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602407.6

(22)申请日 2018.12.26

(71)申请人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地址 313001 浙江省湖州市杭长桥南路999

号

(72)发明人 蒋文枰　贾永义　迟美丽　顾志敏　

周鑫鑫　刘士力　程顺　郑建波　

李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国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696

代理人 卫翠婷

(51)Int.Cl.

A01K 63/00(2017.01)

A01K 63/04(2006.01)

A01K 61/50(2017.01)

A01K 61/30(2017.01)

A01K 61/10(2017.01)

A01G 22/60(2018.01)

A01G 22/25(2018.01)

A01G 22/00(2018.01)

A01G 9/14(2006.01)

C02F 3/3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

养殖小区，养殖区：用于养殖水产；生态净化区：

用于净化养殖用水，该生态净化区包括初级利用

区、果蔬净化区、生物净化区和深水区，以及控制

区：用于监控养殖水水质，该控制区包括办公区

和设置于养殖区附近的管理房；养殖区与生态净

化区布设成使水流呈环形跑道式流动的布局，生

态净化区中的初级利用区、深水区、生物净化区

沿环形跑道依次布设，果蔬净化区按直线形式布

设于环形跑道中部。本发明还提供了新型池塘内

循环流水生态养殖方法，本发明可实现水资源循

环利用，降低饲料系数，生态养殖鱼类、水生植

物、蔬菜等，绿色环保且节能减排，养殖效益高。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7页  附图2页

CN 109792966 A

2019.05.24

CN
 1
09
79
29
66
 A



1.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包括：

养殖区：用于养殖水产；

生态净化区：用于净化养殖用水，该生态净化区包括初级利用区、果蔬净化区、生物净

化区和深水区，以及

控制区：用于监控养殖水水质，该控制区包括办公区和设置于养殖区附近的管理房；

所述的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的特征在于：养殖区与生态净化区布设成使

水流呈环形跑道式流动的布局，生态净化区中的初级利用区、深水区、生物净化区沿环形跑

道依次布设，果蔬净化区按直线形式布设于环形跑道中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其特征在于：养殖区由

间隔设置的养殖水槽组成，该养殖水槽包括推水单元、养殖单元和集污单元。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其特征在于：

优选的，养殖单元与推水单元、集污单元分隔处设有拦鱼网，养殖单元处养殖槽槽底呈

下斜设置，且槽底种植沉水植物，养殖单元与推水单元之间的拦鱼网与推水单元的推水机

之间连接有连接绳；

优选的，集污单元包括V形的集污池，该集污池与养殖单元分隔端设拦鱼网，集污池另

一端设拦污网，集污池内设吸污管，该吸污管连接有吸污泵。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其特征在于：果蔬

净化区呈水平直线布设于环形跑道中部，果蔬净化区包括设于养殖区附近的立体蔬菜大棚

和直线另一端的果蔬大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其特征在于：立体蔬菜

大棚与果蔬大棚之间通过生态渠连通，立体蔬菜大棚内设沉淀池，该沉淀池通过集污管与

集污单元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其特征在于：

优选的，初级利用区包括菱角区、荷花区、芦苇区和人工岛；

优选的，养殖区侧方设有备用沉淀池和上鱼区；

优选的，生态净化区内还包括用于引导水流的水车；

优选的，生物净化区用于养殖虑食性鱼类和底栖动物。

7.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以下步骤：

1）池塘准备：在选定池塘按环形跑道形式布设养殖区与生态净化区布，使水流呈环形

跑道式流动，在环形跑道中部按直线形式布设果蔬净化区；

  2）清塘：对池底进行清淤，再以水洗排除污物，随后对池底进行暴晒5-10日，然后用生

石灰彻底清消毒，消毒5-6天后进水；

3）种植/放养：在养殖区内放养水产养殖物，在生态净化区内种植水生植物以及放养虑

食性鱼类和底栖动物，在果蔬净化区内种植果树和蔬菜；

4）水质管理：控制水质透明度为30-40cm，pH值6.5-8.5，溶氧大于5g/L。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池塘

准备步骤中还包括：在养殖区附近布设管理房和办公区，池塘四壁向池底形成一定坡度，坡

比1:2-2.5，池壁铺满薄膜。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生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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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区包括初级利用区、果蔬净化区、生物净化区和深水区，果蔬净化区包括设于养殖区附近

的立体蔬菜大棚和直线另一端的果蔬大棚，养殖区由间隔设置的养殖水槽组成，该养殖水

槽包括推水单元、养殖单元和集污单元。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初级

利用区包括菱角区、荷花区、芦苇区和人工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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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

和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精养池塘亩均产量在1000千克以上，1500千克以上的亦不在少数。维持这样

高的产量其主要手段是大规模运用配合饲料、大量换水和使用渔业机械。一般情况下饵料

系数在2.5左右，吨鱼耗水量4000吨左右，亩配备动力0.7千瓦左右。而70-80％的投喂饲料

以溶解和颗粒物的形式排入环境，根据能量传递原理，也就是说，每亩养殖水面约有1000千

克左右的N、P、CO2等有机物质流失到池塘环境中。为维持其正常运行，通常做法是通过水体

交换流入到外部环境中，日积月累就致使池塘内外水环境的富营养化。特别是“太湖蓝藻”

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关注水环境。为解决上述问题，现有技术往往采用循环流水立体种养方

法，也就是以鱼为主，鱼蚌菱藕等多元生产、闭合循环的种养系统。该系统由蓄水池、一级或

一二级净化池、养殖池等部分组成，采取异位生态修复技术措施，一定程度缓解了养殖生产

对外部环境的影响，但通过转移利用的方式来降低废弃物，去除效率毕竟有限。同时因为要

净化水质就要牺牲部分养殖面积，造成多数养殖户不愿意应用该技术模式，造成多数养殖

户不愿意应用该技术模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采用池塘内循环流水养殖模式的新型池塘内循环

流水生态养殖小区，可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降低饲料系数，生态养殖鱼类、水生植物、蔬菜

等，绿色环保且节能减排，养殖效益高。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

小区，包括：

养殖区：用于养殖水产；

生态净化区：用于净化养殖用水，该生态净化区包括初级利用区、果蔬净化区、生物净

化区和深水区，以及

控制区：用于监控养殖水水质，该控制区包括办公区和设置于养殖区附近的管理房；

养殖区与生态净化区布设成使水流呈环形跑道式流动的布局，生态净化区中的初级利

用区、深水区、生物净化区沿环形跑道依次布设，果蔬净化区按直线形式布设于环形跑道中

部。

[0005] 本发明通过优化布设养殖区、生态净化区，特别是将初级利用区、果蔬净化区、生

物净化区和深水区组成生态区可实现养殖水产在高溶氧水流中生长，保证水产的养殖成活

率，在养殖过程中利用生态净化区实现零水体排放，减少污染，设置跑道形式在跑道中部布

设果蔬净化区有效的将养殖鱼类的排泄物和残剩饵料用于果蔬种植以防集污单元排泄物

堆积，提高资源利用并通过跑道式流动的水体在果蔬四周流动来调节养殖水体中的COD、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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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等实现对跑道中养殖水体中的微生物群进行调控，抑制养殖水体中有害菌的繁殖，利用

控制区对养殖区、生态净化区进行科学、智能控制，解决养殖水体过营养化的问题，日常管

理方便。

[0006] 进一步的，养殖区由间隔设置的养殖水槽组成，该养殖水槽包括推水单元、养殖单

元和集污单元，建立循环流水养殖模式实现养殖鱼类在高溶氧水流中生长，排泄物和残余

饵料集中处理利用，进行绿色生态养殖。

[0007] 进一步的，养殖单元与推水单元、集污单元分隔处设有拦鱼网，养殖单元处养殖槽

槽底呈下斜设置，且槽底种植沉水植物，养殖单元与推水单元之间的拦鱼网与推水单元的

推水机之间连接有连接绳。通过将鱼养殖在养殖单元并在养殖单元的槽底种植沉水植物可

提高养殖单元内的溶氧量并利用沉水植物进一步净化养殖单元水质，在推水单元进行推水

过程中沉水植物配合倾斜角度由连接绳控制的拦鱼网来调控最大巡航速度，避免养殖鱼动

用其白肌中储存的糖原来增加游泳速度和体温，进而减小饲料系数的增加，降低养殖成本，

将养殖槽槽底设成下斜一则可梯度调节养殖单元内水流速度二则可促使鱼类排泄物和残

余饵料尽快流入集污单元。

[0008] 进一步的，集污单元包括V字形的集污池，该集污池与养殖单元分隔端设拦鱼网，

集污池另一端设拦污网，集污池内设吸污管，该吸污管连接有吸污泵，有效地收集养殖鱼类

的排泄物和残剩的饲料并输送至果蔬净化区进行资源再利用，减少养殖污染，提高养殖效

益。

[0009] 进一步的，果蔬净化区呈水平直线布设于环形跑道中部，果蔬净化区包括设于养

殖区附近的立体蔬菜大棚和直线另一端的果蔬大棚。选择不同品种的果树和蔬菜对养殖鱼

类的排泄物和残剩的饲料进行再利用，并有效调控养殖水体中的微生物群。

[0010] 进一步的，立体蔬菜大棚与果蔬大棚之间通过生态渠连通，立体蔬菜大棚内设沉

淀池，该沉淀池通过集污管与集污单元连接。为避免立体蔬菜大棚与果蔬大棚在种植过程

中争夺养分及对养殖水体中的微生物群调控效果将立体蔬菜大棚与果蔬大棚分开布设利

用生态渠连接，而果蔬净化区产生的污物由沉淀池沉淀并排放至集污单元，大大降低养殖

污染。

[0011] 进一步的，初级利用区包括菱角区、荷花区、芦苇区和人工岛。利用植物对流经集

污单元的沉淀、吸收、转化作用可将大量的鱼类小颗粒粪便及残饵予以清除，同时对于养殖

鱼体生长过程中所排出的氨氮、亚硝酸盐、硫化物等代谢废物亦可转化吸收，成为植物生长

的  N、P 肥原料。

[0012] 进一步的，养殖区侧方设有备用沉淀池和上鱼区。设置备用沉淀池以备在集污单

元无法使用或集污效率降低时使用，保证集污效果，而上鱼区的设计便于鱼类收捕时进行

收捕工作。

[0013] 进一步的，生态净化区内还包括用于引导水流的水车。用于引导养殖水体呈环形

流动，实现跑道式养殖，促进水流流经各个生态净化区的下级净化单位。

[0014] 进一步的，生物净化区用于养殖虑食性鱼类和底栖动物，例如：鲢鱼、鲫鱼、无齿

蚌、螺蛳等，将藻类富集的  N、P营养盐逐步转换到滤食性鱼类体内，从而降低了水体中的N、

P  含量，另外，滤食性鱼类还能摄食水体中的有机碎屑和浮游生物，其滤食活动能显著降低

养殖鱼类产生的有机颗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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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本发明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方法，可实现水资源

循环利用，降低饲料系数，水产养殖物生长速度快、产量高，易实现规模化。

[0016]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池塘准备：在选定池塘按环形跑道形式布设养殖区与生态净化区布，使水流呈环形

跑道式流动，在环形跑道中部按直线形式布设果蔬净化区；

  2）清塘：对池底进行清淤，再以水洗排除污物，随后对池底进行暴晒5-10日，然后用生

石灰彻底清消毒，消毒5-6天后进水；

3）种植/放养：在养殖区内放养水产养殖物，在生态净化区内种植水生植物以及放养虑

食性鱼类和底栖动物，在果蔬净化区内种植果树和蔬菜；

4）水质管理：控制水质透明度为30-40cm，pH值6.5-8.5，溶氧大于5g/L。

[0017] 本发明的生态养殖方法构建了池塘内循环流水养殖模式，易实现规模化，将生态

净化区和养殖区布设呈跑道形式，实现养殖水产在高溶氧水流中生长，保证水产的养殖成

活率，实现零水体排放，减少污染，在跑道中部布设果蔬净化区有效的将养殖鱼类的排泄物

和残剩饵料用于果蔬种植以防集污单元排泄物堆积，提高资源利用并通过跑道式流动的水

体在果蔬四周流动来调节养殖水体中的COD、氨氮等实现对跑道中养殖水体中的微生物群

进行调控，抑制养殖水体中有害菌的繁殖。

[0018] 进一步的，在池塘准备步骤中还包括：在养殖区附近布设管理房和办公区，池塘四

壁向池底形成一定坡度，坡比1:2-2.5，池壁铺满薄膜，通过在设置池壁坡度以便于扩大池

内水容量，通过设置管理房和办公区构成控制区用于监控养殖水质。

[0019] 进一步的，生态净化区包括初级利用区、果蔬净化区、生物净化区和深水区，果蔬

净化区包括设于养殖区附近的立体蔬菜大棚和直线另一端的果蔬大棚，养殖区由间隔设置

的养殖水槽组成，该养殖水槽包括推水单元、养殖单元和集污单元。用于实现养殖水产在高

溶氧水流中生长，保证水产的养殖成活率，在养殖过程中利用生态净化区实现零水体排放，

减少污染。

[0020] 进一步的，初级利用区包括菱角区、荷花区、芦苇区和人工岛。利用植物对流经集

污单元的沉淀、吸收、转化作用可将大量的鱼类小颗粒粪便及残饵予以清除。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1）大大地提高成活率，使水产养殖物长期生活在高溶氧流水中，成活率可达到95%以

上；

（2）实现零水体排放，减少污染；

（3）多个流水池可以进行多品种养殖，避免单一品种养殖的风险；同时，也可以进行同

一品种多规格的养殖，均匀上市，加速资金的周转；

（4）实现对养殖水体水质、水流速度、微生物群等进行调控；

（5）有效地收集养殖鱼类的排泄物和残剩的饲料，根本上解决了水产养殖 水体富营养

化和污染问题；

（6）实现室外工程化养殖管理，全程监控，减少病害发生和药物的使用，提高水产品的

安全性；同时，也改善了鱼肉的品质。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9792966 A

6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养殖区的养殖槽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集污单元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2另一技术方案示意图。

[0023] 附图标记说明：11.拦污网；12.集污单元；13.拦鱼网；14.养殖单元；15.沉水植物；

16.连接绳；17.推水单元；18.吸污管；19.吸污泵；21.出水孔；22.隔板；23.过水孔；24.进水

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5] 实施例1：

如图1-3所示，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包括：

养殖区：用于养殖水产；

生态净化区：用于净化养殖用水，该生态净化区包括初级利用区、果蔬净化区、生物净

化区和深水区，以及

控制区：用于监控养殖水水质，该控制区包括办公区和设置于养殖区附近的管理房；

养殖区与生态净化区布设成使水流呈环形跑道式流动的布局，生态净化区中的初级利

用区、深水区、生物净化区沿环形跑道依次布设，果蔬净化区按直线形式布设于环形跑道中

部。

[0026] 本发明通过优化布设养殖区、生态净化区，特别是将初级利用区、果蔬净化区、生

物净化区和深水区组成生态区可实现养殖水产在高溶氧水流中生长，保证水产的养殖成活

率，在养殖过程中利用生态净化区实现零水体排放，减少污染，设置跑道形式在跑道中部布

设果蔬净化区有效的将养殖鱼类的排泄物和残剩饵料用于果蔬种植以防集污单元排泄物

堆积，提高资源利用并通过跑道式流动的水体在果蔬四周流动来调节养殖水体中的COD、氨

氮等实现对跑道中养殖水体中的微生物群进行调控，抑制养殖水体中有害菌的繁殖，利用

控制区对养殖区、生态净化区进行科学、智能控制，解决养殖水体过营养化的问题，日常管

理方便。

[0027] 养殖区由间隔设置的养殖水槽组成，该养殖水槽包括推水单元17、养殖单元14和

集污单元12，建立循环流水养殖模式实现养殖鱼类在高溶氧水流中生长，排泄物和残余饵

料集中处理利用，进行绿色生态养殖。

[0028] 养殖单元14与推水单元17、集污单元12分隔处设有拦鱼网13，养殖单元处养殖槽

槽底呈下斜设置，且槽底种植沉水植物15，养殖单元14与推水单元17之间的拦鱼网13与推

水单元17的推水机之间连接有连接绳16。通过将鱼养殖在养殖单元14并在养殖单元14的槽

底种植沉水植物15可提高养殖单元14内的溶氧量并利用沉水植物进一步净化养殖单元14

水质，在推水单元17进行推水过程中沉水植物15配合倾斜角度由连接绳16控制的拦鱼网13

来调控最大巡航速度，避免养殖鱼动用其白肌中储存的糖原来增加游泳速度和体温，进而

减小饲料系数的增加，降低养殖成本，将养殖槽槽底设成下斜一则可梯度调节养殖单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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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水流速度二则可促使鱼类排泄物和残余饵料尽快流入集污单元12。

[0029] 集污单元包括V字形的集污池，该集污池与养殖单元分隔端设拦鱼网13，集污池另

一端设拦污网，集污池内设吸污管18，该吸污管18连接有吸污泵19，有效地收集养殖鱼类的

排泄物和残剩的饲料并输送至果蔬净化区进行资源再利用，减少养殖污染，提高养殖效益。

[0030] 果蔬净化区呈水平直线布设于环形跑道中部，果蔬净化区包括设于养殖区附近的

立体蔬菜大棚和直线另一端的果蔬大棚。选择不同品种的果树和蔬菜对养殖鱼类的排泄物

和残剩的饲料进行再利用，并有效调控养殖水体中的微生物群。

[0031] 立体蔬菜大棚与果蔬大棚之间通过生态渠连通，立体蔬菜大棚内设沉淀池，该沉

淀池通过集污管与集污单元连接。为避免立体蔬菜大棚与果蔬大棚在种植过程中争夺养分

及对养殖水体中的微生物群调控效果将立体蔬菜大棚与果蔬大棚分开布设利用生态渠连

接，而果蔬净化区产生的污物由沉淀池沉淀并排放至集污单元，大大降低养殖污染。

[0032] 初级利用区包括菱角区、荷花区、芦苇区和人工岛。利用植物对流经集污单元的沉

淀、吸收、转化作用可将大量的鱼类小颗粒粪便及残饵予以清除，同时对于养殖鱼体生长过

程中所排出的氨氮、亚硝酸盐、硫化物等代谢废物亦可转化吸收，成为植物生长的  N、P  肥

原料。

[0033] 养殖区侧方设有备用沉淀池和上鱼区。设置备用沉淀池以备在集污单元无法使用

或集污效率降低时使用，保证集污效果，而上鱼区的设计便于鱼类收捕时进行收捕工作。

[0034] 生态净化区内还包括用于引导水流的水车。用于引导养殖水体呈环形流动，实现

跑道式养殖，促进水流流经各个生态净化区的下级净化单位。

[0035] 生物净化区用于养殖虑食性鱼类和底栖动物，例如：鲢鱼、鲫鱼、无齿蚌、螺蛳等，

将藻类富集的  N、P营养盐逐步转换到滤食性鱼类体内，从而降低了水体中的N、P  含量，另

外，滤食性鱼类还能摄食水体中的有机碎屑和浮游生物，其滤食活动能显著降低养殖鱼类

产生的有机颗粒含量。

[0036] 本发明的拦鱼网13采用如下制备方法制备：首先将丙烯酸环氧树脂、氯磺化聚乙

烯、三乙基硅烷醇、氧化亚铜按重量百分比例放置容器中进行混合，并且逐渐将容器内温度

加热至95℃，得到混合物，待混合物冷却后在将松香、三甲基碘硅烷、甲乙酮、二甲基硅油、

纳米活性炭原料按照重量份一次加入混合物中，且在加入时进行混合搅拌，搅拌速度为

600-800r/min，时间为0.5h，最后将搅拌后的原料放入挤出机中进行挤出、牵伸、定型、纺

制，即得所述拦鱼网13。本发明通过在渔网制备过程中首先将烯酸环氧树脂、氯磺化聚乙

烯、三乙基硅烷醇、氧化亚铜混合预处理使得聚酯大分子链缩短，以增强所得的混合胶的断

裂伸长率，并且在后续制备过程中通过在混合胶中加入三甲基碘硅烷使聚合物大分子分散

均匀以提高渔网的抗冲击强度和韧性，最终制备得到的渔网具有高强度、高韧性的特点，网

线断裂强度高，断裂伸长率为60%~70%。

[0037] 渔网制备用料及重量份如下：丙烯酸环氧树脂10-15份、氯磺化聚乙烯20-25份、三

乙基硅烷醇4-10份、氧化亚铜6-14份、松香3-8份、三甲基碘硅烷5-12份、甲乙酮3-8份、二甲

基硅油8-12份、纳米活性炭12-14份。

[0038] 实施例2：

本发明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提供另一技术方案，本技术方案在实施例1的一种新型池塘

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技术方案增加如下方案：沉淀池内通过带过水孔23的隔板22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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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级沉淀区和二级沉淀区，水孔23设置于隔板22上部，净化水体由设置于二级沉淀区的

出水孔21排出，利用多级沉淀对果蔬净化区产生的污物进行净化集中排放至集污单元，在

净化过程中利用水孔23的高度位置使净化水体从高处流通还对进入沉淀区内的微生物的

活动范围进行限定使其受高处水孔23附近流通水体压力影响，控制微生物活动范围处于沉

淀区下部，实现对沉淀污物进行分解、净化，实现低碳高效，节能减排。

[0039] 实时例3：

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池塘准备：在选定池塘按环形跑道形式布设养殖区与生态净化区布，使水流呈环形

跑道式流动，在环形跑道中部按直线形式布设果蔬净化区，在养殖区附近布设管理房和办

公区，池塘四壁向池底形成一定坡度，坡比1:2-2.5，池壁铺满薄膜；生态净化区包括初级利

用区、果蔬净化区、生物净化区和深水区，初级利用区包括菱角区、荷花区、芦苇区和人工

岛，果蔬净化区包括设于养殖区附近的立体蔬菜大棚和直线另一端的果蔬大棚，养殖区由

间隔设置的养殖水槽组成，该养殖水槽包括推水单元、养殖单元和集污单元。

[0040] 2）清塘：对池底进行清淤，再以水洗排除污物，随后对池底进行暴晒5-10日，然后

用生石灰彻底清消毒，消毒5-6天后进水；

3）种植/放养：在养殖区内放养水产养殖物，在生态净化区内种植水生植物以及放养虑

食性鱼类和底栖动物，在果蔬净化区内种植果树和蔬菜；

4）水质管理：控制水质透明度为30-40cm，pH值6.5-8.5，溶氧大于5g/L。

[0041] 实施例4：

本发明的一种新型池塘内循环流水生态养殖小区投入使用时：在实施例3的基础上，设

定养殖区内推水流速为0.2m/min，在养殖单元14内进行鱼类养殖，鱼产生的排泄物及残饵

等由集污单元12收集，水体流出集污单元后流经菱角区、荷花区、芦苇区、人工岛和深水区，

再流经生物净化区，养殖水体绕果蔬净化区呈跑道式流动，最终回流到推水单元17，当养殖

水体回流到推水单元17时，水质已基本接近水源水，完全满足养殖用水要求：pH为6．5~8.5，

NH3-N  含量低于  0.03  mg/L，NO2-N含量低于  0.02  mg/L，溶解氧大于  5  mg/L。

[0042] 养殖试验：

在初级利用区种植相应的菱角、藕、芦苇，果蔬净化区种植相应的黄瓜、西红柿、草莓、

西瓜，生物净化相应养殖鲢鱼、鲫鱼、无齿蚌、螺蛳；

在池塘内水产养殖物放养前进行消毒处理，并且在毒性消失后才进行放养，养殖区内

选择草鱼进行养殖，每条养殖槽设计产量7500公斤～15000公斤，放养尾数2500-3000尾，每

尾100-200g/尾，放养时间为3-4个月，放养时先将鱼种经浓度2%～3%食盐水浸泡5min～

10min，然后贴近水面放入鱼槽内。

[0043] 鱼种放养1d～2d后即可进行驯食。  先在鱼槽近推水端少量投喂，每日4次～5次，

控制投饲速度，以饲料不漂出鱼槽为度，也可在鱼槽中部水面设浮杆阻拦饲料，  待大部分

鱼能上食后，  采用“四定”原则。4月～5月，  一般每日6：  00时、  12：  00时、  18：  00时各投

喂一次，日投饲率为存塘量的1.5%～2.0%；  6月～9月，每日6：  00时、  18：  00时各投喂一

次，日投饲率为存塘量的2.5%～3.0%；  10月～12月，  每日10：00时、  15：  00时各投喂一次，

日投饲率为存塘量的0.5%～1.5%。  具体投饲量和次数可视鱼体大小、  水温、天气、鱼体吃

食和活动情况等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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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验收：养殖区内的草鱼在3个月后进行收捕，从放养时的100~200g/尾长至1860±

37g/条，在同一养殖时间情况下，这相比于普通养殖的草鱼重量增长了15%~27%。

[0045] 本发明中所采用的推水机为江阴市百川增氧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百川气提式增

氧推水机，但不仅限于使用该种推水机，至于蔬菜大棚种植等现有技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

知晓，在此不再详细赘述。

[0046]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上例，还有很多等功能代换结构，只要采用本发明的技

术思路的所有技术方案均属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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