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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捕鱼工具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捕鱼工具，包括顶网、固定

连接或一体连接在所述顶网的外周缘上的环网

以及多个匀布在所述环网的下周缘上的重力块，

所述顶网的外周缘还绕设有软管，所述软管上设

置有充气口和泄气口，所述充气口上设置有堵

头，所述泄气口上连接有吸风机。本发明提供的

捕鱼工具由于没有设置充气装置，使用前需要提

前将软管充满气使得顶网展开，然后将顶网和环

网放入水中，环网在重力块作用下被拉直，由于

顶网和环网不会反复沉降，不易惊动鱼群，而在

收网时，通过吸风机将软管内的气体抽走，使得

环网和顶网在重力块的作用下往下沉并，将鱼群

网住，捕鱼效率相对较高，且速度相对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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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捕鱼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采用的捕鱼工具包括顶网、固定连接或一体连接

在所述顶网的外周缘上的环网以及多个匀布在所述环网的下周缘上的重力块，所述顶网的

外周缘还绕设有软管，所述软管上设置有充气口和泄气口，所述充气口上设置有堵头，所述

泄气口上连接有吸风机；

先对所述软管进行充气使得所述顶网被展开，然后用所述堵头堵住充气口，再将整个

所述捕鱼工具放入水中，所述环网在所述重力块作用下在下水过程中展开，而所述顶网则

在所述软管的浮力作用下漂浮在水面上；当鱼群被吸引到所述环网的内腔中之后，通过所

述吸风机抽走所述软管内的气体，使得整个所述捕鱼工具往下沉；之后通过卷扬机构将所

述顶网拉出水面，再借助所述卷扬机构拉起所述顶网和所述环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捕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软管位于所述顶网的内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捕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重力块为铅坠。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捕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环网所围成的空间内设置有鱼饵。

5.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捕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顶网展开呈锥形

状，且所述顶网在其锥形状的尖部位置固定连接有拉绳。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捕鱼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支架，所述支架包括基座、转动连

接在所述基座上的立杆、转动连接在所述立杆上端的摆杆、滑动连接在所述基座上的滑座

以及设置在所述滑座上的液压缸，所述基座上设置有与所述滑座配合的环形轨道，所述立

杆位于所述环形轨道的中心轴位置，所述液压缸的活塞杆转动连接在所述摆杆上，所述摆

杆远离所述立杆的一端设置有导轮，所述基座或所述立杆上设置有所述卷扬机构，所述拉

绳的一端绕过所述导轮并与所述卷扬机构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捕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座的下端设置有行走轮。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捕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风机固定连接在所述摆杆远离所

述立杆的一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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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捕鱼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渔具，尤其是一种捕鱼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的捕鱼工具品种多样，结构各异；捕鱼用网具大都是从上向下撒，采用

拖网、撒网、拉网、抬网等方法进行捕鱼，但这些手段由于下网时声音比较大，很容易将鱼群

惊动，将鱼群吓跑。

[0003] 公开号为CN104542512A的中国发明专利是本申请人早期申请一种渔船捕鱼装置，

该渔船捕鱼装置包括展开成锥形状的旋网，所述旋网上连接有拖绳，所述拖绳的一端与所

述旋网连接，另一端与安装在船体上的卷扬机连接，所述旋网上设置或连接有软管，所述软

管上设置有充气装置，所述旋网的锥形状底部设置有多个均匀布置的重力块，所述软管与

所述重力块间隔有预定距离，所述旋网上还设置有沿所述旋网的锥形状母线方向设置的压

标线，所述压标线的一端与设置在所述软管上的压标碗连接，另一端上连接有浮标。旋网放

入水中后，通过充气装置往软管内充气，充气以后的软管带动旋网在水面上展开，整个过程

噪音较小。然而，该渔船捕鱼装置在水中充气之前，旋网会在重力块的作用下往下沉，充气

后又会往上浮，这同样容易将鱼群惊动，需要等到较长的时间才能捕到鱼，且在收网时，鱼

群容易从旋网的下方逃脱，捕鱼效率相对较低。

[0004] 有鉴于此，本申请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遂有本案产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捕鱼效率相对较高的捕鱼工具。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捕鱼工具，包括顶网、固定连接或一体连接在所述顶网的外周缘上的环网以

及多个匀布在所述环网的下周缘上的重力块，所述顶网的外周缘还绕设有软管，所述软管

上设置有充气口和泄气口，所述充气口上设置有堵头，所述泄气口上连接有吸风机。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软管位于所述顶网的内侧。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重力块为铅坠。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环网所围成的空间内设置有鱼饵。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顶网展开层锥形状，且所述顶网在其锥形状的尖部

位置固定连接有拉绳。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还包括支架，所述支架包括基座、转动连接在所述基座上

的立杆、转动连接在所述立杆上端的摆杆、滑动连接在所述基座上的滑座以及设置在所述

滑座上的液压缸，所述基座上设置有与所述滑座配合的环形轨道，所述立杆位于所述环形

轨道的中心轴位置，所述液压缸的活塞杆转动连接在所述摆杆上，所述摆杆远离所述立杆

的一端设置有导轮，所述基座或所述立杆上设置有卷扬机构，所述拉绳的一端绕过所述导

轮并与所述卷扬机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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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滑座的下端设置有行走轮。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吸风机固定连接在所述摆杆远离所述立杆的一端

上。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本发明提供的捕鱼工具由于没有设置充气装置，使用前需要提前将软管充满气

使得顶网展开，然后将顶网和环网放入水中，环网在重力块作用下被拉直，由于顶网和环网

不会反复沉降，不易惊动鱼群，而在收网时，通过吸风机将软管内的气体抽走，使得环网和

顶网在重力块的作用下往下沉，将鱼群网住，有效避免抽气时顶网和环网在气体反作用力

的作用下在水中打转，捕鱼效率相对较高，且速度相对较快。

[0017] 2、通过设置拉绳，并将拉绳连接在顶网锥形状的尖部位置，抽气时利用拉绳蜡烛

顶网，使得环网在下沉的同时往中间收缩，避免鱼群逃脱。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捕鱼工具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标示对应如下：

[0020] 10‑顶网；                    11‑软管；

[0021] 12‑拉绳；                    20‑环网；

[0022] 30‑重力块；                  40‑吸风机；

[0023] 41‑气管；                    50‑支架；

[0024] 51‑基座；                    52‑立杆；

[0025] 53‑摆杆；                    54‑滑座；

[0026] 55‑液压缸；                  56‑环形轨道；

[0027] 57‑导轮；                    58‑卷扬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9]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捕鱼工具，包括顶网10、固定连接或一体连接在顶网

10的外周缘上的环网20以及多个匀布在环网20的下周缘上的重力块30，其中，重力块30最

好为铅坠。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实施例中，以捕鱼工具处于使用状态时的结构为例对捕鱼工

具进行说明，在该状态下，环网20呈筒状，其上周缘与顶网10的外周缘连接，与顶网10共同

形成一个开口朝下的内腔，以顶网10和环网20朝向该内腔的一侧为内侧，相对应的另一侧

为外侧。此外，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环网10所围成的空间内(即内腔内)设置鱼饵。

[0030] 顶网10的外周缘还绕设有软管11，软管11最好位于顶网10的内侧，这样可以通过

“顶起”的方式张开顶网10，而非通过“拉起”的方式张开顶网10，有助于避免软管11和顶网

10之间的连接断裂。软管11可以为圆环管，也可以为首尾相互抵顶且不连通的环形管，其上

设置有充气口和泄气口(图中未示出)，当然，也可以将充气口和泄气口重叠，即仅设置一个

口，既作为充气口，也作为泄气口，或者设置两个以上的充气口和两个以上的泄气口，优选

的，在本实施例中，软管11为首尾相互抵顶且不连通的环形管，其上设置有一个充气口和一

个泄气口，其中泄气口位于软管11的首端或尾端，这样便于控制泄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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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充气口上设置有堵头(图中未示出)，而泄气口上通过气管41连接有吸风机40，当

然，气管41的长度应该足够长以确保顶网10和环网20下沉时气管41不会被拉断。此外，气管

41最好为具有一定硬度的柔性管，以避免打结。

[0032] 优选的，在本实施例中，顶网10展开层锥形状，且顶网10在其锥形状的尖部位置固

定连接有拉绳12。此外，本实施例提供的捕鱼工具还包括支架50，支架50包括基座51、转动

连接在基座51上的立杆52、转动连接在立杆52上端的摆杆53、滑动连接在基座51上的滑座

54以及设置在滑座54上的液压缸55，其中，基座51既可以放置在岸边，也可以放置船上或车

上；摆杆53既可以是支杆，也可以为弯杆或两段式折杆；此外，滑座54的下端设置有行走轮

(图中未示出)。

[0033] 基座51上设置有与滑座54配合的环形轨道56，立杆52位于环形轨道56的中心轴位

置，这样使得滑座54可以绕着基座51滑动。液压缸55的缸体转动连接在滑座54上，液压缸55

的活塞杆转动连接在摆杆53的杆身上(即非端部位置)，摆杆53远离立杆52的一端设置有导

轮57，此外，基座51或立杆52上设置有卷扬机构58，拉绳12的一端与顶网10固定连接，另一

端绕过导轮57并与卷扬机构58连接，其中，卷扬机构58为可以从市场上直接购买获得的手

动卷扬机或自动卷扬机，此处不再详述。

[0034] 优选的，在本实施例中，吸风机40固定连接在摆杆53远离立杆52的一端上。

[0035] 使用时，先对软管11进行充气使得顶网10被展开，充气设备需要额外配置，然后用

堵头堵住充气口，再将整个捕鱼工具放入水中，环网20在重力块作用在下水过程中展开，而

顶网10则在软管11的浮力作用下漂浮在水面上；当鱼群被吸引到内腔中之后，通过吸风机

40抽走软管11内的气体，使得整个捕鱼工具往下沉；之后通过卷扬机构58将顶网10拉出水

面，再借助卷扬机构58拉起顶网10和环网20，最后通过旋转立杆52将顶网10和环网20到岸

上、船上或车上，极大提升了捕鱼效率。

[0036]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仅限于上述

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技术可以对本发明做出各种变形，如将上述实施例中

的液压缸55变更为气缸等，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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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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