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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本发明通过用于养殖鱼

类的鱼缸单元，用于对所述鱼缸单元中的水进行

循环净化的沉淀池单元对养殖废水中的悬浮物

及细菌进行去除，最终循环利用，同时设置含有

双层结构的雨淋单元，对排入的废水中的悬浮物

质进行初步混合并通过大小可调的孔，在混合过

程中废水中的大颗粒悬浮物被打碎为小颗粒悬

浮物，有利于下一步在沉淀池中的吸附去除。本

发明具有可循环利用水产养殖水资源的优点，并

且减少了向环境中排放污水，有利于维持周边环

境的生态平衡，同时装置结构安排合理有效，对

养殖废水中的悬浮污染物进行了前处理利于过

滤或者吸附去除，减少阻塞过滤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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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包括用于养殖鱼类的鱼缸单元（1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用于对所述鱼缸单元（11）中的水进行循环净化的沉淀池单元（1），以及与所述鱼缸单元

（11）连接用于将水流入所述沉淀池单元（1）中的雨淋单元（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鱼缸单元（11）包

括鱼缸（11a），穿过所述鱼缸（11a）底部并与所述雨淋单元（2）连接的溢流管（11b），以及设

置在所述鱼缸（11a）底部用于排出沉淀物的鱼缸排污口（11c）。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单元（1）

包括设置在所述雨淋单元（2）下方的一级沉淀池（101），与所述一级沉淀池（101）连接的二

级沉淀池（102），与所述二级沉淀池（102）连接的三级沉淀池（103），与所述三级沉淀池

（103）连接的四级沉淀池（104），用于连接沉淀池之间的连接管（110），设置在沉淀池底部的

排污口（114），设置在所述一级沉淀池（101）中用于吸附水中悬浮物的毛刷（105），设置在所

述二级沉淀池（102）中用于吸附水中悬浮物的第一微粒机（106），设置在所述三级沉淀池

（103）中用于吸附水中悬浮物的第二微粒机（107），所述第一微粒机（106）中微粒孔径比所

述第二微粒机（107）中微粒孔径大，设置在所述二级沉淀池（102）上方位于所述第一微粒机

（106）后方的第一杀菌灯（108），设置在所述三级沉淀池（103）上方位于所述第二微粒机

（107）后方的第二杀菌灯（109），以及用于连接所述四级沉淀池（104）与所述鱼缸单元（11）

的回流管（11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雨淋单元（2）包

括箱体部（201），设置在所述箱体部（201）上用于进水的进水管部（202），设置在所述箱体部

（201）中用于带动所述进水管部（202）移动的活动杆部（203），设置在所述箱体部（201）中位

于所述活动杆部（203）下方用于调节落下水流流速的活动孔板部（204），与所述活动杆部

（203）和所述活动孔板部（204）连接的旋转盘部（205），以及设置在所述箱体部（201）下方用

于将水落入所述一级沉淀池（101）的固定孔板（20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部（201）包

括箱体（201a），设置在所述箱体（201a）顶部用于穿过所述进水管部（202）的箱体口（201b），

设置在所述箱体口（201b）内侧壁上用于卡合所述进水管部（202）的箱体口内槽（201c），设

置在所述箱体（201a）上用于穿过所述旋转盘部（205）的箱体孔（201d），以及设置在所述箱

体孔（201d）内侧壁上用于卡合所述旋转盘部（205）的箱体孔内槽（201e）。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部（202）

包括连接所述溢流管（11b）底部的进水软管（202a），与所述进水软管（202a）连接的进水硬

管（202b），设置在所述进水硬管（202b）上与所述箱体口内槽（201c）卡合的硬管卡合块

（202c）。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杆部（203）

包括与所述进水硬管（202b）连接的活动杆连接块（203a），设置在所述活动杆连接块（203a）

上的内螺纹孔（203j），与所述内螺纹孔（203j）螺接的活动螺杆（203b），设置在所述箱体

（201a）内部用于支撑所述活动螺杆（203b）的活动杆支撑套（203c），与所述活动螺杆（203b）

连接的水平齿杆（203d），设置在所述水平齿杆（203c）上的水平齿（203e），与所述水平齿

（203e）啮合的竖直齿杆（203f），设置在所述竖直齿杆（203f）上与所述水平齿（203e）啮合的

竖直第一齿（203g），设置在所述竖直齿杆（203f）上相对于所述竖直第一齿（203g）另一端并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2602653 A

2



用于啮合所述旋转盘部（205）的竖直第二齿（203h），以及设置在所述箱体（201a）外壁上用

于支撑所述竖直齿杆（203f）上下两端的竖直杆支撑套（203i）。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盘部（205）

包括与所述竖直第二齿（203h）啮合的中空滑动齿轮（205a），与所述中空滑动齿轮（205a）连

接的中空旋转盘（205b），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上的按压块（205c），与所述中空滑

动齿轮（205a）相对于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另一端连接的中空滑动杆（205d），设置在所述

中空滑动杆（205d）上的一对用于卡合所述活动孔板部（204）的环形卡合块（205e），以及穿

过所述中空滑动杆（205d）壁的滑动杆卡合块（205f）。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盘部（205）

还包括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内部用于顶起所述按压块（205c）的按压块弹簧

（205g），与所述按压块（205c）连接的按压块连接柱（205h），与所述按压块连接柱（205h）连

接的旋转盘水平齿杆（205i），设置在所述旋转盘水平齿杆（205i）上的旋转盘水平齿

（205j），与所述旋转盘水平齿（205j）啮合并与所述滑动杆卡合块（205f）连接的旋转盘滑动

齿轮（205k），设置在所述旋转盘滑动齿轮（205k）相对于所述滑动杆卡合块（205f）另一侧的

旋转盘螺杆（205l），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内部用于卡合所述按压块弹簧（205g）的

弹簧套筒（205m），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内部用于卡合所述旋转盘水平齿杆（205i）

的水平齿杆卡合块（205n），以及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内部用于螺接所述旋转盘螺

杆（205l）的旋转盘内螺纹槽（205o）。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孔板部

（204）包括设置在所述箱体（201a）中的上固定孔板（204a），设置在所述箱体（201a）中位于

所述固定孔板（204a）下方的活动孔板（204b），设置在所述活动孔板（204b）底面并卡合在所

述环形卡合块（205e）中间的固定卡合板（204c），以及用于支撑所述活动孔板（204b）在其上

滑动的支撑杆（20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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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产养殖，指在岸上由人工所开辟的渔塭中养殖鱼类或各种海鲜，根据养殖水质

的不同，可分为淡水养殖、咸水养殖及海面养殖三大类，常见的有虱目鱼，牡蛎，鳗鱼的养

殖。水产养殖行业正处于一个传统高产放养模式向规模化养殖、质量效益转变的转型期，但

由于大部分水产养殖仍采用大引大排的方式，既极大地消耗了水资源，而且在水产养殖过

程中投放的饲料残余和鱼、虾、蟹类排泄物形成的污染水对水体、池塘底泥等造成了污染，

使得养殖水体日趋富营养化，对周边水域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危害，所以市

场上急需一种生态化养殖水产的装置用于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0003] 专利公开号为CN110272168A，公开日为2019.09.24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立

体智能化水处理系统，其包括沿污水进入路线依次连通设置的预处理系统、菌群重育系统

及PH调节系统，预处理系统被配置为过滤水中的杂质及颗粒物；菌群重育系统包括位于预

处理系统下游的杀菌单元及位于杀菌单元下游的益生菌繁育单元；PH调节系统包括位于益

生菌繁育单元下游的细粒生化球处理池，细粒生化球处理池被配置为调节水的PH。经过对

养殖废水的预处理过滤杂质及颗粒物，杀菌单元去除水体里的有害病毒及危害物体，益生

菌繁育单元重育对水产养殖有益的益生菌，最后通过PH调节系统调节水体的PH值。经上述

净化处理后的水可重新用于水产养殖，通过循环利用水资源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及对环境的

污染。

[0004] 但是该发明专利中，缺点在于对养殖废水中的悬浮污染物没有前处理的过程，悬

浮物颗粒较大，难以通过过滤或者吸附去除，同时过滤时有阻塞过滤器的风险。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其能通过用于养殖鱼类的鱼缸单

元，用于对所述鱼缸单元中的水进行循环净化的沉淀池单元对养殖废水中的悬浮物及细菌

进行去除，最终循环利用，同时设置含有双层结构的雨淋单元，对排入的废水中的悬浮物质

进行初步混合并通过大小可调的孔，在混合过程中废水中的大颗粒悬浮物被打碎为小颗粒

悬浮物，有利于下一步在沉淀池中的吸附去除。本发明具有可循环利用水产养殖水资源的

优点，并且减少了向环境中排放污水，有利于维持周边环境的生态平衡，同时装置结构安排

合理有效，对养殖废水中的悬浮污染物进行了前处理利于过滤或者吸附去除，减少阻塞过

滤器的风险。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包括用于养

殖鱼类的鱼缸单元，用于对所述鱼缸单元中的水进行循环净化的沉淀池单元，以及与所述

鱼缸单元连接用于将水流入所述沉淀池单元中的雨淋单元。

[0007] 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在于：所述鱼缸单元包括鱼缸，穿过所述鱼缸底部并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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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雨淋单元连接的溢流管，以及设置在所述鱼缸底部用于排出沉淀物的鱼缸排污口。

[0008] 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在于：所述沉淀池单元包括设置在所述雨淋单元下方的一

级沉淀池，与所述一级沉淀池连接的二级沉淀池，与所述二级沉淀池连接的三级沉淀池，与

所述三级沉淀池连接的四级沉淀池，用于连接沉淀池之间的连接管，设置在沉淀池底部的

排污口，设置在所述一级沉淀池中用于吸附水中悬浮物的毛刷，设置在所述二级沉淀池中

用于吸附水中悬浮物的第一微粒机，设置在所述三级沉淀池中用于吸附水中悬浮物的第二

微粒机，所述第一微粒机中微粒孔径比所述第二微粒机中微粒孔径大，设置在所述二级沉

淀池上方位于所述第一微粒机后方的第一杀菌灯，设置在所述三级沉淀池上方位于所述第

二微粒机后方的第二杀菌灯，以及用于连接所述四级沉淀池与所述鱼缸单元的回流管。

[0009] 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在于：所述雨淋单元包括箱体部，设置在所述箱体部上用

于进水的进水管部，设置在所述箱体部中用于带动所述进水管部移动的活动杆部，设置在

所述箱体部中位于所述活动杆部下方用于调节落下水流流速的活动孔板部，与所述活动杆

部和所述活动孔板部连接的旋转盘部，以及设置在所述箱体部下方用于将水落入所述一级

沉淀池的固定孔板。

[0010] 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在于：所述箱体部包括箱体，设置在所述箱体顶部用于穿

过所述进水管部的箱体口，设置在所述箱体口内侧壁上用于卡合所述进水管部的箱体口内

槽，设置在所述箱体上用于穿过所述旋转盘部的箱体孔，以及设置在所述箱体孔内侧壁上

用于卡合所述旋转盘部的箱体孔内槽。

[0011] 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在于：所述进水管部包括连接所述溢流管底部的进水软

管，与所述进水软管连接的进水硬管，设置在所述进水硬管上与所述箱体口内槽卡合的硬

管卡合块。

[0012] 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在于：所述活动杆部包括与所述进水硬管连接的活动杆连

接块，设置在所述活动杆连接块上的内螺纹孔，与所述内螺纹孔螺接的活动螺杆，设置在所

述箱体内部用于支撑所述活动螺杆的活动杆支撑套，与所述活动螺杆连接的水平齿杆，设

置在所述水平齿杆上的水平齿，与所述水平齿啮合的竖直齿杆，设置在所述竖直齿杆上与

所述水平齿啮合的竖直第一齿，设置在所述竖直齿杆上相对于所述竖直第一齿另一端并用

于啮合所述旋转盘部的竖直第二齿，以及设置在所述箱体外壁上用于支撑所述竖直齿杆上

下两端的竖直杆支撑套。

[0013] 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在于：所述旋转盘部包括与所述竖直第二齿啮合的中空滑

动齿轮，与所述中空滑动齿轮连接的中空旋转盘，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上的按压块，与所

述中空滑动齿轮相对于所述中空旋转盘另一端连接的中空滑动杆，设置在所述中空滑动杆

上的一对用于卡合所述活动孔板部的环形卡合块，以及穿过所述中空滑动杆壁的滑动杆卡

合块。

[0014] 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在于：所述旋转盘部还包括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内部用

于顶起所述按压块的按压块弹簧，与所述按压块连接的按压块连接柱，与所述按压块连接

柱连接的旋转盘水平齿杆，设置在所述旋转盘水平齿杆上的旋转盘水平齿，与所述旋转盘

水平齿啮合并与所述滑动杆卡合块连接的旋转盘滑动齿轮，设置在所述旋转盘滑动齿轮相

对于所述滑动杆卡合块另一侧的旋转盘螺杆，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内部用于卡合所述按

压块弹簧的弹簧套筒，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内部用于卡合所述旋转盘水平齿杆的水平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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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卡合块，以及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内部用于螺接所述旋转盘螺杆的旋转盘内螺纹槽。

[0015] 进一步优选的技术方案在于：所述活动孔板部包括设置在所述箱体中的上固定孔

板，设置在所述箱体中位于所述固定孔板下方的活动孔板，设置在所述活动孔板底面并卡

合在所述环形卡合块中间的固定卡合板，以及用于支撑所述活动孔板在其上滑动的支撑

杆。

[0016] 本发明通过用于养殖鱼类的鱼缸单元，用于对所述鱼缸单元中的水进行循环净化

的沉淀池单元对养殖废水中的悬浮物及细菌进行去除，最终循环利用，同时设置含有双层

结构的雨淋单元，对排入的废水中的悬浮物质进行初步混合并通过大小可调的孔，在混合

过程中废水中的大颗粒悬浮物被打碎为小颗粒悬浮物，有利于下一步在沉淀池中的吸附去

除。本发明具有可循环利用水产养殖水资源的优点，并且减少了向环境中排放污水，有利于

维持周边环境的生态平衡，同时装置结构安排合理有效，对养殖废水中的悬浮污染物进行

了前处理利于过滤或者吸附去除，减少阻塞过滤器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中循环式鱼类养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中雨淋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中中空旋转盘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中水平齿杆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中活动螺杆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中环形卡合块位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中箱体孔内槽位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中旋转盘部内部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为本发明中旋转盘部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0为本发明中活动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1为本发明中进水软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2为本发明中箱体口位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限定。

[0030] 实施例：如附图1、2、3、4、5、6、7、8、9、10、11及附图12所示，一种循环式鱼类养殖装

置，包括用于养殖鱼类的鱼缸单元11，用于对所述鱼缸单元11中的水进行循环净化的沉淀

池单元1，以及与所述鱼缸单元11连接用于将水流入所述沉淀池单元1中的雨淋单元2。

[003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鱼缸单元11中养殖有各种水产，例如虱目鱼，牡蛎，鳗鱼等，所

述鱼缸单元11通过所述雨淋单元2向所述沉淀池单元1排入污水并净化，净化后的污水通过

管路再次回到所述鱼缸单元11中，完成水资源的再利用。

[0032] 所述鱼缸单元11包括鱼缸11a，穿过所述鱼缸11a底部并与所述雨淋单元2连接的

溢流管11b，以及设置在所述鱼缸11a底部用于排出沉淀物的鱼缸排污口11c。

[003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溢流管11b顶部含有口，口的位置位于所述鱼缸11a顶部稍下

位置，所述溢流管11b的位置决定了所述鱼缸11a水平面的位置，当所述鱼缸11a中的水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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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溢流管11b顶部口时就会从所述溢流管11b流出，设置所述鱼缸排污口11c的目的在于

有一部分悬浮物质无法通过所述溢流管11b进入所述雨淋单元2，需要定期将池底的悬浮物

通过所述鱼缸排污口11c清理，避免鱼类生存环境恶化。

[0034] 所述沉淀池单元1包括设置在所述雨淋单元2下方的一级沉淀池101，与所述一级

沉淀池101连接的二级沉淀池102，与所述二级沉淀池102连接的三级沉淀池103，与所述三

级沉淀池103连接的四级沉淀池104，用于连接沉淀池之间的连接管110，设置在沉淀池底部

的排污口114，设置在所述一级沉淀池101中用于吸附水中悬浮物的毛刷105，设置在所述二

级沉淀池102中用于吸附水中悬浮物的第一微粒机106，设置在所述三级沉淀池103中用于

吸附水中悬浮物的第二微粒机107，所述第一微粒机106中微粒孔径比所述第二微粒机107

中微粒孔径大，设置在所述二级沉淀池102上方位于所述第一微粒机106后方的第一杀菌灯

108，设置在所述三级沉淀池103上方位于所述第二微粒机107后方的第二杀菌灯109，以及

用于连接所述四级沉淀池104与所述鱼缸单元11的回流管113。

[003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沉淀池单元1由从一级至四级的四个沉淀池组成，级别低的沉

淀池对污染物清除的效率较高，但清除程度较低，级别高的沉淀池对污染物清除的程度更

深，但清除效率较低，将这几种沉淀池组合在一起可以更加有效的去除污水中的污染物，所

述毛刷105、第一微粒机106与所述第二微粒机107是沉淀池中的过滤装置，所述毛刷105可

以大量的吸附污水中的污染物，但是仅限于吸附颗粒较大的悬浮物，并且吸附不够稳定容

易脱落，所述第一微粒机106中的微粒在60‑150目之间，用于吸附所述毛刷105未吸附的悬

浮物质，所述第二微粒机107中的微粒在120‑200目之间，用于吸附所述毛刷105与所述第一

微粒机106未吸附的悬浮物质，所述第一杀菌灯108与所述第二杀菌灯109分别为紫外线杀

菌灯，其中所述第二杀菌灯109功率比所述第一杀菌灯108功率更高，目的是在污水进入所

述四级沉淀池104之前深度杀菌，所述四级沉淀池104添加有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及其他

COD降解菌种等，进一步降低污水中的COD指标与含氮量。

[0036] 此外，所述回流管113中装有提升泵，用于将所述四级沉淀池104处理后的污水抽

回所述鱼缸11a中完成循环过程，设置所述排污口114的目的在于有一部分悬浮物质无法被

吸附而沉入水底，需要定期通过所述排污口114清理干净。

[0037] 所述雨淋单元2包括箱体部201，设置在所述箱体部201上用于进水的进水管部

202，设置在所述箱体部201中用于带动所述进水管部202移动的活动杆部203，设置在所述

箱体部201中位于所述活动杆部203下方用于调节落下水流流速的活动孔板部204，与所述

活动杆部203和所述活动孔板部204连接的旋转盘部205，以及设置在所述箱体部201下方用

于将水落入所述一级沉淀池101的固定孔板206。

[003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进水管部202将所述鱼缸11a中的污水淋在所述活动孔板部

204上，通过所述转盘部205同时控制所述进水管部202的位置与所述活动孔板部204孔眼的

大小，进而调整对悬浮物的打碎程度和运行效率，均匀混合的污水通过所述固定孔板206淋

入所述一级沉淀池101中。

[0039] 所述箱体部201包括箱体201a，设置在所述箱体201a顶部用于穿过所述进水管部

202的箱体口201b，设置在所述箱体口201b内侧壁上用于卡合所述进水管部202的箱体口内

槽201c，设置在所述箱体201a上用于穿过所述旋转盘部205的箱体孔201d，以及设置在所述

箱体孔201d内侧壁上用于卡合所述旋转盘部205的箱体孔内槽2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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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所述进水管部202包括连接所述溢流管11b底部的进水软管202a，与所述进水软管

202a连接的进水硬管202b，设置在所述进水硬管202b上与所述箱体口内槽201c卡合的硬管

卡合块202c。

[0041]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进水硬管202b通过所述活动杆部203的力沿所述箱体口201b

移动，所述硬管卡合块202c在所述箱体口内槽201c中光滑移动。

[0042] 所述活动杆部203包括与所述进水硬管202b连接的活动杆连接块203a，设置在所

述活动杆连接块203a上的内螺纹孔203j，与所述内螺纹孔203j螺接的活动螺杆203b，设置

在所述箱体201a内部用于支撑所述活动螺杆203b的活动杆支撑套203c，与所述活动螺杆

203b连接的水平齿杆203d，设置在所述水平齿杆203c上的水平齿203e，与所述水平齿203e

啮合的竖直齿杆203f，设置在所述竖直齿杆203f上与所述水平齿203e啮合的竖直第一齿

203g，设置在所述竖直齿杆203f上相对于所述竖直第一齿203g另一端并用于啮合所述旋转

盘部205的竖直第二齿203h，以及设置在所述箱体201a外壁上用于支撑所述竖直齿杆203f

上下两端的竖直杆支撑套203i。

[0043] 在本实施例中，若使所述进水硬管202b沿所述箱体口201b移动，则转动所述旋转

盘部205，使所述竖直第二齿203h向下或向上移动，带动所述竖直第一齿203g向上或者向下

移动，然后带动所述水平齿203e旋转从而带动所述活动螺杆203b旋转，所述内螺纹孔203j

在所述活动螺杆203b的作用下向左或向右移动，带动所述活动杆连接块203a向左或者向右

移动，从而带动所述进水硬管202b沿所述箱体口201b移动。

[0044] 所述旋转盘部205包括与所述竖直第二齿203h啮合的中空滑动齿轮205a，与所述

中空滑动齿轮205a连接的中空旋转盘205b，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上的按压块205c，

与所述中空滑动齿轮205a相对于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另一端连接的中空滑动杆205d，设置

在所述中空滑动杆205d上的一对用于卡合所述活动孔板部204的环形卡合块205e，以及穿

过所述中空滑动杆205d壁的滑动杆卡合块205f。

[0045] 所述旋转盘部205还包括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内部用于顶起所述按压块

205c的按压块弹簧205g，与所述按压块205c连接的按压块连接柱205h，与所述按压块连接

柱205h连接的旋转盘水平齿杆205i，设置在所述旋转盘水平齿杆205i上的旋转盘水平齿

205j，与所述旋转盘水平齿205j啮合并与所述滑动杆卡合块205f连接的旋转盘滑动齿轮

205k，设置在所述旋转盘滑动齿轮205k相对于所述滑动杆卡合块205f另一侧的旋转盘螺杆

205l，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内部用于卡合所述按压块弹簧205g的弹簧套筒205m，设

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内部用于卡合所述旋转盘水平齿杆205i的水平齿杆卡合块205n，

以及设置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内部用于螺接所述旋转盘螺杆205l的旋转盘内螺纹槽

205o。

[0046] 所述活动孔板部204包括设置在所述箱体201a中的上固定孔板204a，设置在所述

箱体201a中位于所述固定孔板204a下方的活动孔板204b，设置在所述活动孔板204b底面并

卡合在所述环形卡合块205e中间的固定卡合板204c，以及用于支撑所述活动孔板204b在其

上滑动的支撑杆204d。

[004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滑动杆卡合块205f卡合在靠近所述箱体201a外壁的所述箱体

孔内槽201e时，所述上固定孔板204a与所述活动孔板204b的孔眼完全对齐，有效水通过面

积最大，当所述滑动杆卡合块205f卡合在靠近所述箱体201a内壁的所述箱体孔内槽201e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12602653 A

8



时，所述上固定孔板204a与所述活动孔板204b的孔眼交错，减少了有效水通过面积。

[0048] 此外，通过所述按压块205c可以控制所述滑动杆卡合块205f的上下运动，使得所

述滑动杆卡合块205f脱离所述箱体孔内槽201e，当按压下所述按压块205c时，所述按压块

弹簧205g被压缩，所述旋转盘水平齿杆205i在所述按压块连接柱205h的带动下向按压方向

移动，所述旋转盘水平齿205j带动所述旋转盘滑动齿轮205k转动，在所述旋转盘螺杆205l

与所述旋转盘内螺纹槽205o螺接的作用下所述滑动杆卡合块205f向下移动，从而脱离所述

箱体孔内槽201e，此时推动所述中空旋转盘205b，所述中空滑动杆205d向内移动，再松开所

述按压块205c时，所述滑动杆卡合块205f进入靠近所述箱体201a的所述箱体孔内槽201e，

完成切换过程。

[0049] 以上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

所述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

出各种修改。这些都是不具有创造性的修改，只要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均受到专利

法的保护。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2602653 A

9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9 页

10

CN 112602653 A

10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9 页

11

CN 112602653 A

11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9 页

12

CN 112602653 A

12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9 页

13

CN 112602653 A

13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9 页

14

CN 112602653 A

14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6/9 页

15

CN 112602653 A

15



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7/9 页

16

CN 112602653 A

16



图10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8/9 页

17

CN 112602653 A

17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9/9 页

18

CN 112602653 A

1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DRA00017
	DRA0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