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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化养殖循环水处理控制系统的设计 

刘雨青 吴燕翔 吴晓栋 

(上海海洋大学工程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 通过研究和分析工厂化养殖循环水处理系统的控制工艺，设计了以西门子s7—_20o PLC为核心的循环水养殖控制系 

统。自动检测和控制养殖池中的溶解氧、pH值、氨氮、硫酸氢和水温等环境因子，使养殖环境处于最佳状态，促进鱼类快速生 

长。整个系统分为生物反应器 自循环、应急处理、水循环及过滤、水质监测及设备控制和恒温温控五大模块。对系统进行 了 

硬件和软件设计，给出了软件流程图。经调试系统自动化程度高，便于维护，运行稳定、可靠，是提高国内工厂化水产养殖水 

平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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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水产业的优化升 

级，工厂化养殖作为一种水产品养殖环境和营养供 

给自动控制的标准化养殖模式，以其节能、节水和 

高产等优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国现有的 

工厂化水产养殖技术和自动控制水平较低，主要以 

温室流水养殖、半封闭循环水养殖为主，是以消耗 

能源，牺牲环境来换取效益，与先进国家技术密集 

型的循环水养殖系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是工厂 

化养殖的初级阶段⋯。引进国外的先进养殖设施 

和技术，投资和运营成本都高，且技术保密，难以充 

分发挥其实际效益 2、3 J。因此，研究适合我国发展 

的工厂化水产养殖控制系统是实现水产养殖健康、 

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而其中循环水 

处理系统是工厂化养殖的核心，水质环境的监测和 

控制是工厂化养殖的关键，可缩短水产养殖周期， 

提供鲜活实验研究数据 J。鉴于此，本文设计了以 

s7—200 PLC为控制核心的工厂化养殖循环水处理 

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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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的控制工艺和控制要求 

工厂化养殖循环水处理控制系统是将养殖池 

中需要更换的劣质水通过循环水处理后，成为符合 

养殖水质要求的“新水”，从而实现高密度养殖和全 

年、反季节生产。本次设计以大菱鲆养殖为例，养 

殖池截面积为正圆形，底部成锥形且斜率为5％，有 

效面积为50 II1 ，平均水深 0．8 in，容积为40 1TI 。该 

系统的控制工艺流程图如图 1所示 J。 

在整个循环水处理系统中，养殖池中被置换出 

的废水首先进入一级净化池，将残饵、粪便等固体 

和高浓度的杂物分离出去，减轻生物处理负荷。然 

后进入水培蔬菜渠，利用植物或花卉的根系，形成 

独特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经济实惠的去除养殖水中 

部分氨氮、亚硝酸等有害物质。蓄水池可以同时将 

水培渠流出的水以及 由外部海水流人人工湿地的 

补水储备其中。接着经过地下水管，由循环水泵 14 

和阀F16将水抽到生物反应器中净化，从阀F10流 

出，生物反应器具有自动反冲洗功能。随后进入泡 

沫分离器，利用在气泡表面能够吸附混杂在水中各 

种颗粒状的污垢以及溶于水中的蛋白质，进行分离 

或浓缩过程。再经阀 F13进入紫外线消毒渠，同时 

工作的臭氧发生器向泡沫分离器中送入臭氧气体 

进行消毒。最后循环水进入调配池，由温控调节设 

备调节水温，并在调配池中对水质进行检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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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氧量、氨氮、硫化氢、pH值、余氯和水温等环境因 

子，并控制其中的增氧机及各种加投药计量泵保证 

水质达到养殖标准后经阀F15送回到养殖池。调配 

池中各种传感器分为两组，分别安装在调配池和养 

殖池的出水 口，实时监控，确保进入鱼池 的水质 

达标。 

根据大菱鲆的生活习性，对该循环水养殖系统 

提出了控制要求 j：水温控制在(13～l8) ，溶氧 

量为(5～8)mg／L以上，pH值为7．5～8．5，水中的 

非离子氨 NH 的含量小于等于0．02 mg／L，亚硝酸 

含量小于等于0．2 m#L，余氯含量小于等于0．02 

mg／L。循环周期的选择需要通过养殖生产试验确 

定，不能太高或太低，太高循环泵耗电较大，太低不 

能保证鱼池水质安全。。 ，因此，本设计水池循环周 

期为2．4 h／次。 

1一生化反应器 ，2一泡沫分离器 ，3一臭氧发生器，4一紫外线消毒水渠，5一温控系统，6～调配池，7一大菱鲆养殖池 

8一一级净化池，9一水培蔬菜渠，10一蓄水池，11一人工湿地，12一鼓风机，13一增氧机，14、15一循环水泵 

图 1 工厂化养殖水处理控制系统工艺流程图 

2 控制系统硬件设计 

2．1 系统的基本硬件配置 

通过对工厂化养殖循环水处理控制系统的工 

艺分析可知，需要控制的参数分为两类：(1)循环水 

处理设备，包括循环水泵、各电磁阀的开关和联锁、 

温度和水位调节阀的开度、生物反应器的反冲洗过 

程、鼓风机、增氧机的启停等；(2)水质环境参数，包 

括水温、pH值、溶氧量、余氯值、硫化氢、氨氮、亚硝 

酸盐等。由此分析可知，该系统 由多个开关量、模 

拟量、多种自动检测仪、伺服控制器等组成，控制要 

求 自动化程度高、无人值守，而且水产养殖工作环 

境潮湿，对这样的控制系统，采用 PLC控制可充分 

发挥其优势，能获得较好 的控制效果。因此，最终 

选择采用西门子 S7--200PLC。 

由于养殖循环水处理控制系统设计的输 输 

出端口较多，控制过程相对复杂，因此采用 CPU226 

作为该控制系统的主机。对于模拟量的采集和控 

制，系统配置了一个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EM235 

和3个模拟输入模块 EM23 1、2个数字量输入／输出 

模块EM223，可满足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另外还 

配备了温度传感器——变送器2只；浊度仪、pH仪、 

余氯仪、溶氧仪、硫化氢仪、氨氮仪、亚硝酸盐仪各2 

台；高温电动伺服阀 1台；电磁阀十几只；精确测量 

泵4台；循环水泵 2台；西门子触摸屏 1台；控制柜 

(定制)1台；压力表若干等。 

2．2 PLC控制系统的 I／O地址分配 

本系统共设计了 10个数字量输入、25个数字 

量输出，l5个模拟量输人、1个模拟量输出。系统的 

输3,／输出信号分配简图如图2所示。 

3 控制系统软件设计 

控制系统总体分为五个部分：水循环及过滤部 

分、水质监测及设备控制部分、恒温温控部分、生物 

反应器自循环部分和应急处理模块部分。系统整 

体程序流程图如图3所示。将工厂化养殖水处理系 

统模块化，易于程序的编写及调试。鉴于篇幅的限 

制，本文仅给出主程序和部分子程序流程图，并附 



科 学 技 术 与 工 程 12卷 

主令信号 —+ 嫜 
—  

l循环水泵控制I 
现场状态}_ 爨 醛 —叫各计量泵控制l 

溶氧值 卜-+ —争l水处理设备控制l 

【余氯值 卜◆ S7_200 —◆I电磁阀控制l 

CPU226～ —叫 声光报警 l l硫化氢值卜
_-． 蓬 及输入 ／ 

—

◆I 信息指示 l 1氨氮值 输出扩展 

I亚硝酸盐值 啼 呻 模块 
瓣 

—  

l电动调节阀控制 I pH(1~ 脚 

I 水温 卜+ 
誉 

I 水位 卜__◆ 

图2 系统的输入／输出信号分配简图 

以简要说明。 

图 3 系统整体程序流程图 

(1)生物反应器自循环部分。利用所填充的生 

物滤料表面附着的各种细菌将水中的氨氮、亚硝酸 

盐等有害物质消除，以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它是 

循环水养殖的关键 J。图4是生物反应器自循环 

处理部分流程图。由于生物反应器在使用前必须 

自冲洗(30—40)d，接种和培养生物，使滤料上形成 

明胶状生物膜。因此，生物反应器自循环持续 30 d 

后模块程序结束，关闭所有阀门及水泵，回到启动 

状态。 

(2)应急处理模块部分是养殖池水质超过危险 

图4 生物反应器自循环处理部分流程图 

指标时的急救系统。主要包括对含氧量、pH值、硫 

化氢等水质指标设定高低安全范围及应急措施。 

(3)水循环及过滤部分是整个循环水养殖的关 

键。根据控制工艺，利用PLC使养殖池污水经各级 

水处理设备过滤和净化重新达到养殖标准后送回 

养殖池。水循环运行基本无人值守，循环水泵的自 

动过程由两台泵互为备用，而手动过程，除操作两 

台泵的启／停以外，还操作生物反应器的反冲洗 

过程。 

(4)水质监测及设备控制部分是将调配池传感 

器检测的有关养殖水质参数，如溶氧量、pH值、氨氮 

含量、亚硝酸盐等通过模拟量模块经A／D转换后传 

给 PLC，控制相关的计量泵、增氧机和鼓风机，对养 

殖环境进行准确的调节和实时监控，保证养殖环境 

稳定可靠。这里主要介绍溶解氧调节子程序，如图 

5所示，其它各参数的控制方法接近。 

根据控制要求，溶解氧控制在(5—8)mg／L。 

通过溶解氧传感器将采集到的数据由AIW2存入 

PLC的VW1420地址中，并求出采样平均值，当此值 

大于或等于5 mg／L时开增氧机，当此值小于或等于 

8 mg／L加投水必净，直到采样值达到中间值 6．5 

mg／L时，关闭调节设备。由于溶氧量传感器量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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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溶解氧调节子程序流程图 

(0～20)mg／L，而 PLC程序刻度值为 0～32 000 

(EM235的分辨率为 12位)，因此编程时需要分两 

步对输入模拟量进行转换： 

(1)采样值转换为 (4—20)mA的标准电流 

值，即 

，=(20—4)x／20+4 (1) 

式(1)中，，为溶氧量的电流值(mA)， 为溶氧值 

(mg／L)。 

(2)电流值转换为PLC的刻度值，即 

Y：32 000／20I (2) 

式(2)中，Y为 PLC的刻度值。 

经公式(1)、式(2)计算可知，含氧量的上限为 

16 640，下限为 12 800，中间值为 16 560。 

(5)恒温温控部分是控制温控循环设备，将加 

热前后的水温由温度仪读入 PLC进行 PID控制，从 

而控制热交换器实现养殖池水温恒定。 

4 结论 

本文设计了以 PLC为核心的工厂化养殖循环 

水处理控制系统，根据循环水养殖控制工艺，对系 

统进行了硬件和软件设计，实现了各级水处理设 

备、泵和阀等的自动控制和水质环境的自动调节。 

该系统经实验室模拟调试运行证明，系统自动化程 

度高，控制稳定可靠，便于维护，节水节能，能够准 

确测量和控制水质环境因子，将养殖环境控制在最 

佳状态，适合大规模和高密度水产养殖，具有 良好 

的推广价值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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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of Circulating Water Treatment Control System for 

Industrialized Aquaculture 

LIU Yu—qing，WU Yan—xiang，WU Xiao—do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
，P．R．China)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 control process of industrialized aquaculture circulating water 

treatment system，circulating aquacultur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S7—2o0 PLC is designed
． The systern automati． 

ca儿Y detects and controls various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pond such as dissolved oxygen
，
pH，NH3，Bisu te， 

water temperature，etc· For what the aquaculture environment is kept in the best condition to promote the rapid 

growth of fish·The entire system has been classified into 5 pans：bioreactor self-recycling
， the emergencv。circu1a． 

tmn and filtration，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control and thermostatic temperature contro1
． The svsternatic hard． 

ware and software are designed，and the software flow cha~s are introduced
． Through debugging the automation sys- 

tem is stable and credible，easy to maintain．It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raising the level 0f domestic industrialized 

aquaculture． 

[Key words] industrialized aquaculture 

auto-adjustment 

circulating water treatment PLC environmental fact0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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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 ireless Video Transmission 

System Based on Silverlight 

LIU Yun—fei，／3 Tao，CHEN Kun
，CHEN Zi．1i 

(School of Mechtronic，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 an 710072
， P．R．China) 

l Abstract j Aiming at real-time monitoring demand of power network fault repair
，a vide0 transmission svstem 

based on Silverlight and wireless is proposed
． The system tYamework of wireless video transmission svstem is mainlv 

ntroduced，a wireless video transmission model base on Silverlight and video transmission protoco1 are designed
，at 

last the system is realized based on the framework
．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realized sVstem can satisfy the moni— 

toring demand of power network fault repair． 

1 Key words J video transmission system Silverlight network communication Drotoc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