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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包括

鱼缸本体、过滤装置和水循环装置，所述过滤装

置将所述鱼缸本体分隔成相互独立的水草养鱼

区和清水区，所述水循环装置位于清水区，一横

向隔板将水草养鱼区分为上层净水区和下层污

水区；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盒、抽水机构和过

滤隔板，所述过滤盒包括上部的蓄水台、下部的

过滤架和与蓄水台的上端密封连接的上盖，所述

过滤架的内部从上至下依次铺设有生物填料层、

杀菌层和生物吸附层。本发明能够将鱼缸底部的

污水过滤后回流至鱼缸内，实现在降低鱼缸内污

水浓度的同时，提高污水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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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其特征在于：包括鱼缸本体(1)、过滤装置(2)和水循环装置

(3)，所述过滤装置将所述鱼缸本体分隔成相互独立的水草养鱼区和清水区(4)，所述水循

环装置位于清水区，一横向隔板(10)将水草养鱼区分为上层净水区(5)和下层污水区(6)；

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盒、抽水机构和过滤隔板(26)，所述过滤盒和所述抽水机构分

别位于所述过滤隔板的相对两侧，所述过滤盒与所述过滤隔板固定连接，所述抽水机构位

于污水区且与所述过滤盒连通；

所述过滤盒包括上部的蓄水台(21)、下部的过滤架(22)和与蓄水台的上端密封连接的

上盖(23)，所述过滤架的上端为开口状，且所述蓄水台和所述过滤架连通；

所述蓄水台内铺设有至少一层透水土工布，所述透水土工布为200-280g/m2土工布；

所述过滤架的内部从上至下依次铺设有生物填料层(7)、杀菌层(8)和生物吸附层(9)；

所述生物填料层包括蜂窝状球体和填充于球体内的氧化钙、凹凸棒土和片状蒙脱石，所述

球体的粒径为5-10μm，所述氧化钙的重量比为80-85％，所述凹凸棒土的重量比为10-15％，

所述蒙脱石的重量比为10-12％；所述杀菌层包括膨润土载体和嵌于膨润土载体表面的纳

米银，所述纳米银的粒径为20-25μm，所述纳米银为树枝状银颗粒、针状银颗粒和片状银颗

粒的三种混合，所述树枝状银颗粒和所述针状银颗粒两者的重量比为3：1，所述针状银颗粒

和所述片状银颗粒两者的重量比为2：1；所述生物吸附层包括氧化石墨烯层和内嵌于氧化

石墨烯层内的电气石，所述电气石的分布密度为10-20％；

所述水循环装置包括出水管(31)和第二抽水泵，所述出水管的一端与所述第二抽水泵

连通所述出水管的另一端与所述净水区连通；所述出水管与增氧曝气泵和营养液加药箱连

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水机构包括第一抽水

泵(24)和排污管(25)，所述排污管的一端与所述第一抽水泵连通，所述排污管的另一端与

所述过滤盒的上盖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隔板的左侧壁、右

侧壁和下侧壁分别具有一卡接凸条(261)，所述鱼缸本体的内壁具有与三条所述卡接凸条

匹配的卡接凹槽(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台的下表面具有两

条平行的插接凹槽(211)，所述过滤架相对两侧的上端具有与插接凹槽相匹配的插接凸条

(22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隔板为网状隔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台包括两蓄水侧板

和一蓄水底板，两所述蓄水侧板皆向所述蓄水底板的中心方向倾斜，两所述蓄水侧板的倾

斜角度为40-5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底板为分布有若干

过滤孔的底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架包括两平行分布

的过滤侧板和垂直于两过滤侧板下端的过滤底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底板为分布有若干

过滤孔的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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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隔板上铺设有若

干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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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草生态过滤鱼缸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族观赏鱼缸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鱼草生态过滤鱼缸。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对美化家庭环境的追求不断提高，鱼草生态过滤鱼缸的普及大众化是一

种发展趋势。但是经营好一个漂亮的仿自然界生态的水草鱼缸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鱼

草生态过滤鱼缸的水质环境控制无疑是养鱼族需注重的养殖条件之一。

[0003] 养鱼缸中的水主要污染物是颗粒杂质、有机物、氨氮、硫化氢、亚硝酸盐氮、硝酸盐

和有害病菌等，这些污染物都是由鱼类的粪便、体液等代谢产物以及残余饵料产生的。颗粒

杂质和有机物造成水体浑浊，能见度降低，同时有害细菌滋生，消耗鱼缸中的氧气；鱼缸中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可能会导致藻类大量生长繁殖，降低水中的溶解氧含量；在水中溶解氧

不足时，硝酸盐在无氧环境中受微生物的作用能够还原为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比硝酸盐对

鱼类的毒性更强，容易造成鱼类的爆发性死亡；同时，由于废水中含有很多有害细菌和病原

体，容易使鱼类感染病毒。

[0004] 目前，在鱼缸水处理中，多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手段对鱼缸废水进行处理，但效

果不大理想。还有大部分鱼缸只是经过简单的物理手段过滤后排入废水池中，一方面浪费

了水资源，另一方面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鱼草生态过滤鱼缸，设有过滤装置，能够

将鱼缸底部的污水过滤后回流至鱼缸内，实现在降低鱼缸内污水浓度的同时，提高污水的

利用率。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包

括鱼缸本体、过滤装置和水循环装置，所述过滤装置将所述鱼缸本体分隔成相互独立的水

草养鱼区和清水区，所述水循环装置位于清水区，一横向隔板将水草养鱼区分为上层净水

区和下层污水区；

[0007] 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盒、抽水机构和过滤隔板，所述过滤盒和所述抽水机构分

别位于所述过滤隔板的相对两侧，所述过滤盒与所述过滤隔板固定连接，所述抽水机构位

于污水区且与所述过滤盒连通；

[0008] 所述过滤盒包括上部的蓄水台、下部的过滤架和与蓄水台的上端密封连接的上

盖，所述过滤架的上端为开口状，且所述蓄水台和所述过滤架连通；

[0009] 所述蓄水台内铺设有至少一层透水土工布，所述透水土工布为  200-280g/m2土工

布；

[0010] 所述过滤架的内部从上至下依次铺设有生物填料层、杀菌层和生物吸附层；所述

生物填料层包括蜂窝状球体和填充于球体内的氧化钙、凹凸棒土和片状蒙脱石，所述球体

的粒径为5-10μm，所述氧化钙的重量比为80-85％，所述凹凸棒土的重量比为10-15％，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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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脱石的重量比为10-12％；所述杀菌层包括膨润土载体和嵌于膨润土载体表面的纳米银，

所述纳米银的粒径为  20-25μm，所述纳米银为树枝状银颗粒、针状银颗粒和片状银颗粒的

三种混合，所述树枝状银颗粒和所述针状银颗粒两者的重量比为3：1，所述针状银颗粒和所

述片状银颗粒两者的重量比为2：1；所述生物吸附层包括氧化石墨烯层和内嵌于氧化石墨

烯层内的电气石，所述电气石的分布密度为10-20％；

[0011] 所述水循环装置包括出水管和第二抽水泵，所述出水管的一端与所述第二抽水泵

连通所述出水管的另一端与所述净水区连通；所述出水管与增氧曝气泵和营养液加药箱连

通。

[0012] 本发明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

[0013] 进一步地说，所述抽水机构包括第一抽水泵和排污管，所述排污管的一端与所述

第一抽水泵连通，所述排污管的另一端与所述过滤盒的上盖连通。

[0014] 进一步地说，所述过滤隔板的左侧壁、右侧壁和下侧壁分别具有一卡接凸条，所述

鱼缸本体的内壁具有与三条所述卡接凸条匹配的卡接凹槽。

[0015] 进一步地说，所述蓄水台的下表面具有两条平行的插接凹槽，所述过滤架相对两

侧的上端具有与插接凹槽相匹配的插接凸条。

[0016] 进一步地说，所述横向隔板为网状隔板。

[0017] 进一步地说，所述蓄水台包括两蓄水侧板和一蓄水底板，两所述蓄水侧板皆向所

述蓄水底板的中心方向倾斜，两所述蓄水侧板的倾斜角度为  40-50°。

[0018] 进一步地说，所述蓄水底板为分布有若干过滤孔的底板。

[0019] 进一步地说，所述过滤架包括两平行分布的过滤侧板和垂直于两过滤侧板下端的

过滤底板。

[0020] 进一步地说，所述过滤底板为分布有若干过滤孔的底板。

[0021] 进一步地说，所述横向隔板上铺设有若干卵石。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至少具有以下几点：

[0023] 一、本发明的鱼缸本体内设有过滤装置和水循环装置，能够将鱼缸底部的污水过

滤后回流至鱼缸内，实现在降低鱼缸内污水浓度的同时，提高污水的利用率；

[0024] 二、本发明的过滤盒包括上部的蓄水台和下部的过滤架，蓄水台和过滤架连通，污

水区内的污水在第一抽水泵的带动下从排污管进入蓄水台，透水土工布可将污水中的大颗

粒物污物截留至蓄水台内，污水进而进入过滤架内，并依次经过生物填料层、杀菌层和生物

吸附层，实现水体内小颗粒有机物的分解、有害病菌和病原体的消除以及水体的净化和活

化；

[0025] 三、本发明的水循环装置包括出水管和第二抽水泵，经过滤盒过滤后的水体暂存

至清水区，清水区内的清水在第二抽水泵的带动下从出水管流入净水区，实现污水的循环

使用；另外，出水管与增氧曝气泵和营养液加药箱连通，便于对进入净水区内的清水补充氧

气和营养成分；

[0026] 四、本发明的过滤隔板与鱼缸本体为可拆卸连接，且过滤架与蓄水台也为可拆卸

连接，该设计便于定时将过滤装置从鱼缸本体内取出，进而对蓄水台内的透水土工布和过

滤架内的生物填料层、杀菌层和生物吸附层进行更换，保证污水的净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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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的剖面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的鱼缸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的过滤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是本发明的蓄水台与过滤隔板结合的结构示意图；

[0033] 附图中各部分标记如下：

[0034] 鱼缸本体1、卡接凹槽11、过滤装置2、蓄水台21、插接凹槽211、过滤架22、插接凸条

221、上盖23、第一抽水泵24、排污管25、过滤隔板26、卡接凸条261、水循环装置3、出水管31、

清水区4、净水区5、污水区6、生物填料层7、杀菌层8、生物吸附层9和横向隔板10。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36] 实施例：一种鱼草生态过滤鱼缸，如图1-图6所示，包括鱼缸本体1、过滤装置2和水

循环装置3，所述过滤装置将所述鱼缸本体分隔成相互独立的水草养鱼区和清水区4，所述

水循环装置位于清水区，一横向隔板10将水草养鱼区分为上层净水区5和下层污水区6；

[0037] 所述过滤装置包括过滤盒、抽水机构和过滤隔板26，所述过滤盒和所述抽水机构

分别位于所述过滤隔板的相对两侧，所述过滤盒与所述过滤隔板固定连接，所述抽水机构

位于污水区且与所述过滤盒连通；

[0038] 所述过滤盒包括上部的蓄水台21、下部的过滤架22和与蓄水台的上端密封连接的

上盖23，所述过滤架的上端为开口状，且所述蓄水台和所述过滤架连通；

[0039] 所述蓄水台内铺设有至少一层透水土工布，所述透水土工布为  200-280g/m2土工

布；

[0040] 所述过滤架的内部从上至下依次铺设有生物填料层7、杀菌层8和生物吸附层9；所

述生物填料层包括蜂窝状球体和填充于球体内的氧化钙、凹凸棒土和片状蒙脱石，所述球

体的粒径为5-10μm，所述氧化钙的重量比为80-85％，所述凹凸棒土的重量比为10-15％，所

述蒙脱石的重量比为10-12％；所述杀菌层包括膨润土载体和嵌于膨润土载体表面的纳米

银，所述纳米银的粒径为  20-25μm，所述纳米银为树枝状银颗粒、针状银颗粒和片状银颗粒

的三种混合，所述树枝状银颗粒和所述针状银颗粒两者的重量比为3：1，所述针状银颗粒和

所述片状银颗粒两者的重量比为2：1；所述生物吸附层包括氧化石墨烯层和内嵌于氧化石

墨烯层内的电气石，所述电气石的分布密度为10-20％；

[0041] 所述水循环装置包括出水管31和第二抽水泵，所述出水管的一端与所述第二抽水

泵连通所述出水管的另一端与所述净水区连通；所述出水管与增氧曝气泵和营养液加药箱

连通。

[0042] 所述抽水机构包括第一抽水泵24和排污管25，所述排污管的一端与所述第一抽水

泵连通，所述排污管的另一端与所述过滤盒的上盖连通。

[0043] 所述过滤隔板的左侧壁、右侧壁和下侧壁分别具有一卡接凸条261，所述鱼缸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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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壁具有与三条所述卡接凸条匹配的卡接凹槽11。

[0044] 所述蓄水台的下表面具有两条平行的插接凹槽211，所述过滤架相对两侧的上端

具有与插接凹槽相匹配的插接凸条221。

[0045] 所述横向隔板为网状隔板。

[0046] 所述蓄水台包括两蓄水侧板和一蓄水底板，两所述蓄水侧板皆向所述蓄水底板的

中心方向倾斜，两所述蓄水侧板的倾斜角度为40-50°。

[0047] 所述蓄水底板为分布有若干过滤孔的底板。

[0048] 所述过滤架包括两平行分布的过滤侧板和垂直于两过滤侧板下端的过滤底板。

[0049] 所述过滤底板为分布有若干过滤孔的底板。

[0050] 所述横向隔板上铺设有若干卵石。

[0051] 第一抽水泵和第二抽水泵皆包括泵壳和位于泵壳内的叶轮，所述叶轮的中心连接

有驱动叶轮旋转的电机，第一抽水泵的进水口和第二抽水泵的进水口皆位于所述泵壳的底

面。

[005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

[0053] 用户在净水区养殖水草及鱼类，鱼类排出的污染物沉淀至污水区，污水区内的污

水在第一抽水泵的带动下从排污管进入过滤装置，净化后暂存至清水区，清水区内的清水

在第二抽水泵的带动下从出水管流入净水区以循环使用。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

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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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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