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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n Coursey 来自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他曾毕业于
南佐治亚大学的地质学专业，关注于水文地质学。他当前住在清迈，帮助当地泰国
人寻找资源富集的并具有创造性的增加农民农业能力的方法。他目前正在开发鱼菜
共生和绿水技术。他希望找到合适泰国人的好用技术从而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
什么鱼菜共生系统？
在鱼菜共生系统里，鱼和植物都能成长。鱼通常都是养在鱼池里，而植物与之
分开养在一个槽或培养床里。这个系统里的鱼为植物提供营养，同时植物会从水中
的鱼的粪便里虑出副产品，因为鱼的粪便积累毒性物质（图 1：
hptt://www.backyardaquapo
nics.com/information/thenitrogen-cycle/） 。
告诉人们这个概念后，我
自己会常常问，“那么植物
直接吸收鱼的粪便吗？”回
答是否定的！鱼的粪便大部
分是氨构成。有一组细菌叫
亚硝化单胞菌，它把氨转化
为亚硝酸盐（图 1）。另一
组细菌叫硝化菌，又把亚硝
酸盐转化为硝酸盐
(http://dev.brightagrotech.co
m/?p=1826)。转化成硝酸盐
系统中的植物才能吸收，其
中植物最易吸收的是氮。在
这种循环方式里，水会变干
净并能变得对鱼没有毒性可
以重复使用。亚硝化单细胞
图 1: 鱼菜共生系统示意图。

菌和硝化菌都存在于自然的水体里。它们极其重要让鱼菜共生系统变得可能；没有
他们，氨的水平会不断上升直到系统中的鱼被伤害最终死亡。

考虑到亚硝化单细胞菌和硝化菌存在一定比例，系统中如果鱼粪便太多也会产
生问题。在我们的大型木制和石床系统中，我们使用过滤器过滤大块固体鱼粪便。
太多固体会缠住和覆盖植物的根，使得植物不能吸收它需要的足够多的营养。一段
时间之后，鱼的固体粪便甚至开始阻塞排水管和其他管道，导致流动问题。关于过
滤系统的更多信息，请看 www.backyardaquaponics.com 。
鱼菜共生系统的美好在于你能以任何你想要的方式建造一个系统。以我的经
验，鱼菜共生系统有三种常用的模式。以下描述的每种模式的元素都能被重新组合
匹配，创造出一个混合鱼菜共生系统。
1. 浮木系统——这个系统有一个开放性的水槽，植物放置在其中的浮木上（通
常用聚乙烯泡沫替代浮木）。植物通常被放置在一个培养杯中，这个杯子放
在浮木上凿空的 1 到 2 英寸的洞里。植物在浮木上生长，根系穿过浮木出
现在水中；根去除硝酸盐过滤水体，和鱼实现循环。
2. 石床系统——这个系统也像浮木系统一样是一个水槽系统，不同的是这个系
统不用活水，水槽由石头填充（通常是河石）。在这个系统中，种子或幼苗
被直接种在石头之间不用依靠培养杯。通常这个系统和一个钟型虹吸管连接
（后面会详细论述）。
3. PVC 系统——这种系统其实有很多名字。我们使用 PVC 管作为“培养
床”。这个系统看起来非常像在管子里种生菜的水栽培系统，水栽培系统在
世界各地的温室里都很常见。虽然水栽培系统和鱼菜共生系统都生产植物，
但是水栽培系统中供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自于溶解在水中的有机或合成肥
料。而鱼菜共生系统的营养来自于鱼的粪便。PVC 系统必须使用过滤器！
如果没有过滤器，大块的固体鱼粪便就会堵塞根系，使得营养物质上行难和
整个系统的水流通问题。我认为，PVC 鱼菜共生系统适合浅根植物例如生
菜，但是长根植物例如番茄就不行。因为如果根很长，它就会游走于整个系
统之间，这样就容易造成堵塞并影响其他植物。
我们的农场
当前，我们有两个 16×1 米的浮木水槽，和一个 16×1 米石床并用 PVC 管子
连接六个 1 立方米的鱼塘（上面提到的元素 1 和 2）。我们还有 3 个更小的独立
鱼菜单元来作为开始的单元。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其他人明白鱼菜共生系统
怎样工作，我们采用一种让人容易明白和容易复制的方法来展示鱼菜系统从而达到
这个目标。我们的水泥管道系统，是由 Scott Breaden 在他的家里和在 ECHO 亚洲
影响中心发展的石床系统。这个系统就实现了以上的展示目的。同时，它还帮助我
们降低了建造成本、简化了系统，并且使用的是当地好获得的材料。

左图：ECHO 水泥管道系统的照片（混合石床系统和 PVC 系统）右图：普林斯顿的鱼菜共生系统（一种石床
系统）

一个水泥管道系统如何运转？
水泥管道系统是一个在水泥管里蓄水从而代替鱼池或植物槽的小型的鱼菜共生
单元。

图 2：水泥管道系统示意图。
我们这里的这个系统使用了三个水泥管道作为底，另外两个放在那三个上面。
底层的系统里，靠边的两个管道作为鱼池。我们通常在这两个里面养鲇鱼（细节和
原因请参见以下的“鱼”部分）。一根 PVC 管连接所有 3 个底层水泥管道，让水
在它们之间流动，创造 3 个管道之间的平衡。我们在 PVC 管口使用塑料拦网，防
止鱼游出鱼池。底层中间的管道里放置一个把底层的水输送到顶层的水泵。我们使
用一个最高可以泵 3 米，每小时泵 2500 升的 50 瓦特的泵。
顶层包括 2 个水泥管。我们用石头把它们填充好（参见以下描述）；在石头
里我们种植植物。我们也在顶层水泥管里安装了钟型虹吸管。当虹吸管开始工作，

顶层的水就会流到底层。用重力使水从顶部留到底部，又用泵从底部泵到顶部，这
样就形成了连续的水循环。
我们为什么建造这个系统
鱼菜共生系统是在土地有限的地方非常好的农业或传统园艺系统，但是乍眼一
看开始一个鱼菜共生系统似乎极其复杂。所以我们想要简化该系统并使每个人都能
成功开始尝试。在我们寻找简化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四个方向：成本，材料的可获
得性，尺寸和关联性。
分享任何技术最主要要考虑成本；如果成本太高，没有人有兴趣。鱼菜共生系
统常常因为建设花费初始投资很高。然而，一种非常便宜的材料是水泥。水泥很容
易获得并且泰国人有很多用水泥的经验。在泰国，你能买到所有不同尺寸的水泥管
道。泰国人用它们种树、过滤水和储存水。泰国人甚至也卖已经安着底部的水泥管
道，这样就能承水。因为使用了这些水泥管，我们大幅度地减少了小型家庭用系统
的成本。因为系统的尺寸都是基于水泥管道的尺寸，所以系统能靠使用或大或小的
管道来调整。管道的数量也是自定义的。我们当前的水泥管道系统只用了 5 个
管，当然系统可以延伸到使用更多。因为只用了五个管的小尺寸，我们使系统保持
了简单易懂，当然系统还有发展潜力。
系统的细节
水泥管道
我们系统的细节是，我们使用了 80 厘米（31.5 英寸）宽 40 厘米（15.7 英
寸）深的水泥管。在泰国你可以买到有底的水泥管，这样它们就能装水。水泥管通
常是防水的，但是我们还是在管上涂一层煤焦油环氧漆。煤焦油环氧漆也能防止水
泥管 pH 值的变化（稍后会论述）。这与防止船渗漏的是一种材料。涂完漆之后要
放至少两天再填充水或石头。

培养床
我们用顶上两个水泥管作为培养床。把这两个管道铺上 2 英寸厚的河石。培养
床里的水应该最多只允许填充 3 英寸，要保持顶层石头的干燥，你可以砍一些苔藓
来种在你的系统里。在我们的系统里，培养床里水柱的高度是由钟型虹吸管直管的
高度决定的（见下文）。在这些培养床里，你能种许多不同品种的蔬菜，包括直接
手种的或用培养盘移栽进系统的都行。我们已经成功栽种了番茄、生菜、中国白
菜、辣椒和中国甘蓝。
石头
我们使用的是河石，在泰国很常见。我也推荐买河石，因为他们很耐用。一般
说来，河石是石英做的，这是非常稳定的分子结构不容易被腐蚀。其他种类的石头
可能会因为泵或鱼使之破裂。我建议买比拳头小一点，和你的大拇指大小差不多的
石头。这样石头之间的缝隙就会足够大避免影响你的系统的水流通问题，同时也不
会因为缝隙太大而影响种子在培养床里成功生长。

照片：水泥管道系统的顶层。

鱼
很多不同种类的鱼都能用于鱼菜共生系统。我们水泥管道系统用的是鲇鱼。在
泰国鲇鱼很常见，相对来说也不贵（5 铢/0.15 美元一条）。鲇鱼也好养——不需
要（昂贵且耗能）的空气泵，因为它们只需要一点点溶解在水中的氧气来生存。我
们的钟型虹吸管能在系统中创造足够的溶解氧气来使鱼生存。
鲇鱼看似好养，其实从其他角度来说也不容易。我建议买幼小的，因为把大的
放进新的鱼池里它们会因为要获得优势而互相打斗残杀。你需要让你的鱼的密度与
你的培养床的养殖能力及等级相匹配。[编者注：关于养殖密度的有用信息请参见
EAN#20]。最后需要提的是，鲇鱼喜欢跳出他们的鱼池，所以你需要为你的水泥管
制造一个简单的盖子。这个盖子可以是任何塑料废弃物的盖子，但是要确保它能方
便地取掉和盖上，这样你才能喂鱼和抓鱼。
我们喂鲇鱼的鱼食是一袋 20 千克 550 铢（17 美元）的品种。它包含 32%的
蛋白质，我们也在大型鱼菜共生系统里用它喂罗非鱼。鱼食包含了不同比例的蛋白
质，你需要找到合适你的鱼的量。随着蛋白质比例增加，价格也随之增加。但是，
蛋白质比例越低，你也会看到鱼长得不好，鱼的粪便中的氮也较少。换句话说，一
个系统中的鱼的长势和氮的含量是与你使用的鱼食中的蛋白质含量成正比的。要注
意的是鱼只能从他们的食物中吸收某个比例的蛋白质。例如，罗非鱼最多只能吸收
鱼食中 32%的蛋白质。所以选择与你要养的鱼合适的鱼食[编者注：关于制作你自
用的鱼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ECHO 亚洲期刊第 20 期。]
我们的系统是小型的，只是用于教授其他人怎么使用鱼菜共生系统，所以收获
多少鱼我们没有太重视。因此，为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行我们每天只给鱼 50 克的食
物。重要规律，如果鱼没有在 5 分钟内吃完所有的食物，你就给多了。你给得越
多，它们就产生更多的粪便，这样你就需要一个更好的过滤系统或者需要能处理更
多氮的植物（大型植物需要更多氮）。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视频帮助明白使用哪种鱼、哪种鱼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Sd6MPvkaU&src_vid=oLwTdpTIXd8&feature=iv&annotation_id=annotation_254067

钟型虹吸管
我们的水泥管鱼菜共生系统有一些技术成分。例如，我们用钟型虹吸管，一方
面为介质的成长和在介质中的植物提供适当的湿度，另一方面确保在根部有氧份。
同时，也能让空气到达水泥管的较低部分，这样还能阻止厌氧细菌滋生而产生的问
题。这里有一篇很好的博客帮助你明白什么是钟型虹吸管和它在流水排水设计中的
好处(http://freshfarmct.org/tag/siphons/)。还有一个视频帮助明白钟型虹吸管的
工作原理(http://www.youtube.com/watch?v=lyrvcCqv5V0)。
花点时间明白钟型虹吸管如何工作。在我们的系统中，我们使用有 1 英寸直
管和一个漏斗在顶部的钟型虹吸管，来帮助小小地改变流速。直管的高度决定了了
水泥管道里水柱的高度。这根直管应该至少有水泥管道的 2/3 高。这个钟罩或叫
外部管是由一个带盖的 2 ½英寸的 PVC 管制成。钟型虹吸管有一个 1:2 的基本规
律，如果直管是 1 英寸，那么钟型部分就应该是 2 英寸。这里，我们使用一个 2
½英寸的钟型来配合直管上的漏斗。注意钟型必须比直管和钟里的漏斗高 2 英寸
（从钟的内部开始测量）。如果没有 2 英寸高，钟型虹吸管就无法运行。最后，
一个成功的钟型虹吸管，流出管（底部的管子）需要有一个弯头或一个存水弯。弯
头帮助限制流出的流速，从而有利于虹吸活动。如果你不想使用弯头，你可以使用
直管限制器来达到相同的效果。关于怎么制作钟型虹吸管的信息请看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How-To-Build-A-Bell-Siphon/ 。
我们在钟型虹吸管周围安装了一个防护罩。这个防护罩是一个直径 6 英寸的
PVC 管，绕在虹吸管周围。我们在管子上戳了一些洞让水能流入，这个防护罩把
石头阻挡在外面，还防止植物根系堵塞虹吸管。我们使用 6 英寸的 PVC 管的原因
是，它可以轻松放一只手进去，这样就可以拉出可能堵塞钟型虹吸管的根系。
钟型虹吸管非常有用，但是也可能让人很受挫。在过去我遇到过几个关于钟型
虹吸管的问题，这里我列了一个清单，作钟型虹吸管故障分析时可以考虑：
 问题 1：钟型虹吸管无法开始虹吸
o 你的流速是否足够高？如果不够高，就只会排水而无法出现吸水的过
程。
o 钟和直管是否是水平的？通常你的直管和钟越直立，问题越少。如果
钟无法保持直立，就使用一根棍子或其他工具帮助它固定。
o 如果你的钟型虹吸管工作了几个月然后突然停止工作，你可能要考虑
一些流量限制的问题。系统工作一段时间后，鱼的粪便会粘在管侧，
限制流量。通常这种情况你需要把管子拿出来清理一下或者用更大的
管子代替你水泵的管子。
o 把钟罩拿下来看一看是否有根系长到了钟型虹吸管里，这种也会限制
虹吸管里的水的流量。
 问题 2：钟型虹吸管无法关闭
o 通常这意味着流量太大。从你的水泵出来以后在管子上应该有一个阀
门装置，控制通过系统的水量
o 我知道有一些石头系统会有水流通问题。这种情况的结果是钟型虹吸
管快速开关。如果你使用太多沙砾，鱼的粪便就会粘在石头上造成局

部的渠道。一种解决方法是清理你的石头。更好的方法是用更大的石
头替代你现有的石头。

钟型虹吸管

水泵
像我们这种 5 个管的水泥管道系统，你需要使用一个 35-50 瓦特的水泵。一
个 35 瓦的泵能为钟型虹吸管（直管 1 英寸高）提供足够的流速来维持系统运转，
但是如果流速有什么限制，虹吸管就会出现问题。这时我就推荐在 5 管系统使用
50 瓦的泵。当你把你的泵连到系统时，请确保你使用的 PVC 管子直径大于 1/2 英
寸。如果小于 1/2 英寸，鱼的粪便粘在管壁上就会出现问题，时间长了就会限制
水流。我还建议不要用粘贴的方式把水泵和顶层单元用 PVC 管连接。如果你用了
胶，但之后你的系统出现问题或者想要改组你的设置，你就只有重新建设整个系
统。当前，我们的水泵一天运行 24 小时，一个星期运行 7 天，但是如果你养鲇鱼
你就可以使用一个计时器（因为它们不需要溶解氧气）。

水泵和管道

水泥管道系统总图
防晒
遮阴对水泥管系统是很重要的。如果整天的太阳直射，会使系统内水太热导致
植物枯萎。在泰国的炎热季节，大多数时间很容易就达到 95 华氏度（35 摄氏
度），这对鱼菜共生系统里的植物和鱼都是一个挑战。我们用竹子建了一个框架并
在上面挂上遮阳布放在植物上面，避免太阳直射。但是在泰国热季的大多数时间
里，因为太热植物还是会在白天很焉，晚上气温开始变冷一点后振作回来。如果你
也生活在一个很热的国家，我建议把系统建在下午的部分时间有遮阴的地方。
在鱼菜共生系统中，防晒对亚硝化单胞菌和硝化菌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对阳
光极其敏感。除了在整个系统上遮阴，我们也单独用遮阴布盖住在底层的水泥管。

底层流动
我们在底层边上的两个管里养鲇鱼。这两个管道连接着中间一个管道，中间这
个放着水泵，有 2 英寸的 PVC 管穿过各个水泥管道壁。2 英寸的 PVC 管让水流没
有限制的自由流动。我们也在 PVC 管口安装了一个多孔的盖子，把鱼和外面的池
子隔开。因为中间的管道是暴露在空气中的，它很关键的是要防蚊；在我们的例子
里我们用虹鳉来吃蚊子的幼虫。我们允许虹鳉在管道之间游动。[编者注：ECHO
亚洲影响中心的系统里，我们的集水管就是水泵所在的管道里有一定数量的健康虹
鳉来控制蚊子，还有覆盖水面的水蕨。水蕨一方面能为虹鳉提供食物，另一方面还
能帮助清洁水质，并且还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如果你有兴趣制作你自己的鱼食
（参见 EAN#20 关于使用水蕨的更多信息）。]

水泵和从底层把水泵到培养床的过程

排水管
我们为所有的水泥管都安装了排水管，当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度清洁”的时
候，排水管是很必要的。我们使用带阀门的 1 英寸 PVC 管可以把水排到周围区
域。如果你安装了相似的排水管，我建议你把水排到你可以收集的区域。这种水是
高硝化的，能作为天然的液体肥料用于花园。

排水系统

过滤器
因为我们的系统是石床系统，过滤器不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系统还是用
了一个很小的过滤器。我们削去 4 英寸种植杯的底部，然后把一些好移除的海绵
状的材料放进去。我们把这种过滤器放在种植床的水的入口处的下面，这里它能捕
获固体粪便并防止水的飞溅，这样水藻也减少了。我们每天都清洗过滤器，去除系
统里过多的粪便。过多的粪便会使你的石头被塞满，这样会阻止水流到培育床里的

所有部分，从而形成流通问题。（作者注：大多数鱼店里卖的水泵内部就带有一个
过滤器。在我看来，这种过滤器应该被去掉。如果留在里面，它会很容易被粪便填
满，使泵不能工作，当然也就影响钟型虹吸管的运转。所以拿掉内置过滤器，并可
以使用以上提到的小型过滤器。）

清洁
鱼菜共生系统的清洁次数取决于系统的种类。如果你使用了过滤器，你通常好
几年都不需要清洁你的系统。我们的水泥系统一年清洁大概 4 次。在我们的系统
里，我们目前有 20 条成年鲇鱼，我们每天喂 50 克食物；如果你给的食物更多，
你可能需要更频繁地清洁你的系统，当然主要取决于固体鱼粪的数量。如果你有排
水管，清洁系统并不困难。在清洁系统之前把你的鱼移动到一个暂时的水槽或水桶
里，清洁时打开排水管。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底层的水泥管会布满鱼粪。清理系
统时，确保把底部的鱼粪搅动起来，这样才能随水排出。
pH 值控制
典型的鱼菜共生系统 pH 值通常在 6 到 8 的范围。使用任何一种水泥都会使
你系统的 pH 值变化激烈，会产生伤害你的鱼和植物的健康的潜在问题。这个问题
有几种方法解决。一是，使用煤焦油漆涂在水泥管的内壁上（上面已经描述过）。
这样做有点昂贵，但是你只需要涂一次。如果你不喜欢使用煤焦油，在泰国当地可
以用砍倒的香蕉树杆来代替。把它用水泡在水泥管里两个星期，使 pH 值中和。这
是中和 pH 值非常成功的方法，但我们用的是煤焦油，因为我们不想等 2 个星期。
让你的系统启动并运转
当你一开始启用你的系统时，我建议只用 10 条鱼。之前我们讨论过，把氨转
化为亚硝酸把亚硝酸转化为硝酸盐的细菌群是鱼菜共生系统成功的关键。这些菌群
自然地就存在于水里，但发展很慢。你的系统越老就越好开始工作，因为会有更多
的制造你需要的硝酸盐的细菌。所以你的系统可能一开始不能承受多余 10 条的
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开始养更多。
关于种什么，我建议以容易种植并且不需要很多营养的蔬菜开始。记住，新系
统的好细菌没有旧系统那么多，能提供的营养也较少。泰国的系统，我常常建议种
牵牛花，因为这种植物能在任何地方生长。一个月后，你应该可以种能提供更多营
养的蔬菜，例如番茄。
我们一开始就从鱼菜共生系统学到植物帮助鱼和鱼帮助植物。在鱼的数量和植
物的数量之间应该有个平衡。鱼菜共生系统的所有都是关于平衡的，所以如果你有
很多鱼，那么你就应该有很多蔬菜（或更多的过滤器）。以我的经验来看，真正的
问题不是你有多少鱼，而是你喂它们多少。当你第一次使用你的系统时，我建议测
试你的系统的氨、亚硝酸和硝酸。测试工具通常可以在大多数鱼商店里找到。测试
之后如果你看到你的氨或亚硝酸超过 1ppm，就停止喂鱼几天（鱼可以没有食物生
活几天）。
饲料的数量取决于你的系统的目的。例如，如果你收获植物的兴趣大于鱼，每
天你就不必喂鱼太多。你只需要喂足够维持合适数量的硝酸盐的食物就行。如果你

想要学习更多喂食比例和鱼菜共生系统基本标准，这里有一篇很好的文章：
http://aquaponics.com/media/docs/articles/Ten-Guidelines-for-Aquaponics.pdf
测试添加物的安全方式
一个鱼菜共生系统不使用土壤。这样有如下好处，包括清洁收获和不需要耕
地。当然也有一些坏处。鱼菜共生系统一个主要的坏处是一些存在于自然土壤中的
矿物质不存在于该系统的水中。例如，很多植物都需要铁元素，但它不能在鱼菜共
生系统里自然地发现，因为鱼不能为系统提供铁。你不得不买合适的替代物（通常
是钳合铁）并把它加入系统。
任何用于鱼菜共生系统的添加剂或杀虫剂都必须是完全有机的，否则你的鱼或
植物可能死亡。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什么能放进这个系统呢？如果你希望添加物是
安全的，有一种方法可以测试。把你的部分鱼从系统中拿出来放在一个容器内，把
容器与一个空气泵相连。然后加入一半你想要放入你的系统的浓缩添加剂，等 5
天或更多天。如果它们存活，加双份添加剂，如果仍然存活一个多星期，那么这种
添加剂就是安全的。不要添加任何大幅度改变你系统的 pH 值的东西，因为鱼菜共
生系统对 pH 值的摆动非常敏感。
成本
创造一个鱼菜共生系统的成本取决于你系统的设计、材料的成本、电的使用和
价格以及你所在地鱼和鱼食的价格。为了就一些联合成本给你一个概念，这里有一
个表格显示了泰国北部两种不同水泥系统的结构成本。

双侧边系统
水泥管×5
6 英寸 PVC 管（作为钟型虹吸管防
护）
2 英寸 PVC 管
2 英寸 PVC 管的盖子（×2）
1/2 英寸 PVC 管
1 英寸 PVC 管
石头（每个 80 立方厘米）×2
水泵（35 瓦）
水泥

泰铢
100
0
400
200
60
200
200
400
250
300

单系统
水泥管×3

泰铢
600

6 英寸 PVC 管（作为钟型虹吸管防
护）
2 英寸 PVC 管
2 英寸 PVC 管的盖子
1/2 英寸 PVC 管
1 英寸 PVC 管
石头（每个 80 立方厘米）
水泵（35 瓦）
水泥

400
200
30
200
200
200
250
300

塑料细丝网
1 英寸 PVC 弯头×4
1/2 英寸 PVC 三通管，2 和阀门，
软管接头
扎线带
漆
鲇鱼

100
100
100

塑料细丝网
1 英寸 PVC 弯头×2
黑色或绿色软管

100
50
50

60
400
称斤

扎线带
漆
鲇鱼

60
200
称斤

全部估计成本

377
0

全部估计成本

284
0

能用 3 铢一块的砖来代替
可以用香蕉杆来代替平衡 pH 值的
漆，但是要晾两个星期
所有价格都取决于你买材料的方式
和地点
所有 PVC 管的价格都是 4 米长的预
算
没有包括活动底

能用 3 铢一块的砖来代替
可以用香蕉杆来代替平衡 pH 值的漆，
但是要晾两个星期
所有价格都取决于你买材料的方式和地
点
所有 PVC 管的价格都是 4 米长的预算
没有包括活动底

总结
鱼菜共生系统是一种能以很多不同方式自定义的优秀新技术。但是，一个成功
的鱼菜共生系统要求每天管理并具有一定水化学基础知识。它也会出现大量的测试
和错误。根据你的经验，你可以成为你系统的裁缝，设计一个契合你的特殊需要的
系统
在世界上鱼菜共生系统是一种新东西，但是发展也很快。制造一个较小的系统是学
习鱼菜共生系统的第一步。我们的水泥管系统提供了一种非常好且便宜的机会让人
们亲手尝试鱼菜共生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