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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领域，特别是一种多种

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本发明的投喂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1)投喂饲料前，运行投饵区周围的

增氧机；(2)投喂饲料时，运行水车式增氧机，同

时保持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运行；(3)投喂结束

后，运行剩余的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

机继续运行。本发明的投喂方法通过合理选择、

搭配、布置增氧机，有效提高投饵区水域中溶氧

含量，避免鱼类出现“炸群”的现象，提高了养殖

鱼的饲料消化吸收利用率，提升养殖鱼的生长速

度，有效降低养殖鱼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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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投喂饲料前，运行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

(2)投喂饲料时，运行水车式增氧机，同时保持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运行；

(3)投喂结束后，运行剩余的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续运行；

其中，所述投饵区在养殖塘内的上风位布置，直径为15-22米；所述水车式增氧机布置

在投饵区的上风处，距离投饵区中心16-20米；所述投饵区周围为距离投饵区边缘0-3米处；

所述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为布置在投饵区周围的3台叶轮式增氧机；所述剩余的增氧机为

布置在养殖塘的其它位置的1台叶轮式增氧机；叶轮式增氧机之间的间隔为16-20米，以“V”

型排布，所形成的角度为6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投喂饲料前30-45

分钟，运行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保持投饵区水体溶氧含量为5-6mg/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车式增氧机

运行时，水流方向朝向投饵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投喂饲料时，保持

投饵区水体溶氧含量为5-6mg/L。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投喂结束后1-1 .5

小时，运行剩余的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续运行；保持养殖塘水体溶氧含量为

5-6mg/L。

6.一种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投喂饲料前，运行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

(2)投喂饲料时，运行水车式增氧机，同时保持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运行；

(3)投喂结束后，运行剩余的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续运行；

其中，所述投饵区在养殖塘内的上风位布置，直径为15-22米；所述水车式增氧机布置

在投饵区的上风处，距离投饵区中心16-20米；所述投饵区周围为距离投饵区边缘0-3米处；

所述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为布置在投饵区周围的20-25个纳米管盘；所述剩余的增氧机为

布置在养殖塘的其他位置的5-10个纳米管盘以及3-4台叶轮式增氧机；投饵区周围布置的

纳米管盘之间的间隔为1-3米；布置在养殖塘的其他位置的纳米管盘之间的间隔为4-5米；

叶轮式增氧机之间的间隔为16-20米以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投喂饲料前30-45

分钟，运行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保持投饵区水体溶氧含量为5-6mg/L。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车式增氧机

运行时，水流方向朝向投饵区。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投喂饲料时，保持

投饵区水体溶氧含量为5-6mg/L。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投喂结束后1-1.5

小时，运行剩余的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续运行；保持养殖塘水体溶氧含量为

5-6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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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领域，特别是一种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全国各地湖泊、河流和水库陆续开始禁止网箱养鱼，为了满足市场对养殖鱼

的需要，必须提高池塘养殖鱼的单位产量，而这就需要配置现代化的渔用养殖机械，如投饵

机、增氧机等。目前在水产养殖中，增氧机按类型可分为叶轮式增氧机、水车式增氧机、纳米

底管增氧机和涌浪增氧机，每种增氧机各有特点。

[0003] 在池塘养殖过程中，鱼类正常生长时一般要求水体溶氧含量需达到5mg/L，不低于

4mg/L。养殖户为了提高池塘中水体溶氧含量，一般使用增氧机为水体增氧，以满足鱼类的

生长需要(水体溶氧含量≥5mg/L)。然而，由于养殖成本的限制以及缺乏有效的养殖方法，

一般养殖户没有科学考虑投饵区投料时该如何选择、使用增氧机，这导致增氧效果不理想。

例如，选择功能单一的增氧机或随意组合、布置增氧机，导致增氧机增氧效率低、效果差；在

投料前后随意运行增氧机，没有合理使用增氧机，造成了电力浪费，又没有为鱼类摄食时提

供足够的水体溶氧含量，导致鱼类摄食量下降，饲料消化利用率降低，生长速度缓慢。

[0004] 养殖鱼在吃料时，容易出现“炸群”现象(这是鱼类密集集中在投饵区摄食，水体溶

氧含量在短时间内由5-6mg/L急剧下降到2mg/L以下，引起鱼类缺氧，从而产生强烈的应激

反应而跳动的现象)，这严重影响养殖鱼的正常摄食。此外，由于鱼在缺氧(水体溶氧含量≤

3mg/L)的环境下摄食，饲料消化吸收利用率低，因此饵料系数增高，鱼养殖成本也随之增

高。

[0005] 因此，需要提供一种投喂方法，能根据不同类型的增氧机的增氧特点，合理选择、

搭配，有效提高增氧机的增氧效果，避免鱼类在缺氧环境下摄食而出现的“炸群”现象，提高

养殖鱼的饲料消化吸收利用率，从而提升养殖鱼的生长速度。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

本发明的投喂方法通过合理选择、搭配、布置增氧机，有效提高投饵区水体溶氧含量，达到

养殖鱼摄食所需，避免鱼类出现“炸群”的现象，提高了养殖鱼的饲料消化吸收利用率，提升

养殖鱼的生长速度，有效降低养殖鱼的成本。

[0007] 本发明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投喂饲料前，运行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

[0010] (2)投喂饲料时，运行水车式增氧机，同时保持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运行；

[0011] (3)投喂结束后，运行剩余的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续运行；

[0012] 其中，所述投饵区在养殖塘内的上风位布置，直径为15-22米；所述水车式增氧机

布置在投饵区的上风处，距离投饵区中心16-20米；所述投饵区周围为距离投饵区边缘0-3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024730 A

3



米处；所述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为布置在投饵区周围的3台叶轮式增氧机；所述剩余的增氧

机为布置在养殖塘的其它位置的1台叶轮式增氧机；叶轮式增氧机之间的间隔为16-20米，

以“V”型排布，所形成的角度为60°。

[0013] 本发明中，采用的叶轮式增氧机增氧面半径为8-10米，深度为1.8米，具有定点增

氧、搅水、曝气功能。叶轮式增氧机的距离间隔为16-20米，以“V”型排布，所形成的角度为

60°，能确保增氧面积的最大覆盖，达到叶轮式增氧机最大的利用效率。

[0014] 优选地，投喂饲料前30-45分钟，运行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保持投饵区水体溶氧

含量为5-6mg/L。

[0015] 优选地，所述水车式增氧机运行时，水流方向朝向投饵区。

[0016] 优选地，投喂饲料时，保持投饵区水体溶氧含量为5-6mg/L。

[0017] 优选地，投喂结束后1-1 .5小时，运行剩余的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

续运行；保持养殖塘水体溶氧含量为5-6mg/L。

[0018] 一种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投喂饲料前，运行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

[0020] (2)投喂饲料时，运行水车式增氧机，同时保持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运行；

[0021] (3)投喂结束后，运行剩余的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续运行；

[0022] 其中，所述投饵区在养殖塘内的上风位布置，直径为15-22米；所述水车式增氧机

布置在投饵区的上风处，距离投饵区中心16-20米；所述投饵区周围为距离投饵区边缘0-3

米处；所述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为布置在投饵区周围的20-25个纳米管盘；所述剩余的增氧

机为布置在养殖塘的其他位置的5-10个纳米管盘以及3-4台叶轮式增氧机；投饵区周围布

置的纳米管盘之间的间隔为1-3米；布置在养殖塘的其他位置的纳米管盘之间的间隔为4-5

米；叶轮式增氧机之间的间隔为16-20米以上。

[0023] 本发明中，纳米管盘通过放在岸基上的纳米底管增氧机供氧，其具有底部定点微

细化气泡增氧功能，能使上下层水体溶氧有效交换。

[0024] 优选地，投喂饲料前30-45分钟，运行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保持投饵区水体溶氧

含量为5-6mg/L。

[0025] 优选地，所述水车式增氧机运行时，水流方向朝向投饵区。

[0026] 优选地，投喂饲料时，保持投饵区水体溶氧含量为5-6mg/L。

[0027] 优选地，投喂结束后1-1 .5小时，运行剩余的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

续运行；保持养殖塘水体溶氧含量为5-6mg/L。

[0028] 本发明中，根据养殖塘常年大部分的风向选取上风位，在该位置布置投饵区。养殖

鱼通过驯化，会定时、定点摄取饲料，因此在投饵前，鱼会提前集中，从而形成投饵区。上风

处是养殖塘内投饵区上风方向的位置。

[0029] 本发明中，发明人经过实践证明，在投喂饲料前30-45分钟，运行投饵区周围布置

的增氧机，能有效避免投饵区溶氧含量急剧下降，避免由此引起“炸群”现象，同时能有效利

用增氧机，保证其增氧效率，避免电力浪费。

[0030] 本发明中，采用的水车式增氧机增氧深度为1米左右，控制上层水体单向流动。利

用水车式增氧机一方面控制上层水体单向流动，将投饵区外围溶氧含量较高的水体推向投

饵区，投饵区溶氧含量较低的水体排出投饵区外，进一步避免投饵区水体溶氧含量急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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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另一方面，把鱼类的排泄物及时排走，避免排泄物影响鱼类生长。水车式增氧机布置距

离投饵区中心16-20米，不仅可以带来有效的增氧效果，同时避免水流过急影响鱼类摄食。

[0031] 在投喂饲料时，运行水车式增氧机，同时保持投饵区周围的增氧机运行，可以满足

水体溶氧含量为5-6mg/L，极大地利用了增氧机，有效提高了增氧效率。此外，通过水车式增

氧机控制水流方向，使鱼在单向的水流中摄食，有效控制鱼的体态，避免出现“大肚腩”等影

响销售的外观问题。

[0032] 发明人经过实践证明，投喂结束后，养殖鱼开始游向投饵区外围区域，消化饲料

时，最为需要氧气。本发明中，运行剩余的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续运行保持

养殖塘水体溶氧含量为5-6mg/L，能够满足鱼消化饲料时对水体溶氧含量的需求，提高饲料

消化吸收利用率，保证鱼类正常生长速度。

[0033] 本发明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适用于草鱼、罗非鱼、鲫鱼、鲤鱼等鱼类养

殖。

[003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5] (1)本发明合理选择、搭配、布置不同类型的增氧机，在投喂饲料前后，根据不同类

型的增氧机的增氧特点运行增氧机，达到均衡增氧的效果，使水体全方位满足所需的溶氧

含量，同时有效发挥不同增氧机的增氧效率，不浪费电力，以最低成本达到最佳增氧效果；

[0036] (2)本发明在投饵前，保证投饵区的溶氧含量达到5-6mg/L，有效避免投饵区因鱼

集中造成水体溶氧含量急剧下降而导致的“炸群”现象；

[0037] (3)本发明投喂前后，鱼在水体溶氧含量充足的环境下摄食和消化，摄食率、饲料

消化吸收利用率大大提高，生长速度快，养殖成本低；

[0038] (4)本发明的养殖方法适用于大部分的养殖区域，操作简单、方便、使用效果明显，

节省人力，养殖的鱼保持良好的体态。市场前景好。

附图说明

[0039] 图1是实施例1养殖塘中增氧机布置的示意图。

[0040] 图2是实施例2养殖塘中增氧机布置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通过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发明。

[0042] 以15亩草鱼养殖塘为例，养殖塘为长方形，东西方向，水深2-2.5米。养殖区域风向

常年大部分为东南风向。

[0043] 实施例1

[0044] 一种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中，投饵区在养殖塘内的上风位布置，直径为

22米；1台水车式增氧机布置在投饵区的上风处，距离投饵区中心20米；在距离投饵区边缘

0-3米处布置3台叶轮式增氧机；在养殖塘的其它位置的布置1台叶轮式增氧机；叶轮式增氧

机之间的间隔为16-20米，以“V”型排布，所形成的角度为60°。增氧机的布置示意图如图1所

示。

[0045] 上述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1)投喂饲料前30分钟，运行投饵区周围的叶轮式增氧机，保持投饵区水体溶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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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5.5mg/L；(2)投喂饲料时，运行水车式增氧机，水流方向朝向投饵区，同时保持投饵区

周围的叶轮式增氧机运行，投饵区水体溶氧含量为5mg/L；(3)投喂结束后1小时，运行剩余

的叶轮式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续运行；保持养殖塘水体溶氧含量为5.5mg/

L。

[0047] 实施例2

[0048] 一种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其中，投饵区在养殖塘内的上风位布置，直径为

15米；1台水车式增氧机布置在投饵区的上风处，距离投饵区中心16米；在距离投饵区边缘

0-3米处布置20个纳米管盘；在养殖塘的其他位置布置8个纳米管盘以及3台叶轮式增氧机；

投饵区周围布置的纳米管盘之间的间隔为1-3米；养殖塘的其他位置布置的纳米管盘之间

的间隔为4-5米；3台叶轮式增氧机之间的间隔为16-20米以上；增氧机的布置示意图如图2

所示。

[0049] 上述的多种增氧机联用的投喂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投喂饲料前40分钟，运行投饵区周围的纳米底管增氧机，保持投饵区水体溶氧

含量为5.5mg/L；(2)投喂饲料时，运行水车式增氧机，水流方向朝向投饵区，保持投饵区周

围的纳米底管增氧机运行，投饵区水体溶氧含量为5mg/L；(3)投喂结束后1小时，运行剩余

的纳米底管增氧机、叶轮式增氧机；同时保持已运行的增氧机继续运行；保持养殖塘水体溶

氧含量为5.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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