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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

包括养殖架本体，所述养殖架本体从上至下依次

设有至少一层水培植物养殖层、好氧细菌培养

层、至少一层无土栽培层、芽苗菜养殖层和位于

同一层的营养供给箱及水生生物养殖箱，所述水

生生物养殖箱和所述营养供给箱通过软管连通；

所述水生生物养殖箱与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之

间设有一养鱼水输送软管，所述好氧细菌培养层

与所述芽苗菜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回收软

管，所述水生生物养殖箱、养鱼水输送软管、水培

植物养殖层、好氧细菌培养层、养鱼水回收软管、

芽苗菜养殖层和水生生物养殖箱形成一循环的

生态养殖系统。本发明操作简单方便，可实现

“鱼-花-菜”三者的立体养殖，适于在家庭阳台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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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养殖架本体(1)，所述养殖架本体从

上至下依次设有至少一层水培植物养殖层(2)、好氧细菌培养层(3)、至少一层无土栽培层

(4)、芽苗菜养殖层(5)和位于同一层的营养供给箱(6)及水生生物养殖箱(7)，所述水生生

物养殖箱和所述营养供给箱通过软管(8)连通；

所述水生生物养殖箱与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输送软管(9)，所述好

氧细菌培养层与所述芽苗菜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回收软管(10)，所述水生生物养殖

箱、养鱼水输送软管、水培植物养殖层、好氧细菌培养层、养鱼水回收软管、芽苗菜养殖层和

水生生物养殖箱形成一循环的生态养殖系统；

所述营养供给箱和所述无土栽培层之间通过一营养液输送软管(11)和一营养液回收

软管(12)形成一循环的无土栽培系统；

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包括第一养殖箱体(13)和种植于第一养殖箱体内的水培植物，所

述第一养殖箱体的底部铺设有过滤棉；

所述好氧细菌培养层包括第二养殖箱体(14)和种植于第二养殖箱体内的水培植物，所

述第二养殖箱体的底部铺设有培养棉，所述培养棉内附着有好氧细菌；

所述无土栽培层包括一“U”型栽培管(15)，所述栽培管上等间距开设有用于栽培蔬菜

的栽培孔(16)；

所述芽苗菜养殖层包括用于种植芽苗菜的芽苗菜种植箱(17)和用于给芽苗菜种子催

芽的育苗箱(18)，所述养鱼水回收软管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养殖箱体连通，所述养鱼水回收

软管的另一端与所述芽苗菜种植箱连通；

所述水生生物养殖箱中设有第一潜水泵、造浪泵、第一增氧泵和硝化石，所述第一潜水

泵与所述养鱼水输送软管连通；

所述营养供给箱中设有第二潜水泵，所述第二潜水泵与所述营养液输送软管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具

有两层，上、下两层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呈上下错位分布，下层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和所述

好氧细菌培养层呈上下错位分布。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土栽培层具有两

层，上、下两层的栽培管通过连接直管连接形成蛇形栽培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好氧细菌培养层还

具有第二增氧泵(20)，所述第二增氧泵与所述第二养殖箱体通过送氧软管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养鱼箱中还设有用

于检测温度的温度计、用于提高养鱼水水温的加热棒和自动向养鱼箱内投入鱼食的自动投

食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芽苗菜种植箱的箱

底开设有若干通孔(2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好氧细菌为硝化细

菌。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培植物为大叶水

草、铜钱草或绿萝。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栽培管为透明PVC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050604 A

2



管。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芽苗菜为香椿芽

苗菜、荞麦芽苗菜、苜蓿芽苗菜、花睡莲地菜、绿色黑豆芽苗菜或红豆芽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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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家庭种植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适用于家庭使用的生态养殖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水平的突飞猛进，装饰业的日趋兴起，人们对生活、家居装饰等行业日显

蓬勃发展之势。居住、工作环境的生动化、温馨化也越来越和人的精神、情操、新的生活观念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0003] 越来越多的家庭会在室内养殖植物和水生生物，室内养殖植物和诸如鱼类、水鱼

等水生生物不但能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还能起到加湿和美化环境的作用，是净化室内空

气、美化环境的常用手段。

[0004] 室内植物养殖通常使用花盆或者植物栽培箱进行养殖，而诸如鱼类、水草等水生

生物则使用鱼缸进行养殖，若想在室内既养殖植物又养殖水生生物，则需要使用不同的养

殖装置，这样不但占用空间，而且浪费水资源。

[0005] 中国专利CN  105052757B公开了“一种小型家用生态养殖方法”，通过将动物在饲

养室中来回驱赶后腾出空间，利用高压水排将养殖动物过程中产生的粪便和饲料残留物用

水冲洗后产生肥水，肥水可直接利用进行植物种植根系灌溉，也可以经过EM菌发酵后再进

行根系灌溉，富含植物所需的各种养分。此外，饲养区和种植区实现了空气循环，能够将种

植区中较为丰富的氧气输送至饲养区中，提高动物活力，动物产生的二氧化碳被输送至种

植区中便于植物日间吸收利用。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人致力于研究一项可实现“鱼-花-菜”三者结合的生态养殖的技

术方案。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操作简单方便，

可实现“鱼-花-菜”三者的立体养殖，适于在家庭阳台上推广应用。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

统，包括养殖架本体，所述养殖架本体从上至下依次设有至少一层水培植物养殖层、好氧细

菌培养层、至少一层无土栽培层、芽苗菜养殖层和位于同一层的营养供给箱及水生生物养

殖箱，所述水生生物养殖箱和所述营养供给箱通过软管连通；

[0009] 所述水生生物养殖箱与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输送软管，所述好

氧细菌培养层与所述芽苗菜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回收软管，所述水生生物养殖箱、养

鱼水输送软管、水培植物养殖层、好氧细菌培养层、养鱼水回收软管、芽苗菜养殖层和水生

生物养殖箱形成一循环的生态养殖系统；

[0010] 所述营养供给箱和所述无土栽培层之间通过一营养液输送软管和一营养液回收

软管形成一循环的无土栽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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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包括第一养殖箱体和种植于第一养殖箱体内的水培植物，所

述第一养殖箱体的底部铺设有过滤棉；

[0012] 所述好氧细菌培养层包括第二养殖箱体和种植于第二养殖箱体内的水培植物，所

述第二养殖箱体的底部铺设有培养棉，所述培养棉内附着有好氧细菌；

[0013] 所述无土栽培层包括一“U”型栽培管，所述栽培管上等间距开设有用于栽培蔬菜

的栽培孔；

[0014] 所述芽苗菜养殖层包括用于种植芽苗菜的芽苗菜种植箱和用于给芽苗菜种子催

芽的育苗箱，所述养鱼水回收软管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养殖箱体连通，所述养鱼水回收软管

的另一端与所述芽苗菜种植箱连通；

[0015] 所述水生生物养殖箱中设有第一潜水泵、造浪泵、第一增氧泵和硝化石，所述第一

潜水泵与所述养鱼水输送软管连通；

[0016] 所述营养供给箱中设有第二潜水泵，所述第二潜水泵与所述营养液输送软管连

通。

[0017] 本发明为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

[0018] 进一步地说，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具有两层，上、下两层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呈上

下错位分布，下层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和所述好氧细菌培养层呈上下错位分布。

[0019] 进一步地说，所述无土栽培层具有两层，上、下两层的栽培管通过连接直管连接形

成蛇形栽培管。

[0020] 进一步地说，所述好氧细菌培养层还具有第二增氧泵，所述第二增氧泵与所述第

二养殖箱体通过送氧软管连接。

[0021] 进一步地说，所述养鱼箱中还设有用于检测温度的温度计、用于提高养鱼水水温

的加热棒和自动向养鱼箱内投入鱼食的自动投食器。

[0022] 进一步地说，所述芽苗菜种植箱的箱底开设有若干通孔。

[0023] 进一步地说，所述好氧细菌为硝化细菌。

[0024] 进一步地说，所述水培植物为大叶水草、铜钱草或绿萝。

[0025] 进一步地说，所述栽培管为透明PVC管。

[0026] 进一步地说，所述芽苗菜为香椿芽苗菜、荞麦芽苗菜、苜蓿芽苗菜、花睡莲地菜、绿

色黑豆芽苗菜或红豆芽苗菜。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至少具有以下几点：

[0028] 1、本发明将“鱼-花”的生态养殖系统和“鱼-菜”的无土栽培系统合二为一，实现

“养鱼、养草和种菜”的立体养殖，不仅便于美化室内环境，还能吃上有机蔬菜，特别适于在

家庭阳台上推广应用；

[0029] 2、本发明的水生生物养殖箱与水培植物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输送软管，好氧

细菌培养层与芽苗菜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回收软管，水生生物养殖箱、养鱼水输送软

管、水培植物养殖层、好氧细菌培养层、养鱼水回收软管、芽苗菜养殖层和水生生物养殖箱

形成一循环的生态养殖系统，第一潜水泵定时将水生生物养殖箱内的排泄物经养鱼水输送

软管输送至水培植物养殖层(设有两层)后到达好氧细菌培养层，养鱼水经过两次的水培植

物的生物粗过滤以及过滤棉的物理粗过滤后，再在好氧细菌的作用下除去水体中的氨氮，

净化后的水体通过养鱼水回收软管送至芽苗菜种植箱，水流经芽苗菜种植箱给芽苗菜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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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提供营养，多余水体从芽苗菜种植箱的箱底留至水生生物养殖箱内；养鱼水中含有水培

植物需要的肥料，可作为水培植物生长的营养来源；

[0030] 3、本发明营养供给箱和无土栽培层之间通过一营养液输送软管和一营养液回收

软管形成一循环的无土栽培系统，营养供给箱中除了含有有机肥料，还定时添加水生生物

养殖箱中的养鱼水，第二潜水泵定时营养供给箱中的营养液输送至栽培管，给栽培管内的

栽培蔬菜提供营养，多余的营养液回流至营养供给箱；

[0031] 4、本发明水生生物养殖箱中设有造浪泵，在给水生生物增添乐趣的同时，可搅拌

箱底的排泄残物，避免排泄残物的聚积。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是本发明生态养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虚线为养鱼水流向)；

[0034] 图3是本发明无土栽培系统的结构示意图(虚线为营养液流向)；

[0035] 图4是本发明种植管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是本发明芽菜种植箱的结构示意图；

[0037] 附图中各部分标记如下：

[0038] 养殖架本体1、水培植物养殖层2、好氧细菌培养层3、无土栽培层4、芽苗菜养殖层

5、营养供给箱6、水生生物养殖箱7、软管8、养鱼水输送软管9、养鱼水回收软管10、营养液输

送软管11、营养液回收软管12、第一养殖箱体13、第二养殖箱体14、栽培管15、栽培孔16、芽

苗菜种植箱17、育苗箱18、出水孔19、第二增氧泵20和通孔21。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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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0] 实施例：一种鱼花菜的生态养殖系统，如图1-图5所示，包括养殖架本体1，所述养

殖架本体从上至下依次设有至少一层水培植物养殖层2、好氧细菌培养层3、至少一层无土

栽培层4、芽苗菜养殖层5和位于同一层的营养供给箱6及水生生物养殖箱7，所述水生生物

养殖箱和所述营养供给箱通过软管8连通；

[0041] 所述水生生物养殖箱与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输送软管9，所述

好氧细菌培养层与所述芽苗菜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回收软管10，所述水生生物养殖

箱、养鱼水输送软管、水培植物养殖层、好氧细菌培养层、养鱼水回收软管、芽苗菜养殖层和

水生生物养殖箱形成一循环的生态养殖系统；

[0042] 所述营养供给箱和所述无土栽培层之间通过一营养液输送软管11和一营养液回

收软管12形成一循环的无土栽培系统；

[0043] 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包括第一养殖箱体13和种植于第一养殖箱体内的水培植物，

所述第一养殖箱体的底部铺设有过滤棉；过滤棉的厚度占第一养殖箱体的高度的1/4。

[0044] 所述好氧细菌培养层包括第二养殖箱体14和种植于第二养殖箱体内的水培植物，

所述第二养殖箱体的底部铺设有培养棉，所述培养棉内附着有好氧细菌；培养棉的厚度占

第二养殖箱体的高度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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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所述无土栽培层包括一“U”型栽培管15，所述栽培管上等间距开设有用于栽培蔬

菜的栽培孔16；具体实施时，在栽培孔内放置种植杯，种植杯的底部放置有一用于固定蔬菜

的种植海绵块。

[0046] 所述芽苗菜养殖层包括用于种植芽苗菜的芽苗菜种植箱17和用于给芽苗菜种子

催芽的育苗箱18，所述养鱼水回收软管的一端与所述第二养殖箱体连通，所述养鱼水回收

软管的另一端与所述芽苗菜种植箱连通；

[0047] 所述水生生物养殖箱中设有第一潜水泵、造浪泵、第一增氧泵和硝化石，所述第一

潜水泵与所述养鱼水输送软管连通；

[0048] 所述营养供给箱中设有第二潜水泵，所述第二潜水泵与所述营养液输送软管连

通。

[0049] 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具有两层，上、下两层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呈上下错位分布，

下层所述水培植物养殖层和所述好氧细菌培养层呈上下错位分布。具体实施时，第一养殖

箱体的侧壁和第二养殖箱体的侧壁皆开设有出水孔19，保证上层的第一养殖箱体的出水孔

位于下层的第一养殖箱体的上方，下层的第一养殖箱体的出水孔位于第二养殖箱体的上

方，第二养殖箱体的出水孔与养鱼水回收软管连通。

[0050] 所述无土栽培层具有两层，上、下两层的栽培管通过连接直管连接形成蛇形栽培

管。

[0051] 所述好氧细菌培养层还具有第二增氧泵20，所述第二增氧泵与所述第二养殖箱体

通过送氧软管连接。

[0052] 所述养鱼箱中还设有用于检测温度的温度计、用于提高养鱼水水温的加热棒和自

动向养鱼箱内投入鱼食的自动投食器。

[0053] 所述芽苗菜种植箱的箱底开设有若干通孔21。

[0054] 所述好氧细菌为硝化细菌。

[0055] 所述水培植物为大叶水草、铜钱草或绿萝等其他水草植物。

[0056] 所述栽培管为透明PVC管。

[0057] 所述芽苗菜为香椿芽苗菜、荞麦芽苗菜、苜蓿芽苗菜、花睡莲地菜、绿色黑豆芽苗

菜或红豆芽苗菜。

[005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

[0059] 本发明的水生生物养殖箱与水培植物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输送软管，好氧细

菌培养层与芽苗菜养殖层之间设有一养鱼水回收软管，水生生物养殖箱、养鱼水输送软管、

水培植物养殖层、好氧细菌培养层、养鱼水回收软管、芽苗菜养殖层和水生生物养殖箱形成

一循环的生态养殖系统，第一潜水泵定时将水生生物养殖箱内的排泄物经养鱼水输送软管

输送至水培植物养殖层(设有两层)后到达好氧细菌培养层，养鱼水经过两次的水培植物的

生物粗过滤以及过滤棉的物理粗过滤后，再在好氧细菌的作用下除去水体中的氨氮，净化

后的水体通过养鱼水回收软管送至芽苗菜种植箱，水流经芽苗菜种植箱给芽苗菜的生产提

供营养，多余水体从芽苗菜种植箱的箱底留至水生生物养殖箱内；养鱼水中含有水培植物

需要的肥料，可作为水培植物生长的营养来源；

[0060] 本发明营养供给箱和无土栽培层之间通过一营养液输送软管和一营养液回收软

管形成一循环的无土栽培系统，营养供给箱中除了含有有机肥料，还定时添加水生生物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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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箱中的养鱼水，第二潜水泵定时营养供给箱中的营养液输送至栽培管，给栽培管内的栽

培蔬菜提供营养，多余的营养液回流至营养供给箱。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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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