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024770.5

(22)申请日 2016.11.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61423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10

(73)专利权人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地址 316021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体

育路28号

(72)发明人 梁君　徐开达　朱文斌　蒋日进　

毕远新　陈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杭诚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109

代理人 尉伟敏

(51)Int.Cl.

A01K 63/02(2006.01)

A01K 63/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567505 U,2016.09.14,

CN 104729880 A,2015.06.24,

CN 104729882 A,2015.06.24,

US 376553 A,1888.01.17,

US 485422 A,1892.11.01,

审查员 吴蔚

 

(54)发明名称

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

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

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旨在提供一种可有效解决

目前充氧密封运输过程中，因气泡聚集在水面上

形成一层泡沫，将水面隔离，而导致乌贼苗种的

成活率降低的问题的辅助装置。它包括苗种暂养

装置。苗种暂养装置包括暂养桶，与暂养桶配合

的封堵盖体以及设置在暂养桶内的泡沫自清理

装置。暂养桶的下部设有将暂养桶的内腔分隔成

上、下两部分的隔板。泡沫自清理装置包括设置

在隔板上的清理导管及设在暂养桶内的聚泡沫

体，清理导管的上端开口，清理导管的下端开口，

清理导管的下端开口与隔板下方的暂养桶内腔

相连通；聚泡沫体包括内径自下而上逐渐增大的

锥形导套以及设置在锥形导套上端的聚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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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其特征是，包括：苗种暂养装置；

所述苗种暂养装置包括：

暂养桶，暂养桶的上端开口，暂养桶的下部设有将暂养桶的内腔分隔成上、下两部分的

隔板；

与暂养桶配合的封堵盖体；以及

设置在暂养桶内的泡沫自清理装置，泡沫自清理装置包括设置在隔板上的清理导管及

设在暂养桶内并位于隔板上方的聚泡沫体，

所述清理导管的上端位于暂养桶内，且清理导管的上端开口，清理导管的下端开口，且

清理导管的下端开口与隔板下方的暂养桶内腔相连通；

所述聚泡沫体包括内径自下而上逐渐增大的锥形导套以及设置在锥形导套上端的聚

集套，所述清理导管的上端伸入聚集套内，且清理导管的上端位于聚集套的上端的下方；

还包括：

安装架，安装架包括竖直导杆，沿竖直导杆升降的支撑平台以及用于升降支撑平台的

升降执行装置；

所述暂养桶设置在安装架上，且暂养桶位于支撑平台正下方；

所述封堵盖体位于暂养桶的正上方，封堵盖体能够由暂养桶的上端开口移动至暂养桶

内，封堵盖体的外侧面上设有密封圈安装槽，密封圈安装槽内设有第一密封圈；

所述封堵盖体的上端面中部设有竖直连接杆，支撑平台上设有与竖直连接杆相对应的

连接杆过孔，竖直连接杆的上端穿过连接杆过孔，竖直连接杆的外侧面上并位于支撑平台

上方设有连接杆限位块；

所述苗种暂养装置还包括氧气瓶、充气连接管及充导气装置，充导气装置包括设置在

封堵盖体的上端面上的导气缸体、设置在导气缸体内侧面上的第一缸体限位块与第二缸体

限位块、滑动设置在第一缸体限位块与第二缸体限位块之间的活塞体及设置在导气缸体一

端与活塞体之间的复位弹簧，所述活塞体的外侧面是设有第二密封圈与第三密封圈，所述

导气缸体的两端封闭，导气缸体的一端面设有与导气缸体的内腔相连通的第一接口，导气

缸体的外侧面设有与导气缸体的内腔相连通的第二接口、第三接口与第四接口，所述第一

缸体限位块与第一接口位于活塞体的同一侧，复位弹簧与第二缸体限位块位于活塞体的同

一侧，第二接口位于第一缸体限位块与第二缸体限位块之间，第三接口及第四接口位于第

二缸体限位块的同一侧，第三接口与活塞体位于第二缸体限位块的相对两侧；

所述封堵盖体的上端面设有充氧孔与盖体导气孔，充氧孔的下端与封堵盖体的下端面

相连通，盖体导气孔的下端封闭；

所述密封圈安装槽的底面设有与盖体导气孔相连通的第一连接孔，第一密封圈内的环

形充气内腔，第一密封圈上与环形充气内腔相连通的充气插管，充气插管插设在第一连接

孔内，且充气插管与第一连接孔密封连接；

所述竖直连接杆内设有上下延伸的连接杆导气孔，连接杆导气孔的上端与竖直连接杆

的上端面相连通，连接杆导气孔的下端封闭，竖直连接杆的外侧面上设有与连接杆导气孔

相连通的第二连接孔；

所述第一接口与第二连接孔的外端口之间通过第一连接管相连接，所述第二接口与充

氧孔的上端口之间通过第二连接管相连接，所述第三接口与盖体导气孔的上端口之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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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连接管相连接，且第三连接管与盖体导气孔的上端口之间设有充气单向阀，所述第四

接口上设有补气单向阀；

所述充气连接管的一端与连接杆导气孔的上端密封连接，充气连接管的另一端与氧气

瓶的出气口密封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其特征是，所述

泡沫自清理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清理导管外侧面上的导管限位块以及套设在清理导管上的

安装套，所述安装套位于导管限位块上方，所述锥形导套与安装套之间通连杆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其特征是，所述

暂养桶的底面上设有排放口，且排放口上设有排放口开关阀门。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其特征

是，所述清理导管上端与隔板之间的间距小于暂养桶上端与隔板之间的间距的一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其特征是，当活

塞体抵靠在第一缸体限位块上时，所述第二接口位于第二密封圈与第三密封圈之间；

当活塞体抵靠在第二缸体限位块上时，所述第二接口与第一接口位于活塞体的同一

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其特征是，苗种

暂养装置还包括自释放装置，所述自释放装置包括设置在封堵盖体的外侧面上并与盖体导

气孔相连通的径向排气孔，径向排气孔包括与封堵盖体的外侧面相连的外径向孔及连接外

径向孔与盖体导气孔的内径向孔，且内径向孔的内径大于外径向孔的内径，

所述外径向孔内设有滑动导杆，滑动导杆与外径向孔之间具有间隙，滑动导杆的外侧

面上设有滑动导杆限位块与第四密封圈，滑动导杆限位块与内径向孔位于外径向孔的同一

侧，第四密封圈与外径向孔位于滑动导杆限位块的同一侧，滑动导杆端部与内径向孔的底

面之间设有压缩弹簧。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其特征是，当滑

动导杆限位块在压缩弹簧的作用下往外径向孔移动，并抵靠在内径向孔的端面上时：所述

第四密封圈位于外径向孔的外侧；

当滑动导杆的端部抵靠在暂养桶的内侧面上时，所述第四密封圈位于外径向孔内，且

滑动导杆与外径向孔通过第四密封圈密封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其特征是，所述

滑动导杆的外端设有球形凸起，所述暂养桶的上端开口上设有与球形凸起配合的锥形导向

口，锥形导向口的内径自下而上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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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辅助装置，具体涉及一种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时需要将曼氏无针乌贼苗种由育苗地运输到放流地。充氧

密封运输法是目前曼氏无针乌贼苗种运输的常用方法之一。目前的充氧密封运输法是采用

透明尼龙袋充氧方法运输所述的乌贼苗种，透明尼龙袋每袋装水1/3，每袋放一端数量的乌

贼苗种；接着将透明尼龙袋中空气挤出，再充入纯氧，扎紧密封，通过运输车进行运输。目前

这种充氧密封运输法不仅操作不便，操作效率低，而且透明尼龙袋固定不便，运输过程中容

易发生晃动，影响苗种的成活率。

[0003] 另一方面，充氧密封运输过程中乌贼苗种会产生一定量的气泡，这些气泡会聚集

在水面上，形成一层泡沫，将水面隔离，从而影响水面上方的氧气溶解到水体内，降低水体

溶解氧的含量，导致乌贼苗种的成活率降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可有效解决目前充氧密封运输过程中，因气泡

聚集在水面上形成一层泡沫，将水面隔离，而导致乌贼苗种的成活率降低的问题的冲氧式

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

[0005] 本发明在第一目的基础上的另一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操作方便，操作效率高，并

且可以有效解决因透明尼龙袋固定不便，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晃动，而影响苗种成活率的

问题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包括：苗种暂养装置；所述苗种

暂养装置包括：暂养桶，暂养桶的上端开口，暂养桶的下部设有将暂养桶的内腔分隔成上、

下两部分的隔板；与暂养桶配合的封堵盖体；以及设置在暂养桶内的泡沫自清理装置，泡沫

自清理装置包括设置在隔板上的清理导管及设在暂养桶内并位于隔板上方的聚泡沫体，所

述清理导管的上端位于暂养桶内，且清理导管的上端开口，清理导管的下端开口，且清理导

管的下端开口与隔板下方的暂养桶内腔相连通；所述聚泡沫体包括内径自下而上逐渐增大

的锥形导套以及设置在锥形导套上端的聚集套，所述清理导管的上端伸入聚集套内，且清

理导管的上端位于聚集套的上端的下方。

[0008] 本方案泡沫自清理装置可以可有效解决目前充氧密封运输过程中，因气泡聚集在

水面上形成一层泡沫，将水面隔离，而导致乌贼苗种的成活率降低的问题的冲氧式样曼氏

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

[0009] 作为优选，泡沫自清理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清理导管外侧面上的导管限位块以及套

设在清理导管上的安装套，所述安装套位于导管限位块上方，所述锥形导套与安装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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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连杆相连接。

[0010] 本方案结构在乌贼苗种放置到暂养桶内或由暂养桶取出时，可以将锥形导套取

下，并与实际操作。

[0011] 作为优选，暂养桶的底面上设有排放口，且排放口上设有排放口开关阀门。

[0012] 作为优选，清理导管上端与隔板之间的间距小于暂养桶上端与隔板之间的间距的

一半。

[0013] 作为优选，还包括安装架，安装架包括竖直导杆，沿竖直导杆升降的支撑平台以及

用于升降支撑平台的升降执行装置；所述暂养桶设置在安装架上，且暂养桶位于支撑平台

正下方；所述封堵盖体位于暂养桶的正上方，封堵盖体能够由暂养桶的上端开口移动至暂

养桶内，封堵盖体的外侧面上设有密封圈安装槽，密封圈安装槽内设有第一密封圈；所述封

堵盖体的上端面中部设有竖直连接杆，支撑平台上设有与竖直连接杆相对应的连接杆过

孔，竖直连接杆的上端穿过连接杆过孔，竖直连接杆的外侧面上并位于支撑平台上方设有

连接杆限位块。

[0014] 作为优选，苗种暂养装置还包括氧气瓶、充气连接管及充导气装置，充导气装置包

括设置在封堵盖体的上端面上的导气缸体、设置在导气缸体内侧面上的第一缸体限位块与

第二缸体限位块、滑动设置在第一缸体限位块与第二缸体限位块之间的活塞体及设置在导

气缸体一端与活塞体之间的复位弹簧，所述活塞体的外侧面是设有第二密封圈与第三密封

圈，所述导气缸体的两端封闭，导气缸体的一端面设有与导气缸体的内腔相连通的第一接

口，导气缸体的外侧面设有与导气缸体的内腔相连通的第二接口、第三接口与第四接口，所

述第一缸体限位块与第一接口位于活塞体的同一侧，复位弹簧与第二缸体限位块位于活塞

体的同一侧，第二接口位于第一缸体限位块与第二缸体限位块之间，第三接口及第四接口

位于第二缸体限位块的同一侧，第三接口与活塞体位于第二缸体限位块的相对两侧；所述

封堵盖体的上端面设有充氧孔与盖体导气孔，充氧孔的下端与封堵盖体的下端面相连通，

盖体导气孔的下端封闭；所述密封圈安装槽的底面设有与盖体导气孔相连通的第一连接

孔，第一密封圈内的环形充气内腔，第一密封圈上与环形充气内腔相连通的充气插管，充气

插管插设在第一连接孔内，且充气插管与第一连接孔密封连接；所述竖直连接杆内设有上

下延伸的连接杆导气孔，连接杆导气孔的上端与竖直连接杆的上端面相连通，连接杆导气

孔的下端封闭，竖直连接杆的外侧面上设有与连接杆导气孔相连通的第二连接孔；所述第

一接口与第二连接孔的外端口之间通过第一连接管相连接，所述第二接口与充氧孔的上端

口之间通过第二连接管相连接，所述第三接口与盖体导气孔的上端口之间通过第三连接管

相连接，且第三连接管与盖体导气孔的上端口之间设有充气单向阀；所述第四接口上设有

补气单向阀；所述充气连接管的一端与连接杆导气孔的上端密封连接，充气连接管的另一

端与氧气瓶的出气口密封连接。

[0015] 本方案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采用的充氧密封运输法不

仅操作方便，操作效率高，而且可以有效解决透明尼龙袋固定不便，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晃

动，影响苗种成活率的问题。

[0016] 作为优选，当活塞体抵靠在第一缸体限位块上时，所述第二接口位于第二密封圈

与第三密封圈之间；当活塞体抵靠在第二缸体限位块上时，所述第二接口与第一接口位于

活塞体的同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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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作为优选，苗种暂养装置还包括自释放装置，所述自释放装置包括设置在封堵盖

体的外侧面上并与盖体导气孔相连通的径向排气孔，径向排气孔包括与封堵盖体的外侧面

相连的外径向孔及连接外径向孔与盖体导气孔的内径向孔，且内径向孔的内径大于外径向

孔的内径，所述外径向孔内设有滑动导杆，滑动导杆与外径向孔之间具有间隙，滑动导杆的

外侧面上设有滑动导杆限位块与第四密封圈，滑动导杆限位块与内径向孔位于外径向孔的

同一侧，第四密封圈与外径向孔位于滑动导杆限位块的同一侧，滑动导杆端部与内径向孔

的底面之间设有压缩弹簧。

[0018] 作为优选，当滑动导杆限位块在压缩弹簧的作用下往外径向孔移动，并抵靠在内

径向孔的端面上时：所述第四密封圈位于外径向孔的外侧；当滑动导杆的端部抵靠在暂养

桶的内侧面上时，所述第四密封圈位于外径向孔内，且滑动导杆与外径向孔通过第四密封

圈密封连接。

[0019] 作为优选，滑动导杆的外端设有球形凸起，所述暂养桶的上端开口上设有与球形

凸起配合的锥形导向口，锥形导向口的内径自下而上逐渐增大。

[0020] 作为优选，升竖直导杆上设有竖直导杆上限位块与竖直导杆下限位块，所述升降

支撑平台上设有与竖直导杆相配合的竖直导套，且竖直导套位于竖直导杆上限位块与竖直

导杆下限位块之间。

[0021] 作为优选，升降执行装置为升降气缸。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不仅操作方便，操作效率高，而且可以有效解决因透明尼龙

袋固定不便，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晃动，而影响苗种成活率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5] 图3是图1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6] 图4是图3中C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7] 图中：

[0028] 安装架1，竖直导杆1.1，竖直导杆下限位块1.2，支撑平台1.3，竖直导套1.4，竖直

导杆上限位块1.5；

[0029] 暂养桶2，锥形导向口2.1，隔板2.2，排放口2.3，排放口开关阀门2.4；

[0030] 封堵盖体3，第一密封圈3.1，充氧孔3.2，盖体导气孔3.3，第一连接孔3.4，充气插

管3.5；

[0031] 竖直连接杆4，连接杆导气孔4.1，连接杆限位块4.2，第二连接孔4.3,第一连接管

4.4；

[0032] 泡沫自清理装置5，清理导管5.1，锥形导套5.2，聚集套5.3，安装套5.4，连杆5.5，

导管限位块5.6；

[0033] 充导气装置6，导气缸体6.1，第一接口6.2，第一缸体限位块6.3，第二密封圈6.4，

第二接口6.5，活塞体6.6，第三密封圈6.7，复位弹簧6.8，第二缸体限位块6.9，补气单向阀

6.10，第四接口6.11，第三接口6.12，第三连接管6.13，充气单向阀6.14；

[0034] 充气连接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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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第二连接管8；

[0036] 自释放装置9，滑动导杆9.1，第四密封圈9.2，外径向孔9.3，滑动导杆限位块9.4，

内径向孔9.5，压缩弹簧9.6，球形凸起9.7。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8] 如图1所示，一种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包括：安装架1；以及

设置在安装架上的苗种暂养装置。

[0039] 安装架包括竖直导杆1.1，沿竖直导杆升降的支撑平台1.3以及用于升降支撑平台

的升降执行装置。竖直导杆上设有竖直导杆上限位块1.5与竖直导杆下限位块1.2。升降支

撑平台上设有与竖直导杆相配合的竖直导套1.4，且竖直导套位于竖直导杆上限位块与竖

直导杆下限位块之间。升降执行装置为升降气缸。

[0040] 如图1、图4所示，苗种暂养装置包括充气连接管7；充导气装置6；自释放装置9；氧

气瓶；设置在安装架上的暂养桶2；与暂养桶配合的封堵盖体3；以及设置在暂养桶内的泡沫

自清理装置5。暂养桶设置在安装架上。暂养桶为圆桶。暂养桶的上端开口。暂养桶位于支撑

平台正下方。暂养桶的上端开口上设有锥形导向口2.1，锥形导向口的内径自下而上逐渐增

大。暂养桶的下部设有将暂养桶的内腔分隔成上、下两部分的隔板2.2。暂养桶的底面上设

有排放口2.3，且排放口上设有排放口开关阀门2.4。

[0041] 如图1、图2所示，泡沫自清理装置包括设置在隔板上的清理导管5.1、设在暂养桶

内并位于隔板上方的聚泡沫体、设置在清理导管外侧面上的导管限位块5.6以及套设在清

理导管上的安装套5.4。清理导管的上端位于暂养桶内。清理导管的上端开口。清理导管的

下端开口，清理导管的下端位于隔板下方，清理导管的下端开口与隔板下方的暂养桶内腔

相连通。清理导管与隔板密封连接。清理导管上端与隔板之间的间距小于暂养桶上端与隔

板之间的间距的一半。

[0042] 聚泡沫体包括内径自下而上逐渐增大的锥形导套5.2以及设置在锥形导套上端的

聚集套5.3。清理导管的上端伸入聚集套内，且清理导管的上端位于聚集套的上端的下方。

安装套位于导管限位块上方，锥形导套与安装套之间通连杆5.5相连接。

[0043] 如图1、图3、图4所示，封堵盖体的横截面呈圆形。封堵盖体的外径小于暂养桶的内

径。封堵盖体与暂养桶同轴设置。封堵盖体能够由暂养桶的上端开口移动至暂养桶内。封堵

盖体的上端面设有充氧孔3.2与盖体导气孔3.3。充氧孔的下端与封堵盖体的下端面相连

通，盖体导气孔的下端封闭。封堵盖体的外侧面上设有密封圈安装槽。密封圈安装槽的底面

设有与盖体导气孔相连通的第一连接孔3.4。密封圈安装槽内设有第一密封圈3.1。第一密

封圈内的环形充气内腔。第一密封圈上与环形充气内腔相连通的充气插管3.5。充气插管插

设在第一连接孔内，且充气插管与第一连接孔密封连接。充气插管通过插管密封圈与第一

连接孔密封连接。

[0044] 如图1、图3所示，封堵盖体的上端面中部设有竖直连接杆4。竖直连接杆与暂养桶

同轴设置。支撑平台上设有与竖直连接杆相对应的连接杆过孔。竖直连接杆的上端穿过连

接杆过孔。竖直连接杆的外侧面上并位于支撑平台上方设有连接杆限位块4.2。竖直连接杆

内设有上下延伸的连接杆导气孔4.1。连接杆导气孔的上端与竖直连接杆的上端面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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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杆导气孔的下端封闭。竖直连接杆的外侧面上设有与连接杆导气孔相连通的第二连接

孔4.3。充气连接管7的一端与连接杆导气孔的上端密封连接，充气连接管的另一端与氧气

瓶的出气口密封连接。

[0045] 如图1、图3所示，充导气装置包括设置在封堵盖体的上端面上的导气缸体6.1、设

置在导气缸体内侧面上的第一缸体限位块6.3与第二缸体限位块6.9、滑动设置在第一缸体

限位块与第二缸体限位块之间的活塞体6.6及设置在导气缸体一端与活塞体之间的复位弹

簧6.8。导气缸体的轴线水平设置。活塞体的外侧面是设有第二密封圈6.4与第三密封圈

6.7。导气缸体的两端封闭。导气缸体的一端面设有与导气缸体的内腔相连通的第一接口

6.2。导气缸体的外侧面设有与导气缸体的内腔相连通的第二接口6.5、第三接口6.12与第

四接口6.11。第一缸体限位块与第一接口位于活塞体的同一侧。复位弹簧与第二缸体限位

块位于活塞体的同一侧。第二接口位于第一缸体限位块与第二缸体限位块之间。第三接口

及第四接口位于第二缸体限位块的同一侧，第三接口与活塞体位于第二缸体限位块的相对

两侧。

[0046] 第一接口与第二连接孔的外端口之间通过第一连接管4.4相连接。第二接口与充

氧孔的上端口之间通过第二连接管8相连接。第三接口与盖体导气孔的上端口之间通过第

三连接管6.13相连接，且第三连接管与盖体导气孔的上端口之间设有充气单向阀6.14。充

气单向阀允许导气缸体内的气体进入盖体导气孔。第四接口上设有补气单向阀6.10。补气

单向阀允许外界气体进入导气缸体内。

[0047] 当活塞体抵靠在第一缸体限位块上时，第二接口位于第二密封圈与第三密封圈之

间，并且第一密封圈的最大外径小于暂养桶的内径。当活塞体抵靠在第二缸体限位块上时，

第二接口与第一接口位于活塞体的同一侧。

[0048] 如图3、图4所示，自释放装置9包括设置在封堵盖体的外侧面上并与盖体导气孔相

连通的径向排气孔。径向排气孔包括与封堵盖体的外侧面相连的外径向孔9.3及连接外径

向孔与盖体导气孔的内径向孔9.5，且内径向孔的内径大于外径向孔的内径。外径向孔内设

有滑动导杆9.1。滑动导杆的外端位于径向排气孔的外侧，滑动导杆的内端位于内径向孔

内。滑动导杆与外径向孔之间具有间隙。滑动导杆的外侧面上设有滑动导杆限位块9.4与第

四密封圈9.2。滑动导杆限位块与内径向孔位于外径向孔的同一侧。第四密封圈与外径向孔

位于滑动导杆限位块的同一侧。滑动导杆端部与内径向孔的底面之间设有压缩弹簧9.6。滑

动导杆的外端设有球形凸起9.7。球形凸起与暂养桶的上端开口的锥形导向口相配合。

[0049] 当滑动导杆限位块在压缩弹簧的作用下往外径向孔移动，并抵靠在内径向孔的端

面上时：第四密封圈位于外径向孔的外侧，并且此时，球形凸起的竖直投影落在锥形导向口

的内锥形面上。

[0050] 当滑动导杆的端部抵靠在暂养桶的内侧面上时，第四密封圈位于外径向孔内，且

滑动导杆与外径向孔通过第四密封圈密封连接。

[0051] 本发明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的具体使用如下：

[0052] 第一，将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安装到运输车上，其中氧气

瓶与安装架通过固定在运输车上。

[0053] 第二，在暂养桶内装水，水位高度位于清理导管上端的下方并位于聚集套的下端

的上方；接着，接着将一定数量的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入的暂养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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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第三，通过升降执行装置带动支撑平台下移，直至竖直导套抵靠在竖直导杆下限

位块上为止。

[0055] 在这个过程中，封堵盖体在自重作用下随支撑平台一同下移。在封堵盖体下移过

程中，滑动导杆外端的球形凸起将与锥形导向口的内锥面接触，使滑动导杆将往内移动；当

滑动导杆的端部抵靠在暂养桶的内侧面上时，第四密封圈位于外径向孔内，且滑动导杆与

外径向孔通过第四密封圈密封连接。

[0056] 当竖直导套抵靠在竖直导杆下限位块上时，封堵盖体靠近清理导管的上端。

[0057] 第四，操作者开启氧气瓶的阀门。

[0058] 氧气瓶的阀门开启后，氧气瓶内的氧气通过充气连接管、连接杆导气孔、第二连接

孔及第一连接管进入导气缸体内。

[0059] 接着，将活塞体往第二缸体限位块方向移动，并使活塞体抵靠在第二缸体限位块

上。在活塞体往第二缸体限位块方向移动的过程中，导气缸体内的气体通过第三接口、第三

连接管、盖体导气孔、第一连接孔及充气插管进入第一密封圈的环形充气内腔内，使第一密

封圈充气膨胀并与暂养桶的内侧面接触，从而通过第一密封圈在封堵盖体与暂养桶的内侧

面之间形成密封连接。

[0060] 当活塞体抵靠在第二缸体限位块上时，第二接口与第一接口位于活塞体的同一

侧；此时进入导气缸体内的氧气将通过第二接口、第二连接管与充氧孔进入封堵盖体下方

的暂养桶内，随着氧气不断进入封堵盖体下方的暂养桶内，封堵盖体将逐渐往上移动；当封

堵盖体靠近暂养桶的上端口时，将氧气瓶的阀门关闭。

[0061] 当氧气瓶的阀门关闭后，活塞体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往第一缸体限位块移动，并

抵靠在第一缸体限位块上，在这个过程中外界气体通过补气单向阀与第四接口补入导气缸

体内。

[0062] 至此，完成对暂养桶内的充氧。

[0063] 第五，通过运输车将曼氏无针乌贼苗种运送到指定的放流地，在运输过程中，暂养

桶水体内产生的大部分气泡在上升过程中将沿锥形导套移动，并聚集到聚集套内；聚集套

内聚集的泡沫将由清理导管的上端口往下流入隔板下方的暂养桶内腔内，从而避免气泡聚

集到水面上，形成一层泡沫，将水面隔离，有效解决目前充氧密封运输过程中，因气泡聚集

在水面上形成一层泡沫，将水面隔离，而导致乌贼苗种的成活率降低的问题。

[0064] 当达到目的地后，只需要通过升降执行装置带动支撑平台上移，直至竖直导套抵

靠在竖直导杆上限位块上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当支撑平台与连接杆限位块接触后，支撑平

台将通过竖直连接杆带动封堵盖体一同上移，使封堵盖体移动至暂养桶上方。

[0065] 当封堵盖体移动至暂养桶上方后，在压缩弹簧的作用下滑动导杆将往外移动，直

至滑动导杆限位块抵靠在内径向孔的端面上为止，此时，第四密封圈位于外径向孔的外侧，

第一密封圈的环形充气内腔内的气体将通过充气插管、第一连接孔、盖体导气孔、内径向孔

与外径向孔排出，从而使第四密封圈收缩复位，使第四密封圈的最大外径小于暂养桶的内

径。

[0066] 第六，操作者可将锥形导套取出，然后将暂养桶内的曼氏无针乌贼苗种取出，进行

放流。

[0067] 本发明的冲氧式样曼氏无针乌贼苗种放流用辅助装置的充氧操作方便，且操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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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同时，还可以同时对多个暂养桶进行充氧，并密封运输，进一步操作效率。另一方面，

本发明的苗种暂养装置可以方便的固定在运输车上，因而可以有效解决因透明尼龙袋固定

不便，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晃动，而影响苗种成活率的问题，提高苗种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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