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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

包括支架、浮球、固定索、网箱、养殖阀架以及位

于养殖阀架上的卷轮，所述支架为整个塑料箱的

轮廓框架，且所述塑料箱分为上、下部，上部为梯

台形设置，所述养殖阀架漂浮于水面，网箱通过

固定索相对养殖阀架活动设置；本发明的水体大

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结构简单，水环境综合适应

能力强,大型水生植物的培养量大，基于不同培

养植物对不同水质、光照强度、温度、水位等的不

同要求，控制组件通过实时测量结果与预先设定

的参数对比计算，实时调节养殖网箱相对水面的

变化，且通过预设置的换水周期或基于箱内水质

的变化测量结果，控制动力组件实现对箱内养殖

用水的自动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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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13)、浮球(2)、固定索(3)、网箱

(4)、漂浮于水面的养殖阀架(21)以及位于养殖阀架(21)上的卷轮(22)；

所述支架(13)为整个网箱(4)的轮廓框架，所述网箱(4)分为上、下部(6、7)，上部(6)为

梯台形设置，下部(7)为正方体形设置，所述浮球(2)均匀分布设置于上部(6)的下端面；

所述固定索(3)一端固定于网箱(4)的下部(7)，另一端连接于养殖阀架(21)上，用于将

网箱(4)固定于养殖阀架(21)上；

所述养殖阀架(21)上还设置有控制装置(17)，所述控制装置(17)包括测量组件、控制

组件、通讯组件以及蓄电组件；

还包括有位于网箱(4)的下方固定设置且与蓄电组件连接的海浪发电装置(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箱(4)内还

包括有设置于下部(7)四角的沉石(5)，所述沉石(5)为水泥材质，每个沉石7.5-8公斤，用于

将网箱(4)呈升降式悬浮于水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3)为精

钢材质，上部(6)梯形台的上底边长为1m,左右两边比下部(7)多出0.3m，即下底边为1.6m，

梯台高为0.3m，下部(7)大致为正方体轮廓，长宽高均为1m，各角为圆弧角状，各边具有一定

弧度，其中下部(7)正方体的上端为上部(6)梯台的上底边。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其特征在于，养殖阀架(21)设置

有漂浮球以及用于固定位置的定子和锚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组件包括

温度、水位、盐度、pH值、光照测量仪器以及固定于网箱(4)中心底面上的水平仪。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箱(4)的上

部(7)左右侧相对设置有苗绳固定孔(1)，所述苗绳固定孔(1)还设置有用于固定养殖植物

的苗绳。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箱(4)为半

封闭式由PE塑料封扎网箱(4)侧壁及底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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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主要用于海水养殖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科研层面上，一般的水生植物养殖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但这种实验方式下的

环境因素很难和自然条件相一致。鉴于这种情况，原位养殖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原位养

殖即在近海海域以围隔装置固定出一定的区域，利用自然海水、光照等自然条件来进行人

工养殖的一种养殖方法。

[0003] 目前世界上海水养殖网箱的种类和结构型式多种多样。从网箱的形状上来分类，

有正方形、长方形、多边形、船形、碟形、圆形和球形等。网箱框架的材质的选用，从早期的竹

材、木料等天然材料，至目前使用较多的塑胶制品、金属合金、复合纤维等。网衣材料，由初

期采用的藤条、棉、麻等材料，到目前的聚乙烯、尼龙和金属网衣等。饲养鱼种的网箱按照其

生活习性，有游泳性鱼类网箱和鲆鲽鱼类专用网箱等。

[0004] 按作业方式一般将网箱分为4个基本类型，即固定式、浮式、升降式或浮沉式和沉

式。其中，升降式利用网箱的上浮与下潜功能，具有躲避台风、赤潮和海洋表层污染等特点

可减少对网箱养殖造成的破坏。目前已开发出多种升降式网箱，应用较多的有HDPE中空管

结构的升降式网箱、钢结构升降式网箱和悬挂式浮沉网箱等。前两种是通过网箱框架中空

管或浮筒的排气进水和进气排水，来实现网箱的升降控制；后者是通过放长或提升悬挂网

箱的绳索，控制网箱的升降水层。此外，一些较为先进的网箱养殖系统，如美国的碟形网箱、

瑞典的Farmocean 网箱、挪威的TLC(张力腿)网箱等也都具有升降功能。

发明内容

[0005] 根据上述技术，本发明提出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养殖围隔装置，可以通过自测量控

制和远程人工干涉控制，根据预设置阈值，实现定期自动或测量主动更换养殖箱内的养殖

用水，通过控制装置实现不同养殖目标的适用。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浮球、固定索、

网箱、养殖阀架以及位于养殖阀架上的卷轮；

[0007] 所述支架为整个网箱的轮廓框架，所述网箱分为上、下部，上部为梯台形设置，下

部为正方体形设置，所述浮球均匀分布设置于上部的下端面；

[0008] 所述固定索一端固定于网箱的下部，另一端连接于养殖阀架上，用于将网箱固定

于养殖阀架上；

[0009] 所述养殖阀架上还设置有控制装置，所述控制装置包括测量组件、控制组件、通讯

组件以及蓄电组件；

[0010] 还包括有位于网箱的下方固定设置且与蓄电组件连接的海浪发电装置。

[0011]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网箱内还包括有设置于下部四角的沉石，所述

沉石为水泥材质，每个沉石7.5-8公斤，用于将网箱呈升降式悬浮于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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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支架为精钢材质，上部梯形台的上底边长为1m,

左右两边比下部多出0.3m，即下底边为1.6m，梯台高为0.3m，下部大致为正方体轮廓，长宽

高均为1m，各角为圆弧角状，各边具有一定弧度，其中下部正方体的上端为上部梯台的上底

边。

[0013]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养殖阀架设置有漂浮球以及用于固定位置的定子和

锚索。

[0014]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测量组件包括温度、水位、盐度、pH值、光照测量

仪器以及固定于网箱中心底面上的水平仪。

[0015]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网箱的上部左右侧相对设置有苗绳固定孔，所

述苗绳固定孔还设置有用于固定养殖植物的苗绳。

[001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网箱为半封闭式由PE塑料封扎网箱侧壁及底部

形成。

[0017] 通过上述方案的设置，网箱相对养殖阀架活动设置，通过卷轮和固定索连接，利用

控制装置控制动力组件驱动卷轮收放固定索，实现网箱的上浮与下沉，可以根据测量组件

的检测结果与设定阈值的对比，利用控制组件控制动力组件驱动卷轮实现，针对不同养殖

作物的不同水位要求，以及光照强度要求，调整卷轮对固定索收放的长度。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9] 1、本方案设置浮球、沉石，实现升降式悬浮，沉石重力大于浮球浮力，浮球的设置

可以保持网箱的正面朝上，沉石可以让网箱在没有固定索的牵引下下沉；

[0020] 2、设置控制装置，通过预设置、定时，控制组件控制动力组件驱动卷轮工作实现网

箱相对水面的位置变化，适应不同养殖目标的需求；

[0021] 3、设置控制装置，通讯组件、控制组件，通过预设置、定时，控制组件控制动力组件

驱动卷轮工作实现网箱的单侧倾倒更换养殖用水和网箱内腐烂掉落的植物茎叶；

[0022] 4、本方案设置海浪发电装置、蓄电装置，利用海洋动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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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 本发明的水体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结构简单，水环境综合适应能力强,大型水

生植物的培养量大，基于不同培养植物对不同水质、光照强度、温度、水位等的不同要求，控

制组件通过实时测量结果与预先设定的参数对比计算，实时调节养殖网箱相对水面的变

化，且通过预设置的换水周期或基于箱内水质的变化测量结果，控制动力组件实现对箱内

养殖用水的自动更换。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围隔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网箱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网箱立体视图。

[0027] 附图标记：1、苗绳固定孔；2、浮球；21、养殖阀架；22、卷轮；3、固定索；4、网箱；5、沉

石；6、上部；7、下部；13、支架；15、海浪发电装置；17、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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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旨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

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术或条件者，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

技术或条件或者按产品说明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均为可以通过市购获得的常规

产品。

[0029] 如图1-3所示一种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13、浮球2、固定

索3、网箱4、养殖阀架21以及位于养殖阀架21上的卷轮22；

[0030] 所述支架13为整个网箱4的轮廓框架，所述网箱4分为上、下部6、7，上部  6为梯台

形设置，下部7为正方体形设置，所述浮球2均匀分布设置于上部6的下端面；

[0031] 所述固定索3一端固定于网箱4的下部7，另一端连接于养殖阀架21上，用于将网箱

4固定于养殖阀架21上；

[0032] 所述养殖阀架21上还设置有控制装置17，所述控制装置17包括测量组件、控制组

件、通讯组件以及蓄电组件；

[0033] 还包括有位于网箱4的下方固定设置且与蓄电组件连接的海浪发电装置15。

[0034]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网箱4内还包括有设置于下部7四角的沉石5，所

述沉石5为水泥材质，每个沉石7.5-8公斤，用于将网箱4呈升降式悬浮于水中。

[0035]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支架13为精钢材质，上部6梯形台的上底边长为

1m,左右两边比下部7多出0.3m，即下底边为1.6m，梯台高为0.3m，下部7大致为正方体轮廓，

长宽高均为1m，各角为圆弧角状，各边具有一定弧度，其中下部7正方体的上端为上部6梯台

的上底边。

[003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养殖阀架21设置有漂浮球以及用于固定位置的定子

和锚索。

[0037]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测量组件包括温度、水位、盐度、pH值、光照测量

仪器以及固定于网箱4中心底面上的水平仪。

[0038]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网箱4的上部7左右侧相对设置有苗绳固定孔1，

所述苗绳固定孔1还设置有用于固定养殖植物的苗绳。

[003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设置，所述网箱4为半封闭式由PE塑料封扎网箱4  侧壁及

底部形成。

[0040] 通过上述方案的设置，网箱4相对养殖阀架21活动设置，通过卷轮22和固定索3连

接，利用控制装置17控制动力组件驱动卷轮22收放固定索3，实现网箱4的上浮与下沉，可以

根据测量组件的检测结果与设定阈值的对比，利用控制组件控制动力组件驱动卷轮22实

现，针对不同养殖作物的不同水位要求，以及光照强度要求，调整卷轮22对固定索3收放的

长度。

[0041] 实施例1：还包括有一种用于上述装置水面原位养殖大型水生植物的运行方法：

[0042] S1测量组件自检网箱4内的水质，以及水平位置，通过控制卷轮将每个网箱4 的状

态调整为一致；

[0043] S2当网箱4内的水质达到预设定的阈值，网箱4内外温差过大、水位过低，控制组件

发出命令控制单侧卷轮22收线，另一侧放线，倾倒网箱4利用水的自然流动更换箱内养殖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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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S3倾倒5分钟后控制组件发出命令控制卷轮22工作回正，并通过水平仪矫正；S4全

部操作完毕后，控制装置17对网箱4内的当前情况生成报告，通过通讯组件推送至操作人员

终端。

[0045] 优选的，S1中自检根据控制组件设定定时进行，S2中控制组件发出命令更换养殖

用水同样可以设定时间开启，水质未达到预设定的阈值也可以更换养殖水。

[0046] 实施例2：还包括有一种用于上述装置沉水原位养殖大型水生植物的运行方法：

[0047] A1测量组件检测网箱4内的水质、光照强度，以及水平位置，通过控制卷轮将每个

网箱4的状态调整为一致；

[0048] A2通过通讯组件对控制装置设置参数和控制数值；

[0049] A3当网箱4达到预设定的阈值，网箱4所述位置的光照强度过低或过高，控制组件

发出命令控制卷轮22同时收线，使得网箱4相对漂浮于水面的养殖阀架21  活动，缓慢上浮

或者下沉，直到达到目标阈值；

[0050] A4全部操作完毕后，控制装置17对网箱4内的当前情况生成报告，通过通讯组件推

送至操作人员终端。

[0051] 优选的，还可以根据养殖目标的变化通过设定测量组件的阈值控制固定索3 的收

放长度，控制网箱4与水面的相对位置。

[0052] 本发明的水体大型水生植物围隔装置结构简单，水环境综合适应能力强,大型水

生植物的培养量大，基于不同培养植物对不同水质、光照强度、温度、水位等的不同要求，控

制组件通过实时测量结果与预先设定的参数对比计算，实时调节养殖网箱相对水面的变

化，且通过预设置的换水周期或基于箱内水质的变化测量结果，控制动力组件实现对箱内

养殖用水的自动更换。

[005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但应认识到上述的描述不应被认为对本发明

的限制，凡在本发明的设计构思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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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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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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