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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内循环流水槽养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池塘内循环流水槽养殖模式的池塘改造、设施设备、养殖管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池塘内循环流水槽养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的对应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SC/T 1137  淡水养殖水质调节用微生物制剂质量与使用原则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SC/T 9103  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流水槽 

用于养殖吃食性鱼类的长方形槽型设施。 

3.2  

导流堤坝 

用以平顺引导池塘循环水流的不透水结构体，与水槽垂直，由水槽边缘向池塘中间延伸。 

4 池塘改造 

4.1 池塘 

4.1.1 池塘条件 

4.1.1.1 养殖场地需水源充足，无污染，交通与电力设施便利。 

4.1.1.2 淡水池塘以长方形为宜，面积不低于 20 亩，东西走向；塘埂顶面宽 3 m～5 m，建立护坡，

坡比 1：1.5～1：3.0，池塘深度 1.8 m～3.0 m。 

4.1.1.3 海水池塘面积不低于 20 亩；滩面的设置应适应循环水流向，占比不超过 40%；环沟水深以

1.2 m～1.5 m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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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水质 

应符合GB 11607的要求。 

4.2 流水槽 

4.2.1 位置 

应综合考虑池塘形状、风力走向等，宜在池塘长边一侧，与塘埂平行。 

4.2.2 材料 

各地因地制宜，宜选用砖混、玻璃钢、不锈钢等材料。 

4.2.3 规格 

长25 m～30 m、宽5 m、深2.0 m～2.5 m；一个单元3条水槽以上并联建造为宜。 

4.2.4 面积比例 

流水槽总面积占池塘面积比例以2%～3%为宜。 

4.2.5 推水区 

建在流水槽前端，推水设备与流水槽垂直，并在前沿下端建0.8 m～1.2 m高的挡墙。 

4.2.6 集污区 

建在流水槽末端，宽3.0 m～4.0 m，可根据载鱼量适当增加到6.0 m～8.0 m，设置自动型轨道式

吸污装置；集污区末端可建0.4 m～0.8 m高的档墙。集污区挡墙外侧6.0 m～8.0 m处可设置水下挡污

坝，坝顶距水面0.5 m左右。 

4.3 导流堤坝 

导流堤坝建设可利用原有塘埂或新建墙体。淡水池塘需设计导流坝堤延伸端与大塘堤坝之间留出

缺口，宽度为（水槽数量×3）m～（水槽数量×5）m。 

5 配套设施设备 

5.1 推水设备 

5.1.1 风机选择 

每条流水槽各配1台2 kW～2.5 kW罗茨鼓风机或漩涡风机，以并联方式连接。 

5.1.2 安装方式 

固定于流水槽前端的螺旋提升机上，或安装于浮床上。 

5.1.3 推水流速 

风机出水口水流速度为0.3 米/秒～0.5 米/秒；6 分钟～8 分钟可交换1条流水槽的水量。 

5.2 增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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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功率为2.2 kW以上的罗茨鼓风机；应配备制氧设备或液氧，与鼓风机充气管道三通连接。沿

流水槽内长边的前三分之二部位底部设置微孔或纳米曝气管2排。 

5.3 集污系统 

在集污区安装集污装置，每3条流水槽配套建设20 m
3
互通集污池。 

5.4 拦鱼设施 

在推水设备下游和集污区上下游安装不锈钢网片拦鱼栅，网孔大小根据养殖品种和规格确定。养

殖前期，可在流水槽前端拦鱼网后增加一道与拦鱼网网目相同的聚乙烯软网。 

5.5 发电机 

配置功率满足系统所有设备运行总功率的2倍以上。 

5.6 监测与报警系统 

宜配备在线水质监测、监控系统和压力感应系统，异常时报警。 

5.7 供料设备 

在流水槽前端配置喷洒式投饵机或风送式集中供料设备。 

5.8 试运行 

放养前，所有设施设备应试运行正常方可投入使用。 

6 养殖管理 

6.1 流水槽养殖品种 

可摄食配合饲料，适应高密度集约化养殖的鱼类品种。以放养大口黑鲈、草鱼、鲫、青鱼、鲂鲌、

太阳鱼等淡水鱼类，梭鱼、花鲈、龙胆石斑鱼、金鲳等海水鱼类为宜。 

6.2 放养规格与放养量 

6.2.1 放养规格为 10 g以上的鱼种。 

6.2.2 初始放养量根据目标产量设定，以淡水设计产量不高于 100 kg/m
3
、海水设计产量不高于 50 

kg/m
3
为宜。 

6.2.3 放养前将鱼种先用 20 mg/L的高锰酸钾或 2 mg/L～4 mg/L的硫酸铜溶液浸泡 30 分钟消毒。 

6.3 生态净化塘种养生物 

6.3.1 水生动物 

6.3.1.1 淡水生态净化塘可适量放养鲢、鳙等滤食性鱼类，套养河蟹、青虾、螺蛳、中华鳖，吊养河

蚌。 

6.3.1.2 海水生态净化塘可放养贝类，不超过塘面积的 40%，并可少量套养凡纳滨对虾、脊尾白虾等

虾类。 

6.3.2 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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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生态净化区可种植沉水植物、挺水植物、浮水植物，种植面积占塘面积 10%～20%，养殖过程

中需及时清除过量或死亡的水生植物。 

6.4 增氧 

流水槽放养鱼后，适时开启增氧装置，保证溶氧大于5 mg/L。净化区配置增氧机，同时沿水循环

流动方向设置2台～3台辅助推水设备。 

6.5 饲料 

6.5.1 饲料应符合 GB 13078 的要求，投喂遵循“定时、定点、定量、定质”原则，宜投喂浮性膨化

配合饲料。 

6.5.2 在鱼种放养 1 天～3 天后首次投喂，日投喂 1次～3次，投喂比例为每千克鱼体重的 0.5%～

3%，并根据养殖阶段、天气状况等调整投饲量。 

6.6 污物清除 

6.6.1 末端吸污 

投喂饲料约1小时后吸污，一般每天2次～4次，根据载鱼量大小、水温高低适当调整吸污频率和时

长；以吸出的污水颜色与池水相近即可。 

6.6.2 系统清洗 

不定期清洗流水养殖槽的过滤网、微孔增氧管、风机进风口过滤器和吸污设备的吸头。养殖结束

后彻底清洗槽壁、槽底。 

6.6.3 污泥利用 

有条件的养殖场，可将污泥处理后，资源化循环利用。 

6.7 病害防治 

6.7.1 坚持科学养殖、预防为主。养殖期间可每半个月在净化区泼洒微生物制剂，适时使用益生菌、

VC 等拌料投喂流水槽中鱼类。微生物制剂使用参考 SC/T 1137的要求。 

6.7.2 以药浴方式预防与治疗时，宜先关停推水设备，开启底部增氧，封闭水槽两端拦鱼栅。 

6.8 养殖记录 

每天早晚巡塘，做好生产记录、用药记录和销售记录。 

6.9 养殖尾水 

养殖尾水排放应符合SC/T 9101、SC/T 9103的要求；或养殖园区内循环利用。 

6.10 捕捞上市 

根据生长情况和市场行情等适时捕捞上市。 

7 流水槽示意图和技术模式图 

7.1 池塘内循环流水槽养殖示意图和流水槽结构示意图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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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池塘内循环流水槽养殖技术模式图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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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池塘内循环流水槽示意图 

A.1 流水槽养殖 

流水槽养殖示意见图 A.1。 

 

图A.1 流水槽养殖示意图 

A.2 流水槽结构 

流水槽结构示意见图A.2。 

 

图A.2 流水槽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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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养殖模式技术图 

池塘内循环流水槽养殖模式技术图见图B.1。 
 

生产流程 主要生产技术措施 配图 

池塘改造 

环境要求 

养殖场地需水源充足，无污染，交通与电力设

施便利。 

淡水池塘以长方形为宜，面积不低于20亩，东

西走向；塘埂顶面宽3 m～5 m，建立护坡，坡比

1:1.5～1:3.0，池塘深度1.8 m～3.0 m。 

海水池塘面积不低于20 亩；滩面的设置应适

应循环水流向，占比不超过40%；环沟水深以1.2 

m～1.5 m为宜。 

 

流水养殖水槽 

应综合考虑池塘形状、风力走向等，宜在池塘

长边一侧，与塘埂平行。宜选用砖混、玻璃钢、不

锈钢等材料。流水槽总面积占池塘面积比例以2%～
3%为宜。 

 

配套设备 

推水设施 

每条流水槽各配1台2 kW～2.5 kW罗茨鼓风机

或漩涡风机，以并联方式连接。固定于流水槽前端

的螺旋提升机上，或安装于浮床上。 

增氧设施 

配置功率为2.2 kW以上的罗茨鼓风机；应配备

制氧设备或液氧，与鼓风机充气管道三通连接。沿

水槽内长边的前三分之二部位底部设置微孔或纳

米曝气管2排。 

 

 

 

 

 

 

 

集污系统 

在集污区安装集污装置，每3条流水槽配套建

设20 m
3
互通集污池。 

  

 

 

 

 

 

 

图 B.1 池塘内循环流水槽养殖技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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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鱼设施 

在推水设备下游和集污区上下游安装不锈钢

网片拦鱼栅，网孔大小根据养殖品种和规格确定。

养殖前期，可在养殖水槽前端拦鱼网后增加一道与

拦鱼网网目相同的聚乙烯软网。 

 

监测报警 

配备在线水质监测、监控系统和压力感应系

统，异常时报警。 

 

供料设备 

在流水槽前端配置喷洒式投饵机或风送式集

中供料设备。 

 

养殖管理 

养殖品种 

可摄食配合饲料，适应高密度集约化养殖的鱼

类。可放养大口黑鲈、草鱼、鲫、青鱼、鲂鲌、太

阳鱼、梭鱼、花鲈、龙胆石斑鱼、金鲳等。 

 

净化塘生物种养 

淡水生态净化塘可适量放养鲢、鳙等滤食性鱼

类，套养河蟹、青虾、螺蛳、中华鳖，吊养河蚌。 

海水生态净化塘可放养贝类，不超过塘面积的

40%，并可少量套养凡纳滨对虾、脊尾白虾等虾类。 

淡水生态净化区可种植沉水植物、挺水植物、

浮水植物，种植面积占塘面积10%～20%，需及时清

除过量或死亡的水生植物。 

 

饲料 

饲料应符合GB 13078、NY 5072的要求，投喂

遵循“定时、定点、定量、定质”原则，宜投喂浮

性膨化配合饲料。 

在鱼种放养1 天～3 天后首次投喂，日投喂1

次～3次，投喂比例为每千克鱼体重的0.5%～3%，

并根据养殖阶段、天气状况等调整投饲量。  

图 B.1 池塘内循环流水槽养殖技术图（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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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物清除 

投喂饲料约1小时后吸污，一般每天2次～4

次，根据载鱼量大小、水温高低适当调整吸污频

率和时长；以吸出的污水颜色与池水相近即可。 

不定期清洗流水养殖槽的过滤网、微孔增氧

管、风机进风口过滤器和吸污设备的吸头。养殖

结束后彻底清洗槽壁、槽底。 
 

病害防治 

坚持科学养殖、预防为主。养殖期间可每半

个月在净化区泼洒微生物制剂，适时使用益生

菌、VC 等拌料投喂水槽中鱼类。微生物制剂使用

参考 SC/T 1137 的要求。 

以药浴方式预防与治疗时，宜先关停推水设

备，开启底部增氧，封闭水槽两端拦鱼栅。 

 

捕捞上市 

根据生长情况和市场行情等适时捕捞上市 

 

 

图 B.1 池塘内循环流水槽养殖技术图（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