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974244.4

(22)申请日 2019.11.15

(73)专利权人 烟台宏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64006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泰山路86号办公楼4楼东

(72)发明人 张宏良　田兆仪　

(74)专利代理机构 青岛发思特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 37212

代理人 董宝锞

(51)Int.Cl.

A01K 63/00(2017.01)

A01K 63/04(2006.01)

A01K 63/06(2006.01)

A01G 31/06(2006.01)

A01G 7/04(2006.01)

G05B 19/05(2006.01)

G05D 27/02(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

备,属于智能鱼菜共生养殖领域，包括自上而下

依次连接的架体、鱼缸和储物柜，架体顶端设有

显示屏、架体内部分成若干层，每层顶部设有补

光灯、底部设有种植槽，储物柜内设有与鱼缸连

通的过滤器，过滤器一端与鱼缸连通、另一端设

有水泵，水泵通过水管与种植槽连通，种植槽与

鱼缸连通，鱼缸、显示屏、种植槽、补光灯、过滤器

和水泵均与PLC电连接,该设备结构简单、便于操

作，通过PLC结合鱼缸、种植槽、补光灯、风扇、过

滤器、水泵和发酵罐，有效的解决了鱼菜共生养

殖过程中的诸多不便，该设备形体相对较小，可

以移动放置在家中、办公室内、饭店、商超中，既

美化环境，又产出供人食用的机蔬菜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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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的架体(3)、鱼缸

(2)和储物柜(1)，所述架体(3)顶端设有显示屏(4)、架体(3)内部分成若干层，每层顶部设

有植物补光灯(6)、底部设有种植槽(5)，所述储物柜(1)内设有与鱼缸(2)连通的过滤器

(8)，过滤器(8)一端与鱼缸(2)连通、另一端设有水泵(9)，水泵(9)通过水管与种植槽(5)连

通，种植槽(5)与鱼缸(2)连通，所述鱼缸(2)、显示屏(4)、种植槽(5)、植物补光灯(6)、过滤

器(8)和水泵(9)均与PLC(11)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鱼缸(2)内部上端

侧壁上设有液位报警传感器(22)、内部下端侧壁上设有温度传感器(21)、PH值传感器(23)、

鱼粪收集器(24)和打氧泵，所述鱼粪收集器(24)一端位于鱼缸(2)内、另一端与过滤器(8)

连通，所述鱼缸(2)顶端设有固定在架体(3)上的喂鱼器(25)，液位报警传感器(22)、温度传

感器(21)、PH值传感器(23)、打氧泵和鱼粪收集器(24)均与PLC(11)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鱼粪收集器(24)出

粪口设有出粪管甲(26)，出粪管甲(26)一端与鱼粪收集器(24)出粪口连通、另一端上设有

与过滤器(8)连通的鱼粪仓(28)，所述鱼粪仓(28)底端一侧设有排污管甲(29)，排污管甲

(29)上设有排污阀甲(21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鱼粪收集器(24)出

粪口设有出粪管乙(27)，出粪管乙(27)一端与鱼粪收集器(24)出粪口连通、另一端设有发

酵罐(10)，发酵罐(10)与PLC(11)电连接，所述发酵罐(10)上端设有出水管(103)、下端设有

排污管乙(101)，所述出水管(103)一端与发酵罐(10)出水口连通、另一端与鱼粪仓(28)连

通，排污管乙(101)上设有排污阀乙(102)，发酵罐(10)和鱼粪仓(28)内均设有毛刷(104)。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出粪管甲(26)和出

粪管乙(27)上均设有阀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鱼缸(2)内设有加

热器(12)，加热器(12)与PLC(11)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器(8)包括若

干个并联连通的过滤仓(81)，相邻的过滤仓(81)之间设有可连通的隔板(82)，末端的过滤

仓(81)上设有连通的净水仓(84) ,所述水泵(9)位于净水仓(84)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仓(81)上端设

有与隔板(82)可拆卸连接的过滤棉(85)、下端设有过滤球(8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槽(5)上方一

侧的架体(3)上设有湿度传感器(51)，湿度传感器(51)与PLC(11)电连接，所述水泵(9)通过

水管与顶层的种植槽(5)连通，底层的种植槽(5)与鱼缸(2)连通，底层的种植槽(5)出水口

处设有杀菌灯(13)，杀菌灯(13)与PLC(11)电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种植槽(5)上方一

侧的架体(3)上设有固定连接的风扇(7)，风扇(7)与PLC(11)电连接，所述显示屏(4)上设有

开关(41)，开关(41)与PLC(11)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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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其属于智能鱼菜共生养殖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鱼菜共生很多，但大部分是针对大型养殖场进行研发的，针对小型共生养

殖循环系统是不能实现的，特此研发一款应用于家庭、饭店、办公区域、商超等场所的集观

赏、种植、养殖于一体的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智能鱼

菜共生养殖设备。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的架体、鱼缸和储物柜，所述

架体顶端设有显示屏、架体内部分成若干层，每层顶部设有植物补光灯、底部设有种植槽，

所述储物柜内设有与鱼缸连通的过滤器，过滤器一端与鱼缸连通、另一端设有水泵，水泵通

过水管与种植槽连通，种植槽与鱼缸连通，所述鱼缸、显示屏、种植槽、植物补光灯、过滤器

和水泵均与PLC电连接。

[0006] 优选地，所述鱼缸内部上端侧壁上设有液位报警传感器、内部下端侧壁上设有温

度传感器、PH值传感器、鱼粪收集器和打氧泵，所述鱼粪收集器一端位于鱼缸内、另一端与

过滤器连通，所述鱼缸顶端设有固定在架体上的喂鱼器，液位报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PH

值传感器、打氧泵和鱼粪收集器与均PLC电连接。

[0007] 优选地，所述鱼粪收集器出粪口设有出粪管甲，出粪管甲一端与鱼粪收集器出粪

口连通、另一端上设有与过滤器连通的鱼粪仓，所述鱼粪仓底端一侧设有排污管甲，排污管

甲上设有排污阀甲。

[0008] 优选地，所述鱼粪收集器出粪口设有出粪管乙，出粪管乙一端与鱼粪收集器出粪

口连通、另一端设有发酵罐，发酵罐与PLC电连接，所述发酵罐上端设有出水管、下端设有排

污管乙，所述出水管一端与发酵罐出水口连通、另一端与连通，排污管乙上设有排污阀乙，

发酵罐和鱼粪仓内均设有毛刷。

[0009] 优选地，所述出粪管甲和出粪管乙上均设有阀门。

[0010] 优选地，所述鱼缸内设有加热器，加热器与PLC电连接。

[0011] 优选地，所述过滤器包括若干个并联连通的过滤仓，相邻的过滤仓之间设有可连

通的隔板，末端的过滤仓上设有连通的净水仓,所述水泵位于净水仓内。

[0012] 优选地，所述过滤仓上端设有与隔板可拆卸连接的过滤棉、下端设有过滤球。

[0013] 优选地，所述种植槽上方一侧的架体上设有湿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与PLC电连

接，所述水泵通过水管与顶层的种植槽连通，底层的种植槽与鱼缸连通，底层的种植槽出水

口处设有杀菌灯，杀菌灯与PLC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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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地，所述种植槽上方一侧的架体上设有固定连接的风扇，风扇与PLC电连接，

所述显示屏上设有开关，开关与PLC电连接。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该设备造型美观、结构简单、容易操

作，并通过PLC结合鱼缸、种植槽、植物用的植物补光灯、杀菌灯、风扇、过滤器、水泵和发酵

罐，可智能操作和控制整台设备。该设备只需人工设定一次参数，整机便可智能控制，自动

运行。高效地解决了现有鱼菜共生设备在养植过程中的多用人工操作的用人多、难操控问

题；实现了用养鱼的水经过过滤、硝化处理后泵入种植槽，成为种植槽上植物的“营养液”，

而无需给植物额外施肥，而经植物根系吸收、净化再经过杀菌后的干净的水又流回鱼缸，供

鱼享用。有效的解决了现有鱼菜共生设备在养植过程中存在的养鱼和种植只能独立运行，

并且费时、费力、浪费水电等诸多问题；该设备形体相对较小，可以移动放置在家中、办公室

内、饭店、商超等场所，既美化环境，又产出供人食用的机蔬菜和鱼，一机多用，一举多得。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电气原理图。

[0019] 在图中，1、储物柜；2、鱼缸；21、温度传感器；22、液位报警传感器；23、PH值传感器；

24、鱼粪收集器；25、喂鱼器；26、出粪管甲；27、出粪管乙；28、鱼粪仓；29、排污管甲；210、排

污阀甲；3、架体；4、显示屏；41、开关；5、种植槽；51、湿度传感器；52、下水管；53、下水口；6、

植物补光灯；7、风扇；8、过滤器；81、过滤仓；82、隔板；83、过滤球；84、净水仓；85、过滤棉；9、

水泵；10、发酵罐；101、排污管乙；102、排污阀乙；103、出水管；104、毛刷；11、PLC；12、加热

器；13、杀菌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实用

新型，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1] 一种智能鱼菜共生养殖设备，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连接的架体3、鱼缸2和储物柜1，

所述架体3顶端设有显示屏4、架体3内部分成若干层，每层顶部设有植物补光灯6、底部设有

种植槽5，所述储物柜1内设有与鱼缸2连通的过滤器8，过滤器8一端与鱼缸2连通、另一端设

有水泵9，水泵9通过水管与种植槽5连通，种植槽5与鱼缸2连通，所述鱼缸2、显示屏4、种植

槽5、植物补光灯6、过滤器8和水泵9均与PLC11电连接。

[0022] 所述鱼缸2内部上端侧壁上设有液位报警传感器22、内部下端侧壁上设有温度传

感器21、PH值传感器23、鱼粪收集器24和打氧泵，所述鱼粪收集器24一端位于鱼缸2内、另一

端与过滤器8连通，所述鱼缸2顶端设有固定在架体3上的喂鱼器25，液位报警传感器22、温

度传感器21、PH值传感器23、打氧泵和鱼粪收集器24均与PLC11电连接。

[0023] 所述鱼粪收集器24出粪口设有出粪管甲26，出粪管甲26一端与鱼粪收集器24出粪

口连通、另一端上设有与过滤器8连通的鱼粪仓28，所述鱼粪仓28底端一侧设有排污管甲

29，排污管甲29上设有排污阀甲210。

[0024] 所述鱼粪收集器24出粪口设有出粪管乙27，出粪管乙27一端与鱼粪收集器24出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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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连通、另一端设有发酵罐10，发酵罐10与PLC11电连接，所述发酵罐10上端设有出水管

103、下端设有排污管乙101，所述出水管103一端与发酵罐10出水口连通、另一端与鱼粪仓

28连通，排污管乙101上设有排污阀乙102，发酵罐10和鱼粪仓28内均设有毛刷104。

[0025] 所述出粪管甲26和出粪管乙27上均设有阀门。

[0026] 所述鱼缸2内设有加热器12，加热器12与PLC11电连接。

[0027] 所述过滤器8包括若干个并联连通的过滤仓81，相邻的过滤仓81之间设有可连通

的隔板82，末端的过滤仓81上设有连通的净水仓84,所述水泵9位于净水仓84内。

[0028] 所述过滤仓81上端设有与隔板82可拆卸连接的过滤棉85、下端设有过滤球83。

[0029] 所述种植槽5上方一侧的架体3上设有湿度传感器51，湿度传感器51与PLC11电连

接，所述水泵9通过水管与顶层的种植槽5连通，底层的种植槽5与鱼缸2连通，底层的种植槽

5出水口处设有杀菌灯13，杀菌灯13与PLC11电连接。

[0030] 所述种植槽5上方一侧的架体3上设有固定连接的风扇7，风扇7与PLC11电连接，所

述显示屏4上设有开关41，开关41与PLC11电连接。

[0031] 工作时，鱼缸2内可以养鱼、虾、蟹等动物，种植槽5内种植叶菜、花卉等植物。初次

使用该设备，需要先关闭排污阀甲210和出粪管甲27上的阀门，打开出粪管甲26上的阀门。

然后把鱼缸2、过滤器8、净水仓84和鱼粪仓28内注满水。启动开关41，PLC11开始待机工作，

通过触控显示屏4了解和设置各项系统参数。各项参数设置完成之后，PLC11控制水泵9启

动，水泵9将净水仓84中的水输送到顶层的种植槽5中，水沿种植槽5内的水道从上向下依次

流至底层的种植槽5内，水流经杀菌灯13杀菌，最后流入鱼缸2中。如果再此过程中净水仓84

缺水，需及时补满(净水仓84顶端留有加水口便于缺水补水用)。水流到鱼缸2后，鱼缸2底部

的水携带动物产生的粪便经鱼粪收集器24输送至鱼粪仓28，鱼粪等固体颗粒在重力和毛刷

104的双重作用下向下沉淀，固液分离后的水从鱼粪仓28上端流入过滤仓81内，水流经过滤

棉85和过滤球83，被多个过滤仓81多次过滤、硝化后，水中对鱼有害物质变成植物可吸收的

营养物质后流入净水仓84，然后通过水泵9将营养水输送至顶层的种植槽5内，然后自上而

下的流入底层的种植槽5内，各层种植槽5内的植物将水中超标的氮和无机盐等对鱼健康不

利的物质吸收、净化后，在经过杀菌灯13杀菌后流入鱼缸2内，供鱼健康的享用。发酵后的少

量废物通过排污阀甲210排出。

[0032] 另一种方案：如果养殖的动物较多或者动物产生的粪便较多，那么可以外加一个

相对大容量的发酵罐10处理鱼粪。具体流程如下：初次使用该设备，需要先关闭排污阀甲

210、排污阀乙102和出粪管甲26上的阀门，打开出粪管甲27上的阀门。然后把鱼缸2、过滤器

8、净水仓84、鱼粪仓28和发酵罐10内注满水。启动开关41，PLC11开始待机工作，通过触控显

示屏4了解和设置各项系统参数。各项参数设置完成之后，PLC11控制水泵9启动，水泵9将净

水仓84中的水输送到顶层的种植槽5中，水沿种植槽5内的水道从上向下依次流至底层的种

植槽5，水流经杀菌灯13杀菌后流到鱼缸2中。如果再此过程中净水仓84缺水，需及时补满。

水流到鱼缸2后，鱼缸2底部的水携带动物产生的粪便经鱼粪收集器24输送至发酵罐10，鱼

粪等固体颗粒在重力和毛刷104的双重作用下向下沉淀，固液分离后的水从发酵罐10上端

的出水管103流入鱼粪仓28内进一步沉淀，然后水从鱼粪仓28上端的连通口流入过滤仓81

内，水流经过滤棉85和过滤球83，被多个过滤仓81多次过滤、硝化后，水中对鱼有害物质变

成植物可吸收的营养物质后流入净水仓84，然后通过水泵9将营养水输送至顶层的种植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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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然后自上而下的流入底层的种植槽5内，各层种植槽5内的植物将水中超标的氮和无机

盐等对鱼健康不利的物质吸收、净化后，在经过杀菌灯13杀菌后流入鱼缸2内，供鱼健康的

享用。发酵罐10内粪便发酵后，少量废物可通过排污阀乙102排出，而鱼粪仓28内鱼粪等固

体废物可通过排污阀甲210排出。

[0033] 本申请内设PLC11控制装置，通过液位报警传感器22掌控鱼缸2内的水位情况，通

过温度传感器21掌控鱼缸2内水的温度情况从而调控加热器12开启或关闭，通过PH值传感

器23掌控鱼缸2内水的酸碱度情况，通过鱼粪收集器24掌控鱼粪收集情况，通过湿度传感器

51、植物补光灯6、风扇7、过滤器8、水泵9和发酵罐10掌控绿植生长环境或者调整生长所有

需要的必要环境。该设备结构简单、便于操作，通过PLC11结合鱼缸2、种植槽5、植物补光灯

6、风扇7、过滤器8、水泵9、杀菌灯13和发酵罐10，有效的解决了鱼菜共生养殖过程中的诸多

不便。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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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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