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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

包括网框、浮体和固定装置，所述网框的底部和

周边套装有网衣，所述网衣的表面为六角形网

孔，网框的上端连接浮体，浮体上表面上设有供

电装置和若干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浮体的下端设

有若干波浪能发电机，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绳索和

锚，网框和浮体通过所述绳索固定在海面上，所

述绳索的底端设有搅浑海底泥沙的搅浑装置，所

述搅浑装置与供电装置电连接，所述锚通过锚绳

与网框相连，网框还设有若干抽水管道，所述抽

水管道的底端安装有抽水泵。本实用新型人工模

拟海水上升流，搅浑装置和抽水装置联动，将海

底泥沙中蕴含的营养物质和多余沉积在海底的

鱼饵抽到海面，可减少饵料投放，减少养鱼的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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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其特征在于，包括网框、浮体和固定装置，所述网框的底部

和周边套装有网衣，所述网衣的表面为六角形网孔，网框的上端连接浮体，所述浮体是六边

形的铁质船体，浮体的六个角上设有供电装置和若干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浮体的下端设有

若干波浪能发电机，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绳索和锚，网框和浮体通过所述绳索固定在海面上，

所述绳索的底端设有搅浑海底泥沙的搅浑装置，所述搅浑装置包括搅拌器，所述搅拌器包

括旋转轴和沿周向设置在旋转轴上的叶片，搅浑装置与供电装置电连接，所述锚通过锚绳

与网框相连，网框还设有若干抽水管道，所述抽水管道上设有若干阶梯水泵，抽水管道的底

端安装有吸水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波浪能发电机包括筒

体，所述筒体具有封闭的内腔，所述筒体的内腔中设有动子、定子、连接杆、第一弹性板和第

二弹性板，所述第一弹性板和第二弹性板均连接在筒体上，且均在动子、定子的一侧布置，

所述连接杆的杆身与第一弹性板和第二弹性板装连，所述连接杆的下端与动子相连，所述

定子与筒体相固定，定子的至少一个侧面与动子的侧面相靠近。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子为含有N极和S极

的磁性体，所述定子为线圈。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内设有扰流板。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浮体上端每个角上设

有一个带阀门的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与抽水管道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其特征在于，所述波浪能发电机为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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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养殖设备领域，特别是指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传统的养殖网箱存在某些

局限。上升流渔场的面积虽然只占海洋总面积的千分之一，但捕鱼量却占了世界海洋捕鱼

总量的一半左右，例如秘鲁渔场。本申请利用自然中的风能和波浪能这些无碳环保的清洁

能源，在较深的海域实现人工上升流，把海底的营养盐带到海面，用于现代化的深水网箱养

殖。利用这些干净富含营养盐的海水，理论上可以产出高质量的海产品，并且改造海水环

境，也能将一些常规海水无法养殖的鱼种进行养殖，同时增加周围海洋生产力，对海洋生态

的具有一定有益作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解决了背景技术中提到的问

题。

[0004]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包括网框、浮体和固定装置，所述网框的底部和周边套装

有网衣，所述网衣的表面为六角形网孔，网框的上端连接浮体，所述浮体是六边形的铁质船

体，浮体的六个角上设有供电装置和若干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浮体的下端设有若干波浪能

发电机，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绳索和锚，网框和浮体通过所述绳索固定在海面上，所述绳索的

底端设有搅浑海底泥沙的搅浑装置，所述搅浑装置包括搅拌器，所述搅拌器包括旋转轴和

沿周向设置在旋转轴上的叶片，搅浑装置与供电装置电连接，所述锚通过锚绳与网框相连，

网框还设有若干抽水管道，所述抽水管道上设有若干阶梯水泵，抽水管道的底端安装有吸

水器。

[0006] 优选的，所述波浪能发电机包括筒体，所述筒体具有封闭的内腔，所述筒体的内腔

中设有动子、定子、连接杆、第一弹性板和第二弹性板，所述第一弹性板和第二弹性板均连

接在筒体上，且均在动子、定子的一侧布置，所述连接杆的杆身与第一弹性板和第二弹性板

装连，所述连接杆的下端与动子相连，所述定子与筒体相固定，定子的至少一个侧面与动子

的侧面相靠近。

[0007] 优选的，所述动子为含有N极和S极的磁性体；所述定子为线圈。

[0008] 优选的，所述筒体内设有扰流板，扰流板与动子、连接杆固定连接，扰流板随动子

及连接杆上下运动搅动气体流动。

[0009] 优选的，所述浮体上端每个角上设有一个带阀门的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与抽水管

道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波浪能发电机为3个。

[0011]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和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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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1.本实用新型人工模拟海水上升流，并使用自然能源，提高浅层海水生产力，可减

少饵料投放，并把远海浅层海水变得适宜养殖鱼类，打造“海面”牧场，减少养鱼的成本。

[0013] 2.本实用新型中搅浑装置和抽水装置联动，将海底泥沙中蕴含的营养物质和多余

沉积在海底的鱼饵抽到海面，可以减少投饵量并增加饵料利用率。

[0014] 3.本实用新型利用风能和波浪能产生能量，带动抽水管道把底层的低温海水抽到

表层，在表层海水中装有温度传感器，当水温下降时，传感器控制阀门，抽动底层海水使表

层海水降温，以此扩大冷水鱼的养殖海域，经济效益巨大。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搅混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垂直轴风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浮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抽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网衣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是波浪能发电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其中，1.供电装置，2.垂直轴风力发电机，3.波浪能发电机，31.筒体，32.内腔，33.

磁性体，34.线圈，35.扰流板，36.连接杆，37.第一弹性板，38.第二弹性板，4.浮体，5.网衣，

6.抽水管道，61.阶梯水泵，62.吸水器，7.搅混装置，71.叶片，72.旋转轴，8.绳索，9.锚，10.

温度传感器，11.出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养殖海产品用浮岛，如图1-7所示，包括网框、浮体4和固定装置，所述网框的

底部和周边套装有网衣5，所述网衣5的表面为六角形网孔，网框的上端连接浮体4，所述浮

体4是六边形的铁质船体，浮体4的六个角上设有供电装置1和若干垂直轴风力发电机2，浮

体4的下端设有若干波浪能发电机3，所述固定装置包括绳索8和锚9，网框和浮体4通过所述

绳索8固定在海面上，所述绳索8的底端设有搅浑海底泥沙的搅浑装置7，所述搅浑装置7包

括搅拌器，所述搅拌器包括旋转轴72和沿周向设置在旋转轴72上的叶片71，搅浑装置7与供

电装置1电连接，所述锚9通过锚绳与网框相连，网框还设有若干抽水管道6，所述抽水管道6

上设有若干阶梯水泵61，抽水管道6的底端安装有吸水器62。

[0026]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波浪能发电机3包括筒体31，所述筒体31具有封闭

的内腔32，所述筒体31的内腔中设有动子、定子、连接杆36、第一弹性板37和第二弹性板38，

所述第一弹性板37和第二弹性板38均连接在筒体31上，且均在动子、定子的一侧布置，所述

连接杆36的杆身与第一弹性板37和第二弹性板38装连，所述连接杆36的下端与动子相连，

所述定子与筒体31相固定，定子的至少一个侧面与动子的侧面相靠近。

[002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动子为含有N极和S极的磁性体33；所述定子为线

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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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筒体31内设有扰流板36，扰流板35与动子、连接杆

36固定连接，扰流板35随动子及连接杆36上下运动搅动气体流动。

[0029]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浮体4上端每个角上设有一个带阀门的出水管11，

所述出水管11与抽水管道6连接。

[0030]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波浪能发电机3为3个。

[0031] 本实用新型以建立在用绳索8固定在海面上的深水养殖网箱为基础，利用浮岛六

个边角放置的中型垂直轴风力发电机2和三个波浪能发电机3所提供的能量，带动离心抽水

泵抽取底层海水，在浮岛下方的海底设置一个搅浑海底泥沙的搅浑装置7，通过与浮岛连接

的固定铁链上的电线供电，用于将海底泥沙和沉积的残余饲料带到海水中悬浮。鉴于在我

国东海表层海域中,营养盐在近岸海域分布极高的现状，本装置利用抽水泵抽取底层海水

到海面形成人工上升流，同时将深水区的营养盐(磷酸盐、硝酸盐等)和残余饵料带到表层，

因为表层海水和深层海水密度差不大，因此形成上升流的能量并不需要很多。营养盐遇到

阳光会生产营养物质，把这些物质用于供应养殖网箱的利用，从而提高水质以及养殖产量，

实现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0032] 实施例2：

[0033] 目前，国内冷水鱼年需求量约13万吨，而年产量约1万吨，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预计每年对冷水鱼的需求量会以35％～40％的速度递增。

目前供需缺口大，主要依靠进口。因此，从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来看，冷水鱼的发展空间还很

大，市场前景非常看好。我国大部分海域的平均表层水温大于20℃，且夏季温度更高，而冷

水鱼适宜生活的水温在10℃～18℃，无法搞冷水鱼养殖。海水的深度越深，海水的温度越

低，因此把底层海水抽到海水表面用于冷水鱼养殖，可以扩大冷水鱼的养殖水域。在本实用

新型的基础上，浮体4内设有若干温度传感器10，所述温度传感器10与控制器相连，所述控

制器与阀门连接。利用风能和波浪能产生能量，带动抽水管道6把底层的低温海水抽到表

层，在表层海水中装有温度传感器10，当水温下降时，温度传感器10控制阀门，抽动底层海

水使抽水管道6的阀门开口变大，让更多的底层低温海水到达海面，当水温到达适宜冷水鱼

生存的温度时，温度传感器10控制阀门，减少抽水量，从而把该水域变成适宜冷水鱼生活的

养殖“牧场”。这款系统可以扩大冷水鱼的养殖海域，经济效益巨大。

[0034] 显然，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而

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

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

凡是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实用新型的

保护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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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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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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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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