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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

统，包括池体，所述池体外围设有U型出水渠，且

其中间设有进水渠和布水渠，所述进水渠与所述

布水渠垂直，所述布水渠与所述U型出水渠之间

设有多个隔墙，所述隔墙内设有至少一个养殖

箱，所述养殖箱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外侧固定

有支柱，所述支柱的外侧设置有滑轨，且滑轨的

外侧固定有滑块，所述滑块的外侧固定有横板，

且横板的内侧设置有毛刷，所述滑块的上端固定

有推杆，且推杆的上端连接有推手，所述箱体的

外侧设置有网体，所述网体和箱体之间构成嵌入

式结构。本发明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该系统中

的养殖箱结构稳定，使用寿命长，通过该系统可

改善水质，提高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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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包括池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池体外围设有U型出水

渠，且其中间设有进水渠和布水渠，所述进水渠与所述布水渠垂直，所述布水渠与所述U型

出水渠之间设有多个隔墙，所述隔墙内设有至少一个养殖箱，所述养殖箱包括箱体，所述箱

体的外侧固定有支柱，所述支柱的外侧设置有滑轨，且滑轨的外侧固定有滑块，所述滑块的

外侧固定有横板，且横板的内侧设置有毛刷，所述滑块的上端固定有推杆，且推杆的上端连

接有推手，所述箱体的外侧设置有网体，所述网体和箱体之间构成嵌入式结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滑轨内侧呈凹槽

状，且滑轨、滑块和横板之间构成滑动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箱体的上端和下端分

别设有上固定圈和下固定圈，所述支柱与下固定圈呈垂直状分布，且支柱、下固定圈和上固

定圈之间呈框架结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固定圈的外侧

固定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另一侧固定有浮块，且固定块的上端固定有旋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浮块与上固定圈

呈水平状分布，且固定块、旋钮和浮块之间构成拆卸结构。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固定圈的下端

两侧固定有绳索，且绳索的下端连接有配重体。

7.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杆贯穿于滑块

的内侧，且滑块和推杆之间构成升降式结构。

8.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池体内

还设有多个出水缺口和进水缺口。

9.如权利要求8所述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U型出水渠的排

污口通过管道连接有净化系统。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系统通过

管道与所述进水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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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养殖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都是世界第一水产养殖大国我国水产养殖者多以追求产量和短期经济效益

为目标，养殖密度过高，加上环保意识淡薄，养殖病害呈逐年加重之势。同时，我国养殖业大

多为静水养殖，高密度的养殖造成大量的鱼虾排泄物、残饵等有机物沉积水底。在养殖旺

季，由于气温高，导致异养微生物大量繁殖，有机物被分解，释放出大量的氨、亚硝酸盐等有

害物质，从而影响鱼虾生长、发育，引发鱼虾疾病。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专利号为CN201711497000.7公开了一种自净化生态养殖系统，

养殖系统中的养殖箱包括由前拦网片、中隔片和后拦网片由前至后依次隔开的养殖槽、养

殖排污槽、净化槽和净化排污槽；养殖槽前侧沿竖直方向设有导流筒，导流筒的底部设有曝

气提水结构作为养殖箱的入水口且其顶部与养殖槽前侧上部的进口连通；养殖槽前部设有

提水导流板，提水导流板下部设有下拦网；净化槽内均匀分布有曝气管；养殖排污槽和净化

排污槽的上部均沿竖直方向设有排污导流板且其底部均设有排污管，净化排污槽的后侧上

部设有带有上拦网的出口作为养殖箱的出水口。该系统虽然具有较好的排污功能，但在使

用过程中，养殖箱的整体结构不够牢固导致在受到外界冲击和长时间使用养殖箱变形损

坏，使得内部养殖物外流的情况的问题，同时对于箱体上端的污垢不能及时清理影响养殖

物生长的问题，降低了养殖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养殖效果好且具有排污功能的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包

括池体，所述池体外围设有U型出水渠，且其中间设有进水渠和布水渠，所述进水渠与所述

布水渠垂直，所述布水渠与所述U型出水渠之间设有多个隔墙，所述隔墙内设有至少一个养

殖箱，所述养殖箱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外侧固定有支柱，所述支柱的外侧设置有滑轨，且

滑轨的外侧固定有滑块，所述滑块的外侧固定有横板，且横板的内侧设置有毛刷，所述滑块

的上端固定有推杆，且推杆的上端连接有推手，所述箱体的外侧设置有网体，所述网体和箱

体之间构成嵌入式结构。

[0006] 进一步，所述滑轨内侧呈凹槽状，且滑轨、滑块和横板之间构成滑动连接。

[0007] 进一步，箱体的上端和下端分别设有上固定圈和下固定圈，所述支柱与下固定圈

呈垂直状分布，且支柱、下固定圈和上固定圈之间呈框架结构。

[0008] 进一步，所述上固定圈的外侧固定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另一侧固定有浮块，且

固定块的上端固定有旋钮。

[0009] 进一步，所述浮块与上固定圈呈水平状分布，且固定块、旋钮和浮块之间构成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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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0010] 进一步，所述下固定圈的下端两侧固定有绳索，且绳索的下端连接有配重体。

[0011] 进一步，所述推杆贯穿于滑块的内侧，且滑块和推杆之间构成升降式结构。

[0012] 进一步，所述池体内还设有多个出水缺口和进水缺口。

[0013] 进一步，所述U型出水渠的排污口通过管道连接有净化系统。

[0014] 进一步，所述净化系统通过管道与所述进水渠连接。

[0015] 本发明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的结构简单、使用方便，该系统中的养殖箱结构稳定，使用寿命长，通过该系

统可改善水质，提高了经济效益；

（2）本发明的系统中采用的养殖箱通过在支柱上设有滑轨，在滑轨上设有滑块使位于

两个滑块之间的横板在养殖箱外侧上下移动的稳定性，并通过横板内侧的毛刷可以对养殖

箱的污垢进行清理，提升养殖效果；

（3）本发明的系统中采用的养殖箱通过设有网体，网体的外侧贴合于箱体的内侧，垂直

分布在下固定圈和上固定圈之间四角的支柱可以保证整个养殖箱的稳定性，不会出现因外

界的冲击力导致箱体变形影响其使用寿命的情况，同时框架式的结构大大增加该养殖箱牢

固性保证其实际使用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养殖箱的正视图；

图3为图2中滑轨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图2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17] 上述附图标记：1-池体，2-U型出水渠，3-布水渠，4-进水渠，5-隔墙，6-养殖箱，61-

箱体，62-支柱，63-下固定圈，64-绳索，65-配重体，66-网体，67-滑轨，68-滑块，69-横板，

610-毛刷，611-推杆，612-推手，613-上固定圈，614-固定块，615-旋钮，616-浮块，7-进水缺

口，8-出水缺口，9-净化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这些具体实施方案不以任何方

式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9] 实施例1

参见图1，一种水产养殖用生态养殖系统，包括池体1，所述池体1外围设有U型出水渠2，

且其中间设有进水渠4和布水渠3，所述进水渠4与所述布水渠3垂直，所述布水渠3与所述U

型出水渠2之间设有4个隔墙5，每个所述隔墙5与所述布水渠3和U型出水渠2之间构成的容

纳空间内放置有两个养殖箱6，所述池体1内还设有8个出水缺口7和8个进水缺口8，每个容

纳空间相对应设有1个进水缺口7和1个出水缺口8，所述U型出水渠2的排污口通过管道连接

有净化系统9，经过U型出水渠2的排污口排出的污水经过净化系统9处理后通过管道输送至

进水渠4内，使该水资源得以重复循环利用，降低了水资源的损耗和养殖成本。

[0020] 参见图2-4，所述养殖箱包括箱体61、支柱62、下固定圈63、绳索64、配重体65、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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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滑轨67、滑块68、横板69、毛刷610、推杆611、推手612、上固定圈613、固定块614、旋钮615

和浮块616，箱体61的外侧固定有支柱62，且箱体61的下端设置有下固定圈63，下固定圈63

的下端两侧固定有绳索64，且绳索64的下端连接有配重体65，支柱62与下固定圈63呈垂直

状分布，且支柱62、下固定圈63和上固定圈613之间呈框架结构，垂直分布在下固定圈63和

上固定圈613之间四角的支柱62可以保证整个养殖箱的稳定性，不会出现因外界的冲击力

导致箱体61变形影响其使用寿命的情况，同时框架式的结构大大增加该养殖箱牢固性保证

其实际使用效果；

箱体61的外侧设置有网体66，网体66的外侧贴合于箱体61的内侧，且网体66和箱体61

之间构成嵌入式结构，设置在箱体61外侧的网体66可以保证该养殖箱的内部水源的流动，

已达到最佳的养殖效果，提升养殖质量，同时嵌入式的结构保证两者之间连接的牢固性，不

会出现网体66脱落导致养殖的鱼游出的情况，大大增加该养殖箱的使用寿命；

支柱62的外侧设置有滑轨67，且滑轨67的外侧固定有滑块68，滑块68的外侧固定有横

板69，且横板69的内侧设置有毛刷610，滑轨67内侧呈凹槽状，且滑轨67、滑块68和横板69之

间构成滑动连接，固定在支柱62外侧内部的滑轨67和横板69可以保证支柱62之间连接的牢

固性，同时可以保证设置在两个滑块68内侧的横板69在网体66外侧上下移动的稳定性，使

得固定在横板69内侧的毛刷610可以对网体66的污垢进行清理，提升养殖效果；

滑块68的上端固定有推杆611，且推杆611的上端连接有推手612，推杆611贯穿于滑块

68的内侧，且滑块68和推杆611之间构成升降式结构，滑块68和推杆611之间的升降结构推

动横板69，使得连接在上端的毛刷610上下移动对网体66全面进行清洁，保证实际的养殖效

果和养殖箱的使用寿命；

箱体61的上端设置有上固定圈613，且上固定圈613的外侧固定有固定块614，固定块

614的另一侧固定有浮块616，且固定块614的上端固定有旋钮615，浮块616与上固定圈613

呈水平状分布，且固定块614、旋钮615和浮块616之间构成拆卸结构，呈水平状分布的浮块

616在上固定圈613外侧的浮块616可以保证该养殖箱在海面上固定的稳定性，同时可拆卸

的结构可以根据实际的使用进行加装浮块616，以达到最佳的实际使用效果，且便于后期对

于浮块16的养护和更换。

[0021]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本发明工作时，水源从进水渠4进入池体1内，并通

过布水渠3将水从进水缺口7输送至养殖箱6周围，污水可从出水缺口8进入U型出水渠2内，

并从U型出水渠2的排污口排入净化系统9内，通过净化系统9处理后的水通过管道输送至进

水渠4内重新循环利用于该系统中。

[0022] 需要另行说明的是，本发明中的净化系统可采用现有技术中的净化设备，在此，对

其原理和结构不进行一一赘述。

[0023] 本文中所采用的描述方位的词语“上”、“下”、“左”、“右”等均是为了说明的方便基

于附图中图面所示的方位而言的，在实际装置中这些方位可能由于装置的摆放方式而有所

不同。

[002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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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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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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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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