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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水设施化种养结合技术

领域，具体为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

共养装置，包括养殖桶、种植架；种植架最上部设

有硝化层、中间设有种植层，下部设有水质监测

层，硝化层、种植层和水质监测层通过管道连通，

养殖桶、种植架之间还设有鱼粪发酵桶，养殖系

统中的富营养化尾水供至鱼粪发酵桶沉降以及

厌氧发酵，再供至顶部利用硝化细菌把氨氮转化

成硝酸盐，虹吸装置供至中间种植层供植物使

用，利用植物根系实现对养殖尾水的水质净化，

净化后的水体在水质监控装置的监测下输送回

养殖箱，此装置构建的水产动物和耐海水蔬菜共

生生态系统，更节省空间资源，实现养鱼种菜海

水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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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养殖桶(1)，养殖桶

(1)内设的抽水泵一(2)、鱼粪沉降发酵桶(3)和种植架(4)，所述种植架(4)上由上到下依次

设有硝化层(5)、种植层和水质监测层(9)，所述的种植层包括由上到下依次通过虹吸装置

(20)和溢流管(21)串联的第一种植层(6)、第二种植层(7)、第三种植层(8)，所述第一种植

层(6)、第二种植层(7)、第三种植层(8)的底部各铺设有一层过滤棉(26)，所述水质监测层

(9)内设有抽水泵二(15)，所述抽水泵二(15)通过管道与养殖桶(1)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硝化层(5)被隔板(16)分隔成三个串联的硝化区，所述硝化层(5)包括串联的第一硝化区

(17)、第二硝化区(18)和第三硝化区(19)，所述第一硝化区(17)内设有过滤棉和超微玻璃

环滤材，第二硝化区(18)和第三硝化区(19)内设有过滤棉(26)和生物滤材，所述第三硝化

区(19)通过虹吸装置(20)、溢流管(21)与下层的第一种植层(6)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第一种植层(6)内部设有珍珠岩，珍珠岩上用无纺布袋(22)定植植物(28)，第二种植层

(7)内部设有沉水陶粒(23)，所述的沉水陶粒(23)上用定植篮或海绵定植植物(28)，第三种

植层(8)内部为水培层，所述的第三种植层(8)内部设有定植板(24)，所述定植板(24)上设

有多个种植槽(2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种植层(6)、第二种植层(7)、第三种植层(8)的顶部均设有植物补光灯(27)。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第三种植层(8)和水质监测层(9)之间通过虹吸装置(20)、溢流管(21)相连，水质监测

层(9)设有监测探头(10)，所述的监测探头(10)连接至外部的水质监测仪(11)，水质监测仪

(11)控制海水水分补给系统(12)和淡水水分补给系统(13)，第三种植层(8)和水质监测层

(9)之间设有紫外杀菌装置(1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养殖桶(1)中设有抽水泵一(2)和增氧气泡石(29)，通过外设的增氧泵(30)供氧，所述

的鱼粪沉降发酵桶(3)上设有回收口(34)，所述的增氧泵(30)还与硝化层(5)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鱼粪沉降发酵桶(3)的出水口(32)口径大于进水口(31)，其内部设有过滤毛刷(33)，出水

口(32)还设有过滤网。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种植架(4)底部安装有多个万向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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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水设施化种养结合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

物的立体共养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海水养殖产业的迅速发展，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养殖区的自身污染

问题也日益显露，设施工厂养殖作为一种高密度、高投饵的人工养殖生态系统，在获得高产

水产品的同时，养殖生态系统输出的废物、残饵、代谢及排泄物等也被大量排出，成为引发

海域环境问题的主要污染源之一。怎样减轻海水养殖造成的自身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提出多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其中一条重

要途径是通过优化养殖结构，实施综合养殖，发展生态养殖技术。目前国际上，主要的综合

养殖方式包括鱼藻混养、鱼贝混养、鱼类与底栖沉积食性动物混养等。我们致力于建立一种

高效、合理且科学的人工海水养殖生态系统，对其内部的能量循环和物质交换做好最大限

度的控制，从根本上解决海水工厂化养殖的污染问题，使海水养殖符合资源节约型与环境

友好型的基本要求，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

[0003] 现有专利CN207083741U公开了一种鱼菜共养的水培装置，包括支架，三个透明材

质的储水盆和水缸，三个储水盆依次上下设置在支架上，三个储水盆之间通过水管依次连

接，最下面一个储水盆通过水管和和水缸连接，水缸通过水管和最上面一个储水盆连接，三

个储水盆内设置有栽培托板，每一所述栽培托板上设置有栽培盘，上述鱼菜共养装置虽然

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鱼菜系统的共养，但是对于大型海水养殖产业来说，鱼类产生的鱼粪

和饲料残渣更多，小型的鱼菜共养装置和系统并不能实现完全处理，不适于多种蔬菜生长，

需要更佳完善的系统来实现大型海水鱼菜共养系统的生态平衡。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解决了

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通过鱼粪沉降发酵桶对养殖尾水沉降发酵形成沼液经过硝化层的过

滤处理形成硝酸盐溶液供植物吸收，多个种植层适应不同蔬菜的生长习性，另外经植物根

系吸收过滤后的水通过水质监测仪来调节水质盐度供鱼类生长，这种装置以实现海水养殖

与种植结合的生产模式，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养殖水体中的C、N、P等生源要素，降低

其富营养化程度，在获得水产品的同时收获一定量的海水蔬菜产品，实现养殖水体生态系

统的生物修复和自然净化。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

立体共养装置，包括养殖桶，养殖桶内设抽水泵一、鱼粪沉降发酵桶和种植架，所述的种植

架底部安装有多个万向轮；种植架上设有全铝防水槽，从上到下依次为硝化层、种植层和水

质监测层，所述的种植层包括第一种植层，第二种植层、第三种植层，之间通过虹吸装置和

溢流管上下相连并在各层底部各铺设有一层过滤棉，水质监测层与养殖桶连接，其内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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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抽水泵二，养殖桶和鱼粪沉降发酵桶在种植架一侧并通过抽水泵一和水管与种植架

依次连通，养殖尾水经抽水泵二的抽提作用到达鱼粪沉降发酵桶，鱼粪和饲料残渣等固体

大颗粒，在所述鱼粪沉降发酵桶中沉降和厌氧发酵，发酵沼液及不含固体大颗粒的尾水被

供至硝化层。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的硝化层被隔板分隔成三个串联的硝化区，所述硝化层包括串联

的第一硝化区、第二硝化区和第三硝化区，所述第一硝化区内设有过滤棉和超微玻璃环滤

材，第二硝化区和第三硝化区内设有过滤棉和生物滤材，所述第三硝化区通过虹吸装置、溢

流管与下层的第一种植层相连，设有用于培养硝化细菌、吸附有害重金属和调控水质的多

种生化滤材，设有进行物理过滤的过滤棉，且过滤棉位于所述生物滤材的下面，生物滤材中

附着的亚硝化细菌把水中的氨氮分解成亚硝酸盐，然后被硝化细菌分解成硝酸盐，硝酸盐

可以直接被植物作为营养吸收利用。过滤棉主要起过滤作用，过滤去除水中的杂质，所述硝

化层过滤箱内还设有增氧气泡石，利于有益硝化细菌的繁殖，进养殖尾水中氨氮变成亚硝

酸盐，再进一步变成硝酸盐，供植物吸收利用。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种植层共设有三层，每一层各设有一种介质，以满足不同蔬菜生长

习性的要求，每层上部均安装植物补光灯，以满足植物光合需求，所述的第一种植层介质为

珍珠岩，用无纺布袋直接定植，第二种植层介质为沉水陶粒，用定植篮和海绵定植，第三种

植层为水培层，定植板直接放置在种植槽上，所述定植板上设有多个直径为5cm的种植槽。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三种植层和水质监测层通过虹吸装置、紫外杀菌装置和溢流

管相连，水质监测层设有监测探头，该监测探头通常为盐度测定计，一般包括传感器、测定

电路和数据处理装置组成，并连接至外部的水质监测仪，水质监测仪控制海水水分补给系

统和淡水水分补给系统，第三种植层和水质监测层之间设有紫外杀菌装置，所述水质监测

层的水位低于设定值或盐度高于设定值时，淡水进水管浮球阀就打开，向水质监测层内补

充由于日常蒸发所损耗的水分；所述水质监测层的盐度低于设定值时，海水进水管浮球阀

就打开，向水质监测层内补充由于植物吸收所损耗的盐分和水分。

[0009] 优选的，所述鱼粪沉降发酵桶的出水口口径大于进水口，降低水的流速，利于鱼粪

和饲料残渣等固体颗粒的沉降，桶内设有过滤毛刷，出水口还设有过滤网，阻止未沉降的固

体颗粒进入硝化层。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1] 1、本实用新型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提供了一种海水资源

的循环利用模式，将海水养殖系统和耐海水蔬菜种植系统结合在一起，相比传统单一的养

殖、种植，更节省空间资源；同时，通过抽水泵把养殖尾水经物理过滤和生物过滤，经微生物

硝化作用后，提到种植系统中，种植系统中的植物吸收养殖尾水中的C、N、P等营养元素，经

植物根系吸收利用和经紫外杀菌装置杀菌后的水体重新循环至养殖系统中。植物-微生物-

鱼类，三者所建立的生态关系实现养鱼种菜海水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利用，实现养鱼不常换

水而无水质忧患，种菜不施肥而正常成长的生态共生关系，让鱼和蔬菜之间达到一种和谐

的生态平衡关系，克服了传统农业在增产的同时，存在的农业结构分散单一、经营方式简单

粗放、水资源浪费等问题。

[0012] 2、本实用新型养殖尾水被供至鱼粪沉降发酵桶，有效沉降养殖尾水中的鱼粪和饲

料残渣等固体大颗粒，完成沉降和厌氧发酵过程后，沼液及不含固体大颗粒的尾水被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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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化层；硝化层设有物理滤材和生物滤材，进一步过滤净化水质，在此处活跃生长的亚硝化

细菌和硝化细菌，将水体中有毒的氨氮分解成亚硝酸盐，再进一步分解为硝酸盐；含有硝酸

盐的水被供至种植层，从而供植物根系吸收利用，经植物根系吸收净化后的水经虹吸作用

和紫外杀菌装置杀菌后，流至水质监测层，水质监测层的水体在水质监测仪监测下，被供至

养殖区形成循环。种植区和水质监测区之间设置的紫外杀菌装置，可以有效杀死水中病原

菌、细菌等，最大可能降低种植区回流到养殖区水体中致病菌的数量。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4] 图1为本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施例中硝化层的俯视图。

[0016] 图中：1-养殖桶，2-抽水泵一，3-鱼粪沉降发酵桶，4-种植架，5-硝化层，  6-第一种

植层，7-第二种植层，8-第三种植层，9-水质监测层，10-监测探头，  11-水质监测仪，12-海

水水分补给系统，13-淡水水分补给系统，14-紫外杀菌装置，15-抽水泵二，16-隔板，17-第

一硝化区，18-第二硝化区，19-第三硝化区，20-虹吸装置，21-溢流管，22-无纺布袋，23-沉

水陶粒，24-定植板，25-  种植槽，26-过滤棉，27-植物补光灯，28-植物，29-增氧气泡石，30-

增氧泵，  31-进水口，32-出水口，33-过滤毛刷，34-回收口，35-万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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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请参阅图1-2，

[0019]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耐海水蔬菜与水产动物的立体共养装置，结

构如图1所示，包括养殖桶1、抽水泵一2，所述抽水泵一2放置在所述养殖桶1内，还包括鱼粪

沉降发酵桶3，种植架4，种植架4底部安装有多个万向轮35。种植架4共设有5层，顶部为硝化

层5，中间为种植层，种植层包括第一种植层6，第二种植层7，第三种植层8，底部为水质监测

层9，其中所述硝化层5和种植层之间及种植层之间及种植层底部和水质监测层9之间均通

过虹吸装置20和溢流管21依次连接。第三种植层8和水质监测层9之间设有紫外杀菌装置

14，带有杀菌功能，有效杀死水中细菌，减少病原菌的产生，分解水中有害物质、减少气味、

清除绿苔从而提高水质。所述水质监测层9内还设有监测探头10，连接至外部的水质监测仪

11，水质监测层9还安装有抽水泵二  15，使用时，抽水泵二15将水质监测层9中的水送入养

殖桶1。如此养殖桶1、鱼粪沉降发酵桶3、种植架4之间的水循环通过抽水泵一2和抽水泵二

15提供动力。

[0020] 如图2所示，硝化层5被隔板16分隔成三个串联硝化区，第一硝化区17  放置过滤棉

26和超微玻璃环滤材，去除水中有害的重金属元素，为有益硝化细菌提供居所，稳定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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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水体。第二硝化区18和第三硝化区19放置过滤棉26和生物滤材，包含火山石(培养硝化

细菌同时把水中的有害氨氮分解掉)、麦饭石(吸附水中的金属离子、氨氮及有害细菌，用于

水体过滤和水质调控)、过滤活性炭(含有大量微孔，去除色度、有害重金属等)、珊瑚骨(亲

水性强，吸附食物残渣和粪便，调节水体PH)和细菌屋(培养硝化细菌，可以分解鱼类的粪便

及残余饲料，去除水中的氯气及重金属，防止藻类滋生)，这些所述生物滤材还主要用于培

养亚硝化和硝化细菌，从而把水中产生的NO2-和NH4+转化成植物可吸收利用的NO3-。

[0021] 如图1所示，种植层设有3层，各适用不同的栽培方式，第一种植层6介质为用无纺

布袋22袋装的珍珠岩；第二种植层7介质为沉水陶粒23，用定植篮和海绵定植植物28；第三

种植层8为水培层，定植板24直接放置在种植槽25  上，所述定植板上设有多个直径为5cm的

种植槽25，可以直接放置定植篮。这三层种植层通过虹吸装置20和溢流管21上下相连。第一

种植层6和第二种植层7的底部各铺设有一层过滤棉26。三层种植层的顶部分别设有植物补

光灯27，保证植物28的光合作用。

[0022] 如图1所示，种植架4下部设有水质监测层9，内设监测探头10，与外部的水质监测

仪11相连，实时监测水体的浊度、盐度、PH、COD、溶解氧等参数。水质监测仪11控制海水水分

补给系统12和淡水水分补给系统13，通过监测水体的盐度值和水面高度，适时补充因日常

蒸发和植物吸收利用所丧失的水分。

[0023] 如图1所示，养殖桶1中设有抽水泵一2和增氧气泡石29，外设增氧泵30，抽水泵将

鱼类的粪便，残余饲料连同养殖尾水一同供至鱼粪沉降发酵桶3中，鱼粪沉降发酵桶3的出

水口32直径大于进水口31直径，降低水的流速，鱼粪和残余饲料沉降至桶底，同时鱼粪沉降

发酵桶3的内部设有过滤毛刷33，亦利于鱼粪和残余饲料的沉降。鱼粪、残余饲料及水体中

的大分子不溶态有机物，在发酵细菌等的作用下，经厌氧发酵转化为小分子溶解态有机物，

发酵后的固体残渣经鱼粪沉降发酵桶3上设立的回收口34进行回收，可用于植物基质栽培，

含有小分子溶解态有机物的沼液被供至硝化层5。

[0024]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

型。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

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

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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