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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包括由抗风

浪网箱构成的行使养鱼功能的养殖网箱子系统，

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供电子系统，使供电子

系统和养殖网箱子系统固定在特定空间的支撑

平台和锚泊子系统。供电子系统安装于支撑平台

上；网箱以柔性连接方式与支撑平台相连；锚泊

子系统由供电子系统锚泊装置和网箱子系统锚

泊装置组成。支撑平台上还布置有饲料储藏间、

投饵装备、监控设备以及通讯设备。该平台可在

高海况海域实现自动化网箱养鱼生产，具有抗风

浪能力强、环保、生产效率高等特点，是支撑我国

海水鱼类养殖从近岸走向深远海的综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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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个中央平台(4)、均布在中央平台

周围的多个养殖网箱系统、以及用于固定整个综合平台的锚泊系统；

所述的中央平台(4)包括由多根水平设置的主浮力管(12)相互连接而成的水面框架

(11)，该水面框架(11)通过多根支撑管(13)实现对水上工作平台(15)的支撑，所述水上工

作平台(15)上表面靠近边缘的位置设有环状轨道(20)，所述轨道上配备有自动投饵装置

(17)，所述水上工作平台(15)上还设有光发电设备(1)、风力发电设备(2)、储能设备(3)、饲

料储藏间(16)、监控设备(18)和通讯设备(19)；

所述的养殖网箱系统包括外浮框(5)、内浮框(6)和连接在内浮框(6)下方的网袋(7)，

且网袋(7)下方悬挂有重物(23)，且养殖网箱系统以柔性方式连接在主浮力管(12)上；

所述的锚泊系统包括连接于养殖网箱系统和中央平台(4)上的多根缆绳(8)，缆绳(8)

的另一端为锚碇(9)；

所述的主浮力管(12)采用钢质材料，其规格根据供水上工作平台的自重及其上设备的

重量核算确定，设计要求为F浮＝G中央平台+G配套装备+F储备浮力；其中，F浮为主体浮力管(12)提供的浮

力，G中央平台为中央平台(4)在空气中的重量，G配套装备为中心平台(4)上布设的所有装备在空气

中的重量，F储备浮力为保证中央平台(4)在波流作用下漂浮于水面需提供的额外浮力，F储备浮力为

中央平台(4)重量的5％-1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央平台(4)

还包括位于水面框架(11)正下方的稳波板(14)，该稳波板(14)通过下支撑管(26)与水面框

架(11)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网袋(7)采用

具有内外网衣的双层结构，内网衣(21)固定于内浮框(6)内侧，外网衣(22)固定于内浮框

(6)外侧；外层衣(22)起到保护内层网衣，防磨、防漂流物冲击以及防海兽撕咬，防止内网衣

破损长大的鱼逃逸作用，其中所述重物(23)悬挂在外网衣(22底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锚泊系统还

包括缓冲浮球(10)，所述缓冲浮球(10)设置在与养殖网箱系统相连接的那些缆绳(8)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浮力管

(12)外侧面还设有多个固定件(24)，固定件(24)外侧面粘附有橡胶块(25)，所述的养殖网

箱系统采用绳索与主浮力管(12)外侧的固定件(24)柔性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面框架

(11)是由六根水平设置的主浮力管(12)相互连接而成的六边形框架，所述的水上工作平台

(15)是六边形平台，并有三个养殖网箱系统均布在中央平台的周围，所述养殖网箱系统的

外浮框(5)为五边形、内浮框(6)为正六边形，均采用HDPE管材制作而成。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其特征在于为防止波浪和浮托

力对水上工作平台(15)及其上布置的设备造成破坏，水上工作平台(15)距离水面高度H≥

h50+h空气间隙，其中h50为综合平台投放海域50年一遇波高，h空气间隙为预留空间，取1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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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和海洋资源开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

台，用于支撑海水鱼类网箱养殖向深远海拓展。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耕地日益减少和淡水资源匮乏，我国淡水渔业的发展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制

约，同时，近岸海水养殖的空间和环境制约也日趋明显。大规模海水养殖集中在近岸浅水海

域的狭小空间范围内，带来了产业冲突、生态损失、病害风险、质量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因

此，海水养殖从近岸向离岸、向深远海拓展已经成为我国海水养殖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0003] 海水养殖向离岸、向深远海拓展须要有基础设施保障。上世纪末期，我国海南省从

挪威引进了高密度聚乙烯(HDPE)圆形浮式深水网箱。2000年我国开始国产化生产HDPE圆形

浮式深水网箱和浮绳式网箱，2002年我国又自主研制出升降式HDPE圆形深水网箱和碟形网

箱。这些养殖设施的研发推动了我国海水鱼类养殖的发展。但是，上述网箱一般只适合放置

在半开放海域或受季节性台风影响较小的海域进行养殖。例如，2013年超强台风“尤特”和

“天兔”对广东省沿海局部地区的深水网箱就造成了严重损坏。近两年，我国研制成功具有

加强结构的浮式网箱和升降式抗风浪网箱，使我国养鱼网箱具有了抗台风能力，保障了我

国近岸网箱养殖的安全。

[0004] 但是，我国现有的深水抗风浪网箱还不能远离海岸开展养殖活动，因为网箱养殖

的能源供应问题还没有解决。网箱养殖过程需要每天几次投饵等生产活动，自动投饵机可

以完成无人值守投饵，但需要电力支持。如果人工投饵也需要为生产者提供生活必需的电

力供应，否则，生产者就只能每天乘船往返于陆地与网箱养殖区之间，这就限制了网箱养殖

区离岸的距离，也大大降低了网箱养殖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动化管理需要配

备专业的远程监控系统，实时监测养殖平台的动态及养殖网箱内养殖对象及水质参数等，

并与陆基实现实时信号传输。

[0005] 挪威等国开始使用特制的投饵船对养鱼网箱进行投饵，这使得网箱养鱼活动可在

远离海岸的海区进行。并且投饵船需要柴油发电提供能源，这并不环保，也不符合绿色生产

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以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0007] 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个中央平台、均布在中央平台

周围的多个养殖网箱系统、以及用于固定整个综合平台的锚泊系统；

[0008] 所述的中央平台包括由多根水平设置的主浮力管相互连接而成的水面框架，该水

面框架通过多根支撑管实现对水上工作平台的支撑，所述水上工作平台上表面靠近边缘的

位置设有环状轨道，所述轨道上配备有自动投饵装置，所述水上工作平台上还设有光发电

设备、风力发电设备、储能设备、饲料储藏间、监控设备和通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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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的养殖网箱系统包括外浮框、内浮框和连接在内浮框下方的网袋，且网袋下

方悬挂有重物，且养殖网箱系统以柔性方式连接在主浮力管上；

[0010] 所述的锚泊系统包括连接于养殖网箱系统和中央平台上的多根缆绳，缆绳的另一

端为锚碇。

[0011] 所述的中央平台还包括位于水面框架正下方的稳波板，该稳波板通过下支撑管与

水面框架连接。

[0012] 所述的网袋采用具有内外网衣的双层结构，内网衣固定于内浮框内侧，外网衣固

定于内浮框外侧；外层衣起到保护内层网衣，防磨、防漂流物冲击以及防海兽撕咬，防止内

网衣破损长大的鱼逃逸作用，其中所述重物悬挂在外网衣底部。

[0013] 所述的锚泊系统还包括缓冲浮球，所述缓冲浮球设置在与养殖网箱系统相连接的

那些缆绳上。

[0014] 所述的主浮力管外侧面还设有多个固定件，固定件外侧面粘附有橡胶块，所述的

养殖网箱系统采用绳索与主浮力管外侧的固定件柔性连接。

[0015] 所述的水面框架是由六根水平设置的主浮力管相互连接而成的六边形框架，所述

的水上工作平台是六边形平台，并有三个养殖网箱系统均布在中央平台的周围，所述养殖

网箱系统的外浮框为五边形、内浮框为正六边形，均采用HDPE管材制作而成。

[0016] 所述的主浮力管采用钢质材料，其规格根据供水上工作平台的自重及其上设备的

重量核算确定，设计要求为F浮＝G中央平台+G配套装备+F储备浮力；其中，F浮为主体浮力管提供的浮力，

G中央平台为中央平台在空气中的重量，G配套装备为中央平台上布设的所有装备在空气中的重量，

F储备浮力为保证中央平台在波流作用下漂浮于水面需提供的额外浮力，F储备浮力为中央平台重量

的5-10％；原则上要求主浮力管一半处于水面。

[0017] 为防止波浪和浮托力对水上工作平台及其上布置的设备造成破坏，水上工作平台

距离水面高度H≥h50+h空气间隙，其中h50为综合平台投放海域50年一遇波高，h空气间隙为预留空

间，取1-2m。

[0018] 本发明是一种由可再生能源支持的网箱养殖平台，可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实现在我

国高海况专属经济区海域高效率地开展无人值守网箱鱼类养殖生产，具有抗风浪能力强、

环保、生产效率高等特点，是支撑我国海水鱼类养殖走向深远海的综合平台。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支撑平台示意图。

[0022] 图4为网箱子系统与支撑平台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的内、外网衣的示意图。

[0024] 其中，光发电设备1、风能发电设备2、储能设备3、中央平台4、外浮框5、内浮框6、网

袋7、缆绳8、锚碇9、缓冲浮球10、主浮力管11、水面框架12、支撑管组13、稳波板14、水上平台

15、饲料储藏间16、投饵装备17、监控设备18、通讯设备19、轨道20、内网衣21、外网衣22、重

物23、固定件24、橡胶块25、下支撑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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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如图1-5，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个中央平台4、均布在

中央平台周围的多个养殖网箱系统、以及用于固定整个综合平台的锚泊系统；

[0026] 所述的中央平台4包括由多根水平设置的主浮力管12相互连接而成的水面框架

11，该水面框架11通过多根支撑管13实现对水上工作平台15的支撑，所述水上工作平台15

上表面靠近边缘的位置设有环状轨道20，所述轨道上配备有自动投饵装置17，所述水上工

作平台15上还设有光发电设备1、风力发电设备2、储能设备3、饲料储藏间16、监控设备18和

通讯设备19；

[0027] 所述的养殖网箱系统包括外浮框5、内浮框6和连接在内浮框6下方的网袋7，且网

袋7下方悬挂有重物23，且养殖网箱系统以柔性方式连接在主浮力管12上；

[0028] 所述的锚泊系统包括连接于养殖网箱系统和中央平台4上的多根缆绳8，缆绳8的

另一端为锚碇9。

[0029] 所述的中央平台4还包括位于水面框架11正下方的稳波板14，该稳波板14通过下

支撑管26与水面框架11连接。

[0030] 所述的网袋7采用具有内外网衣的双层结构，内网衣21固定于内浮框6内侧，外网

衣22固定于内浮框6外侧；外层衣22起到保护内层网衣，防磨、防漂流物冲击以及防海兽撕

咬，防止内网衣破损长大的鱼逃逸作用，其中所述重物23悬挂在外网衣22底部。

[0031] 所述的锚泊系统还包括缓冲浮球10，所述缓冲浮球10设置在与养殖网箱系统相连

接的那些缆绳8上。

[0032] 所述的主浮力管12外侧面还设有多个固定件24，固定件24外侧面粘附有橡胶块

25，所述的养殖网箱系统采用绳索与主浮力管12外侧的固定件24柔性连接。

[0033] 所述的水面框架11是由六根水平设置的主浮力管12相互连接而成的六边形框架，

所述的水上工作平台15是六边形平台，并有三个养殖网箱系统均布在中央平台的周围，所

述养殖网箱系统的外浮框5为五边形、内浮框6为正六边形，均采用HDPE管材制作而成。

[0034] 所述的主浮力管12采用钢质材料，其规格根据供水上工作平台的自重及其上设备

的重量核算确定，设计要求为F浮＝G中央平台+G配套装备+F储备浮力；其中，F浮为主体浮力管12提供的浮

力，G中央平台为中央平台4在空气中的重量，G配套装备为中央平台4上布设的所有装备在空气中的

重量，F储备浮力为保证中央平台4在波流作用下漂浮于水面需提供的额外浮力，F储备浮力为中央平

台4重量的5-10％；原则上要求主浮力管12一半处于水面。

[0035] 为防止波浪和浮托力对水上工作平台15及其上布置的设备造成破坏，水上工作平

台15距离水面高度H≥h50+h空气间隙，其中h50为综合平台投放海域50年一遇波高，h空气间隙为预留

空间，取1-2m。

[0036] 实施例

[0037] 如图1，图2，图3，本发明一种深远海网箱养殖综合平台包括光发电设备1、风能发

电设备2和储能设备3组成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供电子系统；由水面框架12、支撑管组13、水

下的稳波板14与水上工作平台15，构成中央平台4；三个三角形外浮框5、六角形内浮框6和

网袋7组成的养殖网箱子系统；缆绳8、锚碇9和缓冲浮球10组成的锚泊子系统。

[0038] 上述的支撑中央平台4是由6根主体浮力管11焊接而成的六边形水面框架12，浮于

水面，用以连接网箱、为发电系统及网箱配套设备提供浮力及整体锚泊；由12根支撑管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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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连接水下的稳波板14与水上工作平台15，形成空间架构；主体浮力管11采用钢质材料，

其规格根据供电子系统自重及其上配备的配套设备的重量核算确定，设计要求F浮＝G中央平台+

G配套装备+F储备浮力，原则上要求主体浮管一半处于水面；框架尺寸根据单个网箱大小、供电子系

统以及配套装备所需要的平面空间设计；稳波板14可降低平台结构重心，使供电子系统(1

和2)等设备在波浪作用下保持平稳；水上工作平台15用于布置光发电设备1和风力发电装

置2、储能设备3、饲料储藏间16、投饵装备17、监控设备18以及通讯设备19，为防止波浪和浮

托力对水上平台15及其上布置的设备造成破坏，水上平台15距离水面高度H≥h50+h空气间隙(其

中h50为设施投放海域50年一遇波高，h空气间隙为预留空间，一般1-2m)。

[0039] 上述的投饵装备17安装于布设在水上工作平台外围的轨道20上，可按设定时间沿

着轨道20移动，定时向养殖网箱中投饵。

[0040] 上述的养殖网箱外浮框5为三角形、内浮框6等边六边形，一般采用HDPE管材制作

而成，内浮框6周长60-100m；网袋7采用双层结构，内网衣21固定于内浮框6内侧，外网衣22

固定于内浮框6外侧；外层衣22起到保护内层网衣，防磨、防漂流物冲击以及防海兽撕咬，防

止内网衣破损长大的鱼逃逸作用，其底部悬挂重物23。

[0041] 如图4，所述的网箱子系统采用绳索与供支撑平台主体浮力管11外侧的固定件24

柔性连接；固定件24采用“π”型结构，间隔2-2.5m焊接在主体浮力管11的外侧中间，使用与

主体浮力管11相同的金属材料；固定件24外侧粘附一定厚度的橡胶块25，当养殖网箱与主

体浮管11碰撞时，起到缓冲和防磨作用。

[0042] 本发明首先在陆地上完成中央平台4、养殖网箱框架的制作及部分设备的安装，然

后将支撑平台4和框架投放到海中，用船将其拖到选定海域；通过缆绳8、锚碇9先将支撑平

台4固泊于预定海域，装上所有设备，完成供电子系统安装；将养殖网箱内外浮框(6和7)一

边用绳索柔性连接到主体浮力管11外侧的固定件24上；通过缆绳8、锚碇9及缓冲浮球10将

养殖网箱与主体浮力管11连接边的对角系泊于海中；在网箱框架上装上网袋7，即可进行养

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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