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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

自动收集装置和收集方法，装置包括养殖水槽、

外层过滤网、内层过滤网、排污管、卵和幼虫自动

收集器、反冲式旋转进水管，源水经反冲式旋转

进水管进入养殖水槽中，在出水水流的作用下旋

转冲洗内、外层过滤网，轮虫卵及幼虫透过外层

过滤网进入内、外层过滤网之间，并从内外层过

滤网夹层底部排入卵和幼虫自动收集器内，养殖

污水则依次透过外层、内层过滤网由养殖槽中央

的排污管排出，并与卵和幼虫自动收集器排出的

污水汇入总排污管。本发明可与循环水或流水式

养殖系统对接，实现轮虫的高密度培养和卵及幼

虫的自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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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养殖水槽(1)、外层

过滤网(2)、内层过滤网(3)、反冲式旋转进水管(4)及卵和幼虫自动收集器(5)，其中养殖水

槽(1)内设有独立的收集腔(10)，所述外层过滤网(2)及内层过滤网(3)分别安装在养殖水

槽(1)内、并位于收集腔(10)的上方，该外层过滤网(2)与内层过滤网(3)之间开设有与所述

收集腔(10)相连通的排水孔(9)，所述外层过滤网(2)的外围设有安装在养殖水槽(1)内的

曝气管(13)；所述反冲式旋转进水管(4)包括固定在养殖水槽(1)上方的进水管(401)及受

水流反冲作用可旋转的支管(402)，该支管(402)位于外层过滤网(2)与内层过滤网(3)之

间，并与所述进水管(401)相连通，在支管(402)上开有通孔A；所述卵和幼虫自动收集器(5)

包括缓冲槽(501)、收集槽(502)、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503)、电动阀(504)、液位开关(505)

及控制器(506)，该收集槽(502)安装在缓冲槽(501)内，底部开口、并安装有过滤网，所述收

集槽(502)通过收集管(11)与收集腔(10)相连通，在收集槽(502)内设有与所述控制器

(506)连接的液位开关(505)；所述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503)的一端插设于收集槽(502)

内、位于收集槽(502)底部过滤网的上方，并开设有通孔B(5032)，该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

(503)的另一端为自由端，该自由端上安装有与所述控制器(506)相连的电动阀(504)；

所述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503)的一端为并排设置的多根卵和幼虫收集管(5031)，另

一端为输送管(5033)，每根卵和幼虫收集管(5031)上的底面沿长度方向均设有多个通孔B

(5032)，各所述卵和幼虫收集管(5031)均与输送管(5033)的一端相连通，该输送管(5033)

的另一端设有所述电动阀(50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卵和

幼虫收集管组件(503)的一端开设的通孔B(5032)位于靠近收集槽(502)底部过滤网的一

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管

(402)为两根，各支管(402)的上端相互连通，并与所述进水管(401)转动连接，每根所述支

管(402)上均开设有通孔A。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每根所述

支管(402)上沿高度方向均开设有两列通孔A，其中一列朝向所述外层过滤网(2)，另一列朝

向所述内层过滤网(3)，每根支管(402)上的两列通孔A的中心线在水平面投影的夹角为

90°，两根支管(402)上开设通孔A的方向相差18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

水槽(1)内的底部安装有内丝接口(7)及位于该内丝接口(7)内侧的外丝接口(8)，该内丝接

口(7)的内表面制有螺纹、与所述外层过滤网(2)螺纹连接，所述外丝接口(8)的外表面制有

螺纹、与所述内层过滤网(3)螺纹连接；所述曝气管(13)位于内丝接口(7)的外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

水槽(1)的底部为由外至内向下倾斜的斜面，该斜面上开设有排污口(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层

过滤网(3)内的底部通过排污管与缓冲槽(501)内部相连通，并连通于总排污管。

8.一种权利要求1至7任一权利要求所述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的收

集方法，其特征在于：轮虫在所述养殖水槽(1)内壁与外层过滤网(2)外表面之间的水中培

养生活，脱离虫体的卵和初孵幼虫透过该外层过滤网(2)进入到外层过滤网(2)与内层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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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3)之间，再从所述排水孔(9)进入到收集腔(10)中，经所述收集管(11)进入收集槽

(502)，卵和初孵幼虫不能透过所述收集槽(502)底部的过滤网；当所述收集槽(502)内的液

位上升触发液位开关(505)后，所述电动阀(504)开启，卵和幼虫在水压差作用下被吸走，进

入后续收集装置，液位随之降低，完成一次自动收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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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和收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工程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

集装置和收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环境条件突变或出现不利因素时，如降温骤变、营养物质不足、水质恶化、重金

属刺激等，轮虫会生成休眠卵来应对不利的环境。休眠卵的形成是轮虫生命周期中显著的

特征之一。休眠卵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对水产养殖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幼鱼、幼虾等刚孵出

的一段时间内，开口饵料的缺乏一直是困扰养殖业者的难题，在轮虫生产季节采集轮虫休

眠卵，利用其便于保存的特性，可以解决养殖生产季节性缺乏开口饵料的难题；同时，休眠

卵也是轮虫保种的最简便有效方法之一。然而，目前轮虫休眠卵的收集尚缺乏自动化收集

装置，收集过程费时费力。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轮虫休眠卵收集工作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轮虫

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和收集方法。该装置还适用于贝类幼虫变态前期的高密

度循环水培育。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本发明的自动收集装置包括养殖水槽、外层过滤网、内层过滤网、反冲式旋转进水

管及卵和幼虫自动收集器，其中养殖水槽内设有独立的收集腔，所述外层过滤网及内层过

滤网分别安装在养殖水槽内、并位于收集腔的上方，该外层过滤网与内层过滤网之间开设

有与所述收集腔相连通的排水孔，所述外层过滤网的外围设有安装在养殖水槽内的曝气

管；所述反冲式旋转进水管包括固定在养殖水槽上方的进水管及受水流反冲作用可旋转的

支管，该支管位于外层过滤网与内层过滤网之间，并与所述进水管相连通，在支管上开有通

孔A；所述卵和幼虫自动收集器包括缓冲槽、收集槽、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电动阀、液位开

关及控制器，该收集槽安装在缓冲槽内，底部开口、并安装有过滤网，所述收集槽通过收集

管与收集腔相连通，在收集槽内设有与所述控制器连接的液位开关；所述卵和幼虫收集管

组件的一端插设于收集槽内、位于收集槽底部过滤网的上方，并开设有通孔B，该卵和幼虫

收集管组件的另一端为自由端，该自由端上安装有与所述控制器相连的电动阀；

[0006] 其中：所述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的一端开设的通孔B位于靠近收集槽底部过滤网

的一侧；

[0007] 所述支管为两根，各支管的上端相互连通，并与所述进水管转动连接，每根所述支

管上均开设有通孔A；每根所述支管上沿高度方向均开设有两列通孔A，其中一列朝向所述

外层过滤网，另一列朝向所述内层过滤网，每根支管上的两列通孔A的中心线在水平面投影

的夹角为90°，两根支管上开设通孔A的方向相差180°；

[0008] 所述养殖水槽内的底部安装有内丝接口及位于该内丝接口内侧的外丝接口，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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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接口的内表面制有螺纹、与所述外层过滤网螺纹连接，所述外丝接口的外表面制有螺纹、

与所述内层过滤网螺纹连接；所述曝气管位于内丝接口的外侧；

[0009] 所述养殖水槽的底部为由外至内向下倾斜的斜面，该斜面上开设有排污口；

[0010] 所述内层过滤网内的底部通过排污管与缓冲槽内部相连通，并连通于总排污管；

[0011] 所述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的一端为并排设置的多根卵和幼虫收集管，另一端为输

送管，每根卵和幼虫收集管上的底面沿长度方向均设有多个通孔B，各所述卵和幼虫收集管

均与输送管的一端相连通，该输送管的另一端设有所述电动阀；

[0012] 本发明轮虫高密度培养及其卵的自动收集装置的收集方法为：

[0013] 轮虫在所述养殖水槽内壁与外层过滤网外表面之间的水中培养生活，脱离虫体的

卵和初孵幼虫透过该外层过滤网进入到外层过滤网与内层过滤网之间，再从所述排水孔进

入到收集腔中，经所述收集管进入收集槽，卵和初孵幼虫不能透过所述收集槽底部的过滤

网；当所述收集槽内的液位上升触发液位开关后，所述电动阀开启，卵和幼虫在水压差作用

下被吸走，进入后续收集装置，液位随之降低，完成一次自动收集过程。

[0014] 本发明的优点与积极效果为：

[0015] 1.本发明的自动收集装置通过内、外层过滤网套装设计，增大了外层过滤网面积，

有效延长了连续培育的周期。

[0016] 2.本发明的支管采用反冲洗式进水设计，在进水的同时不断清洗内、外层过滤网，

有效解决了滤网污损，延长了连续培养周期。

[0017] 3.本发明通过内、外层过滤网不同网目筛绢的设计，使卵和污水分流处理，降低了

滤网污损，使水体便于实现循环利用。

[0018] 4.本发明收集方法操作简便，易于控制。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自动收集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自动收集装置中养殖水槽的结构俯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自动收集装置中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的结构仰视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自动收集装置中支管的结构主视图；

[0023] 图5为图4的左视图；

[0024] 其中：1为养殖水槽，2为外层过滤网，3为内层过滤网，4为反冲式旋转进水管，401

为进水管，402为支管，403为朝向外层过滤网的通孔A，404为朝向内层过滤网的通孔A，5为

卵和幼虫自动收集器，501为缓冲槽，502为收集槽，503为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5031为卵和

幼虫收集管，5032为通孔B，5033为输送管，504为电动阀，505为液位开关，506为控制器，507

为排污管B，6为排污口，7为内丝接口，8为外丝接口，9为排水孔，10为收集腔，11为收集管，

12为排污管A，13为曝气管，14为排污管C。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0026] 如图1～5所示，本发明的自动收集装置包括养殖水槽1、外层过滤网2、内层过滤网

3、反冲式旋转进水管4及卵和幼虫自动收集器5，其中养殖水槽1为顶部开口的圆柱状，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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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外至内向下倾斜的锥形斜面，在养殖水槽1内最底部的下方设有独立的收集腔10；外层

过滤网2及内层过滤网3分别安装在养殖水槽1内、并位于收集腔10的上方，该外层过滤网2

与内层过滤网3均为圆柱状，同心设置，本实施例的外层过滤网2由直径250mm或300mm的具

外丝(即底部外表面具有外螺纹)的国标PVC管制成的框架和尼龙筛绢A构成，内层过滤网3

由直径160mm的具内丝(即底部内表面具有内螺纹)的国标PVC管制成的框架和尼龙筛绢B构

成。养殖水槽1内的底部安装有内丝接口7及位于该内丝接口7内侧的外丝接口8，内丝接口7

的内表面制有螺纹、与外层过滤网2底部的外螺纹连接，外丝接口8的外表面制有螺纹、与内

层过滤网3底部的内螺纹连接。在内丝接口7的外侧、靠近外层过滤网2底部边缘的斜面上设

有环型的曝气管13。在养殖水槽1底部的斜面上，靠近外层过滤网2底部边缘的外侧设有排

污口6，该排污口6连接有带阀门的排污管C14，可以将养殖水槽1内的污水及杂物排出至总

排污管。

[0027] 反冲式旋转进水管4包括固定在养殖水槽1上方的进水管401及受水流反冲作用可

旋转的支管402，该支管402位于外层过滤网2与内层过滤网3之间，并与进水管401相连通，

在支管402上开有通孔A。本实施例的支管402为两根，这两根支管402的上端相互连通，并与

进水管401转动连接，每根支管402上均开设有通孔A。每根支管402上沿高度方向均开设有

两列的通孔A，每列的通孔A数量相同，开设高度均一致；其中一列的通孔A朝向外层过滤网

2，另一列朝向内层过滤网3，每根支管402上的两列通孔A的中心线在水平面投影的夹角为

90°，两根支管402上开设通孔A的方向相差180°。即，如图4、图5所示，每根支管402上设置了

两列通孔A，其中一列是朝向外层过滤网的通孔A403，另外一列是朝向内层过滤网的通孔

A404，朝向外层过滤网的通孔A403的中心线在水平面的投影与朝向内层过滤网的通孔A404

的中心线在水平面的投影的夹角为90°；并且，其中一根支管402上开设通孔A的方向旋转

180°即为另一根支管402上开设通孔A的方向。

[0028] 在外层过滤网2与内层过滤网3之间沿圆周方向均匀开设有多个与收集腔10相连

通的排水孔9，排水孔9的下方为收集所排出水的收集腔10。在内层过滤网3内底部的中间连

通有排污管A12，该排污管A12向下穿过收集腔10，与收集腔10不连通。

[0029] 卵和幼虫自动收集器5包括缓冲槽501、收集槽502、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503、电动

阀504、液位开关505及控制器506，该收集槽502安装在缓冲槽501内，底部开口、并安装有过

滤网(本实施例的过滤网为尼龙筛绢C)，收集槽502通过收集管11与收集腔10相连通，在收

集槽502内设有与控制器506连接的液位开关505；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503的一端插设于收

集槽502内、位于收集槽502底部过滤网的上方，并在靠近收集槽502底部过滤网的一侧开设

有通孔B5032，该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503的另一端为自由端，该自由端上安装有与控制器

506相连的电动阀504；缓冲槽501上连通有排污管B507，该排污管B507的一端与缓冲槽501

的内部连通，另一端与排污管A12汇合后再连接至总排污管。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503的一

端为并排设置的多根卵和幼虫收集管5031，各卵和幼虫收集管5031均匀覆盖收集槽502底

部的尼龙筛绢C；卵和幼虫收集管组件503的另一端为输送管5033，每根卵和幼虫收集管

5031上的底面沿长度方向均设有多个通孔B5032，各卵和幼虫收集管5031均与输送管5033

的一端相连通，该输送管5033的另一端设有电动阀504。

[0030] 本发明的收集方法为：

[0031] 通过进水管401、支管402及支管402上开设的通孔A向养殖水槽1内注入所需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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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注水过程中，支管402可受水流反冲作用旋转，进而可以不断清洗外层过滤网2和内层

过滤网3；轮虫在养殖水槽1内壁与外层过滤网2外表面之间的水中培养生活，脱离虫体的卵

和初孵幼虫透过该外层过滤网2进入到外层过滤网2与内层过滤网3之间，而不能进入内层

过滤网3内部，再从排水孔9进入到收集腔10中，经收集管11进入收集槽502，卵和初孵幼虫

不能透过收集槽502底部的过滤网；当收集槽502内的液位上升触发液位开关505后，发送电

信号给控制器506，控制器506控制电动阀504开启，卵和幼虫在水压差作用下被吸走，进入

后续收集装置，液位随之降低，完成一次自动收集过程。而养殖污水则依次透过外层过滤网

2、内层过滤网3，由排污管A12排出；卵和幼虫自动收集器5产生的污水由排污管B507排出，

排污管A12与排污管B507内的污水汇入总排污管。养殖水槽1内的污物还可以通过排污口6

经排污管C14排出。

[0032] 本发明可与循环水或流水式养殖系统对接，实现轮虫的高密度培养和卵及幼虫的

自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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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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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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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0

CN 110063279 B

10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1

CN 110063279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