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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

制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是

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

统，包括水产养殖区，水产养殖区的内部分别设

置有防水浮箱、电源模块、第一固定柱和第二固

定柱，防水浮箱的内底璧固定连接有固定盒，固

定盒的内底璧设置有控制模块，控制模块包括微

控制器、无线输出模块和无线接收模块。该无线

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电源模块包括二百二十伏民用电

源，给控制模块供电，我们在控制模块中的微控

制器里编入适当程序，使控制模块控制电源模块

对数据采集模块和增氧模块的供电，同时数据采

集模块收集的实时水体溶氧量数据并传输给微

控制器，微控制器将该水体溶氧量数据通过无线

输出模块发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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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包括水产养殖区(1)，其特征在

于：所述水产养殖区(1)的内部分别设置有防水浮箱(2)、电源模块(3)、第一固定柱(4)和第

二固定柱(5)，所述防水浮箱(2)的内底璧固定连接有固定盒(6)，所述固定盒(6)的内底璧

设置有控制模块，所述控制模块包括微控制器(7)、无线输出模块(8)和无线接收模块(9)，

所述无线输出模块(8)和无线接收模块(9)均与微控制器(7)电性连接，所述防水浮箱(2)的

内底璧分别设置有数据采集模块和增氧模块，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溶解氧检测仪(10)，

所述溶解氧检测仪(10)的数据输出端与控制模块接入端电性连接，所述增氧模块包括氧气

泵(11)，所述控制模块与氧气泵(11)电性连接，所述电源模块(3)与控制模块通过第一防水

电线电性连接，所述第一防水电线的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密封环，所述第一密封环的表面

与防水浮箱(2)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控制模块双向电性连接有移动终端(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微控制器(7)的型号包括CX2300，所述无线接收模块(9)的型号包括RXB2，所述无线

输出模块(8)的型号包括TX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溶解氧检测仪(10)的型号包括DO530，所述第一固定柱(4)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检

测探头(101)，所述检测探头(101)与溶解氧检测仪(10)的检测端通过第二防水电线电性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二防水电线的表面套接有保护软管(102)，所述保护软管(102)的一端固定连接

有第二密封环，所述第二密封环的表面与检测探头(101)表面固定连接，所述防水浮箱(2)

的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三密封环，所述第三密封环的内圈与保护软管(102)表面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氧气泵(11)的型号包括ACO-016，所述氧气泵(11)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输气管

(111)，所述第一输气管(111)的表面固定连通有第二输气管(112)，多个所述第二输气管

(112)的表面均固定连接有第四密封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四密封环的表面与防水浮箱(2)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输气管(112)的一端

固定连通有止逆阀(113)，所述止逆阀(113)的型号包括LX-781，所述止逆阀(113)的一端固

定连通有气泡石(114)，所述气泡石(114)的型号包括XHP1，所述气泡石(114)表面与第二固

定柱(5)上端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防水浮箱(2)的下表面分别固定连接有浮块(13)和配重块(14)，所述浮块(13)表面

与对应的配重块(14)表面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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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

解氧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溶解在水中的空气中的分子态氧称为溶解氧。溶解氧跟空气里氧的分压、大气压、

水温和水质有密切的关系，当水中的溶解氧值降到5mg/L时，一些鱼类的呼吸就发生困难。

在水产养殖过程中，溶解氧的含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不同的水产对溶解氧的含量需

求不同，溶解氧的含量过高或过低都可能会导致水产大量死亡，这也是养殖业风险较高的

原因之一。

[0003] 而在日常的养殖业生产过程中，水产因溶解氧含量不正常而死亡的，基本都是溶

解氧含量较低，水产呼吸困难导致的。因为水体自行溶氧能力有限，极少出现溶解氧含量过

高导致水产死亡的现象。同时，当养殖的水产品需要我们对水体的溶氧量精确控制时，养殖

人员只能守在池塘边实时监测水体溶氧量。当水体溶氧量较低时，开启氧气泵增加溶氧量。

但养殖业的日常工作繁多，若池塘较多时养殖人员更是力不从心，难以及时、有效的控制水

体溶氧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基于现有的水产养殖设备难以及时、有效的控制水体溶氧量的技术问题，本实用

新型提出了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包括水产养

殖区，所述水产养殖区的内部分别设置有防水浮箱、电源模块、第一固定柱和第二固定柱，

所述防水浮箱的内底璧固定连接有固定盒，所述固定盒的内底璧设置有控制模块，所述控

制模块包括微控制器、无线输出模块和无线接收模块，所述无线输出模块和无线接收模块

均与微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防水浮箱的内底璧分别设置有数据采集模块和增氧模块，所

述数据采集模块包括溶解氧检测仪，所述溶解氧检测仪的数据输出端与控制模块接入端电

性连接，所述增氧模块包括氧气泵，所述控制模块与氧气泵电性连接，所述电源模块与控制

模块通过第一防水电线电性连接，所述第一防水电线的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密封环，所述

第一密封环的表面与防水浮箱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控制模块双向电性连接有移动终端。

[0006] 优选地，所述微控制器的型号包括CX2300，所述无线接收模块的型号包括RXB2，所

述无线输出模块的型号包括TX1。

[0007] 优选地，所述溶解氧检测仪的型号包括DO530，所述第一固定柱的上表面固定连接

有检测探头，所述检测探头与溶解氧检测仪的检测端通过第二防水电线电性连接。

[0008] 优选地，所述第二防水电线的表面套接有保护软管，所述保护软管的一端固定连

接有第二密封环，所述第二密封环的表面与检测探头表面固定连接，所述防水浮箱的表面

固定连接有第三密封环，所述第三密封环的内圈与保护软管表面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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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氧气泵的型号包括ACO-016，所述氧气泵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输

气管，所述第一输气管的表面固定连通有第二输气管，多个所述第二输气管的表面均固定

连接有第四密封环。

[0010] 优选地，所述第四密封环的表面与防水浮箱下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输气管的

一端固定连通有止逆阀，所述止逆阀的型号包括LX-781，所述止逆阀的一端固定连通有气

泡石，所述气泡石的型号包括XHP1，所述气泡石表面与第二固定柱上端固定连接。

[0011] 优选地，所述防水浮箱的下表面分别固定连接有浮块和配重块，所述浮块表面与

对应的配重块表面固定连接。

[0012] 本实用新型中的有益效果为：

[0013] 1、通过设置防水浮箱，防水浮箱的内底璧分别设置有数据采集模块和增氧模块，

数据采集模块包括溶解氧检测仪，从而使本系统具有收集水体溶氧量数据及增加水体溶氧

量的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检测探头和水体直接接触，检测水体溶氧量，溶解氧检测仪

获取水体中溶氧量具体数据，当水体溶氧量较低时，控制模块控制氧气泵开启，氧气泵抽取

大气中的空气并输入第一输气管，空气依次通过第一输气管、第二输气管、止逆阀和气泡

石，最终在气泡石表面形成小型气泡慢慢浮上水面，在此过程中，空气中的氧气一部分溶解

在水中，增加了水体的溶氧量，从而使本系统具有收集水体溶氧量数据及增加水体溶氧量

的效果。

[0014] 2、通过设置固定盒，固定盒的内底璧设置有控制模块，控制模块包括微控制器、无

线输出模块和无线接收模块，从而使本系统具有远程无线监控水体溶氧量及远程无线操控

增加水体溶氧量的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电源模块包括二百二十伏民用电源，给控制模

块供电，我们在控制模块中的微控制器里编入适当程序，使控制模块控制电源模块对数据

采集模块和增氧模块的供电，同时数据采集模块收集的实时水体溶氧量数据并传输给微控

制器，微控制器将该水体溶氧量数据通过无线输出模块发射出去，移动终端包括iPai和手

机等，移动终端内部编入适当程序，通过移动终端自带的无线接收模块接收水体溶氧量数

据并实时显示，以便工作人员及时了解水体溶氧量的具体数值，当水体溶氧量较低时，工作

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发出指令指令控制模块启动增氧模块，该指令通过移动终端上自带的无

线输出模块发出，被控制模块中的无线接收模块接收，微控制器通过程序开启氧气泵开关，

从而增加水体溶氧量，同时数据采集模块一直实时收集、更新水体溶氧量的具体数据并在

移动终端上显示，当工作人员在移动终端上看到水体溶氧量达到需求，通过移动终端发出

关闭氧气泵指令，通过上述数据传输关系，微控制器使氧气泵关闭，从而使本系统具有远程

无线监控水体溶氧量及远程无线操控增加水体溶氧量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的结构

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的防水

浮箱结构俯视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的防水

浮箱结构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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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的检测

探头结构剖视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的系统

框图。

[0020] 图中：1、水产养殖区；2、防水浮箱；3、电源模块；4、第一固定柱；5、第二固定柱；6、

固定盒；7、微控制器；8、无线输出模块；9、无线接收模块；10、溶解氧检测仪；101、检测探头；

102、保护软管；11、氧气泵；111、第一输气管；112、第二输气管；113、止逆阀；114、气泡石；

12、移动终端；13、浮块；14、配重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

[0022] 参照图1-5，一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养殖池塘溶解氧控制系统，包括水产养殖区1，

水产养殖区1的内部分别设置有防水浮箱2、电源模块3、第一固定柱4和第二固定柱5，防水

浮箱2的下表面分别固定连接有浮块13和配重块14，浮块13表面与对应的配重块14表面固

定连接，防水浮箱2的内底璧固定连接有固定盒6，固定盒6的内底璧设置有控制模块，控制

模块包括微控制器7、无线输出模块8和无线接收模块9，微控制器7的型号包括CX2300，无线

接收模块9的型号包括RXB2，无线输出模块8的型号包括TX1，无线输出模块8和无线接收模

块9均与微控制器7电性连接，防水浮箱2的内底璧分别设置有数据采集模块和增氧模块，数

据采集模块包括溶解氧检测仪10，溶解氧检测仪10的数据输出端与控制模块接入端电性连

接，溶解氧检测仪10的型号包括DO530，第一固定柱4的上表面固定连接有检测探头101，检

测探头101与溶解氧检测仪10的检测端通过第二防水电线电性连接，其特征在于：第二防水

电线的表面套接有保护软管102，保护软管102的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二密封环，第二密封环

的表面与检测探头101表面固定连接，防水浮箱2的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三密封环，第三密封

环的内圈与保护软管102表面固定连接，增氧模块包括氧气泵11，控制模块与氧气泵11电性

连接，氧气泵11的型号包括ACO-016，氧气泵11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有第一输气管111，第一输

气管111的表面固定连通有第二输气管112，多个第二输气管112的表面均固定连接有第四

密封环，第四密封环的表面与防水浮箱2下表面固定连接，第二输气管112的一端固定连通

有止逆阀113，止逆阀113的型号包括LX-781，止逆阀113的一端固定连通有气泡石114，气泡

石114的型号包括XHP1，气泡石114表面与第二固定柱5上端固定连接，电源模块3与控制模

块通过第一防水电线电性连接，第一防水电线的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密封环，第一密封环

的表面与防水浮箱2表面固定连接，控制模块双向电性连接有移动终端12，通过设置防水浮

箱2，防水浮箱2的内底璧分别设置有数据采集模块和增氧模块，数据采集模块包括溶解氧

检测仪10，从而使本系统具有收集水体溶氧量数据及增加水体溶氧量的效果，在实际使用

过程中，检测探头101和水体直接接触，检测水体溶氧量，溶解氧检测仪10获取水体中溶氧

量具体数据，当水体溶氧量较低时，控制模块控制氧气泵11开启，氧气泵11抽取大气中的空

气并输入第一输气管111，空气依次通过第一输气管111、第二输气管112、止逆阀113和气泡

石114，最终在气泡石114表面形成小型气泡慢慢浮上水面，在此过程中，空气中的氧气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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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溶解在水中，增加了水体的溶氧量，从而使本系统具有收集水体溶氧量数据及增加水体

溶氧量的效果，通过设置固定盒6，固定盒6的内底璧设置有控制模块，控制模块包括微控制

器7、无线输出模块8和无线接收模块9，从而使本系统具有远程无线监控水体溶氧量及远程

无线操控增加水体溶氧量的效果，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电源模块3包括二百二十伏民用电

源，给控制模块供电，我们在控制模块中的微控制器7里编入适当程序，使控制模块控制电

源模块3对数据采集模块和增氧模块的供电，同时数据采集模块收集的实时水体溶氧量数

据并传输给微控制器7，微控制器7将该水体溶氧量数据通过无线输出模块8发射出去，移动

终端12包括iPai和手机等，移动终端12内部编入适当程序，通过移动终端12自带的无线接

收模块接收水体溶氧量数据并实时显示，以便工作人员及时了解水体溶氧量的具体数值，

当水体溶氧量较低时，工作人员通过移动终端12发出指令指令控制模块启动增氧模块，该

指令通过移动终端12上自带的无线输出模块发出，被控制模块中的无线接收模块9接收，微

控制器7通过程序开启氧气泵11开关，从而增加水体溶氧量，同时数据采集模块一直实时收

集、更新水体溶氧量的具体数据并在移动终端12上显示，当工作人员在移动终端12上看到

水体溶氧量达到需求，通过移动终端12发出关闭氧气泵11指令，通过上述数据传输关系，微

控制器7使氧气泵11关闭，从而使本系统具有远程无线监控水体溶氧量及远程无线操控增

加水体溶氧量的效果。

[002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方案及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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