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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提案】刘汉元常委：提速“渔光一体”发展

第一，加大土地政策方面支持力度，解决“渔光一体”
项目实施时在土地使用中瓶颈问题。
第二，不断完善“渔光一体”运行机制，建设一批“渔
光一体”的示范型工程项目。
第三，“渔光一体”模式尚属发展初期，企业自主研发
经费有限，需要国家加大科研经费投入。

全国政协常委、”渔光一体“首席专家、通威刘主席，

在2015年全国“两会” 提交了《光伏产业：助推分布

式，提速渔光一体，重视西部资源》提案——“水面产

出清洁能源，水下产出优质水产品。”



• 通威“渔光一体”养殖研究小组2014- 2015年在南京将6项独创的国际先进技术，配套组装

、集成创新技术，在射阳通威“渔光一体”池塘示范，年亩发电5万余度，收入近6万元﹝

平均1.00元/度﹞，利润3.7万元/亩；亩水产品养殖收入近万余元，利润0.3~0. 5万元。

•   射阳通威“渔光一体”示范池塘，亩鱼、电总产值7万多元，亩利润3.4～4.2万多元，效益

显著。证明通威光电农业之“渔光一体”对池塘立体开发六大创新技术，不仅可有效弥补光

伏板遮光对水产养殖的影响，解决目前社会上“渔光互补”池塘养殖未保障养殖户利益的缺

陷，而且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效益。

• 现 通威射阳基地已成为重要的展示平台，现已接待鱼、电行业专家与政府领导千余人，央

视7套两次到现场录制电视片。不仅可打消投资者对 “渔光一体”项目的疑虑，增强投资者

对“渔光一体”的信心，而且促进渔业转型升级。

       

        前言



一、“渔光一体”战略与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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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威引领第一次水产养殖革命，改变了几
千年的传统养殖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养殖效率。

第一次水产养殖革命

1.1 发展历程



水上发电
水下养鱼

1.3“渔光一体”——概念与原理

概念：
“渔光一体”，就是将水产
养殖和光伏发电产业结合起
来的一种生产方式。即在池
塘水体中开展水产养殖的同
时，又在水面上架设光伏组
件，进行太阳能发电。

原理：
 1.光生伏打效应 就是当物体
受光照时，物体内的电荷分布
状态发生变化,而产生电动势和
电流的一种效应。
2. 光伏发电是利用半导体界面
光生伏特效应，是将光能直接
转变为电能的一种技术。

通威“渔光一体”将打造：
通威鱼生产基地、通威饲料销售基地、
提升通威融资能力及社会影响。



1839年发现“光伏效应”国内外已建 成光伏电站35年仍正常运行

1839年法国科学家贝克雷尔发现“光伏效应” 1941年奥尔在硅上发现光伏效应

云南石屏县民用光伏项目35年外
观良好，正常发电

日本奈良光伏电站32年运转正常 西藏班戈县户外光伏电站20年无质量
问题

1983年中国最古老光伏电站兰州榆中地区



“渔光一体”项目光伏电站寿命>25年（乐叶光伏科技公司）



通威“渔光一体” 牧光互补 光伏农业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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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农业+新能源”产业布局



1.5“渔光一体”——商业前景

我国养殖水面达1.2亿亩，其中池塘4000万亩，在通威养殖户池塘占25%基础上，以新建和改扩建 

100万亩“渔光一体”池塘假设（射阳、如东两个县，每年增加滩涂各万余亩），年产鱼150万吨

（1.5吨/亩），年增投通威料200万吨（2 吨/亩），饲料增收80亿元（4000元 /吨）； 达30-50G的光

伏电站，年发电利润350亿元（3.5万元/亩.年）。

100GWp池塘光伏电站年发电量1200亿度电，相当于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1.7倍！



地点 光资源
类别 

千瓦年发
电量（度/

年）

发电量
（万度/
年/亩） 

发电收益
（万元/年/

亩） 

投资回收
期（年） 

光伏组件 
(万元/亩) 

利润(万元/年/亩) 年总利润(万元
/亩/年) 

光伏 养殖 

四川 3.2 

攀枝花 二类 1300-1540 4-4.5 3.8-4.2万元 6-9 25万元 2.7 0.35 3.05 

甘孜州 二类 1400-1800 4.2-7.2 4.0-6.8万元 6-8 25万元 3.0 0.3 3.30 

阿坝州 二类 1400-1800 4.2-7.2 4.0-6.8万元 6-8 25万元 3.0 0.3 3.30 

凉山州 二类 1400-1800 4.2-7.2 4.0-6.8万元 6-8 25万元 2.9 0.4 3.30 

陕西西
北 

1200-1400 3.6-4.2 3.6-4.2万元 7-10 25万元 2.5 0.3 2.80 

云南 1200-1600 3.6-5.0 3.6-5.0万元 6-10 25万元 2.5 0.3 2.80 

宁夏 1200-1400 3.6-4.2 3.6-4.2万元 7-10 25万元 3.0 0.3 3.30 

供各公司选择推荐通威建“渔光一体”池塘效益指标参考





通威“渔光一体”图解：池塘水下养殖优质水产品、水上生产清洁太阳能，实现向大气、

水、土壤污染宣战，达到渔、电、环保三丰收的目的。

1.8 创新“渔光一体”促进渔业转型升级







二、发展“渔光一体”的优势



分布式光伏发电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n 2013年11月18日，能源局发布《关于分布式光
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从规模管
理、项目备案、建设条件、电网接入和运行、
计量与结算等方面对分布式光伏电站进行了详
细规定。

n 2014年9月4日，能源局公布《国家能源局关于
进一步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有关政策的通知》，
政策落地之后将为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建设运营
打开融资渠道。

n 2015年3月1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下达
2015年光伏发电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确定
2015年全国新增光伏电站建设规模17.80GW，
同比增长27.14%。

n 2015年10月12日，“2015中国光伏领袖峰会”
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梁志鹏透露，光伏补贴未来8年至10年不会取
消，不过会有所倾斜，重点发展分布式光伏。

渔光一体等新型电站是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最优实现方式

• -资源丰富
• -能效最高
• -投资少，建设期短

• -废弃地再利用
• -带动落后地区发展

• -有效缓解人地矛盾
• -创造适宜不同农作
物生长的环境

• -满足农业用电需求

• 资源丰富
• 可利用性高
• 有助水面上下产能
协同增长

池塘 大棚

屋顶荒地

2.1 国家重视分布式光伏电站，政策推动



2.2 拥有完整的太阳能发电产业链





大力发展四川民族地区“渔光一体”的建言献策

       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副总裁：胡荣柱、黄其刚； 通威“渔光一体”养殖研
究首席专家：吴宗文；“渔光一体”小组成员：梁勤朗、冯畅、蒋礼平、谢伟、黄
明军、唐 华、李毅、李莉

      “渔光一体”是我国近年来，将水产养殖和太阳能产业结合的生产方式，即在池塘水
体中开展水产养殖生产的同时，在水面上架设光伏组件，开发太阳能发电工作。从而
实现水下养鱼，水面发电的目标。
      “渔光一体”中，通过与光伏发电的系统集成，将池塘上面取之不尽的太阳能转化为
电能。水产养殖池塘上光伏发电可以驱动池塘增氧设施以及智能控制系统，多余的电
则通过并网输送，代替煤炭和石油等不可再生且污染环境的能源。一般1.5-2 公顷水面
上太阳能电站可发1Mw电，相当于每年节约标煤34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00吨。
大多数的鱼类不喜欢阳光，阳光直射水面既造成了光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鱼类，藻
类的生长。在高温季节池塘遮光后，不仅起到降低水温1-2度，而且可防治2万勒克斯
以上強光，抑制和杀死藻类，造成倒藻，污染水质，为鱼类创造出有利的生长环境，
减少鱼病发生，减少鱼药投入，产出高品质的安全食品。



三、通威365“渔光一体”对养殖促进作用



 

 

上图：2014年2月 刘主席现场指导规划

上图 刘主席与项目常驻技术人员合影

上图 10月刘主席检查项目池塘全雄黄颡鱼丰收



1、草鱼5～9月平均每天长15克/尾（每尾150天增重4.5斤），其中：8-9月每天增重30克/尾。投饲

率2%-2.8%， 全程饲料系数预计1.54。
 2、斤草鱼饲料成本：26%蛋白质2.45元；32%蛋白质2.94元。年平均：2.9元。

 3、溶解氧5毫克／升以上，阴、雨天照样摄食，缩短养殖周期，降底养殖风险，斤鱼电费0.4元。

 4、成活率99%以上（放养时全部注射疫苗）.
 5、亩产量达到5000斤，一般情况(5元/斤以上）亩产值3.5-4.2万元，亩利润0.3-05万元

通威“渔光一体”池塘草鱼生长情况良好



射阳“渔光一体”异育银鲫池塘每月抽样一次，总结长势情况。

异育银鲫全程未发生大红鳃病，至10月29日，增重率617%，饲料系数仅0.97

通威“渔光一体”池塘鲫鱼生长情况良好

农业部渔业局李书民副局长、全国水产推广总站李可心副站长等到现场莅临视察：

渔光一体养殖的鲫鱼体色、体形良好，受到李局长及专家组高度评价。



       通威盐城市射阳县“渔光一体”养殖户陈红向农业部渔业局李局长、李站长介绍
汇报虾、蟹池塘亩产200斤以上。蟹黄灿烂和蟹膏晶莹饱满、丰腴细嫩，颇受食客
们的追捧。

通威“渔光一体”池塘虾、蟹获得高产



• 1、“渔光一体”池塘750亩，建30MW电站，总静态投资2.82亿元。

• 2、首年发电量约3600万千瓦（亩发电4.8万千瓦/年，电价1.29元/千瓦），发电收入6.192万元/年，养殖

纯收入5000元/亩，利润6.692万元/亩。

• 3、电站25年总投资约3.66亿元（含人工费、维护费、资金利息等），总发电量90567万千瓦（25年每年

输出衰减0.8%计算），发电收入9.0567亿元（25年平均电价1.0元/千瓦计算），发电利润2.878万元/亩；

养鱼（名特优）利润0.5万元/亩。  

• 25年渔光一体池塘年鱼、电亩利润3.378万元

• 若25年平均电价0.7元/千瓦计算，发电量90567万千瓦，发电收入6.3397亿元，发电利润1.429万元/亩。

• 4、项目每年可为国家节约标煤2.16万吨，减少排放温室效应气体CO2 5.32万吨，减少排放大气污    

染气体SO2 164吨，NO2 82吨。

案例：射阳“渔光一体”池塘年鱼、电:亩收入约6.692万元, 
                                      25年鱼、电：亩平均利润约3.378万元

3.2“渔光一体”实现鱼、电、环保三丰收



3.3.1 水源保障技术：蓄水沉淀保障优质水源供应：养殖区域建5%-10%蓄水截污净化池，水深3-
5米。薄露进水、梯级增氧、缓流入池，沉沙截污、鱼菜共生；降解药残、农残；发挥蓄水、防

旱，晒水増氧功能；排池中层水入主养池塘，冬天起到节能増温、夏天起到降温功能。

蓄水沉淀池设计方案图

  3.3通威 “渔光一体”六项关键技术促进渔业转型升级

鱼菜共生



通威蓄水沉淀池防治面源污染保障优质水源

        

通威“渔光一体”池塘养鱼水源，必须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

禁止使用不符合渔业水质标准的水源用于水产养殖。

1、蓄水沉淀池规划建设与配套设施

确保占养鱼小区80%面积池塘进入水源100%达国家渔业水质标准。

（1）池底坡降0.5-2%的斜坡型，

进水一端浅水厂区，出水瑞3-5m深水区

（2）池面薄露进排水工程

增加面源水源入池沉淀、降解氧化时间。

（3）增氧瀑气氧化降解工程

加速入水水质氧化净化。集雨区农田径流雨水农药，化肥残留、场

镇生活废水抗生素残留及未分解有机物等、畜禽养殖排泄物，工业

废水重金属残留等面源水源中有机物中未分解物质及其它物质的氧

化分解。

（4）种植水生蔬菜和养殖适量滤食性与底栖杂食性、肉食性鱼类，

达到生物净化水质。

2、加强蓄水沉池排水管理

   春秋季排表层水温、溶氧高，天然饵料丰富水入养殖池；夏天

排水温相对低1-2度，冬天排水温相对高1-2度的中层水入养殖池，

为鱼类生活增加福利。

薄露进水图



通威蓄水池水质检测

        非集雨区水源经平移进水槽和5亩
蓄水池沉淀处理后，水体的溶氧增
加了54.5%，PH增加了17.7%、透
明度提高了50%，氨氮、亚硝酸盐
分别降低了59.6%、58.5%，保障
了优质水源的供应。



通威电化水技术是国际先进的通威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有效替代氯制

剂消毒药品，消毒成本减少90％，实现高效杀菌灭藻，去除鱼肉异味，保

障和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

通威杀菌水处理机 电化水使用

3.3.2 通威电化水杀菌技术 

电化水喷药机视频（共三种）



电化水使用效果案例分享（部分）

广东三水基
地洪水前
（左上），
洪水后（右
上）

昆明公司养殖户池塘
处于发病前期，水质
败坏、细菌滋生。通
过使用杀菌电化水对
水体进行杀菌，调节
水质，最终水质恢复
正常，鱼类吃食恢复
正常。消毒用药成本
约为0.2元/亩.米。

广东公司三水基地遭遇
罕见洪水，曾波经理使
用通威电化水消毒后，
透明度明显变好，同时
及时消毒避免了洪水后
发生的细菌性疾病爆发，
消毒成本减少80%，灾
后把损失减到最小。

使用前 使用后
2015年，设施所共完成推广电化水设备69台，厦门公司
续订小型设备20台，海南食品公司续订大型设备4台。



电费单价 0.92 元/度 每小时消耗电量
每小时消耗电费

15 kW/h
13.8元/h

食盐单价
1117.6 元/吨
1.1176 元/Kg

每小时消耗食盐
每小时消耗盐费

4Kg/h
4.65元/h

每吨电化水生产
的设备折旧费

1.25元/ m3 制备量 5m3/h

每吨电化水成本 4.94元/m3

参考2014年百度
消毒液用量的电

化水用量
35660吨 年用量成本 176160元

消毒液单价 9000元/吨

9元/Kg

百度消毒液有效氯

浓度

≈50000ppm

消毒配制液浓度 ≈50ppm 稀释比 1Kg : 1m3

每吨消毒水成本 9元/ m3

2014年百威总用量 35.66吨 2014年百威总成本 322884元

海南通威食品公司鱼片灭菌环节电化水
即可节省成本14.7万元/年。

电化水使用效果案例分享（部分）



种苗繁育、种苗运输、鲜活鱼净养运
输等

种苗繁育、鱼病治疗、食品加工等

高压脉冲电化水
及设备

超市、卖场等活鱼净养灭菌，饮用水、
畜禽用水等处理

孵化场、养殖场、食品加工车间、办
公室等空间消毒

海水种苗繁育、运输，以及超市、卖
场等活鱼净养灭菌

通威电化
水

渔用电化水及设
备

杀菌电化水及设
备

干雾化杀菌电化
水及设备

超声协同电化水
及设备



二、 通威电化水设备简介及案例分享

渔用电化水设备：用于鲜活鱼净养和运输，提高活鱼品质和存活率

① 同比溶氧提高60%-80%以上，溶氧维持24小时超饱和状态。
② 经国家城市水质监测网检测渔用电化水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GB 5749）
③ 通过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证实细化水体团簇结构，增强渗透性。
④ 经通威检测中心检测，电化水净养鲫鱼48h，体表细菌杀菌率达91.7%，水体细菌杀

菌率达99.6%，存活率比井水组高28.4%。
⑤ 经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农业部重点实验室）检测，电化水净养活鱼可

去除82.89%土臭素和31.60%二甲基异莰醇等异味物质。
⑥ 试验数据显示：电化水运输成鱼，水质恶化程度低，存活率提升20%以上，品质优

秀。

设
施
渔
业
工
程
研
究
所



主席检查指导杀菌电化水设备：灭杀水产、
食品常见菌，达到安全高效低成本

ü  成分：有效氯100～1500ppm，臭氧5～25ppm，
双氧水5～35ppm，pH为6.8～8.0

ü  经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杀菌电化水能
100%杀灭十万～百万级水产常见菌和食品加工常
见菌。

ü 用于虾苗生产商器具消毒，对弧菌灭杀率高达
93.75%，比高锰酸钾提高38.8%。

ü 用于罗非鱼鱼片清洗、浸泡、镀冰衣等工序，提
高9.81%以上的灭菌率至97.55%。

ü 代替二氧化氯用于池塘水体灭菌，灭菌率99%以
上，成本降低80%以上。

  处理低浓度   
食盐水生成安全
高效符合杀菌电
化水，代替化学
药品灭菌除藻。



通威产学研成果；研发干雾灭菌设备：1µm～5µm干雾分散空间，
全覆盖无死角灭菌

  设施所结合杀菌电化水生产系统和超声喷雾系统，雾滴直
径：5～10µm，对空气中细菌杀灭率达90%以上。
序号 对象 方法 结果

猪肉加工车间 电化水与臭氧的对比 灭菌率≧90%，同比提高5.19个百分点，达97.78%

活鱼加工车间 电化水处理 灭菌率≧95%，最大达98.61%

活鱼净养车间 电化水处理 灭菌率≧95%，最大达97.83%

④ 鱼片加工车间 电化水处理 灭菌率≧91%，最大达100%



通威智能养殖系统集水质在线监测、养殖设备控制、视频监控于一体，可实现

池塘溶氧、水温、pH、氨氮等，“渔光一体” 8万多个数据，可实现增氧设备、

投饵设备、水泵等远程操控，大大节约劳动力，提高养殖效率。

手机控制增氧设备 手机视频监控 手机控制界面

3.3.3 通威“渔光一体”智能渔业技术



通威“渔光一体”产学研究项目与自主智能养殖设备对比试验

上图左一：通威股份智能养殖柜；左二：通威智能养殖柜界面；右二:PH/ORP测试仪界面；右一：哈希探头

下图左一：渔机所水质检测柜和增氧、投饲控制柜；左二：渔机所水质检测柜界面；右二：渔机所控制柜界面；右一：通威股份远程
视频巡塘系统

南京基地配有2套智能养殖系统，分别为通威设施所、信息部和上海渔机所设计制造



“渔光一体”池塘采用微孔增氧机、水车增氧机、叶轮增氧机、涌浪机等组成复合增氧
模式，根据水温、溶氧情况开不同类型增氧机，保障水体溶氧24小时在5.0mg/L以
上，阴雨天气照常摄食良好，缩短上市时间，有效促进养殖鱼类生长。

微孔增氧机 叶轮增氧机 水车增氧机

3.3.4通威“渔光一体”池塘智能复合增氧技术



 

 

图 0%处理组采食情况 图 75%处理组采食情况

    模拟“渔光一体”遮光对草鱼采食无不良影响

ü 池塘安装模拟光伏组件，对草鱼摄食无不良影响，各池摄食均较好。

图 50%处理组采食情况

南京模拟“渔光一体” 试验区， 10月3日晚电压由380伏，降为270伏，增氧机全部停开时： 
1号塘（50%遮光）最低溶氧达到0.65mg/L，但未出现死鱼现象

 （1） 、  0遮光组池塘：6、7、9号，从10月3日11点开始浮头

 （ 2 ） 、 50%遮光池塘：1、2、5号，在10月4日凌晨3点开始浮头

 （3） 、  75%遮光池塘：3、4、8号，在10月5日凌晨4点开始浮头

试验结果遮光比未遮光池塘，晚4-5小时浮头；



“渔光一体”池塘按主席指示，设施所与自动化公司景总，创新研制室外保温饲料箱），

根据养殖品种、规格、密度，灵活掌握饲料品种、规格、投喂量、投喂时间（每天投4

次，每次投3-5分钟），达到精准投喂，降低劳动成本。

射阳“渔光一体”池塘鲫鱼投喂 射阳“渔光一体”池塘风送投饵
设备

南京“渔光一体”池塘风送投饵设备

3.3.5智能风送精准投喂技术



风送投饵饲料保温箱效果检验

风送投饵机饲料箱空间较大，储存的饲料可供投喂2-3天。而不良的储存的条件，可能会导致饲料变质，甚至霉变。有研究

指出鱼粉储存的时间越长，温度、湿度越大，酸价（衡量鱼粉是否变质的重要指标）升高越快。与水产饲料卫生关系最为

密切的霉菌大多数属于中温型微生物，最适宜生长温度一般为20-30℃，最适相对湿度为80%-90%。为此特测量、记录了

装有保温材料的风送投饵机、未装有保温材料的风送投饵机及普通投饵机的储存条件。



2015年10月14日-11月3日的饲料对照仓内参数测定

2015/10/14
外界气温较高时，有保温材料风送投饵机仓
内能维持较低温度，饲料温度20℃。而此时
的湿度虽较空气湿度大，但低于60%。
注：风1指的是安装有保温材料的风送投饵机

 2015/10/18    当气温较高时，比较安装有保温材料
和未安装保温材料的风送投饵机仓内气温和饲料温度
显示，安装有保温材料的仓内气温、饲料温度变化趋
势更为平稳，饲料温度最大值为22 ℃



     “渔光一体”养殖池塘，配套建设底排污系统，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鱼体排泄物、残饵移

出养殖水体，改善养殖水域环境。移出池塘养殖废水进固液分离池处理，上清液进入湿地净化

后循环至养殖池塘二次利用，固体沉积物至晒粪池晾晒用作有机肥料，实现零污染、零排放。

底排污示意图

南京公司“渔光一体”池塘
底排污

渔光一体底排污建
设

3.3.6用池塘底排污固体沉积物与肥料协会合作
加工颗粒有机肥

底排污鱼粪有机颗粒肥



严总与宁夏贺兰山县长视察底排污水薄露、梯级进入三级固液分离池，利用吞吐流（进水挤水），将沉淀后

澄清的水梯级进入其他固液分离池，最后薄露进入人工湿地净化。

底排污收集的鱼粪

薄露进水 鱼菜共生湿地净化



南京通威“渔光一体”池塘底排污废水资源循环利用，
防治外源污染

抽提 溢流溢流

底排污水

底排污水

上清液

干化池 沉积物

池塘 上清液

固液分离池薄露进水槽

收集

滴灌

回流

底排

肥料

蔬菜





底排污优秀案例分享（部分）

池州通威
郭总张总支持通威海壹淡水

海壹淡水技术服务部潘灿优经
理、陈明春工程师介绍：今年
365底排污池塘与未建底排污
池塘养殖土鲶对比，每包通威
饲料鱼种阶段多出10斤鱼（3-
4两），成鱼阶段多出5斤鱼。

365示范户刘进君，塘口面积8.72亩
池州通威服务经理张孝军介绍到：365
模式底排污池塘，主养草鱼，全程饵料
系数1.3，亩产量5509斤，在今年安徽
草鱼平均售价3.8元的情况下，仍获纯
利50304元，亩利润5768元。



2015年底排污使用效果（视频文件）



丹麦捕鱼机



四、通威365“渔光一体”池塘养殖研究



4.1通威365 “渔光一体”池塘试验研究目的-解决农（渔）光互补缺陷

 
2

3

1

“渔光一体”遮

光对水环境的影

响

“渔光一体”遮

光对浮游生物的

影响

“渔光一体”池

塘养殖黄颡鱼、

草鱼、鲫鱼、虾

、蟹研究



      ■ 2014-2015年江苏南京“渔光一体”模拟试验

场地

试验鱼：2014年全雄黄颡鱼                               2015年草鱼

   

：2亩左右的池塘10口，水深约1.8m

 

底层鱼 中上层鱼

光伏组件占池塘比例：
0%     
  25%
       50%
             75%
                  100%

4.2“渔光一体”模拟试验设计



通威“渔光一体”射阳示范基地

0

+ +
渔光一体”池塘中华绒螯蟹 渔光一体”池塘异育银鲫 渔光一体”池塘克氏原鳌虾

察看扣蟹苗种 试验渔光一体池塘 鲫鱼抽样

模式一：扣蟹

模式二：扣蟹+小龙虾

模式三：鲫鱼+扣蟹



■ “渔光一体”对养殖水体溶解氧的影响研究-（南京2014年黄颡鱼模拟试验）

实验可得：
ü 25%和50%溶氧最高
ü 100%处理组溶氧最低（5.86mg/L)，75%

处理组比0处理组高0.07mg/L。即75%覆盖
面积的池塘溶氧约高于普通池塘溶氧。

百分比表示光伏组件安装面积占水面比例

池塘的氧气主要通过藻类光合作用及复合增氧设
备来满足。“渔光一体”池塘建底排污工程可减
少有机物耗氧，增加池塘鱼类的福利。

4.4“渔光一体”模拟试验水生、水化研究结果



■ “渔光一体”对养殖水体PH的影响研究-（南京2014年黄颡鱼模拟试验）

遮光 →光合作用
减弱

→
CO2
含量增加

→ PH降低

室验得出：
0遮光处理组（PH8.12）比100%处理组

（PH7.90）高0.22；比75%处理组
（PH8.00）高0.12。



■ “渔光一体”对养殖水体PH的影响研究 –（2015年南京草鱼模拟试验）

遮光面积与pH的关系

全年不同遮光面积下pH变动
随着池塘遮光面积的增加，池塘水体pH降低，
与黄颡鱼养殖结论一致，且相关性极高

从全年pH的变动趋势来看，池塘水体pH的降低主要为
高温季节（8、9、10月份）的pH降低



射阳现场测得PH值平均为8.3左右，“渔光一体”的混凝土/水泥桩对养殖无影响。由

于光伏板遮光后对PH有一定控制作用，适宜的遮光面积可抑制藻类倒藻产生藻毒素。

在水资源条件好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适当换水，定期排出鱼体排泄物，以保持池塘水质清新。

在水资源 条件一般的情况下: 

   建设光伏组件面积占池塘50%~75%，可有效控藻，池塘达到适宜PH值。

■ “渔光一体”对养殖水体PH的影响研究



■ “渔光一体”对养殖水体氨氮和无机氮的影响研究-（南京2014年黄颡鱼模拟试验）

 

不同光伏组件安装面积下养殖水体中，安装光伏组件能够降低氨氮的含量，其中
安装光伏组件75%的效果最佳。



■ “渔光一体”对养殖水体亚硝酸盐的影响研究-（南京2014年黄颡鱼模拟试验）

 

光伏组件安装面积为25%和50%时，池塘溶氧最高。光伏组件安装面积为75%时，
池塘的亚硝酸盐最高。



■ “渔光一体”对养殖水体氨氮和活性磷的影响研究-（南京2014年黄颡鱼模拟试验）

 

池塘中氨氮和活性磷，是藻类最容易吸收的氮源和磷源，而这两种藻类营养物质
在遮光75%的池塘中都表现为最低，说明其中藻类生物量应该为最好，而对藻类
的定量计数也证明了这一点。



■ “渔光一体”对养殖水体无机氮累积的影响研究—（2015年南京草鱼模拟试验）

 

随着养殖进行，无机氮含量逐渐升高，主要的无机氮是硝态氮；从全年平均来看，
遮光50%无机氮含量较高，而主要以硝酸盐形式积累，氨氮含量则低于未遮光和
遮光75%，这和黄颡鱼养殖数据一致。

不同月份不同遮光面积下无机氮累积变化情况



■ “渔光一体”对养殖水体无机氮累积的影响研究—（2015年南京草鱼模拟试验）

 

活性磷含量全年平均以50%最低，但平均也有0.82 mg/L PO4，含量已达藻类适合生长的磷含量，不会对藻类生长造
成抑制；而未遮光池塘活性磷含量最高；而从不同月份来看，活性磷的含量随着养殖进行基本是升高的趋势；但在7
月之前，遮光50%组活性磷含量最高，7月之后则最低；可能是前期受光照限制，未遮光池塘藻类生长较好，遮光池
塘藻类生长较差，导致磷的利用较少；而后期光照较强，未遮光池塘藻类受到抑制，遮光池塘藻类生长较好造成磷利
用较多。

不同月份不同遮光面积下无机氮累积变化情况



   对池塘中活性磷和氮磷比进行比较，如图：活性磷含量逐月增加趋势，但均不高，其中全年以“扣蟹+小龙
虾”模式活性磷含量最高。氮磷比随着养殖的进行逐渐升高，其中则是“异育银鲫+扣蟹”模式最低，最接近
16：1，“扣蟹+小龙虾”模式次之，“扣蟹”模式最高，说明单纯的“扣蟹”模式对水体的氮磷比例调节不
利，而“异育银鲫+扣蟹”模式虽然投料量最多，但氮磷比则较低，更适合浮游生物生长，水质稳定性更好。

■ “渔光一体”不同养殖模式氨氮和活性磷的影响研究  （2015年射阳渔光一体）

4.5“渔光一体”射阳试验水生、水化研究结果

不同月份不同养殖模式下活性磷含量 不同月份不同养殖模式氮磷比变化



     由于射阳地区为滩涂盐碱地区，在开始养殖时，池塘盐度各塘均不一致，但随
着养殖的进行和排灌水的交换，最后盐度逐渐趋于一致（2.3‰），盐度高的池塘
盐度下降，盐度低的池塘略有上升。

■ “渔光一体”不同养殖模式盐度的影响研究  （2015年射阳渔光一体）



1、“扣蟹+小龙虾”模式下的藻类种类数最多，“异育银鲫+扣蟹”模式次之，而“扣蟹”模式最少。
2、“异育银鲫+扣蟹”池塘的藻类多样性最高，而“扣蟹+小龙虾”最低。
3、与多样性指数一致，藻类的生物量也是“异育银鲫+扣蟹”池塘的最高，而“扣蟹+小龙虾”最低；“异
育银鲫+扣蟹”投料量较大，但其藻类生物量则与“扣蟹”模式池塘相近，说明该地区池塘浮游植物对于投料
响应不明显。

■ “渔光一体”不同养殖模式下浮游植物的影响研究  （2015年射阳渔光一体）
不同养殖模式下藻类物种数平均值 不同养殖模式下藻类多样性指数平均值 不同养殖模式下藻类生物量平均值



■ “渔光一体”不同养殖模式下浮游动物的影响研究  （2015年射阳渔光一体）

1、 7月各池塘浮游动物种类数最多，而10月仅“异育银鲫+扣蟹”模式池塘较多；而浮游动物对于主要
养殖品种均非主要饵料生物，所以消费量较少，主要受控于藻类的生长，其种类数与藻类种类数趋势一
致，说明该池塘影响浮游生物的因素一致，可能为外在环境物理因素影响。
2、浮游动物生物量变化则以“扣蟹”模式池塘最高，“异育银鲫+扣蟹”池塘最低，而“异育银鲫+扣蟹”
模式池塘藻类并非最低，说明该模式下，对浮游动物有所消耗，浮游动物能提供部分生物饵料。

不同模式下浮游动物种类变化趋势 不同模式下浮游动物生物量变化趋势



4.6“渔光一体”电站养殖水面：电辐射（V/M） 、磁辐射（ut）均为0

     通过射阳“渔光一体”基地谢伟、陈为先（中科院水生所）现场测试，磁辐
射：电池板光照表面为0.44ut（微特斯拉）、电池板旁50cm及水体表面均为
0.00ut。电辐射：电池板光照表面为1190V/M(伏特/米）、电池板旁约50cm
为124V/M，水体表面为0.00V/M，不会对鱼产生影响。

■ 对养殖鱼类健康



4.7“渔光一体”遮光对光照度的影响

■ 光伏板对光照强度、光有效辐射的影响研究
鱼塘上建光伏电站后水面阳光直射量减少，甚至没有，
水温相应降低。针对此类情况，应适当的加大光伏阵
列前后排距离，保证一定日照量，现通常在全阴影的
距离下加大0.4-0.6米。

通过光照强度、光有效辐射等养殖试验证明，池塘安

装光伏组件占水面的50%-75%较佳。



五、通威365“渔光一体”发展现状与展望



江苏如东通威“ 80兆瓦“渔光一体”效果图 如东“渔光一体”池塘实景图

5.1通威“渔光一体”发展现状





南京通威“水产科技公司1兆瓦“渔光一体”鸟瞰效果图





海南儋州通威“ 40兆瓦“渔光一体”鸟瞰效果图





安徽合肥市长丰县通威“ 40兆瓦“渔光一体”鸟
瞰效果图



通威“山东高青20兆瓦“渔光一体”鸟瞰效果图



通威“渔光一体”湿地公园鸟瞰效果图



• 水泥柱间距按照7米设计，每亩数量14.3根，水泥柱直径400毫米，每亩水泥柱占地面积1.794平

方米，与水接触面积35.89平方。每亩组件总面积314.3平方，投影面积你在总面积基础上乘以

25度的余旋值。传统养殖池塘均采用水泥护坡，接触面积远远大于36平方米。 故水泥桩不会对

水生动物造成不良影响。

水泥桩对“渔光一体”池塘养殖的影响

33m

20m15根水泥桩



1、江苏国信15MW光伏电站77天建成信息供分析参考；
2、射阳通威光伏电站亩年发电5万多度，收入5万多元、利润3. 7万元, 通威“渔光一体”池塘6大创新技术配套组
装，初具物联网2. 0规模，南京通威“渔光一体” 10池塘，推广6大创新技术、已具物联网3. 0，向4. 0迈进。
3、射阳 通威“渔光一体”池塘6大创新技术配套组装，初具物联网2. 0规模与江苏国信15MW光伏电站完工与验收
点考察指导。
  （1）、该450亩光伏发电站，离射阳通威陈红“渔光一体”池塘仅400百米距离。射阳该光伏发电站（1）、
  （2）、该光伏发电站15MW，从2015年8月3日开工,10月1 5日竣工，安装时间共72天（包括雨天野外停工时
间），从开工到通过验收共77天时间。



        2014年9月28日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宋立荣研究员（中国藻类协会理事长）、中国水科院和上海海

洋大学等专家对通威自主研发的“模拟渔光一体遮光对黄颡鱼养殖、光照和水环境影响” 试验成果

现场验收，专家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验收（水产所、检测中心、信息部、自动化公司、科技公司）。

模拟“渔光一体”遮光对黄颡鱼养殖、光照和水环境影响试验成果验收

5.2 通威“渔光一体”通过专家及农业部验收

中国水科院渔机所刘兴国主任称赞：2013年底听刘主席提出渔光一体，没想到通威2014年初就开始做了这么
多的研究，通威的速度很好。



 
通威模拟“渔光一体”遮光对黄颡鱼养殖、光照和水环境影响试验成果验收

ü 项目完成各项技术、经济计划指标。同时本项目在

现代渔业、渔光一体化、渔光效益互补等方面有多

项技术创新，为我国打造太阳能产业链，发展清洁

能源提供了技术支撑。



农业部专家组现场验收通威“渔光一体”射阳基地

      2015年11月5日上午，农业部渔业

渔政管理局副局长李书民（右四）、

农业部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

李可心（右三）率农业部相关领导、专

家，到通威“渔光一体”项目射阳陈红

示范基地考察指导，并对项目进行现场

验收。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科教处处长

庄雪峰、盐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王

峰及射阳县相关领导一同参加。

      验收组专家通过现场验收、听取汇报及查看数据之后，一致认为通威“渔光一体”研究项目创

新实现渔、电、环保三丰收，为我国打造“互联网+渔光一体”，促进水产养殖转型升级，发展清

洁能源、生产质量安全水产品提供了技术支撑，专家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此次验收的顺利通过，标志着通威在“渔光一体”项目的研究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专家领导到通威“渔光一体”参观指导-称赞通威渔光
一体国内领先国际先进

全国水产推广总站李站长等领导指导工作 南京农大陈教授一行参观学习 向河北客户介绍智能养殖系统

中科院水生所王博士指导工作 向央视汪导演介绍渔光一体 辽宁盘山县张县长一行参观指导



通威“渔光一体”备受关注

9月25-27日，CCTV-7《科技苑》节目在射阳、南京“渔光一体”基地进行节目拍摄。

节目组汪振海导演称赞道：通威在“渔光一体”研究、推广上有这么多的先进技术，能拍摄到这么好的节目心里

非常高兴。摄像老师称赞道：以前拍摄鱼的节目，鱼基本都有掉鳞现象，射阳渔光一体养殖的鲫鱼，鳞片无一掉

落，游动活跃，通威鱼就是好。

cctv七台《科技苑》节目组录制通威 “渔光一体” 



通威“渔光一体”射阳示范基地通过农业部现场验收

农业部渔业渔局长李书民查看通威
“渔光一体”底排污

查看鲫鱼投喂

操作手机智能养殖 李局长高度评价优质鲫鱼

李局长称
赞道:
以前社会
上说了这
么久的渔
光互补，
真正做到
养好鱼的
只有通威。



吴宗文在第二届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做“渔光一体” 报告后合影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梁志鹏副司长与吴宗

文合影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张
玉清与吴宗文合影

吴宗文与全国工商联、新能源
商会曾少军副会长合影



2015年11月28日“中国农业光伏联盟标准会”上，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长红炜称：刘主

席发展清洁能源、开创渔光一体，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企业家。

中央审查四川”十三五规划”首席专家，冀星研究员称：通威“渔光一体”是传统渔业与

现代渔业结合，促进现代渔业转型升级的一种方式。 



Ø (1) 、互联网+在线智能监测水质+自动投饲料+复合增氧+电

化水（代替化学药物灭菌、去鱼腥味等）

Ø  (2) 、配套组装水产养殖效益环境保障措施：底排污+鱼菜共

生+湿地净化+节水循环+零污染+零排放

Ø (3) 、水上产出清洁能源，水下养出优质通威鱼，实现鱼电双

丰收﹗

Ø (4) 、 建设通威太阳能智能鱼池，向大气、水、土壤污染宣战

﹗

Ø  (5) 、有池塘的地方，就有通威太阳能智能鱼池



【1】世界各国在水面安装浮体光伏板建太阳能发电站资料汇编；

【2】中国光伏农业的难点及模式解析--及储能中国峰会；高祥根

【3】渔光一体”项目前期报批程序及关注事项 ；北京计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高赟 

【4】 “渔光互补”在江苏地区发展前景及应用思考。刘汉元； 钟雷； 谢伟； 瞿彪； 吴宗文； 高启平

【5】模拟渔光互补全雄黄颡鱼健康精养技术；刘汉元； 钟雷； 谢伟； 瞿彪； 吴宗文； 高启平

【6】 “渔光一体”对黄颡鱼养殖池塘浮游生物的影响；瞿彪； 吴宗文； 谢伟； 钟雷； 蒋礼平； 李莉； 陈章； 唐华； 梁勤朗

【7】中国光伏农业汇编；高祥根。

【8】2014-2015年光伏政策汇编；

【9】渔光一体发展现状及研究（第五届国际分布式能源及储能技术设备展览会暨峰会）；吴宗文。

【10】通威渔光一体成果示范与推广（中国农业光伏商业模式热点难点研讨峰会）；吴宗文

【11】光伏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周长吉、高秀清。

【12】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标准（CEEIA）光伏发电系统统用电缆。

【13】“渔光一体”农、渔、牧光伏互补典型设计（协鑫光伏设计院院长）—田介花



      “渔光一体”：是为通威事业持续、高效发展、为子孙享受健康
地球的伟大的梦、伟大蓝图；渔光一体将使作为外交和政治武器

的石油死亡，渔光一体将取而代之！

谢谢大家久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