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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

置，包括有若干个横线分布的养殖组、一养殖水

净化池和一取水池，养殖组包括一支撑台、一固

定在支撑台上的养殖池体、养殖池体上嵌入的若

干个圆形养殖池、置于养殖池内的圆形养殖网

箱、用于驱动养殖网箱直线上下往复运动的升降

驱动装置、一黄鳝收集框、一排水分管及一注水

分管；取水池入水端通过第一输水管连通于水

塘，养殖水净化池出水端通过第二输水管连通于

水塘；养殖网箱包括网箱体、卸料底壳、顶板，顶

板上均匀设有四个投料盖；养殖池体顶面左右两

侧分别向上延伸出滑轨部，黄鳝收集框底面嵌入

有滑槽部。本发明便于在陆地上进行规模化养

殖、能够实现养殖水循环利用、方便收集黄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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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有若干个横线分布的养殖组，所

述养殖组包括一横向水平分布的支撑台、一横向分布固定在支撑台上的养殖池体、养殖池

体上嵌入的若干个横向均匀分布的圆形养殖池、置于养殖池内的圆形养殖网箱、用于驱动

养殖网箱沿着对应养殖池直线上下往复运动的升降驱动装置、一黄鳝收集框、一排水分管

及一注水分管；

还包括有一养殖水净化池和一取水池，所述取水池入水端通过第一输水管连通于水

塘，所述第一输水管上固定有第一抽水泵，所述取水池出水端通过注水总管连通于各养殖

组的注水分管，所述注水总管上固定有第二抽水泵，所述注水分管上固定有若干个与对应

养殖池内腔相连通、带有控制阀的注水子管；

所述养殖水净化池入水端通过排水总管连通于各养殖组的排水分管，所述排水分管上

固定有若干个与对应养殖池内腔相连通、带有控制阀的排水子管，所述养殖水净化池出水

端通过第二输水管连通于水塘，所述第二输水管上固定有第三抽水泵；

所述养殖网箱包括网箱体、可拆卸连接在网箱体底部的卸料底壳、固定在网箱体顶部

的顶板，所述顶板上均匀设置有四个可开合的投料盖；所述养殖池体顶面左右两侧分别向

上延伸出横向分布的滑轨部，所述黄鳝收集框底面左右两侧分别嵌入有与滑轨部相对应的

滑槽部；

所述升降驱动装置包括有竖向分布固定在支撑台上的支撑柱、竖向分布的丝杆、固定

连接于丝杆且用于驱动丝杆旋转的第一驱动电机、PLC控制器、螺纹连接在丝杆上的升降

座、水平分布的悬挂板，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电连接于PLC控制器，所述支撑柱内侧面上嵌入

有一竖向分布的导向轨，所述升降座一端可上下移动地滑动连接在导向轨内、另一端固定

着悬挂板，所述养殖网箱的顶板悬挂在悬挂板下方；

所述悬挂板底面下方设有一旋转盘，所述旋转盘底面上固定有一挂环，所述养殖网箱

的顶板通过挂钩悬挂在挂环上，所述悬挂板底面上嵌入一固定连接于旋转盘且用于驱动旋

转盘旋转的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电连接于PLC控制器；

所述养殖组还包括有一饲料投放装置，所述饲料投放装置包括有一可沿着养殖池体的

滑轨部横向移动的横移座、可左右滑动地连接在横移座上的饲料框，所述饲料框包括位于

前端的U型投放部和位于后端的存料部，所述投放部包括位于两侧的投料盒部及两投料盒

部之间的间隙空间，所述间隙空间的宽度大于悬挂板宽度，所述投料盒部底面上开设有若

干个投料孔，若干投料孔的分布形状与养殖网箱的投料盖形状相对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移座两

侧分别向内延伸出限位部，所述限位部与横移座底面之间形成滑动腔，所述饲料框两侧分

别向外延伸出与滑动腔相对应的滑动条，所述饲料框两侧分别通过滑动条与对应滑动腔的

配合实现滑动连接在横移座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移座底

面上一侧嵌入有与养殖池体的滑轨部相对应的滑移槽、另一侧固定着带有万向轮的支撑

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池内

固定有氧含量传感器及氧气发生器，所述氧含量传感器电连接于PLC控制器输入端，所述氧

气发生器电连接于PLC控制器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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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水子管

上的控制阀为电磁控制阀，所述养殖池内侧壁上部固定有液位传感器，所述液位传感器电

连接于PLC控制器输入端，所述电磁控制阀电连接于PLC控制器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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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黄鳝养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黄鳝俗称鳝鱼、田鳗、长鱼等，为温热带淡水底栖生活鱼类，其营养价值高、市场需

求旺，目前已成为我国主要淡水养殖品种之一，主要分布在湖北、安徽、江苏、江西、四川等

地。但目前黄鳝养殖主要还是在池塘里，用分割网在池塘里划分出多个养殖区，在各养殖区

种上水生植物，放入黄鳝幼苗进行养殖；这种养殖方式很容易造成池塘水质污染，而且养殖

过程中的养殖管理和成熟后的起捞黄鳝都得划船在池塘里进行，管理及起捞非常不便、效

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便于在陆地上进行规模化养殖、能够实现

养殖水循环利用、方便收集黄鳝的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置。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

置，包括有若干个横线分布的养殖组，所述养殖组包括一横向水平分布的支撑台、一横向分

布固定在支撑台上的养殖池体、养殖池体上嵌入的若干个横向均匀分布的圆形养殖池、置

于养殖池内的圆形养殖网箱、用于驱动养殖网箱沿着对应养殖池直线上下往复运动的升降

驱动装置、一黄鳝收集框、一排水分管及一注水分管；

[0005] 还包括有一养殖水净化池和一取水池，所述取水池入水端通过第一输水管连通于

水塘，所述第一输水管上固定有第一抽水泵，所述取水池出水端通过注水总管连通于各养

殖组的注水分管，所述注水总管上固定有第二抽水泵，所述注水分管上固定有若干个与对

应养殖池内腔相连通、带有控制阀的注水子管；

[0006] 所述养殖水净化池入水端通过排水总管连通于各养殖组的排水分管，所述排水分

管上固定有若干个与对应养殖池内腔相连通、带有控制阀的排水子管，所述养殖水净化池

出水端通过第二输水管连通于水塘，所述第二输水管上固定有第三抽水泵；

[0007] 所述养殖网箱包括网箱体、可拆卸连接在网箱体底部的卸料底壳、固定在网箱体

顶部的顶板，所述顶板上均匀设置有四个可开合的投料盖；所述养殖池体顶面左右两侧分

别向上延伸出横向分布的滑轨部，所述黄鳝收集框底面左右两侧分别嵌入有与滑轨部相对

应的滑槽部。

[0008] 在上述方案基础上，所述升降驱动装置包括有竖向分布固定在支撑台上的支撑

柱、竖向分布的丝杆、固定连接于丝杆且用于驱动丝杆旋转的第一驱动电机、PLC控制器、螺

纹连接在丝杆上的升降座、水平分布的悬挂板，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电连接于PLC控制器，所

述支撑柱内侧面上嵌入有一竖向分布的导向轨，所述升降座一端可上下移动地滑动连接在

导向轨内、另一端固定着悬挂板，所述养殖网箱的顶板悬挂在悬挂板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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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在上述方案基础上，所述悬挂板底面下方设有一旋转盘，所述旋转盘底面上固定

有一挂环，所述养殖网箱的顶板通过挂钩悬挂在挂环上，所述悬挂板底面上嵌入一固定连

接于旋转盘且用于驱动旋转盘旋转的第二驱动电机，所述第二驱动电机电连接于PLC控制

器；

[0010] 所述养殖组还包括有一饲料投放装置，所述饲料投放装置包括有一可沿着养殖池

体的滑轨部横向移动的横移座、可左右滑动地连接在横移座上的饲料框，所述饲料框包括

位于前端的U型投放部和位于后端的存料部，所述投放部包括位于两侧的投料盒部及两投

料盒部之间的间隙空间，所述间隙空间的宽度大于悬挂板宽度，所述投料盒部底面上开设

有若干个投料孔，若干投料孔的分布形状与养殖网箱的投料盖形状相对应。

[0011] 在上述方案基础上，所述横移座两侧分别向内延伸出限位部，所述限位部与横移

座底面之间形成滑动腔，所述饲料框两侧分别向外延伸出与滑动腔相对应的滑动条，所述

饲料框两侧分别通过滑动条与对应滑动腔的配合实现滑动连接在横移座上。

[0012] 在上述方案基础上，所述横移座底面上一侧嵌入有与养殖池体的滑轨部相对应的

滑移槽、另一侧固定着带有万向轮的支撑腿。

[0013] 在上述方案基础上，所述养殖池内固定有氧含量传感器及氧气发生器，所述氧含

量传感器电连接于PLC控制器输入端，所述氧气发生器电连接于PLC控制器输出端。

[0014] 在上述方案基础上，所述注水子管上固定有电磁控制阀，所述养殖池内侧壁上部

固定有液位传感器，所述液位传感器电连接于PLC控制器输入端，所述电磁控制阀电连接于

PLC控制器输出端。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是：采用本发明提供的养殖装置进行黄鳝

养殖，可以围绕水塘四周建设多个该养殖装置，便于实现在陆地上的规模化养殖，克服传统

在水塘里养殖的局限性；同时，该养殖装置从水塘里取水进行养殖，养殖后的养殖水通过养

殖水净化池净化处理再排入水塘，实现水资源的环保及再利用；同时，黄鳝养殖成熟后，利

用升降驱动装置将养殖网箱升起，将黄鳝收集框滑动地放置在养殖池体的滑轨部上，将黄

鳝收集框滑动至养殖网箱下方，打开养殖网箱的卸料底壳即将黄鳝卸下并收集在黄鳝收集

框内运走，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使用黄鳝收集框收集黄鳝时，黄鳝收集框与养殖网箱、养殖池的配合

关系侧视角度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黄鳝收集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使用饲料框投放养殖饲料时，饲料投放装置与养殖网箱配合关系的

侧视角度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使用饲料框投放养殖饲料时，饲料投放装置与养殖网箱配合关系的

俯视角度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饲料框与横移座配合关系示意图。

[0022] 图中标号为：1-养殖组，11-支撑台，12-养殖池体，121-养殖池，1211-氧含量传感

器，1212-氧气发生器，1213-液位传感器，122-滑轨部，13-养殖网箱，131-网箱体，132-卸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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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壳，133-顶板，1331-投料盖，1332-挂钩，1333-投料口，14-黄鳝收集框，141-滑槽部，15-

升降驱动装置，151-支撑柱，1511-导向轨，152-丝杆，153-第一驱动电机，154-PLC控制器，

155-升降座，156-悬挂板，157-第二驱动电机，158-旋转盘，159-挂环，16-排水分管，17-注

水分管，18-饲料投放装置，181-横移座，1811-限位部，1812-滑移槽，1813-支撑腿，182-饲

料框，1821-滑动条，183-投放部，1831-投料盒部，1832-间隙空间，1833-投料孔，184-存料

部，2-养殖水净化池，21-排水总管，22-第二输水管，23-第三抽水泵，3-取水池，31-第一输

水管，32-第一抽水泵，33-注水总管，34-第二抽水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4]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纵向”、“横向”、“上”、“下”、“前”、“后”、

“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

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5] 参照图1至图6可知，黄鳝规模养殖用多功能养殖装置，包括有若干个横线分布的

养殖组1。

[0026] 各养殖组1包括一横向水平分布的支撑台11、一横向分布固定在支撑台11上的养

殖池体12、养殖池体12上嵌入的若干个横向均匀分布的圆形养殖池121、置于养殖池121内

的圆形养殖网箱13、用于驱动养殖网箱13沿着对应养殖池121直线上下往复运动的升降驱

动装置15、一黄鳝收集框14、一排水分管16及一注水分管17。

[0027] 关于养殖网箱13的升降方式具体为：所述升降驱动装置15包括有竖向分布固定在

支撑台11上的支撑柱151、竖向分布的丝杆152、固定连接于丝杆152且用于驱动丝杆152旋

转的第一驱动电机153、PLC控制器154、螺纹连接在丝杆152上的升降座155、水平分布的悬

挂板156，所述第一驱动电机153电连接于PLC控制器154，所述支撑柱151内侧面上嵌入有一

竖向分布的导向轨1511，所述升降座155一端可上下移动地滑动连接在导向轨1511内、另一

端固定着悬挂板156，所述养殖网箱13悬挂在悬挂板156下方，通过PLC控制器154操控第一

驱动电机153带动丝杆152正反转即可驱动升降座155上下移动，进而带动养殖网箱13上下

升降。各养殖池121内的养殖网箱13均对应一个PLC控制器154，方便利用PLC控制器154操控

养殖网箱13的升起或降落运动。

[0028] 所述养殖网箱13包括网箱体131、可拆卸连接在网箱体131底部的卸料底壳132、固

定在网箱体131顶部的顶板133，所述顶板133上均匀设置有四个可开合的投料盖1331，打开

投料盖1331即可在网箱体131内完成放黄鳝幼苗、种植水生植物等操作。然后将养殖网箱13

降下置于装有水的养殖池121内进行养殖。

[0029] 所述养殖池121内固定有氧含量传感器1211及氧气发生器1212，所述氧含量传感

器1211电连接于PLC控制器154输入端，所述氧气发生器1212电连接于PLC控制器154输出

端。在养殖过程中，当氧含量传感器1211检测到养殖池121内氧含量低于预先设定值时，PLC

控制器154则控制氧气发生器1212为养殖池121内增氧，提高氧含量为黄鳝养殖提供合适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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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0030] 所述养殖池体12顶面左右两侧分别向上延伸出横向分布的滑轨部122，所述黄鳝

收集框14底面左右两侧分别嵌入有与滑轨部122相对应的滑槽部141。待黄鳝养殖成熟后，

将养殖网箱13升起，利用黄鳝收集框14的滑槽部141与滑轨部122的配合实现滑动放置在养

殖池体12上，即可将黄鳝收集框14滑动至养殖网箱13下方，打开养殖网箱13的卸料底壳132

即将黄鳝卸下并收集在黄鳝收集框14内运走，收集方便。

[0031] 本发明的养殖装置还包括有一养殖水净化池2和一取水池3。

[0032] 所述取水池3入水端通过第一输水管31连通于水塘（图中未示出），所述第一输水

管31上固定有第一抽水泵32，所述取水池3出水端通过注水总管33连通于各养殖组1的注水

分管17，所述注水总管33上固定有第二抽水泵34，所述注水分管17上固定有若干个与对应

养殖池121内腔相连通的注水子管；所述注水子管上固定有电磁控制阀，所述养殖池121内

侧壁上部固定有液位传感器1213，所述液位传感器1213电连接于PLC控制器154输入端，所

述电磁控制阀电连接于PLC控制器154输出端。利用液位传感器1213、PLC控制器154与电磁

控制阀的配合可以有效检测、控制各养殖池121内的水位高低。

[0033] 所述养殖水净化池2入水端通过排水总管21连通于各养殖组1的排水分管16，所述

排水分管16上固定有若干个与对应养殖池121内腔相连通、带有控制阀的排水子管，所述养

殖水净化池2出水端通过第二输水管22连通于水塘（图中未示出），所述第二输水管22上固

定有第三抽水泵23。

[0034] 该养殖装置利用取水池3从水塘里取水并供给各养殖池121以进行养殖，而且养殖

后的养殖水则排入养殖水净化池2内经过净化处理再排入水塘，实现水资源的环保及再利

用，避免传统直接在水塘里养殖带来的水质污染，有助于保护水环境。关于养殖水的净化处

理技术为现有养殖污水处理知识，此处不再详述。

[0035] 本发明的养殖装置还包括有一饲料投放装置18。

[0036] 所述饲料投放装置18包括有一可沿着养殖池体12的滑轨部122横向移动的横移座

181、可左右滑动地连接在横移座181上的饲料框182。具体的：所述横移座181底面上一侧嵌

入有与养殖池体12的滑轨部122相对应的滑移槽1812、另一侧固定着带有万向轮的支撑腿

1813。将横移座181的支撑腿1813放在支撑台11上、滑移槽1812配合在滑轨部122上，即可推

动横移座181实现在养殖池体12上移动。而且，所述横移座181两侧分别向内延伸出限位部

1811，所述限位部1811与横移座底面之间形成滑动腔，所述饲料框182两侧分别向外延伸出

与滑动腔相对应的滑动条1821，所述饲料框182两侧分别通过滑动条1821与对应滑动腔的

配合实现滑动连接在横移座181上。

[0037] 所述饲料框182包括位于前端的U型投放部183和位于后端的存料部184，养殖饲料

放在存料部184区域，所述投放部183包括位于两侧的投料盒部1831及两投料盒部1831之间

的间隙空间1832，所述间隙空间1832的宽度大于悬挂板156宽度，所述投料盒部1831底面上

开设有若干个投料孔1833，若干投料孔1833的分布形状与养殖网箱13的投料口1333形状相

对应。

[0038] 在养殖过程中，当需要向各养殖网箱13投放养殖饲料时，养殖网箱13置于养殖池

121内且养殖网箱13的高度等于养殖池121的深度，将饲料框182向后抽拉以方便横移座181

可以沿着养殖池体12移动至对应养殖网箱13上方，然后打开养殖网箱13两侧的两个投料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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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露出投料口1333，再将饲料框182向前推进，使两侧投料盒部1831的投料孔1833分别对

应两个被打开的投料口1333上方，即可将养殖饲料通过投放部183的投料孔1833均匀地投

入养殖网箱13内。

[0039] 而且，为提高养殖饲料投放的均匀性，可将养殖网箱13设计成可以旋转的，两个投

料口投放结束后，旋转养殖网箱90°，使另一对的两个投料口置于投放部下方，即可完成对

四个投料口的均匀投料。其中，养殖网箱的旋转方式具体为：所述悬挂板156底面下方设有

一旋转盘158，所述旋转盘158底面上固定有一挂环159，所述养殖网箱13的顶板133通过挂

钩134悬挂在挂环159上，所述悬挂板156底面上嵌入一固定连接于旋转盘158且用于驱动旋

转盘158旋转的第二驱动电机157，所述第二驱动电机157电连接于PLC控制器154；  利用PLC

控制器154即可操控第二驱动电机157以驱动养殖网箱13的旋转。

[0040]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养殖装置进行黄鳝养殖，可以围绕水塘四周建设多个该养殖装

置，便于实现在陆地上的规模化养殖，克服传统在水塘里养殖的局限性。同时，该养殖装置

从水塘里取水进行养殖，养殖后的养殖水通过养殖水净化池净化处理再排入水塘，实现水

资源的环保及再利用。同时，黄鳝养殖成熟后，利用升降驱动装置15将养殖网箱13升起，将

黄鳝收集框14滑动地放置在养殖池体12的滑轨部122上，将黄鳝收集框14滑动至养殖网箱

13下方，打开养殖网箱13的卸料底壳132即将黄鳝卸下并收集在黄鳝收集框14内运走，使用

方便。同时，在养殖过程中，方便利用饲料投放装置18给各养殖网箱13投放养殖饲料。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7410139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9

CN 107410139 B

9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0

CN 107410139 B

10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1

CN 107410139 B

11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107410139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