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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包括网箱，网

箱顶部连接有支撑架，支撑架顶部中间安装有喂

料装置，喂料装置包括浮台，浮台中间安装有储

料仓，储料仓的底部设有送料系统，送料系统包

括送料筒以及设于送料筒内的螺旋送料器，送料

筒一端设于储料仓底部，另一端连接带有止回阀

的出料管，送料筒远离储料仓底部的一端设有电

机，储料仓的顶部设有进料口，储料仓的外壳上

安装有控制出料时间以及调节出料速度的控制

装置，支撑架顶部靠近中间位置安装有沉子升降

机构，沉子升降机构通过缆绳将沉子悬挂于网箱

正下方，网箱两侧分别设置有浮子，浮子通过充

气管道与沉子连接。该装置具有较强的抗风浪性

能，受风浪影响较小，保证养殖水产品安全的同

时可提高养殖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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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包括网箱（9），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箱（9）顶部连接有支

撑架（5），所述支撑架（5）顶部中间安装有喂料装置（4），所述喂料装置（4）包括浮台（407），

所述浮台（407）中间安装有储料仓（406），所述储料仓（406）的底部设有送料系统，所述送料

系统包括送料筒（405）以及设于送料筒（405）内的螺旋送料器（402），所述送料筒（405）一端

设于储料仓（406）底部，另一端连接带有止回阀（403）的出料管（401），所述送料筒（405）远

离储料仓（406）底部的一端设有电机（404），所述储料仓（406）的顶部设有进料口，所述储料

仓（406）的外壳上安装有控制出料时间以及调节出料速度的控制装置，所述支撑架（5）顶部

靠近中间位置安装有沉子升降机构（3），所述沉子升降机构（3）通过缆绳（6）将沉子（12）悬

挂于网箱（9）正下方，所述网箱（9）两侧分别设置有浮子（1），所述浮子（1）通过充气管道

（10）与沉子（1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通过

连接杆与储料仓（406）外壳连接，所述控制装置内依次安装有蓄电池（408）和控制器（409），

所述控制装置顶部连接有太阳能电池板（4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浮子（1）包括

壳体和气体发生装置，所述壳体顶部中间设置有无线电收发装置（101），所述壳体顶部两侧

安装有太阳能发电装置（102），所述壳体支撑柱下端连接有海流能发电装置（106），所述气

体发生装置包括气囊（108）,所述气囊（108）内设有加热器（103），所述气囊（108）的内表面

与所述浮子（1）的壳体之间构成一气体发生室（109），所述气体发生室（109）中设有可以发

生固体-气体转换反应的化学物质，所述气囊（108）的外表面与浮子（1）的壳体所包围的密

闭空间形成充气室（110），所述充气室（110）通过进气阀（104）与外部空气环境相连通，所述

充气室（110）内设有控制系统（107）和换向阀（105），所述换向阀（105）分别与充气管道

（10）、充气室（110）、外部环境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换向阀（105）

为三位三通换向阀，该三位三通换向阀包括A口、B口和C口，其工作状态位置包括N位、中位

和S位，所述A口与充气管道（10）相连通，所述B口与所述充气室（110）相连通，所述C口与外

部环境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子升降机构

（3）至少为2个，所述沉子升降装置（3）包括蜗轮蜗杆传动副、套筒（31）、第一滑轮（304）和第

二滑轮（305），所述第一滑轮（304）安装于网箱（9）顶部，第二滑轮（305）安装于网箱（9）底

部；所述蜗轮蜗杆传动副包括蜗轮（301）和蜗杆（302），所述套筒（303）和蜗轮（301）为一体

式结构,且套筒(303)通过缆绳(6)与沉子(12)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子（12）

内部设有注水室（7），所述沉子（12）的壳体上设有注水孔（11），所述注水孔（11）靠近注水室

（7）的底部，所述注水室（7）通过注水孔（11）与外部环境相连通，所述沉子（12）设有注气孔

（14），所述注气孔（14）靠近注水室（7）的顶部，所述注水室（7）经注气孔（14）通过充气管道

（60）与所述换向阀（105）相连通，所述沉子（12）内设有配重块（1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深水网箱承托

装置还包括辅助浮子（2）和若干个防倾浮子（8），所述充气管道（10）悬挂在所述辅助浮子

（2）上，所述防倾浮子（8）排布在网箱（9）顶部，且防倾浮子（8）之间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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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形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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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装置，具体涉及一种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海水网箱养殖渔业的迅速发展有力促进了我国渔业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网箱在浅

水海域和内湾进行高密度养殖已经引起水质恶化、环境污染、鱼类品质下网箱降、病害增多

等多方面问题，浅水网箱养殖很难持续发展。从而，在开放式的网箱深水海域进行深水网箱

养殖的必要性日益突出。

[0003] 在深水海域，风浪一般较大，尤其是我国东海和南海处于台风多发区域，网箱风浪

对深水网箱养殖的影响尤其明显。为保证养殖鱼群的安全，深水网箱必须网箱具有可靠的

抗风浪性能。目前，深水网箱通常采用如下两种方式来抵抗风浪:网箱一种是深水网箱利用

自身框架的结构强度和锚系结构抵抗风浪；另一种是在遇网箱到大风浪时，深水网箱下潜

到水下一定深度躲避风浪，减小风浪对网箱的影响，保证网箱的安全。

[0004] 深水网箱若利用自身框架的结构强度和锚系结构来抵抗风浪，则对深水网箱网箱

自身结构的强度要求较高。如果深水网箱遭遇的风浪等级超过其抗风浪等网箱级，深水网

箱被损坏的风险极大。

[0005] 深水网箱若采用下潜至水下一定深度的方式来抵抗风浪，则对深水网箱网箱自身

结构的强度要求较低，同时可以抵抗较高等级的风浪。现有的深水网箱在网箱海水中升降

是通过向深水网箱的浮管中注水、排水实现的。深水网箱下潜时，网箱向位于深水网箱框架

顶部的浮管中注水，向各段浮管注水是由多套阀路控制网箱的。在注水过程中，容易发生各

段浮管注水不均衡的问题，使得深水网箱重心网箱偏移，容易发生侧翻，难以保证深水网箱

平稳下潜。此外，浮管中注水后，深网箱水网箱重心上移，更容易造成网箱侧翻，且使深水网

箱在下潜过程中有效容积网箱大为降低，极易造成养殖鱼类的损伤。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该装置具有较强的抗风浪

性能，受风浪影响较小，保证养殖水产品安全的同时可提高养殖产量。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包括网

箱，网箱顶部连接有支撑架，支撑架顶部中间安装有喂料装置，喂料装置包括浮台，浮台中

间安装有储料仓，储料仓的底部设有送料系统，送料系统包括送料筒以及设于送料筒内的

螺旋送料器，送料筒一端设于储料仓底部，另一端连接带有止回阀的出料管，送料筒远离储

料仓底部的一端设有电机，储料仓的顶部设有进料口，储料仓的外壳上安装有控制出料时

间以及调节出料速度的控制装置，支撑架顶部靠近中间位置安装有沉子升降机构，沉子升

降机构通过缆绳将沉子悬挂于网箱正下方，网箱两侧分别设置有浮子，浮子通过充气管道

与沉子连接。网箱顶部安装的支撑架加强了整个装置的稳定性，支撑架上方安装的喂料装

置可实现定时定量投料、均匀精准的投料，减少了人工操作，降低了养殖的危险系数，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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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饵料的浪费，有益于养殖环境的维护和养殖产量的提高，喂料装置工作过程中，饵料

通过进料口进入储料仓，储料仓容积较大，可存储较多量饵料，避免了人工不断投料，提高

了工作效率，储料仓外壳上安装的控制装置可实现远程控制出料时间以及调节出料速度，

操作简单快捷，储料仓外形为不倒翁结构设计，加强了整个装置的稳定性和存储量，储料仓

内的饵料通过由电机驱动的螺旋送料器进入出料管，输送过程中，螺旋送料器可对饵料进

行搅拌和适度粉碎，避免了饵料堵塞出料管，同时可减小饵料的粒度，有益于充分发挥饵料

中营养物质的作用，促进养殖海产品的生长，出料管内设置的止回阀可防止水汽进入储料

仓，浮子、沉子及沉子升降机构的配合设置实现了网箱上下的自由移动，操作简单，避免了

人工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可根据天气和风浪灵活调节装置位置，减小了外界环境的影

响，降低了养殖的危险系数，有益于提高养殖效率和养殖产量。

[0008] 优选的，控制装置通过连接杆与储料仓外壳连接，控制装置内依次安装有蓄电池

和控制器，控制装置顶部连接有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为整个喂料装置提供电力，与控制器

及电机采用电性连接，太阳能电池板可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为蓄电池供电，合理有效的利

用了自然资源，避免了能源的浪费，同时太阳能电池板可防止控制装置被太阳照射和雨水

淋湿，有利于延长装置的使用寿命。

[0009] 优选的，浮子包括壳体和气体发生装置，壳体顶部中间设置有无线电收发装置，壳

体顶部两侧安装有太阳能发电装置，壳体支撑柱下端连接有海流能发电装置，气体发生装

置包括气囊,气囊内设有加热器，气囊的内表面与浮子的壳体之间构成一气体发生室，气体

发生室中设有可以发生固体-气体转换反应的化学物质，气囊的外表面与浮子的壳体所包

围的密闭空间形成充气室，充气室通过进气阀与外部空气环境相连通，充气室内设有控制

系统和换向阀，换向阀分别与充气管道、充气室、外部环境相连通。浮子配合沉子可快速有

效的调节网箱的位置，太阳能发电装置、海流能发电装置均与控制系统进行电气连接。控制

系统通过无线电收发装置与远程用户终端进行数据及命令传输，远程用户终端可以远距离

控制主控制器完成网箱的下潜或上浮动作，也可远距离查询深水网箱升降系统的工作情况

信息，根据上浮或下潜合理调节气体发生室中的化学物质，通过化学反应实现气囊的膨胀

或收缩，进而完成网箱的上浮或下潜，加热器可加速化学反应，提高工作效率。

[0010] 优选的，换向阀为三位三通换向阀，该三位三通换向阀包括A口、B口和C口，其工作

状态位置包括N位、中位和S位，A口与充气管道相连通，B口与充气室相连通，C口与外部环境

相连通。若换向阀工作在N位，A口和B口之间导通，使得沉子的注水室与浮子的充气室相连

通；若换向阀工作在S位，A口和C口之间导通，使得沉子的注水室与海面外部环境相连通；若

换向阀工作在中位，A口、B口和C均不导通。

[0011] 优选的，沉子升降机构至少为个，沉子升降装置包括蜗轮蜗杆传动副、套筒、第一

滑轮和第二滑轮，第一滑轮安装于网箱顶部，第二滑轮安装于网箱底部，蜗轮蜗杆传动副包

括蜗轮和蜗杆，套筒和蜗轮为一体式结构，套筒通过缆绳与沉子相连接。通过转动套筒上的

手柄，可以调节缆绳在套筒的缠绕长度，从而调节了沉子与网箱底部之间的距离，当网箱下

潜后，网箱的下潜深度等于海底深度减去网箱底部与沉子之间的距离，故调节沉子与网箱

底部之间的距离就可以间接调节网箱的下潜深度，采用蜗轮蜗杆传动副的目的是：蜗轮蜗

杆传动副具有自锁功能，在调整好沉子与网箱底部之间的距离后，蜗轮蜗杆传动副自锁，将

沉子相对网箱的位置固定住,此外，均匀地调节每套沉子升降机构，使得沉子位于网箱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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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使网箱的重心线与沉子的重心线相重合，可增加整个装置的稳定性，减少风浪对的影

响。

[0012] 优选的，沉子内部设有注水室，沉子的壳体上设有注水孔，注水孔靠近注水室的底

部，注水室通过注水孔与外部环境相连通；沉子设有注气孔，注气孔靠近注水室的顶部，注

水室经注气孔通过充气管道与换向阀相连通，沉子内设有配重块。浮子配合沉子可快速有

效的调节网箱的位置，其中，沉子位于网箱的正下方，沉子在自身重力以及防倾浮子的浮力

作用下，使得网箱无论在下潜还是上浮的过程中，重心始终不会偏移，及不会产生倾覆或侧

翻现象，同时，沉子的自身重力也可以保证网箱不变形，其中注水孔和注气孔位置设计实现

了向注水室中注入海水时，海水从注水室底部注入，气体从注水室顶部流出；向注水室中注

入气体时，气体从注水室顶部底部注入，海水从注水室底部流出，配重块加重了沉子的重

力，且配重块可自由更换，以调节沉子的重力，保证装置稳定性。

[0013] 优选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还包括辅助浮子和若干个防倾浮子，充气管道悬挂在

辅助浮子上，防倾浮子排布在网箱顶部，且防倾浮子之间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形成凹形空

隙。防倾浮子两两之间形成凹形空隙或称之为人形空隙当网箱有倾覆倾向时，即将离开水

面的凹形空隙由于抽真空作用而会产生吸力，使网箱倾覆受到阻碍，从而防止网箱进一步

倾覆，提高了网箱的稳定性，加强了装置的抗风浪性能，辅助浮子上悬挂有充气管道，可确

保充气管道的位置，避免装置工作过程充气管道受外力影响而发生移动，降低工作效率，同

时降低了充气管道被损坏的风险，且充气管道需具有足够的长度，使得在网箱下潜时浮子

始终漂浮在水面上。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具有以下优点：本发明的

深水网箱升降系统，控制网箱下潜时，通过控制换向阀使气体管道一端与外部空气环境相

连通；由于气体管道另一端与外部深水环境相连通，则在气体管道的两端形成压差，在深水

水压作用下自动向沉子中注入海水，依靠海水自重就可以完成网箱的下潜，操作简单，节约

能源；2）本发明的深水网箱升降系统，控制网箱上浮时，通过化学物质的固体-气体转换反

应产生压力将气体注入沉子中，依靠自身浮力完成网箱的上浮。该固体-气体转换反应的化

学物质可以循环利用，不需要使用传统的产气和排气设备；3）本发明的深水网箱升降系统，

使用太阳能发电装置和海流能发电装置为用电设备提供电能，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同时解

决了海上供电问题。另外，还使用无线电收发装置，可以远程控制网箱的下潜或上浮；4）防

倾浮子的设计加强了网箱的稳定性，当网箱有倾覆倾向时，即将离开水面的凹形空隙由于

抽真空作用而会产生吸力，使网箱倾覆受到阻碍，从而防止网箱进一步倾覆；5）喂料装置可

实现定时定量、精准均匀的投料，减少了饵料的浪费，避免了人工操作，有益于提高水产养

殖产量。

附图说明

[0015] 图1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2为浮子结构示意图；

图3为换向阀工作原理示意图；

图4为沉子升降机构结构示意图；

图5为喂料装置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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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附图中的标记为：1-浮子；101-无线电收发装置；102-太阳能发电装置；103加热

器；104-进气阀；105-换向阀；106-海流能发电装置；107-控制系统；108-气囊；109-气体发

生室；110-充气室；2-辅助浮子；3-沉子升降机构；301-蜗轮；302-蜗杆；303-套筒；304-第一

滑轮；305-第二滑轮；4-喂料装置；401-出料管；402-螺旋送料器；403-止回阀；404-电机；

405-送料筒；406-储料仓；407-浮台；408-蓄电池；409-控制器；410-太阳能电池板；5-支撑

架；6-缆绳；7-注水室；8-防倾浮子；9-网箱；10-充气管道；11-注水孔；12-沉子；13-配重块；

14-注气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实施例1：

如图1-5所示，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包括网箱9，网箱9顶部连接有支撑架5，支

撑架5顶部中间安装有喂料装置4，喂料装置4包括浮台407，浮台407中间安装有储料仓406，

储料仓406的底部设有送料系统，送料系统包括送料筒405以及设于送料筒405内的螺旋送

料器402，送料筒405一端设于储料仓406底部，另一端连接带有止回阀403的出料管401，送

料筒405远离储料仓406底部的一端设有电机404，储料仓406的顶部设有进料口，储料仓406

的外壳上安装有控制出料时间以及调节出料速度的控制装置，支撑架5顶部靠近中间位置

安装有沉子升降机构3，沉子升降机构3通过缆绳6将沉子12悬挂于网箱9正下方，网箱9两侧

分别设置有浮子1，浮子1通过充气管道10与沉子12连接。网箱9顶部安装的支撑架5加强了

整个装置的稳定性，支撑架5上方安装的喂料装置可实现定时定量投料、均匀精准的投料，

减少了人工操作，降低了养殖的危险系数，同时减少了饵料的浪费，有益于养殖环境的维护

和养殖产量的提高，喂料装置工作过程中，饵料通过进料口进入储料仓106，储料仓106容积

较大，可存储较多量饵料，避免了人工不断投料，提高了工作效率，储料仓16外壳上安装的

控制装置可实现远程控制出料时间以及调节出料速度，操作简单快捷，储料仓106外形为不

倒翁结构设计，加强了整个装置的稳定性和存储量，储料仓106内的饵料通过由电机404驱

动的螺旋送料器402进入出料管401，输送过程中，螺旋送料器402可对饵料进行搅拌和适度

粉碎，避免了饵料堵塞出料管401，同时可减小饵料的粒度，有益于充分发挥饵料中营养物

质的作用，促进养殖海产品的生长，出料管401内设置的止回阀403可防止水汽进入储料仓

106，浮子1、沉子12及沉子升降机构3的配合设置实现了网箱上下的自由移动，操作简单，避

免了人工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可根据天气和风浪灵活调节装置位置，减小了外界环境的

影响，降低了养殖的危险系数，有益于提高养殖效率和养殖产量。

[0018] 控制装置通过连接杆与储料仓406外壳连接，控制装置内依次安装有蓄电池408和

控制器409，控制装置顶部连接有太阳能电池板410。蓄电池408为整个喂料装置提供电力，

与控制器409及电机404采用电性连接，太阳能电池板406可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为蓄电池

408供电，合理有效的利用了自然资源，避免了能源的浪费，同时太阳能电池板410可防止控

制装置被太阳照射和雨水淋湿，有利于延长装置的使用寿命。

[0019] 浮子1包括壳体和气体发生装置，壳体顶部中间设置有无线电收发装置101，壳体

顶部两侧安装有太阳能发电装置102，壳体支撑柱下端连接有海流能发电装置106，气体发

生装置包括气囊108,气囊108内设有加热器103，气囊108的内表面与浮子1的壳体之间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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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体发生室109，气体发生室109中设有可以发生固体-气体转换反应的化学物质，气囊

108的外表面与浮子1的壳体所包围的密闭空间形成充气室110，充气室110通过进气阀104

与外部空气环境相连通，充气室110内设有控制系统107和换向阀105，换向阀105分别与充

气管道10、充气室110、外部环境相连通。浮子1配合沉子12可快速有效的调节网箱9的位置，

太阳能发电装置102、海流能发电装置106均与控制系统107进行电气连接。控制系统107通

过无线电收发装置101与远程用户终端进行数据及命令传输，远程用户终端可以远距离控

制主控制器完成网箱的下潜或上浮动作，也可远距离查询深水网箱9升降系统的工作情况

信息，根据上浮或下潜合理调节气体发生室109中的化学物质，通过化学反应实现气囊108

的膨胀或收缩，进而完成网箱9的上浮或下潜，加热器可加速化学反应，提高工作效率。

[0020] 换向阀105为三位三通换向阀，该三位三通换向阀包括A口、B口和C口，其工作状态

位置包括N位、中位和S位，A口与充气管道10相连通，B口与充气室110相连通，C口与外部环

境相连通。若换向阀105工作在N位，A口和B口之间导通，使得沉子12的注水室7与浮子1的充

气室110相连通；若换向阀105工作在S位，A口和C口之间导通，使得沉子12的注水室7与海面

外部环境相连通；若换向阀105工作在中位，A口、B口和C均不导通。

[0021] 沉子升降机构3至少为2个，沉子升降装置3包括蜗轮蜗杆传动副、套筒303、第一滑

轮304和第二滑轮305，第一滑轮304安装于网箱9顶部，第二滑轮305安装于网箱9底部，蜗轮

蜗杆传动副包括蜗轮301和蜗杆302，套筒303和蜗轮301为一体式结构，套筒303通过缆绳6

与沉子12相连接。通过转动套筒303上的手柄，可以调节缆绳6在套筒303的缠绕长度，从而

调节了沉子12与网箱9底部之间的距离，当网箱9下潜后，网箱9的下潜深度等于海底深度减

去网箱9底部与沉子12之间的距离，故调节沉子12与网箱9底部之间的距离就可以间接调节

网箱9的下潜深度，采用蜗轮蜗杆传动副的目的是：蜗轮蜗杆传动副具有自锁功能，在调整

好沉子12与网箱9底部之间的距离后，蜗轮蜗杆传动副自锁，将沉子12相对网箱9的位置固

定住,此外，均匀地调节每套沉子升降机构3，使得沉子12位于网箱9的正下方，使网箱9的重

心线与沉子12的重心线相重合，可增加整个装置的稳定性，减少风浪对的影响。

[0022] 沉子12内部设有注水室7，沉子12的壳体上设有注水孔11，注水孔11靠近注水室7

的底部，注水室7通过注水孔11与外部环境相连通；沉子12设有注气孔14，注气孔14靠近注

水室7的顶部，注水室7经注气孔14通过充气管道60与换向阀105相连通，沉子12内设有配重

块13。浮子1配合沉子12可快速有效的调节网箱9的位置，其中，沉子12位于网箱9的正下方，

沉子12在自身重力以及防倾浮子8的浮力作用下，使得网箱9无论在下潜还是上浮的过程

中，重心始终不会偏移，及不会产生倾覆或侧翻现象，同时，沉子12的自身重力也可以保证

网箱9不变形，其中注水孔11和注气孔14位置设计实现了向注水室7中注入海水时，海水从

注水室7底部注入，气体从注水室7顶部流出；向注水室7中注入气体时，气体从注水室7顶部

底部注入，海水从注水室7底部流出，配重块13加重了沉子12的重力，且配重块13可自由更

换，以调节沉子12的重力，保证装置稳定性。

[0023] 深水网箱承托装置还包括辅助浮子2和若干个防倾浮子8，充气管道10悬挂在辅助

浮子2上，防倾浮子8排布在网箱9顶部，且防倾浮子8之间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形成凹形空

隙。防倾浮子8两两之间形成凹形空隙或称之为人形空隙当网箱9有倾覆倾向时，即将离开

水面的凹形空隙由于抽真空作用而会产生吸力，使网箱9倾覆受到阻碍，从而防止网箱9进

一步倾覆，提高了网箱9的稳定性，加强了装置的抗风浪性能，辅助浮子2上悬挂有充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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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可确保充气管道10的位置，避免装置工作过程充气管道10受外力影响而发生移动，降低

工作效率，同时降低了充气管道10被损坏的风险，且充气管道10需具有足够的长度，使得在

网箱9下潜时浮子1始终漂浮在水面上。

[0024] 网箱9表面涂覆有耐腐蚀复合层，该耐腐蚀复合层由以下成分组成：联苯型聚醚砜

树脂45-55份、聚四氟乙烯树脂20-26份、聚醚醚酮3-10份、甲苯7-12份、丁酮5-8份、N-甲基

吡咯烷酮0.7-3份、N，N-二甲基乙酰氨1-2份、三氯卡班0.8-1.5份、二羟基氨基乙酸铝0.3-

0.6份、硫酸0.4-0.5份、氢氧化钠3-5份、盐酸0.6-1份、氯化钠2-4份，其制备工艺如下：使用

高速搅拌机齿形转头，转速为八百至一千转每分，将上述原料（除联苯型聚醚砜树脂）按重

量份加入容器内进行搅拌，搅拌10-14分钟后，缓慢将可溶性联苯型聚醚砜树脂倒入上述混

合液中，转速提升至一千二百转至一千三百五十转每分，搅拌15分钟，然后将齿形转头更换

成聚四氟乙烯砂磨分散盘，加入400g的研磨锆珠，将转速提升至四千转至五千六百转每分，

研磨7至8小时，将所得涂料过二百目滤网，滤除锆珠和大颗粒杂质，得耐腐蚀涂料，对箱体9

表面进行清洁处理，再采用空气喷涂法在箱体9表面进行喷涂，喷涂过程中避免出现流挂现

象。联苯型聚醚砜树脂在高速搅拌及锆珠的打磨情况下表面形成坑洼二羟基氨基乙酸铝对

其形成的坑洼进行填充形成硬相颗粒状态，而聚四氟乙烯树脂受硫酸、甲苯、三氯卡班等混

合作用形成软相颗粒，通过搅拌使软相与硬相颗粒分布均匀且结合紧密使涂料获得较高的

疏水性效果，同时能较好的杜绝酸碱或大气透过软相和硬相颗粒结合层作用于基材表面，

而且当涂料在基材表面固化后硬相颗粒主要承受压力，软相颗粒其支撑作用，硬相颗粒可

相对于软相颗粒一定收缩有效，大大降低各颗粒之间的手里载荷，起到有效的降磨损效果。

[0025] 实施例2：本发明的可移动的深水网箱承托装置在实际使用时：装置工作时可分为

网箱9下潜、网箱9上浮和网箱9再次下潜准备工作三阶段；

网箱9下潜：远程用户终端发送下潜指令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控制换向阀105工作于S

位，此时，换向阀105的A口和C口之间导通，使得沉子12的注水室7与海面外部环境相连通。

同时，注水室7也与深水外部环境相连通，故在外部海水压力的作用下，海水通过注水孔11

注入注水室7，海水挤压注水室7中的气体，使注水室7中原有的气体从注气孔14通过充气管

道10流出至海面外部环境。最后，注水室7中注满海水，在自身重力作用下，沉子12带动网箱

9下潜；

网箱9上浮：远程用户终端发送上浮指令给主控制器，主控制器控制加热器103加热，使

气体发生室109的温度达到一定温度范围内，在该温度范围内，气体发生室09中的化学物质

可以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气体，使得气囊108膨胀；另外，主控制器控制换向阀105工作于N位，

此时，换向阀105的A口和B口之间导通，使得沉子12的注水室7与浮子1的充气室110相连通。

由于气囊108膨胀挤压充气室110，使得充气室110中的气体压力增大，进而，高压气体从充

气管道10中挤压海水并进入注水室7，注水室7中的海水被气体从注水孔11挤出至外部环

境。最终，注水室7中充满气体，网箱9和沉子12等的总体浮力大于自身重力，网箱9上浮；

网箱9再次下潜准备工作：网箱9上浮之后，主控制器控制换向阀105工作于中位，维持

注水室7中气体不外泄。之后，主控制器打开进气阀104，并控制加热器,103使气体发生室

109的温度调节至可以发生消耗气体的化学反应的温度范围。此时，气囊108收缩，外部环境

的气体从进气阀104进入充气室110。待充气室110恢复至原始状态，主控制器关闭进气阀

104，等待再次下潜控制指令；整个装置上浮下潜的过程中，喂料装置4均可正常工作，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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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工操作和饵料的浪费，有利于提高养殖产量。

[0026]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等同

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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