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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鱼缸的安全管理系统以及

具备该管理系统的新型鱼缸，该设备能够在断电

或者设备老化(尤其是常见的浮球水位控制器中

垫片老化导致的漏水现象)的情况下，自动识别

并通过水位控制器自动切断下水管路的供水，从

而避免水漫出水循环过滤槽浸泡地板或者家具

等不良后果，同时也避免在水循环过滤槽出现问

题的情况下，鱼缸本体内的水及时停止循环保证

鱼儿用水的需求；另外，本发明的技术方案通过

对水循环系统的结构和装置的改进，一是能够达

到更好的水净化效果，二是能够充分的将鱼缸本

体内的食物残渣和鱼粪及时的抽入到水循环过

滤系统中去。综上所述，本发明的鱼缸在能够达

到安全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养殖鱼类和达到充

分的观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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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鱼缸安全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水位控制器，智能球阀和液位开关，所述

智能球阀安装在鱼缸的下水管路上，且与所述水位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电连接；所述液位

开关安装在水循环过滤槽的上部，且与所述水位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缸安全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防溢水控制开关，所

述防溢水控制开关设置在循环过滤槽的安装底面上，且所述防溢水开关与所述水位控制器

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2中任意一项所述的鱼缸安全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安全供

氧装置，所述安全供氧装置包括与氧气泵相连接的二位三通电磁阀以及安装在鱼缸本体底

部的备用氧气输出口，所述二位三通电磁阀通过所述水位控制器与电源连接。

4.一种新型安全鱼缸，其特征在于，包括鱼缸本体、水循环过滤装置和所述权利要求1‑

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鱼缸安全管理系统，所述水循环过滤装置与所述鱼缸本体之间通过上

水管路和下水管路分别相连接，所述上水管路上设置有水泵和止回阀。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新型安全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循环过滤装置依次包括干

湿分离槽、一级过滤槽、细菌屋、净水槽和上水槽；所述干湿分离槽上的滴水管通过浮球水

位控制器与所述下水管路相连通，且所述浮球水位控制器位于所述上水槽内；所述干湿分

离槽可移动的放置于所述一级过滤槽、细菌屋和净水槽的上方，且所述干湿分离槽的外侧

设置有用以拖拉的把手。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新型安全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过滤槽位于所述干湿分

离槽出水口的下方，所述一级过滤槽内设置粗过滤棉和过滤袋，所述粗过滤棉平铺在所述

一级过滤槽的上部；所述过滤袋至少1个，且所有的所述过滤袋通过安装架竖向平行的设置

在所述一级过滤槽内；所述安装架将所述一级过滤槽分割成相互独立的两个过滤腔，两个

所述过滤腔通过过滤袋相连通；所述过滤袋的过滤孔的大小为100‑200微米。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新型安全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过滤槽通过右侧壁下方

设置的出水通道与所述细菌屋相连通，所述细菌屋通过右侧上方的出水通道与所述净水槽

相连通；所述细菌屋的个数为奇数个，且相邻的3个所述细菌屋之间分别通过底部通道和上

部通道相连通，所有的所述细菌屋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粗过滤棉层、细菌培养层、放置架和

氧气棒，所述放置架的高度不小于下方出水通道的高度，所述氧气棒通过二位三通电磁阀

与所述氧气泵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5‑7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新型安全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净水槽与所述

上水槽之间通过“U”型的输水腔相连通，所述输水腔的一端与所述净水槽的底部连接，另一

端与所述上水槽的底部连接；所述上水槽内设置有精过滤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新型安全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水槽包括稳水腔、精过滤

腔和抽水腔，所述浮球水位控制器设置在所述稳水腔内；所述液位开关设置在所述稳水腔

的侧壁上，且所述液位开关设置的高度不高于所述稳水腔最短侧壁的上沿；所述精过滤腔

内设置有孔径为5‑10微米的过滤管，所述过滤管通过分隔板垂直固定在所述精过滤腔内，

且所述精过滤腔通过过滤管与所述稳水腔相连通，所述过滤管和所述分割板之间设置有

“工”字形的密封件；所述抽水腔通过抽水通道与所述精过滤腔相连通，所述水泵的入水口

设置在所述抽水腔内。

10.根据权利要求4‑7或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新型安全鱼缸，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水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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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落水口一一对应且在横向上相对设置，所述上水口的出水角度与鱼缸本体的底面相平

行；所述落水口上设置有落水防护架，所述落水防护架包括连接管、球形防护网和侧面支撑

柱，所述连接管可拆卸的设置在落水安装管内，所述连接管通过侧面支撑柱与所述球形防

护网相连接，且所述连接管的上端与所述球形防护网的下端之间通过侧面支撑柱形成了与

所述底面相平行的侧面落水通道；所述连接管上设置有快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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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鱼缸的安全管理系统以及新型安全鱼缸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技术方案属于水族箱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鱼缸的安全管理系统以及新

型安全鱼缸。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观赏类鱼种的养殖逐步进入了我们的日

常生活，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在家里、办公空间甚至公共场所中放置鱼缸，养殖一些富有寓意

或者观赏价值高的鱼类，供人们生活消遣，同时也优化身边的生活环境。

[0003] 现有技术中的鱼缸在使用的过程中通常会因为断电或者设备老化等问题发生“水

漫金山”或者鱼缸内无水可用的情况，导致家中泡水或者鱼儿因为缺水发生死亡等经济损

失和生活麻烦；另外，现有技术中加氧棒通常设置在鱼缸本体上，在无管道鱼缸内，通常会

因为加氧棒的工作而影响视觉效果，而且加氧棒的高密度水泡有时会给观赏者带来烦躁

感，同时现有技术的水循环装置中由于待净化的水在过滤中进入到细菌屋中，会由于水中

含氧量不足导致细菌培养效果差等问题。

[0004] 所以根据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亟需提供一种鱼缸的安全控制系统，以及带有

安全控制系统和具有合理设计布局水循环系统的新型鱼缸。

发明内容

[0005] 根据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鱼缸的安全管理系统以及具

备该管理系统的新型鱼缸，该设备能够在断电或者设备老化(尤其是常见的浮球水位控制

器中垫片老化导致的漏水现象)的情况下，自动识别并通过水位控制器自动切断下水管路

的供水，从而避免水漫出水循环过滤槽浸泡地板或者家具等不良后果，同时也避免在水循

环过滤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鱼缸本体内的水及时停止循环保证鱼儿用水的需求；另外，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通过对水循环系统的结构和装置的改进，一是能够达到更好好的水净化效

果，二是能够充分的将鱼缸本体内的食物残渣和鱼粪及时的抽入到水循环过滤系统中去。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鱼缸在能够达到安全的同时越能够更好的养殖鱼类和达到充分的观赏

效果。

[0006] 本发明的一种鱼缸安全管理系统，包括，水位控制器，智能球阀和液位开关，所述

智能球阀安装在鱼缸的下水管路上，且与所述水位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电连接；所述液位

开关安装在水循环过滤槽的上部，且与所述水位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

[0007]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还包括防溢水控制开关，所述防溢水控制开关设

置在循环过滤槽的安装底面上，且所述防溢水开关与所述水位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电连

接。

[0008]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还包括安全供氧装置，所述安全供氧装置包括与

氧气泵相连接的二位三通电磁阀以及安装在鱼缸本体底部的备用氧气输出口，所述二位三

通电磁阀通过所述水位控制器与电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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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一种新型安全鱼缸，包括鱼缸本体、水循环过滤装置和上面所述的鱼缸安全管理

系统，所述水循环过滤装置与所述鱼缸本体之间通过上水管路和下水管路分别相连接，所

述上水管路上设置有水泵和止回阀。

[0010]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水循环过滤装置依次包括干湿分离槽、一级

过滤槽、细菌屋、净水槽和上水槽；所述干湿分离槽上的滴水管通过浮球水位控制器与所述

下水管路相连通，且所述浮球水位控制器位于所述上水槽内；所述干湿分离槽可移动的放

置于所述一级过滤槽、细菌屋和净水槽的上方，且所述干湿分离槽的外侧设置有用以拖拉

的把手。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一级过滤槽位于所述干湿分离槽出水口的下

方，所述一级过滤槽内设置粗过滤棉和过滤袋，所述粗过滤棉平铺在所述一级过滤槽的上

部；所述过滤袋至少1个，且所有的所述过滤袋通过安装架竖向平行的设置在所述一级过滤

槽内；所述安装架将所述一级过滤槽分割成相互独立的两个过滤腔，两个所述过滤腔通过

过滤袋相连通；所述过滤袋的过滤孔的大小为100‑200微米。

[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一级过滤槽通过右侧壁下方设置的出水通道

与所述细菌屋相连通，所述细菌屋通过右侧上方的出水通道与所述净水槽相连通；所述细

菌屋的个数为奇数个，且相邻的3个所述细菌屋之间分别通过底部通道和上部通道相连通，

所有的所述细菌屋从上到下依次设置有粗过滤棉层、细菌培养层、放置架和氧气棒，所述放

置架的高度不小于下方出水通道的高度，所述氧气棒通过二位三通电磁阀与所述氧气泵相

连接。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净水槽与所述上水槽之间通过“U”型的输水

腔相连通，所述输水腔的一端与所述净水槽的底部连接，另一端与所述上水槽的底部连接；

所述上水槽内设置有精过滤装置。

[0014]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上水槽包括稳水腔、精过滤腔和抽水腔，所述

浮球水位控制器设置在所述稳水腔内；所述液位开关设置在所述稳水腔的侧壁上，且所述

液位开关设置的高度不高于所述稳水腔最短侧壁的上沿；所述精过滤腔内设置有孔径为5‑

10微米的过滤管，所述过滤管通过分隔板垂直固定在所述精过滤腔内，且所述精过滤腔通

过过滤管与所述稳水腔相连通；所述抽水腔通过抽水通道与所述精过滤腔相连通，所述水

泵的入水口设置在所述抽水腔内。

[0015]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上水口和所述落水口一一对应且在横向上相

对设置，所述上水口的出水角度与鱼缸本体的底面相平行；所述落水口上设置有落水防护

架，所述落水防护架包括连接管、球形防护网和侧面支撑柱，所述连接管可拆卸的设置在落

水安装管内，所述连接管通过侧面支撑柱与所述球形防护网相连接，且所述连接管的上端

与所述球形防护网的下端之间通过侧面支撑柱形成了与所述底面相平行的侧面落水通道。

附图说明

[0016] 在下文中将基于实施例并参考附图来对本发明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0017] 图1是本发明新型鱼缸的整体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鱼缸本体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水循环过滤槽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12772528 A

5



[0020] 图4是本发明水循环过滤槽的右侧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落水安装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在附图中，相同的部件使用相同的附图标记。附图并未按照实际的比例绘制。

[0023] 图中：1‑鱼缸本体；11‑粗过滤棉；12‑过滤袋；13‑出水通道；14‑挡水板；15‑过滤

管；2‑安全管理系统；21‑水位控制器；22‑智能球阀；23‑液位开关；24‑防溢水控制开关；25‑

氧气泵；26‑二位三通电磁阀；27‑备用氧气输出口；3‑落水防护架；31‑下水管路；32‑球形防

护网；33‑侧面支撑柱；34‑连接管；4‑浮球水位控制器；5‑干湿分离槽；51‑滴水管；52‑把手；

6‑一级过滤槽；7‑细菌屋；71‑氧气棒；72‑放置架；73‑细菌培养层；8‑净水槽；81‑输水腔；

82‑稳水腔；83‑精过滤腔；84‑抽水腔；85‑抽水通道；86‑分隔板；9‑水泵；91‑止回阀；92‑上

水管路；93‑上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附图1‑5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和图3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鱼缸安全管理系统2，包括，水位控制器21，智

能球阀22和液位开关23，本发明中的水位控制器21型号为NE555的水位控制器21，其能够通

过液位开关23实时检测水位情况，所述智能球阀22安装在鱼缸的下水管路31上，且与所述

水位控制器21的信号输出端电连接，当水位超过警戒线时能够及时控制智能球阀22切断输

水管路。所述液位开关23安装在水循环过滤槽的上部，且与所述水位控制器21的信号输入

端电连接，本发明采用的液位开关23为“伊莱科牌的鸭嘴式浮球开关”，在水位上升时会自

动接通，将信号传输给水位控制器21，这样液位开关23就能够检测到水循环过滤槽内的水

是否超过了警戒线，通常情况水位超过警戒线主要原因有，一是水泵9损坏无法为鱼缸上

水，导致水循环过滤槽内的水位升高，二是浮球水位控制器4内的橡胶垫老化达不到密封效

果，当浮球处于关闭状态时，仍然会有水漏到水循环过滤槽内导致其水位升高。

[0027]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还包括二级安全防护措施即防溢水控制开关24，

所述防溢水控制开关24设置在循环过滤槽的安装底面上，且所述防溢水开关与所述水位控

制器21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当液位开关23失灵或者鱼缸、水槽等其他地方发生漏水时，当

水流入到地面时，会因为水的导电特性导致翻译水控制开关接通，从而将溢水的信号传送

给水位控制器21，控制智能球阀22将输水管路切断，避面漏水量进一步扩大。

[0028] 如图2所示，在水体供氧上还设计了避免在停电或者抽水泵9不供水的情况下的安

全供氧装置，所述安全供氧装置包括与氧气泵25相连接的二位三通电磁阀26以及安装在鱼

缸本体1底部的备用氧气输出口27，所述二位三通电磁阀26通过所述水位控制器21与电源

连接，该电磁阀通电时通过能够将氧气泵25的氧气直接通入到水循环装置中细菌屋7下方

的氧气棒71中，当断电时二位三通电磁阀26将会自动切换，断开细菌屋7中的氧气棒71，通

入到预设在鱼缸被踢内的氧气输出口的氧气棒71内，直接对鱼缸本体1内的水进行供氧。

[0029] <实施例2>

[0030] 如图1所示，一种新型安全鱼缸，包括鱼缸本体1、水循环过滤装置和实施例1中所

述的鱼缸安全管理系统2，所述水循环过滤装置与所述鱼缸本体1之间通过上水管路92和下

水管路31分别相连接，所述上水管路92上设置有水泵9和止回阀91，在水泵9不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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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止回阀91能够防止鱼缸内的水倒流，通过在鱼缸的系统上设置鱼缸安全管理系统2，能

够实现鱼缸溢水的三重安全防护，一是防止水循环过滤槽内的水位超过警戒线而溢出；二

是能够防止因为鱼缸其他地方漏水到地面而引发不良后果；三是能够在断电或者水泵9不

为鱼缸供水的情况下，供氧泵自动切换为鱼缸本体1内的氧气棒71供氧。另外，在下水管路

31上还设置有和智能球阀22相邻的机械开关，以备在鱼缸换水和清洗的时候使用。

[0031] 本发明为了达到更好的水循环净化效果对水循环过滤装置做了细化的设计，具体

的所述水循环过滤装置依次包括干湿分离槽5、一级过滤槽6、细菌屋7、净水槽8和上水槽；

所述干湿分离槽5上的滴水管51通过浮球水位控制器4与所述下水管路31相连通，所述滴水

管51与所述浮球水位控制器4之间通过软管相连通，且所述浮球水位控制器4位于所述上水

槽内；所述干湿分离槽5可移动的放置于所述一级过滤槽6、细菌屋7和净水槽8的上方，且所

述干湿分离槽5的外侧设置有用以拖拉的把手52，通过设置把手52能够将干湿分离槽5拉

出，更换上面的过滤棉，现有技术中的干湿分离槽5通常直接和过滤水槽进行了一体设置，

但是在过滤棉更换和干湿分离槽5清洗的时候不方便，而且清洗时容易留下死角，通过本技

术方案的活动设计能够随时的将干湿分离槽5拉出到方便操作的位置，及时跟换过滤棉和

清洗，另外将滴水管51与浮球水位控制器4之间通过软管相连通能够方便干湿分离槽5的拖

拽。

[0032] 本发明中如图3所示，所述一级过滤槽6位于所述干湿分离槽5出水口的下方，且位

于水循环过滤装置的最左侧，所述一级过滤槽6内设置粗过滤棉11和过滤袋12，所述粗过滤

棉11平铺在所述一级过滤槽6的上部，对从干湿分离槽5内输出的水进行第一步的粗过滤，

然后将过滤的水输送到其下方的过滤袋12内进行细过滤；所述过滤袋12至少1个，且所有的

所述过滤袋12通过安装架竖向平行的设置在所述一级过滤槽6内；所述安装架将所述一级

过滤槽6分割成相互独立的两个过滤腔，两个所述过滤腔通过过滤袋12相连通，两个过滤腔

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充分过滤，防止没有过滤的水进入下一个环节，过滤袋12竖向设置配

合下文中一级过滤槽6底部的出水通道13，能够将水顺势过滤；优选的，所述过滤袋12的过

滤孔的大小为100‑200微米。

[0033]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所述一级过滤槽6通过右侧壁下方设置的出水通

道13与所述细菌屋7相连通，所述细菌屋7通过右侧上方的出水通道13与所述净水槽8相连

通，通过“S”型的流水设计，能够增加水流距离，同时也能够保证整个一级过滤槽6和细菌屋

7内无积水死角，均能够充分的流动起来；所述细菌屋7的个数为奇数个，且相邻的3个所述

细菌屋7之间分别通过底部通道和上部通道相连通，设计成奇数个细菌屋7的目的也是为了

实现最终水流入到净水槽8内是从上部的输水通道中流入的，而不是从下部的，避免细菌屋

7中的一些大颗粒物质进入到净水槽8内，当然，细菌屋7的个数也可以进行限定，只要用本

发明的的输水管道进行合理设计也不会有流通死角。所有的所述细菌屋7从上到下依次设

置有粗过滤棉11层、细菌培养层73、放置架72和氧气棒71，所述放置架72的高度不小于下方

出水通道13的高度，所述氧气棒71通过二位三通电磁阀26与所述氧气泵25相连接，通过氧

气棒71直接对细菌屋7进行供氧，能够达到更好的培养细菌和水中加氧的效果。

[0034] 为了防止浮球水位控制器4所在的上水槽内不出现死水的情况，将上水槽的入水

口设置在了底部，且所述净水槽8与所述上水槽之间通过“U”型的输水腔81相连通，所述输

水腔81的一端与所述净水槽8的底部连接，另一端与所述上水槽的底部连接；，同样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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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解决了浮球与精过滤装置的结构布局问题，所述上水槽内的左侧设置有精过滤装置，在

右侧有足够的空间防止浮球，通过浮球检测循环过滤槽内的水位情况，从而达到智能控制

的效果。

[0035] 为了达到更好精过滤效果，所述上水槽包括稳水腔82、精过滤腔83和抽水腔84，所

述浮球水位控制器4设置在所述稳水腔82内；所述液位开关23设置在所述稳水腔82的侧壁

上，且所述液位开关23设置的高度不高于所述稳水腔82最短侧壁的上沿；所述精过滤腔83

内设置有孔径为5‑10微米的过滤管15，所述过滤管15通过分隔板86垂直固定在所述精过滤

腔83内，且所述精过滤腔83通过过滤管15与所述稳水腔82相连通，所述过滤管15的上沿高

度小于所述净水通道左侧挡水板14的高度，通过设计分隔板86形成独立的精过滤腔83，在

抽水腔84抽水时能够使精过滤腔83内出现真空状态，通过抽水使精过滤腔83内产生负压，

从而达到过滤水的效果，因为5‑10微米孔径的过滤管15只有在一定的压力差的条件下才能

达到快速过滤的效果；所述抽水腔84通过抽水通道85与所述精过滤腔83相连通，所述抽水

通道85位于所述精过滤腔83右侧壁的下部，所述水泵9的入水口设置在所述抽水腔84内。所

述过滤管和所述分割板之间设置有“工”字形的密封件，该设计能够在达到密封效果的同时

方便过滤管的拆卸和安装。

[0036] 如图5所示，所述上水口93和所述落水口一一对应且在横向上相对设置，所述上水

口93的出水角度与鱼缸本体1的底面相平行；所述落水口上设置有落水防护架3，所述落水

防护架3包括连接管34、球形防护网32和侧面支撑柱33，所述连接管34可拆卸的设置在落水

安装管内，所述连接管34通过侧面支撑柱33与所述球形防护网32相连接，且所述连接管34

的上端与所述球形防护网32的下端之间通过侧面支撑柱33形成了与所述底面相平行的侧

面落水通道，通过在下水组件上设置与安装固定装置分体的落水防护架3，一是能够灵活安

装，与缸体连接时不受落水防护架3的影响；二是方便清洗，因为在鱼缸使用时间长了之后

落水处会生长一些微生物或者沉淀杂质覆层，一体结构的下水装置不利于清楚，而且清洗

不彻底，而本技术方案中的分体结构可以很方便的将落水防护架3取出进行清洗；将落水防

护架3设置成防护网、侧面支撑柱33和连接管34的结果，一是通过落水防护架3能够保护养

殖的鱼类不会进入到输水管路内，同时球状结构增加美观的同时，能够达到与缸体内输水

的最大接触面积；二是在通过侧面支撑柱33设置的侧面落水口，能够保持缸体的底面平齐，

所以能够无死角的将鱼缸内的食物残渣以及鱼粪吸入到水净化循环系统中；通过设计与防

护网相匹配的固定装置，并将固定装置设置成一个固定套管，上部套接落水的连接管34，下

部连接输水管路，组装方便，而且是用快接螺母，徒手即可以实现安装；针对现实的鱼缸使

用过程中，有些人喜欢在鱼缸中放入沙石、培养基等种植写水草或者其他的生物的养殖，本

技术方案通过将连接管34设计有快接结构，能偶成随时加长，能够应对不同用户的需求，设

计更加的人性化和使用更加的便捷。

[0037] 虽然已经参考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

下，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改进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换其中的部件。尤其是，只要不存在结构冲

突，各个实施例中所提到的各项技术特征均可以任意方式组合起来。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文

中公开的特定实施例，而是包括落入权利要求的范围内的所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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