断结果进行解堵处理；
如果氧气浓度传感器传到PLC中的氧气浓度值低于设定
的最小浓度值时，
PLC就判断水中氧气量不足，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果来进行加氧处理；
所述的水生植物为水空菜、
睡莲、
再力花或者轮叶黑藻;
另外根据公式△O＝(1 .07×T×t×j)/K就能够计算出加氧所需的时间了，
其中△O为
加氧量，
T为加氧时的氧气流速，
t为加氧所需的时间，
j为氧气在养殖用水中的溶度，
K为养
殖用水的总重。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殖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微生物
净化区能根据温度来调整微生物制剂的用量；
所述的微生物制剂为：
光合细菌、芽孢杆菌、
乳酸菌群或者放线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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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渔业养殖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殖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养殖渔业是弥补全球水产品供给不足，
成为世界粮食生产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
但养殖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存在养殖设施陈旧落后、
土地资源紧缺、
水质资源匮乏、
劳动
力成本高等制约因子。在苏南发达地区，
养殖渔业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
因此就要从
扩面增量的方式转换成节约型和工厂化养殖体系，
降低总成本，
实现节能减排循环使用，
并
保持对外界无污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提供一种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殖的方法，
用来养鱼的主池的水首
先流入排水渠，
再经由排水渠流入沉淀区进行积污处理，
然后再流入初级净化区中进行初
步净化，
初步净化后流入潜流净化区进行再次净化，
再次净化后进入微生物净化区进行微
生物净化，
随后流入生态调节区调节成能够适宜主池的养殖用水，启动水泵来把该养殖用
水逐次地通过压水池和引水渠送入主池中；
另外当流速传感器传到PLC中的流速值低于设
定的最小流速值时，PLC就判断沸石或活性炭出现堵塞现象，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果进行解
堵处理；
如果氧气浓度传感器传到PLC中的氧气浓度值低于设定的最小浓度值时，
PLC 就判
断水中氧气量不足，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果来进行加氧处理。避免了现有技术中的水质不好、
无法循环使用水资源以及补氧不及时的缺陷。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殖的方法
的解决方案，
具体如下：
[0005] 一种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殖的方法，
首先设置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殖系统，
其包括用来养鱼的主池9，
所述的主池9的后端同水平横向的排水渠 5相通，
所述的排水渠5
的右端同沉淀区1相通，
所述的沉淀区1用来实现积污的作用，
所述的沉淀区1同水平纵向的
初级净化区2相连通，
所述的初级净化区2 内通过养殖水生植物、螺蚌来进行初步净化，
所
述的初级净化区2同水平纵向的潜流净化区3相连通，
所述的潜流净化区3里放置着沸石或
者活性炭来进行净化，
所述的潜流净化区3同水平纵向的微生物净化区4相连通，
所述的微
生物净化区4内设置有生物膜载体，
使用微生物制剂，
而水平横向的生态调节区6同微生物
净化区4相连通，
所述的生态调节区6内养殖有螺蚌、
鲢鳙或者其他滤食性鱼类，
生态调节区
的水通过提水泵引入压水池，
所述的压水池7的后端同引水渠8的前端相连通，
所述的引水
渠8的后端同主池9的前端相连通，
另外所述的压水池7同引水渠8之间通过通过压力差自流
来输送水，
所述的引水渠8同主池9 之间也通过压力差自流来输送水，
所述的引水渠8中还
设置有曝气板，
在所述的潜流净化区3的出口处设置有流速传感器，
在所述的主池9、
压水池
7、引水渠8、
生态调节区6以及初级净化区2里均各自设置有氧气浓度传感器；
氧气浓度传感
器和流速传感器均同PLC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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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接着用来养鱼的主池9的水首先流入排水渠5，
再经由排水渠5流入沉淀区1 进行
积污处理，
然后再流入初级净化区2中进行初步净化，
初步净化后流入潜流净化区3进行再
次净化，
再次净化后进入微生物净化区4进行微生物净化，
随后流入生态调节区6调节成能
够适宜主池的养殖用水，启动提水泵把养殖用水引入压水池，
再通过压力差自流进入引水
渠；
另外当流速传感器传到PLC中的流速值低于设定的最小流速值时，
PLC就判断沸石或活
性炭出现堵塞现象，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果进行解堵处理；
如果氧气浓度传感器传到PLC中的
氧气浓度值低于设定的最小浓度值时，
PLC就判断水中氧气量不足，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果来
进行加氧处理。
[0007] 所述的水生植物为水空菜、
睡莲、
再力花或者轮叶黑藻。
[0008] 所述的滤食性鱼类为鲟鱼，
所述的鲟鱼为匙吻鲟。
[0009] 所述的微生物净化区4能根据温度来调整微生物制剂的用量；
所述的微生物制剂
为：
光合细菌、
芽孢杆菌、
乳酸菌群或者放线菌群。
[0010]
另外根据公式△O＝(1 .07×T×t×j)/K就能够计算出加氧所需的时间了，
其中△
O为加氧量，
T为加氧时的氧气流速，
t为加氧所需的时间，
j为氧气在养殖用水中的溶度，
K为
养殖用水的总重。
[0011] 本发明通过用来养鱼的主池9的水首先流入排水渠5，
再经由排水渠5流入沉淀区1
进行积污处理，
然后再流入初级净化区2中进行初步净化，
初步净化后流入潜流净化区3进
行再次净化，
再次净化后进入微生物净化区4进行微生物净化，
随后流入生态调节区6调节
成能够适宜主池的养殖用水，启动提水泵把养殖用水引入压水池，
再通过压力差自流进入
引水渠。这样就能把水质实现净化、
能够实现循环利用水源，
还能通过曝气板增加氧气。当
流速传感器传到PLC中的流速值低于设定的最小流速值时，
PLC就判断沸石或活性炭出现堵
塞现象，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果进行解堵处理；
如果氧气浓度传感器传到PLC中的氧气浓度值
低于设定的最小浓度值时，
PLC就判断水中氧气量不足，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果来进行加氧处
理。
由此就能自动的进行提示来实现解堵或者加氧的处理。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平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发明内容作进一步说明：
[0014] 参照图1所示，
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殖的方法，
首先设置渔业工业化循环流水养
殖系统，
其包括用来养鱼的主池9，
所述的主池9的后端同水平横向的排水渠5相通，
所述的
排水渠5的右端同沉淀区1相通，
所述的沉淀区1用来实现积污的作用，
所述的沉淀区1同水
平纵向的初级净化区2相连通，
所述的初级净化区2内通过养殖水生植物、螺蚌来进行初步
净化，
所述的初级净化区2同水平纵向的潜流净化区3相连通，
所述的潜流净化区3 里放置
着沸石或者活性炭来进行净化，
所述的潜流净化区3同水平纵向的微生物净化区4相连通，
所述的微生物净化区4内设置有生物膜载体，
使用微生物制剂，
而水平横向的生态调节区6
同微生物净化区4相连通，
所述的生态调节区6内养殖有螺蚌、
鲢鳙或者其他滤食性鱼类，
所
述的生态调节区需营造整个稳定的生态水流、
环境的生态平衡使得水源更适宜主池的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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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
生态调节区的水通过提水泵引入压水池7，
所述的压水池7的后端同引水渠8 的前端
相连通，
所述的引水渠8的后端同主池9的前端相连通，
另外所述的压水池7同引水渠8之间
通过压力差自流来输送水，
所述的引水渠8同主池9 之间也通过压力差自流来输送水，
所述
的引水渠8中还设置有曝气板。所述的水生植物为水空菜、
睡莲、
再力花或者轮叶黑藻。所述
的滤食性鱼类为鲟鱼，
所述的鲟鱼为匙吻鲟。在所述的潜流净化区3的出口处设置有流速传
感器，
在所述的主池9、压水池7、引水渠8、生态调节区6以及初级净化区2 里均各自设置有
氧气浓度传感器；
氧气浓度传感器和流速传感器均同PLC相连接；
接着用来养鱼的主池9的
水首先流入排水渠5，
再经由排水渠5流入沉淀区1进行积污处理，
然后再流入初级净化区2
中进行初步净化，
初步净化后流入潜流净化区3进行再次净化，
再次净化后进入微生物净化
区4进行微生物净化，
随后流入生态调节区6调节成能够适宜主池的养殖用水，启动提水泵
把养殖用水引入压水池，
再通过压力差自流进入引水渠。另外当流速传感器传到PLC中的流
速值低于设定的最小流速值时，
PLC就判断沸石或活性炭出现堵塞现象，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
果进行解堵处理；
如果氧气浓度传感器传到PLC中的氧气浓度值低于设定的最小浓度值时，
PLC就判断水中氧气量不足，
由此根据该判断结果来进行加氧处理。这样就能把水质实现净
化、
能够实现循环利用水源，
还能通过曝气板增加氧气。所述的微生物净化区4能根据温度
来调整微生物制剂的用量；
所述的微生物制剂为：
光合细菌、芽孢杆菌、乳酸菌群或者放线
菌群，
乳酸菌群能去除养殖用水中的COD和氨氮 , 去除率分别为30％和35 .7％；
放线菌群对
养殖用水中COD的去除效果显著 , 去除率能达到58 .5％ ,对养殖用水中的氨氮的去除和乳
酸菌群类似 ,去除率为3 8％，
并且对于氧气消耗少、制氧能力高。
[0015]
另外根据公式△O＝(1 .07×T×t×j)/K就能够计算出加氧所需的时间了，
其中△
O为加氧量，
T为加氧时的氧气流速，
t为加氧所需的时间，
j为氧气在养殖用水中的溶度，
K为
养殖用水的总重。
这样就能精准控制供氧的水平了。
[0016] 以上所述，
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
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
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
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
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
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
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
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的修改、
等同替换与改进等，
均仍
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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