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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上过滤系统的

观赏鱼鱼缸，涉及观赏鱼养殖领域，包括鱼缸、控

制箱、多个过滤箱和隔离板，鱼缸上端设为开口，

开口处固定有一支撑板，支撑板上设有水箱，水

箱上端设有翻盖，水箱上端设有氧气泵，氧气泵

的出气口通过出气软管连通进入到水箱内部，鱼

缸内靠近氧气泵的一侧设有抽水泵的出水口与

水箱连通，水箱内靠近氧气泵的一侧设有余氯传

感器，余氯传感器和氧气泵与控制箱电性连接，

水箱远离氧气泵的一端设有排水口，在排水口与

余氯传感器之间的水箱内部设有两排滑槽，多个

过滤箱和隔离板与滑槽滑动连接，本实用新型通

过合理布局上过滤系统内的零部件，合理控制观

赏鱼日常养殖中水质的含氯量，给鱼儿一个良好

的水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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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其特征在于，包括鱼缸（1）、控制箱、多个过滤箱

（9）和隔离板（10），所述鱼缸（1）上端设为开口，所述开口处固定有一支撑板（11），所述支撑

板（11）上设有水箱（2），所述水箱（2）上端设有翻盖（3），水箱（2）上端设有氧气泵（4），所述

氧气泵（4）具有进气口和出气口，所述出气口通过出气软管连通进入到水箱（2）内部，鱼缸

（1）内靠近氧气泵（4）的一侧设有抽水泵（6），所述抽水泵（6）具有进水口和出水口，所述出

水口与水箱（2）连通，水箱（2）内靠近氧气泵（4）的一侧设有余氯传感器（5），所述余氯传感

器（5）和氧气泵（4）与所述控制箱电性连接，水箱（2）远离氧气泵的一端设有排水口（7），在

所述排水口（7）与余氯传感器（5）之间的水箱（2）内部设有两排滑槽（8），多个所述过滤箱

（9）和所述隔离板（10）与所述滑槽（8）滑动连接，控制箱、水箱（2）、氧气泵（4）、抽水泵（6）和

多个过滤箱（9）构成了鱼缸（1）的上过滤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水泵（6）

为潜水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口（7）

由若干滴流口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9）

为倒凸形的箱体结构，过滤箱（9）向内凹陷的两侧均设有卡条（92），所述卡条（92）与滑槽

（8）一一对应且与滑槽（8）滑动连接，多个过滤箱（9）之间首尾贴合接触，过滤箱（9）相对设

置的用于首尾贴合接触的两个面上均开设有若干过水孔（9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板（10）

为倒凸形的板状结构，隔离板（10）向内凹陷的两侧均设有卡块（101），所述卡块（101）与滑

槽（8）一一对应且与滑槽（8）滑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箱

（9）和所述隔离板（10）的高度均等于所述水箱（2）的高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氧气泵（4）

位于所述翻盖（3）的一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8）位

于所述翻盖（3）所覆盖的所述水箱（2）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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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用于观赏鱼养殖领域，特别是指一种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

缸。

背景技术

[0002] 观赏鱼是指具有观赏价值的有鲜艳色彩或奇特形状的鱼类，养殖观赏鱼是一种休

闲娱乐的方式，可以陶冶情操、营造绿色环境、美化生活等等。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水质

的好坏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观赏鱼的观赏价值，为了保持良好的水质环境，必不可少的

就是换水，换水包括吸水和加水，对于普通人养殖观赏鱼来说，受制于条件限制，加水常用

的是自来水，但是我们饮用的自来水为了达到净水的目的，在出厂的时候添加了“氯”这个

物质可以杀死水中的各种细菌，如大肠杆菌，因为氯可以慢慢在空气中挥发，并且加入的量

是以人为标准而设定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烧开后饮用，但这个量对观赏鱼来说是可能致

命的，严重的直接会导致观赏鱼暴毙，或者造成观赏鱼的器官衰竭，轻微的会影响到观赏鱼

的发色，所以，自来水未经过处理理论上是不能直接用来养观赏鱼的，需要对自来水进行阳

光暴晒或者氧气泵爆氧，前者耗费时间较长，后者需要较专业的设备。那么，如何给普通的

观赏鱼养殖者提供便利的除氯条件，给予观赏鱼一个良好的水质环境就具有深刻的意义。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通过

合理布局上过滤系统内的零部件，合理控制观赏鱼日常养殖中水质的含氯量，给鱼儿一个

良好的水质环境。

[0004] 一种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包括鱼缸、控制箱、多个过滤箱和隔离板，所

述鱼缸上端设为开口，所述开口处固定有一支撑板，所述支撑板上设有水箱，所述水箱上端

设有翻盖，水箱上端设有氧气泵，所述氧气泵具有进气口和出气口，所述出气口通过出气软

管连通进入到水箱内部，鱼缸内靠近氧气泵的一侧设有抽水泵，所述抽水泵具有进水口和

出水口，所述出水口与水箱连通，水箱内靠近氧气泵的一侧设有余氯传感器，所述余氯传感

器和氧气泵与所述控制箱电性连接，水箱远离氧气泵的一端设有排水口，在所述排水口与

余氯传感器之间的水箱内部设有两排滑槽，多个所述过滤箱和所述隔离板与所述滑槽滑动

连接，控制箱、水箱、氧气泵、抽水泵和多个过滤箱构成了鱼缸的上过滤系统。

[0005] 可选的，所述进气软管进入到所述水箱内部的一端端部设有气泡石。

[0006] 可选的，所述抽水泵为潜水泵。

[0007] 可选的，所述排水口由若干滴流口构成。

[0008] 可选的，所述过滤箱为倒凸形的箱体结构，过滤箱向内凹陷的两侧均设有卡条，所

述卡条与滑槽一一对应且与滑槽滑动连接，多个过滤箱之间首尾贴合接触，过滤箱相对设

置的用于首尾贴合接触的两个面上均开设有若干过水孔。

[0009] 可选的，所述隔离板为倒凸形的板状结构，隔离板向内凹陷的两侧均设有卡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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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卡块与滑槽一一对应且与滑槽滑动连接。

[0010] 可选的，所述过滤箱和所述隔离板的高度均等于所述水箱的高度。

[0011] 可选的，所述氧气泵位于所述翻盖的一侧。

[0012] 可选的，所述滑槽位于所述翻盖所覆盖的所述水箱区域内。

[0013]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通过合理布局上过滤系统内的

零部件，合理控制观赏鱼日常养殖中水质的含氯量，给鱼儿一个良好的水质环境，上过滤系

统还可以用于日常的换水工作中，可以直接加入自来水，对自来水进行除氯后直接进入鱼

缸中，合理利用空间，节约了换水的时间，还能保证加水的水中含氯量在合理的范围内。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俯视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抽水泵工作时日常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抽水泵停机时换水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过滤箱与滑槽配合状态下的剖面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隔离板的剖面图；

[0019]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控制箱对下过滤系统控制的电路图。

[0020] 其中，1-鱼缸，2-水箱，3-翻盖，4-氧气泵，5-余氯传感器，6-抽水泵，7-排水口，8-

滑槽，9-过滤箱，91-过水孔，92-卡条，10-隔离板，101-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并

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作为一个实施例，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具有上过滤系统的观赏鱼鱼缸，包括鱼

缸、控制箱、多个过滤箱和隔离板，所述鱼缸上端设为开口，所述开口处固定有一支撑板，所

述支撑板上设有水箱，所述水箱上端设有翻盖，水箱上端设有氧气泵，所述氧气泵具有进气

口和出气口，所述出气口通过出气软管连通进入到水箱内部，鱼缸内靠近氧气泵的一侧设

有抽水泵，所述抽水泵具有进水口和出水口，所述出水口与水箱连通，水箱内靠近氧气泵的

一侧设有余氯传感器，所述余氯传感器和氧气泵与所述控制箱电性连接，水箱远离氧气泵

的一端设有排水口，在所述排水口与余氯传感器之间的水箱内部设有两排滑槽，多个所述

过滤箱和所述隔离板与所述滑槽滑动连接，控制箱、水箱、氧气泵、抽水泵和多个过滤箱构

成了鱼缸的上过滤系统。

[0023] 通过该观赏鱼鱼缸的设计，通过合理布局上过滤系统内的零部件，合理控制观赏

鱼日常养殖中水质的含氯量，给鱼儿一个良好的水质环境，上过滤系统还可以用于日常的

换水工作中，可以直接加入自来水，对自来水进行除氯后直接进入鱼缸中，合理利用空间，

节约了换水的时间，还能保证加水的水中含氯量在合理的范围内。

[0024] 下面结合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阐述。

[0025] 请参阅图1、图2和图3，该观赏鱼鱼缸包括鱼缸1，和与鱼缸1配套使用的控制箱、多

个过滤箱9和隔离板10，其中过滤箱9和隔离板10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搭配使用。鱼缸1上端设

为开口，便于投食、吸水、清洁鱼缸1内壁等日常工作，开口处固定有一支撑板11，支撑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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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有水箱2，水箱2上端设有翻盖3，水箱2上端设有氧气泵4，氧气泵4位于翻盖3的一侧，氧

气泵4具有进气口和出气口，出气口通过出气软管连通进入到水箱2内部，鱼缸1内靠近氧气

泵4的一侧设有抽水泵6，抽水泵6具有进水口和出水口，出水口与水箱2连通，水箱2内靠近

氧气泵4的一侧设有余氯传感器5，余氯传感器5和氧气泵4与控制箱电性连接，控制箱用于

设置水中含氯量的参数控制氧气泵4工作。水箱2远离氧气泵的一端设有排水口7，考虑到排

水的效果、排水对对鱼缸1中观赏鱼的影响，排水口7采用若干滴流口的设计。在排水口7与

余氯传感器5之间的水箱2内部设有两排滑槽8，多个过滤箱9和隔离板10与滑槽8滑动连接，

可以自由控制过滤箱9和隔离板10在水箱2内的位置，为了便于过滤箱9和隔离板10的安装/

拆除，滑槽8位于翻盖3所覆盖的水箱2区域内。控制箱、水箱2(包含排水口7)、氧气泵4(包含

与其配套使用的余氯传感器5)、抽水泵6和多个过滤箱9(包含用于安装/拆除过滤箱9的滑

槽)构成了鱼缸1的上过滤系统。

[0026] 进气软管进入到水箱2内部的一端端部设有气泡石，气泡石增氧效果好，增强了氧

气泵4的除氯效果。

[0027] 抽水泵6为潜水泵，抽水泵6工作时可以将鱼缸1内部的水抽入到上过滤系统中，水

经过上过滤系统的处理后再通过排水口7流回鱼缸1内，形成一个循环的净水系统。

[0028] 请参阅图4，过滤箱9为倒凸形的箱体结构，用于放置各种滤材，包括过滤棉、生化

棉等物理过滤滤材以及生物球、细菌环、细菌屋、珊瑚骨、麦饭石、火山石等生化过滤滤材，

过滤箱9的上端可以采用盖口、开口等设计方式，用于向过滤箱9内添加或者更换滤材。过滤

箱9向内凹陷的两侧均设有卡条92，卡条92与滑槽8一一对应且与滑槽8滑动连接，多个过滤

箱9之间首尾贴合接触，具体使用时，过滤箱9之间也可预留间隙，过滤箱9可以不分次序地

自由组合使用，具体使用的数量根据鱼缸1内观赏鱼的品种、数量、养殖要求酌情选择，过滤

箱9相对设置的用于首尾贴合接触的两个面上均开设有若干过水孔91，上过滤系统中的水

从过滤箱靠近氧气泵4一侧的过水孔91流入，经过过滤箱9内滤材的过滤处理，然后从靠近

排水口7一侧的过水孔91流出，流入下一个过滤箱9内或者从排水口7的滴流口处回到鱼缸1

内。

[0029] 请参阅图5，和过滤箱9与滑槽8的配合原理一样，隔离板10为倒凸形的板状结构，

隔离板10向内凹陷的两侧均设有卡块101，卡块101与滑槽8一一对应且与滑槽8滑动连接，

隔离板9起到隔离水的作用，使得下过滤系统内的水无法从排水口7的滴流口处回到鱼缸1

内。

[0030] 考虑到过滤效果或者隔离效果，过滤箱9和隔离板10的高度均等于水箱2的高度，

具体地说，当过滤箱9和和隔离板10安装在水箱2内时，将卡条92和卡块101与滑槽8进行紧

密地扣合，此状态下，过滤箱9和和隔离板10的凸出的底部均会与水箱2的底面紧密地接触，

过滤箱9和和隔离板10的顶部均会与水箱2的开口上沿平齐。

[0031] 该鱼缸具备两种工作方式：

[0032] 1)具体请参阅图2，此为鱼缸1日常养鱼状态下的示意图，根据过滤的要求，选择性

地搭配使用过滤箱9。开启抽水泵6，抽水泵6将将鱼缸1内部的水抽入到上过滤系统中，余氯

传感器5对抽回到水箱2内的水进行含氯量检测，请参阅图6，控制箱对下过滤系统控制的电

路图，该控制电路可实现对氧气泵4的自动开机停机控制，余氯传感器5这里可以用上海蓝

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RMD-ISCP1L05型号，电压比较器这里可以用LM339比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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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电压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耦接于可调电位器，输入一基准电压，即最高含氯量阈

值，电压比较器的反相输入项耦接于余氯传感器，输入当前含氯量信号，电压比较器的输出

端耦接于计时电路，计时电路包括计数器、寄存器以及晶振电路，计时电路的输出端耦接于

MOS管的栅极，MOS管的源极和漏极分别耦接于继电器的线圈所在回路的两端，常开触点继

电器的线圈并联有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耦接于氧气泵4所在的回路。

[0034] 当抽水泵6正常工作时，余氯传感器5实时对水箱2内水的含氯量进行检测，当含氯

量正常时，含氯量信号小于最高含氯量阈值，所以电压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此时MOS管的栅

极为低电平，所以MOS管不导通，继电器的线圈中不得电没有电流，常开触点保持断开状态，

氧气泵4停机不进行工作，有效节约电能；当含氯量过高时，含氯量信号高于最高含氯量阈

值，所以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此时MOS管的栅极为高电平，此时MOS管导通，继电器的线

圈中有电流流过得电，常开触点被闭合，同时导通氧气泵4，氧气泵4开始进行增氧工作，对

水箱2内的水进行爆氧，进行除氯，爆氧后的水再经过过滤箱9的过滤，流回鱼缸1。考虑到氯

气的挥发，当氧气泵4开始工作时，可以稍微打开一点翻盖3，或者直接在水箱2上设置出气

管，快速挥发氯气。

[0035] 2)具体请参阅图3，此为鱼缸1日常换水状态下的示意图，换水包括吸水和加水两

大步骤，首先先对抽水泵6和氧气泵4拔除电源线断电，对鱼缸1内水进行吸水，吸水完成后，

需要加水。打开翻盖3，隔离板10安装在水箱2内，然后从翻盖3处对水箱2进行加水，这里就

可以直接添加自来水了，加水时注意别漫过水箱2。此时接入氧气泵4的电源线，对氧气泵4

通电，如1)中的氧气泵4的工作原理一致，余氯传感器5实时对水箱2内水的含氯量进行检

测，当含氯量正常时，氧气泵4会自动停机，而含氯量过高时，氧气泵4会对水进行爆氧，以直

接向水箱2内添加自来水为例，刚开始时，余氯传感器5检测到的含氯量是超标的，高于最高

含氯量阈值，此时氧气泵4进行增氧工作，在氧气泵4持续的爆氧下，水中含氯量会逐渐降低

到正常水平下线，氧气泵4停机，此时抽出隔离板10，含氯量合格的水从排水口7的滴流口处

进入到鱼缸1内，实现加水，多次循环以上加水工作，满足鱼缸1的合理水位，完成换水工作。

[0036]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通过合理布局上过滤系统内的零部件，合理

控制观赏鱼日常养殖中水质的含氯量，给鱼儿一个良好的水质环境，上过滤系统还可以用

于日常的换水工作中，可以直接加入自来水，对自来水进行除氯后直接进入鱼缸中，合理利

用空间，节约了换水的时间，还能保证加水的水中含氯量在合理的范围内。

[0037]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以上任何实施例的讨论仅为示例性的，并非

旨在暗示本公开的范围(包括权利要求)被限于这些例子；在本实用新型的思路下，以上实

施例或者不同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之间也可以进行组合，步骤可以以任意顺序实现，并存

在如上所述的本实用新型的不同方面的许多其它变化，为了简明它们没有在细节中提供。

[0038] 另外，为简化说明和讨论，并且为了不会使本实用新型难以理解，在所提供的附图

中可以示出或可以不示出与集成电路(IC)芯片和其它部件的公知的电源/接地连接。此外，

可以以框图的形式示出装置，以便避免使本实用新型难以理解，并且这也考虑了以下事实，

即关于这些框图装置的实施方式的细节是高度取决于将要实施本实用新型的平台的(即，

这些细节应当完全处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范围内)。在阐述了具体细节(例如，电路)以

描述本实用新型的示例性实施例的情况下，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可以在

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或者这些具体细节有变化的情况下实施本实用新型。因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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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描述应被认为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

[0039] 尽管已经结合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描述，但是根据前

面的描述，这些实施例的很多替换、修改和变型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

的。

[0040]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旨在涵盖落入所附权利要求的宽泛范围之内的所有这样的

替换、修改和变型。因此，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省略、修改、等同

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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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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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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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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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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