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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及其

使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

养殖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

域。本发明所述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

置包括多层立体支撑架和养殖箱，多层立体支撑

架具有四棱台形框架底座和长方体框架，长方体

框架内有多层水平槽轨道层，可将扇贝或刺参放

置于养殖网内并放置于水平槽轨道内，安装栏栅

以固定养殖筐，投放到海底后，上层扇贝养殖的

排泄物和扇贝死亡后的腐殖质沉降下来后进入

最底层养殖筐内，成为刺参的食物，达到生态综

合养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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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

养殖装置包括多层立体支撑架和养殖筐；所述多层立体支撑架包括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

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顶面四角分别设有垂直于顶面的支撑架A（2）、支撑架B（3）、支撑架C

（4）和支撑架D（5）并构成无顶边的长方体框架，支撑架A（2）和支撑架B（3）顶端之间设有水

平槽轨道a（6），支撑架B（3）和支撑架C（4）顶端之间设有水平槽轨道b（7），支撑架A（2）和支

撑架D（5）顶端之间设有水平槽轨道c（8），水平槽轨道c（8）、水平槽轨道a（6）和水平槽轨道b

（7）顺次连接构成一层水平槽轨道层，竖直方向设有多层水平槽轨道层构成水平槽轨道组，

水平槽轨道组位于长方体框架内侧，并且开口水平朝向长方体框架内侧，水平槽轨道层由

直角口相对的上、下两层不等边直角钢组成，不等边直角钢的短边在长方体框架的侧面上，

支撑架C（4）和支撑架D（5）上设有竖直槽轨道（9），竖直槽轨道（9）位于长方体框架外侧且开

口相对，靠近长方体框架一侧的竖直槽轨道（9）的侧面去掉，远离长方体框架一侧的竖直槽

轨道（9）的侧面上设有豁口（10），豁口（10）与水平槽轨道层在同一水平位置上相对设置，竖

直槽轨道（9）的槽内设有大小相对应的可移动的栏栅（12）；所述养殖筐为表面具有格栅网

（14）的卧式长方体结构，养殖筐的顶面为可开合的网筐盖（15），养殖筐内部具有若干垂直

于水平面的格栅分隔板（16），格栅分隔板（16）在养殖筐内部十字交叉形成小腔室；支撑架A

（2）、支撑架B（3）、支撑架C（4）和支撑架D（5）底部延伸至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内部并直至

底面，四条支撑架底部之间焊接有螺纹钢杆，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底部四角与相对应的支

撑架之间焊接有螺纹钢杆，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相邻侧棱之间水平焊接有若干螺纹钢杆，

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侧面斜对角焊接有螺纹钢杆，所述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的侧棱与底

面的夹角为30°，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内部填充有石块；相邻两层水平槽轨道层之间的距

离为10cm；水平槽轨道组至少包含两层水平槽轨道层；每层水平槽轨道层之间的距离相等，

并且每层水平槽轨道层的上、下两层不等边直角钢之间的距离与养殖筐高度相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支撑架A（2）、支撑架B（3）、支撑架C（4）

和支撑架D（5）为角铁支撑杆；水平槽轨道组的材料为不等边直角钢，直角钢的长边为16cm，

短边为10cm，厚度为1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豁口（10）的规格为大于水平槽轨

道层的上、下两层不等边直角钢之间的距离1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具有水平槽轨道一侧的长方体框架外

侧面设有斜拉筋（11），斜拉筋（11）表面焊有锌片。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栏栅（12）为内部为米字形的长方形框

架，栏栅（12）顶端设有把手（13），栏栅（12）和把手（13）的材质均为不锈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格栅分割板（16）通过扎带（19）与养殖

筐框架连接，养殖筐表面相邻的两个格栅网（14）之间用扎带（19）连接，扎带（19）材质为塑

料，养殖筐一个侧面的格栅网（14）外设有水平的钢棍（17），钢棍（17）两端与缆绳（18）两端

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格栅网（14）为工程用双向塑料土工格

栅网，格栅网（14）上的网孔规格为40mm×50mm的长方形网孔，格栅分割板（16）的厚度为

25cm。

8.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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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向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的四棱台形框架底座内部填充石

头，将刺参放入养殖筐的小腔室内，盖上网筐盖，放入最底层的水平槽轨道层内；将扇贝放

入养殖筐的小腔室内，盖上网筐盖，放入水平槽轨道层内且位于养殖刺参的养殖筐上层，待

水平槽轨道层内都放置上扇贝苗和刺参苗后，将栏栅放入竖直槽轨道中，使养殖筐固定于

多层立体支撑架内部；将养殖装置投放到底层水温为0‑23℃，盐度为27‑35，水深为10‑25

米，底质为泥沙、砂砾的养殖海域中养殖；待养殖完成后，打捞养殖装置，收获养殖生物，用

高压水枪对养殖筐进行高压冲洗后可进行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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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属于水产养殖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扇贝属约有400余种。其中60余种是世界各地重要的海洋渔业资源。扇贝的壳、肉

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扇贝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它的闭壳肌干制后即是“干

贝”，被列入八珍之一。目前，我国北方主要扇贝养殖品种有虾夷扇贝、栉孔扇贝、海湾扇贝，

南方主要养殖品种为华贵栉孔扇贝。仅北黄海海域虾夷扇贝一项养殖的产量就高达15万

吨/年。扇贝增养殖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扇贝养殖主要方法有海水中上层筏式

养殖和海底底播增养殖。

[0003] 上层筏式养殖是将扇贝苗种装入聚乙烯养殖网笼后，悬挂于养殖筏架上养殖，该

方法虽被广泛采用，但是也有诸多缺点：(1)中上层水域水温、水化学环境波动较大，扇贝养

殖容易受高温、污染等因素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养殖风险。(2)筏式养殖只能用于中上层水

域，对底层水域利用率低。(3)传统的养殖网络由聚乙烯材料制成的网片或者网筛包裹主框

架，形成封闭的笼筐空间，将扇贝放入笼筐中养殖。此类网笼的缺陷是1)制作工艺比较复

杂，且扇贝倒笼、分笼时需要消耗大量时间。2)聚乙烯网片的网目节结处容易被贻贝、才女

虫等附着性生物附着，从而阻碍了网笼内外海水的交换，影响扇贝的生长。3)由于外围网衣

是柔性体，网衣被敌害生物附着后清洗难度大，通常被堵塞后就被遗弃，成为陆地环境污染

源。

[0004] 底播养殖是将扇贝苗种直接播散到适合的养殖水域进行养殖。该方法具有敌害生

物多、侵害严重，存活率低，采捕难度大等缺点。因此选择一种能够为扇贝提供生长优质环

境且性价比高、操作性强的养殖设备是扇贝养殖高产增收的先决条件。

[0005] 目前，海参底播养殖是将海参苗投放到底质适宜，藻类丰富的海底水域，让其在自

然海域中生长，达到采捕规格后捕捞。但是海参长成后一般由潜水员下水采捕，由于海参的

生活习性及海底礁石等的遮蔽，采捕难度大、成本高，且回捕率较低，劳动强度大。本方法将

海参苗投入到养殖网筐中养殖，可以提高回捕效率，降低采捕难度，降低劳动强度。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扇贝底层综合生态立体养殖模式，提供了一

种新的扇贝养殖筐，不仅提高了养殖海域的利用率，而且可以克服中上层扇贝养殖容易受

到高温、污染等因素影响的缺陷，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扇贝养成率。有效提高了扇贝养

殖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所述装置包括多层立体支

撑架和养殖筐，所述多层立体支撑架包括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顶面四

角分别设有垂直于顶面的支撑架A  2、支撑架B  3、支撑架C  4和支撑架D  5并构成无顶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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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体框架，支撑架A  2和支撑架B  3顶端之间设有水平槽轨道a  6，支撑架B  3和支撑架C  4

顶端之间设有水平槽轨道b  7，支撑架A  2和支撑架D  5顶端之间设有水平槽轨道c  8，水平

槽轨道c  8、水平槽轨道a  6和水平槽轨道b  7顺次连接构成一层水平槽轨道层，竖直方向设

有多层水平槽轨道层构成水平槽轨道组，水平槽轨道组位于长方体框架内侧，并且开口水

平朝向长方体框架内侧，水平槽轨道层由直角口相对的上、下两层不等边角钢组成，不等边

直角钢的短边在长方体框架的侧面上，支撑架C  4和支撑架D  5上设有竖直槽轨道9，竖直槽

轨道9位于长方体框架外侧且开口相对，靠近长方体框架一侧的竖直槽轨道9的侧面去掉，

远离长方体框架一侧的竖直槽轨道9的侧面上设有豁口10，豁口10与水平槽轨道层在同一

水平位置上相对设置，竖直槽轨道9的槽内设有大小相对应的可移动的栏栅12；所述养殖筐

为表面具有格栅网14的卧式长方体结构，养殖筐的顶面为可开合的网筐盖15，养殖筐内部

具有若干垂直于水平面的格栅分隔板16，格栅分隔板16在养殖筐内部十字交叉形成小腔

室。

[0008] 进一步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支撑架A  2、支撑架B  3、支撑架C  4和支撑架D  5底部

延伸至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内部并直至底面，四条支撑架底部之间焊接有螺纹钢杆，四棱台

形框架底座1底部四角与相对应的支撑架之间焊接有螺纹钢杆，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相邻侧

棱之间水平焊接有若干螺纹钢杆，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侧面斜对角焊接有螺纹钢杆，所述四

棱台形框架底座1的侧棱与底面的夹角为30°，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内部填充有石块。

[0009] 进一步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支撑架A  2、支撑架B  3、支撑架C  4和支撑架D  5为角

铁支撑杆；所述水平槽轨道组的材料为16/10型号不等边角钢，角钢的长边为16cm，短边为

10cm，厚度为1cm，角钢短边外侧与支撑杆焊接，两组角钢直角口相对，直角间距为33cm，形

成槽型轨道。

[0010] 进一步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豁口10的规格为大于水平槽轨道层的上、下两层

不等边角钢之间的距离1cm。

[0011] 进一步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每层水平槽轨道层之间的距离相等，并且每层水平槽

轨道层的上、下两层不等边角钢之间的距离与养殖筐高度相等，相邻两层水平槽轨道层之

间的距离为10cm；水平槽轨道组至少包含两层水平槽轨道层，且最底端的水平槽轨道层位

于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的上表面上。

[0012] 进一步地，上述技术方案中，具有水平槽轨道一侧的长方体框架外侧面设有斜拉

筋11，斜拉筋11的材质为钢，斜拉筋11表面焊有锌片。

[0013] 进一步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栏栅12为内部为米字形的长方形框架，栏栅12顶端设

有把手13，栏栅12和把手12的材质均为不锈钢。

[0014] 进一步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格栅分割板16通过扎带19与养殖筐框架连接，养殖筐

表面相邻的两个格栅网14之间用扎带19连接，扎带19材质为塑料，养殖筐一个侧面的格栅

网14外设有水平的钢棍17，钢棍17两端与缆绳18两端连接。

[0015] 进一步地，上述技术方案中，格栅网14为工程用双向塑料土工格栅网，格栅网14上

的网孔规格为40mm×50mm的长方形网孔，格栅分割板16的厚度为25cm。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向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的四棱台形框架底座内部填充石头，将刺参放入养

殖筐的小腔室内，盖上网筐盖，放入最底层的水平槽轨道层内；将扇贝放入养殖筐的小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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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盖上网筐盖，放入水平槽轨道层内且位于养殖刺参的养殖筐上层，待水平槽轨道层内都

放置上扇贝苗和刺参苗后，将栏栅放入竖直槽轨道中，使养殖筐固定于多层立体支撑架内

部；将养殖装置投放到底层水温为0‑23℃，盐度为27‑35，水深为10‑25米，底质为泥沙、砂砾

的养殖海域中养殖；待养殖完成后，打捞养殖装置，收获养殖生物，用高压水枪对养殖筐进

行高压冲洗后可进行重复使用。

[0017] 发明有益效果

[0018] (1)本发明的立体支撑框架底层有钢筋制作而成的四棱锥形底座，且底座内填充

石块，一方面可以提高框架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框架内填充石块可以为海参、鲍鱼等海珍

品提供良好的栖息场所，达到诱集效果；框架表面焊接有斜拉筋，可以抗风浪，斜拉筋表面

焊有锌片，可以防止腐化。

[0019] (2)养殖网筐内装入扇贝苗后将养殖网筐盖盖住后直接沿着轨道推入支撑框架，

收获时拉开不锈钢栏栅，拖拽网筐拖拉缆绳直接将养殖网筐从轨道拉出后倒出扇贝即可，

免去了对网筐封口、解封等繁杂的过程，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和生产成本。

[0020] (3)塑料土工格栅为聚丙烯酰胺(PAM)加入抗老化材料制作而成，该材料具有无

毒，质轻，优良的机械强度，耐磨耐腐蚀等特点，这些特点可以使养殖网框在海水中经久耐

用，而且网筐可以多次重复利用，节约生产成本。

[0021] (4)本发明养殖筐由塑料制成，表面比较光滑，可以有效降低贻贝、才女虫等附着

性生物附着率，从而防止网筐堵塞。

[0022] (5)由于养殖筐制作材料机械强度优良，所以可以用高压水枪对网筐进行直接冲

洗，大大提高网筐的清洗效率，降低劳动成本。

[0023] (6)多层立体支撑框架的水平槽轨道层采用不等边角钢制成，既可以有效阻挡养

殖箱滑落，又可以与带有通水孔的养殖箱配合使用，增强养殖筐内外的水体交换，保证了扇

贝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养殖出成率。

[0024] (7)养殖筐内部分割成小腔室，有利于控制养殖密度，有利于预防由于养殖密度过

高导致扇贝咬壳等自残现象。

[0025] (8)本发明至少两个养殖层，也可以从上到下依次投放扇贝苗种和刺参苗种，根据

刺参苗种大小情况，在养殖筐外围包裹网片，然后推入到轨道中。这样，上层扇贝养殖的排

泄物和扇贝死亡后的腐殖质沉降下来后进入底层养殖筐内，成为刺参的食物，达到生态综

合增养殖的效果。

[0026] (9)本发明为底层立体养殖，充分利用了底层海域养殖贝类，提高了养殖海域的单

位产出。

[0027] (10)本发明的养殖方法是在海底养殖，海底水文水化学环境相对比较稳定，扇贝

收到高温、污染等的扰动影响小，降低了扇贝高温致死、污染致死等风险，降低了养殖风险。

[0028] (11)本养殖方法是将苗种投入到养殖筐中养殖，有效降低了敌害生物对扇贝、刺

参的捕食和扇贝逃逸率，提高了扇贝的养成率，从而提高了养殖经济效益。

[0029] (12)本设施可以在水深在10‑25米的海域内开展养殖活动，适用范围较广。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所述多层立体支撑架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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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2为本发明所述栏栅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所述养殖筐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1、四棱台形框架底座；2、支撑架A；3、支撑架B；4、支撑架C；5、支撑架D；6、水

平槽轨道a；7、水平槽轨道b；8、水平槽轨道c；9、竖直槽轨道；10、豁口；11、斜拉筋；12、栏栅；

13、把手；14、格栅网；15、网筐盖；16、格栅分隔板；17、钢棍；18、缆绳；19、扎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述非限定性实施例可以使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更全面地理解本发明，但不以

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

[0035] 实施例1

[0036] 如图1‑3所示，一种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所述装置由多层立体支撑

架和养殖筐两部分组成。

[0037] 所述多层立体支撑架包括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由螺纹钢材料

制作而成，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上表面长205cm，宽155cm，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高50cm，四棱

台型框架底面长、宽分别为285cm、200cm，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顶面四角分别设有垂直于顶

面的支撑架A  2、支撑架B  3、支撑架C  4和支撑架D  5并构成无顶边的长方体框架，支撑架A 

2、支撑架B  3、支撑架C  4和支撑架D  5的高均为180cm，支撑架A  2和支撑架B  3顶端之间设

有水平槽轨道a  6，支撑架B  3和支撑架C  4顶端之间设有水平槽轨道b  7，支撑架A  2和支撑

架D  5顶端之间设有水平槽轨道c  8，水平槽轨道c  8、水平槽轨道a  6和水平槽轨道b  7顺次

连接构成一层水平槽轨道层，竖直方向设有多层水平槽轨道层构成水平槽轨道组，水平槽

轨道组位于长方体框架内侧，并且开口水平朝向长方体框架内侧，水平槽轨道层由直角口

相对的上、下两层不等边角钢组成，不等边直角钢的短边在长方体框架的侧面上，支撑架C 

4和支撑架D  5上设有竖直槽轨道9，竖直槽轨道9位于长方体框架外侧且开口相对，靠近长

方体框架一侧的竖直槽轨道9的侧面去掉，远离长方体框架一侧的竖直槽轨道9的侧面上设

有豁口10，豁口10与水平槽轨道层在同一水平位置上相对设置，竖直槽轨道9的槽内设有大

小相对应的可移动的栏栅12；所述养殖筐为表面具有格栅网14的卧式长方体结构，格栅板

14为工程用双向塑料土工格栅网，格栅网14的网孔规格为40mm×50mm的长方形网孔，养殖

筐规格为200cm×150cm×30cm，养殖筐的顶面为可开合的网筐盖15，养殖筐内部被垂直于

水平面的格栅分割板16交叉分割成12个规格为50cm×50cm的小腔室，格栅分割板16的厚度

为25cm，支撑架A  2、支撑架B  3、支撑架C  4和支撑架D  5底部延伸至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内

部并直至底面，四条支撑架底部之间焊接有螺纹钢杆，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底部四角与相对

应的支撑架之间焊接有螺纹钢杆，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相邻侧棱之间水平焊接有若干螺纹

钢杆，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侧面斜对角焊接有螺纹钢杆，所述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的侧棱与

底面的夹角为30°，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内部填充有石块，四棱台形框架底座内焊接的横向、

竖向、斜向的螺纹钢杆，可加强四棱台形框架底座的稳定性和强度，在四棱台形框架底座内

部填充有石头，以便为海参等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支撑架A  2、支撑架B  3、支撑架C  4和支

撑架D  5为角铁支撑杆；所述水平槽轨道组的材料为16/10型号不等边角钢，角钢的长边为

16cm，短边为10cm，厚度为1cm，角钢短边外侧与支撑杆焊接，两组角钢直角口相对，直角间

距为33cm，形成槽型轨道，所述豁口10的规格为大于水平槽轨道层的上、下两层不等边角钢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0583544 B

7



之间的距离1cm，每层水平槽轨道层之间的距离相等，并且每层的上、下两层不等边角钢之

间的距离与养殖筐高度相等，相邻两层水平槽轨道层之间的距离为10cm；水平槽轨道组包

含五层水平槽轨道层，且最底端的水平槽轨道层位于四棱台形框架底座1的上表面上，具有

水平槽轨道一侧的长方体框架外侧面设有斜拉筋11，斜拉筋11材质为钢，斜拉筋11表面焊

有锌片，斜拉筋11的设置可增强长方体框架侧面的抗风浪强度，栏栅12为内部为米字形的

长方形框架，栏栅12顶端设有把手13，栏栅12和把手12的材质均为不锈钢，格栅分割板16通

过扎带19与养殖筐框架连接，养殖筐表面相邻的两个格栅网14之间用扎带19连接，扎带19

材质为塑料，养殖筐一个侧面的格栅网14外设有水平的钢棍17，钢棍17两端与缆绳18两端

连接。

[0038] 实施例2

[0039] 本发明所述扇贝‑刺参底层生态综合养殖装置的使用方法如下：

[0040] 6月初表层水温度高于15℃时，向多层立体支撑架底部的四棱台形框架底座内部

填充有石头，以便为海参等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将刺参放入养殖筐的小腔室中，每个小腔

室内投放体长为3m以上海参苗3‑5头，将养殖筐的网框盖盖上，放入多层立方体支撑架的最

底层水平槽轨道层内部，将壳高大于5mm的扇贝一龄贝苗放入养殖筐，养殖筐的每个小腔室

内投苗量为15‑20枚，当每一个养殖筐的12个小腔室内都投入扇贝苗后，将养殖筐的上盖闭

合后，放入水平槽轨道层内且位于养殖刺参的养殖筐上层，待水平槽轨道都放置上装有扇

贝苗和海参苗的养殖筐后，将不锈钢栏栅放入竖直槽轨道，达到把养殖筐完全固定于立体

养殖框架的效果。然后将立体养殖装置投放到底层水温为0‑23℃，盐度为27‑35，水深为10‑

25米，底质为泥沙、砂砾的养殖海域中。

[0041] 次年6月，用船上绞车将养殖装置吊起，拉起不锈钢栏栅，利用缆绳将养殖筐从轨

道中拉出后反扣放置，即可实现商品贝的收获。

[0042] 收获完商品贝后，运用高压水枪对养殖筐进行高压冲洗，冲洗干净后再次投入扇

贝苗种、刺参苗种，开始下一个养殖周期，进行重复利用。

[0043] 上述实施例只是用于对本发明的举例和说明，而非意在将本发明限制于所描述的

实施例范围内。此外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例，根据本发

明的教导还可以做出更多种的变型和修改，这些变型和修改均落在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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