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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清洁水源的水

域养鱼拦鱼系统，包括钢梁支撑的钢质拦鱼栅栏

组成的闸门，所述水域的上游和/或下游设有横

贯水域横断面的拦鱼坝体，所述拦鱼坝体包括若

干支撑墩，各个支撑墩之间安装所述闸门；闸门

的宽度与各个支撑墩的间距宽度对应设置；闸门

的底端铰接在安装底面，闸门的顶端连接起重

机，起重机带动闸门绕底端铰接点上下摆动，起

重机安装于支撑墩上。形成可以过水但可以拦鱼

的相对封闭的养鱼水域，有效避免水体富营养化

并得到养鱼收益；同时不会堵塞水道，不会妨碍

行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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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清洁水源的水域养鱼拦鱼系统，包括钢梁支撑的钢质拦鱼栅栏组成的闸

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域的上游和/或下游设有横贯水域横断面的拦鱼坝体，所述拦鱼坝

体包括若干支撑墩，各个支撑墩之间安装所述闸门；闸门的宽度与各个支撑墩的间距宽度

对应设置；闸门的底端铰接在安装底面，闸门的顶端连接起重机，起重机带动闸门绕底端铰

接点上下摆动，起重机安装于支撑墩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拦鱼坝体设置在基础平台上，基础

平台由拦鱼坝体所在位置延伸至溢洪道并与溢洪道连接，所述基础平台的高度不高于溢洪

道的死水位，基础平台主体采用钢梁结构或钢筋混凝土梁结构，并设有钢质拦鱼栅栏，基础

平台由立柱支撑。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础平台靠近溢洪道进水口的位置

设有放屑门，放屑门连接放屑起重机。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闸门左右两侧和前侧设置封堵

漏洞的辅助栅栏。

5.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钢质拦鱼栅栏的纵向栅栏

和横向栅栏沿水流方向前后设置，纵向栅栏间的夹缝在水流方向有纵深空间。

6.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拦鱼坝体采用钢质栅栏结

构。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墩装置在水道的两岸边。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在同时设有溢洪道和船闸的水域上，所

述拦鱼坝体横贯溢洪道水域的横断面，所述溢洪道水域是指船闸墙和/或引船墙与非船闸

侧岸之间的水域。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没有设置溢洪道和船闸的水域中，在

拦鱼坝体的一侧或两侧设有船闸或过船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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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清洁水源的水域养鱼拦鱼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应用于水域拦鱼养殖的拦鱼系统。适用于水库、港湾、运河、

湖泊、江、河、水渠、护城河、大型调水工程水渠、大型农田水产品养殖基地等水域，或者江心

洲不通航一侧水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很多地方水域污染严重，水体沿岸城市自来水不达标，水资源匮乏。如太湖、

巢湖蓝藻年年爆发，目前最直接、最环保和最有效的治理手段只能是打捞蓝藻，仅无锡市就

设置了81个固定打捞点，建立了56支专业打捞队伍，需要近1000名专业打捞人员。

[0003] 但是打捞蓝藻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如果能利用这些水域科学放养一定比例的鲢

鱼、鳙鱼清理水中的浮游生物，才能避免水体富营养化而爆发蓝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达

到保护水源的目的，让沿岸居民都用上安全安放心的自来水；同时，这些水域都能养出象千

岛湖或查干湖一样的高质高产的食用鱼，改善人民群生活质量，发展经济，节省治理费用的

同时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溢洪导致的跑鱼使得养鱼难于产生经济效益；目前还很难

做到在上述水域中开展养鱼工作。

[0004] 公开号CN110578315A的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活动式溢洪道拦鱼闸门”。安装在水

库大坝溢洪道入口或者溢洪道内，由钢梁支撑的钢质拦鱼栅栏组成闸门本体。本实用新型

全文引用上述专利文献。

[0005] 但是，上述专利文献公开的拦鱼闸门仅适用于水库大坝溢洪道入口或者溢洪道

内，不能满足水域拦鱼养殖和水域水源保护的需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弊端，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清洁水源

的拦鱼养殖的拦鱼系统，该系统适用于水库、河、运河、渠道、护城河、大型调水工程水渠、大

型农田水产品养殖基地等水域，或者江心洲不通航一侧水域。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

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用于清洁水源的水域养鱼拦鱼系统，包括钢梁支撑的钢质

拦鱼栅栏组成的闸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域的上游和/或下游设有横贯水域横断面的拦鱼

坝体，所述拦鱼坝体包括若干支撑墩，各个支撑墩之间安装所述闸门；闸门的宽度与各个支

撑墩的间距宽度对应设置；闸门的底端铰接在安装底面，闸门的顶端连接起重机，起重机带

动闸门绕底端铰接点上下摆动，起重机安装于支撑墩上。

[0007] 所述支撑墩可以采用混凝土结构，优选地，所述支撑墩采用钢质栅栏结构。形成较

好的过水能力。

[0008] 在河、运河、渠道、护城河、大型调水工程水渠或其他水道狭窄的水域，一般只需两

个支撑墩即可建设横贯水域横断面的拦鱼坝体，为了避免影响过水，优选地，所述支撑墩装

置在水道的两岸边。

[0009] 在水库、湖泊、运河的水域建设拦鱼坝体时，由于溢洪道进口前的水较深。优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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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拦鱼坝体设置在基础平台上，基础平台由拦鱼坝体所在位置延伸至溢洪道并与溢洪道

连接，所述基础平台的高度不高于溢洪道的死水位，基础平台主体采用钢梁结构或钢筋混

凝土梁结构，并设有钢质拦鱼栅栏，基础平台由立柱支撑。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基础平台靠近溢洪道进水口的位置设有放屑门，放屑门连接放屑

起重机。基础平台下面堆积很多垃圾(浪屑)时，开动放屑起重机，短时打开放屑门，让垃圾

流出来了后再开动放屑起重机，关闭放屑门。

[0011] 在闸门部分或全部设置在支撑墩之间的进水口处之外时，闸门左右两侧和前侧形

成鱼能通过的漏洞。为此，改进地，闸门左右两侧和前侧设置封堵漏洞的辅助栅栏。便于鱼

和垃圾顺着外侧的坡面翻到辅助栅栏内倾斜姿态的闸门上面，即可由闸门依照流程作业。

[0012] 优选地，所述钢质拦鱼栅栏的纵向栅栏和横向栅栏沿水流方向前后设置，纵向栅

栏间的夹缝在水流方向有纵深空间。便于水流动和垃圾排走。

[0013] 在同时设有溢洪道和船闸的水域上(如水库、湖泊、运河等)，溢洪道水域和船闸水

域之间由船闸墙和/或引船(洪)墙分割。因为船闸不会跑鱼，所述横贯水域横断面的拦鱼坝

体只拦溢洪道水域的横断面，不拦船闸水域的横断面，以避免影响通航。该类水域中，船闸

设置在水域(如河道)一侧的岸边，该侧称之为船闸侧岸；水域的另一侧岸边称之为非船闸

侧岸。优选地，在同时设有溢洪道和船闸的水域上，所述拦鱼坝体横贯溢洪道水域的横断

面，所述溢洪道水域是指船闸墙和/引船墙与非船闸侧岸之间的水域。

[0014] 引船(洪)墙过短的情况下，导致拦鱼坝体不好施工，鱼不能回游。可以加长引船

(洪)墙。

[0015] 优选地，在没有设置船闸的江、河、运河、湖泊水域中建设拦鱼坝体时，为了避免因

为建设拦鱼坝体而影响通航。在拦鱼坝体的一侧或两侧设有船闸或过船通道。

[0016] 大型农田水产品养殖基地，拦截于农田养殖基地下方水域的横断面。

[0017] 在以上水域中建设拦鱼坝体时，拦鱼坝体应选择鱼能够回游的位置安装，鱼就不

会堵塞拦鱼闸门。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视情况在水域的上游和/或下游

设置拦鱼坝体，形成可以过水但可以拦鱼的相对封闭的养鱼水域，有效避免水体富营养化

并得到养鱼收益；同时不会堵塞水道，不会妨碍行洪。

[0019]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

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做出详细的说明。

[0020]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实用新

型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实用新

型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21]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

[0022]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和/或”包括

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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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图1中框5部分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实施例3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实施例4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实施例5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实施例6的拦鱼坝体分布位置示意图；

[0030] 图8为实施例7的拦鱼坝体和船闸分布位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实施例1：参见图1，反映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体结构，用于清洁水源的水域养鱼拦

鱼系统，根据水域的情况，以避免跑鱼为原则，在水域的上游和/或下游设有横贯水域横断

面的拦鱼坝体，以构成可以过水但可以拦鱼的相对封闭的养鱼水域。

[0032] 本例中，所述拦鱼坝体包括四个支撑墩2，本例中，所述支撑墩2采用钢质栅栏结

构。形成较好的过水能力。

[0033] 各个支撑墩2之间安装闸门1，如图2所示，钢梁支撑的钢质拦鱼栅栏组成闸门1，所

述钢质拦鱼栅栏的纵向栅栏101和横向栅栏102沿水流方向前后设置，即纵向栅栏101位于

上游来水的前侧。纵向栅栏101间的夹缝在水流方向有纵深空间。该空间垃圾不易进入，便

于水流动；便于垃圾沿纵向栅栏101的表面被水推送翻过闸门1顶端进入下游，不易被横向

栅栏102阻挡。

[0034] 闸门1的宽度与各个支撑墩2的间距宽度对应设置。闸门1的底端通过转轴8铰接在

混凝土基桩7所构成的安装底面上，闸门1的顶端钢梁连接起重机3(又名启闭机、卷扬机等)

的钢缆，起重机3带动闸门1绕底端转轴8上下摆动，摆动角度在0～45度；两台起重机3安装

在横跨各个支撑墩2的间距的工作桥4上。

[0035] 闸门摆动到45度的高点位置时处于工作状态，闸门以倾斜的姿态横贯在两支撑墩

2之间，其斜面的钢质拦鱼栅栏拦截上游随洪水而来的鱼和垃圾(浪屑)不能通过。垃圾随水

流沿所述斜面向闸门的顶端涌动，可以自由微调闸门倾斜度辅以人工以推、扒等方式干预，

使得垃圾翻过斜面的闸门顶端排出至下游，有效防止闸门1被漂浮在水上和沉在水中的垃

圾堵住，对溢洪没有阻力；被拦截的鱼受到惊吓又会回游到水库内，因为受水的流速影响，

没有回游的鱼也可以进行捕捉，成鱼作为收获，鱼苗送回水库网箱内暂时放养。工作桥还可

以作为操作人员的安全绳安装基点，便于人员站在闸门上进行捕鱼、推动垃圾至下游等操

作。工作桥可以是双层结构，顶层装备所述起重机，底层可以通过载重货车，便于装卸鱼获。

[0036] 在有可能妨碍行洪时，通过起重机使得闸门摆动到0度低位(即闸门平行于安装底

面平放)，即可正常溢洪。闸门摆动到0度时，闸门的位置低于水域的死水位。以避免对溢洪

造成任何妨碍。如在河道或水渠较浅的情况下，为了过水或过船，根据需要，拦鱼闸门放平

后可以与河底或渠道底面的平面保持同一水平线。水域内设有溢洪道的情况下，支撑墩2之

间的宽度和深度不小于溢洪道的宽度和深度，这样才不会影响溢洪。

[0037] 本例中，闸门1部分设置在支撑墩2之外，闸门1四周具有鱼能通过的漏洞。为此，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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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1的左侧、右侧、前侧设置封堵漏洞的辅助栅栏6，辅助栅栏6阻拦鱼和浪屑进入，但水可以

通过辅助栅栏6。辅助栅栏6外侧为顺应闸门1的坡面，坡面与水平面的夹角最好是45度。辅

助栅栏6内侧为立面便于闸门1摆动。鱼和垃圾顺着外侧的坡面翻到辅助栅栏6倾斜姿态的

闸门1上面，即可由闸门1依照流程作业。

[0038] 辅助栅栏6最好采用钢梁支撑的钢质拦鱼栅栏组成，所述钢质拦鱼栅栏的纵向栅

栏和横向栅栏沿水流方向前后设置。

[0039] 辅助栅栏6的底面可以设置混凝土支撑框架。

[0040] 本例中，闸门1下方还设置混凝土基桩7构成的安装底面，使得闸门1的铰接点安装

基面与水域的死水位保持水平，以减轻闸门的溢洪压力和制作成本，便于安装闸门，水库溢

洪的水流可从闸门1下面通过。在混凝土基桩7前面和闸门1下方设置封堵漏洞的辅助栅栏

6。

[0041] 施工面符合要求的情况下，不设置混凝土基桩7也可行。

[0042] 本例中，所述闸门1的安装高度对应水域的平常水位设置。但是为了避免汛期洪水

溢出导致跑鱼，其他的实施例中可以在闸门1的后方设置副闸门，副闸门的安装高度对应水

域的洪水位设置。的结构与闸门1相同，平常时副闸门摆动到0度低位备用，汛期摆动到高位

拦鱼。

[0043] 实施例2：参见图3，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河、运河、渠道、护城河、大型调

水工程水渠或其他水道狭窄的水域，只需两个支撑墩201即可建设横贯水域横断面202的拦

鱼坝体，两个支撑墩201之间设置闸门203，为了避免影响过水，两个支撑墩201装置在水道

的两岸边。所述支撑墩201采用钢质栅栏结构形成较好的过水能力。所述支撑墩201的迎水

面也可以设置成坡面以避免浪屑堆积堵塞。

[0044] 实施例3：参见图4，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在水库坝体304的溢洪道301上

游的水域建设拦鱼坝体302，由于溢洪道301进水口前的水较深。所述拦鱼坝体302设置在基

础平台303上。基础平台303由拦鱼坝体302所在位置延伸至溢洪道301，基础平台303与溢洪

道301连接。所述基础平台303的高度不高于溢洪道301的死水位。基础平台303主体采用钢

筋混凝土或钢梁结构，并设有钢质拦鱼栅栏，阻拦鱼和浪屑进入，但水可以通过。基础平台

303由立柱支撑，立柱采用采用钢筋混凝土或钢梁结构。

[0045] 在水库、湖泊、运河大坝的溢洪道上游水域建设的上述基础平台及其拦鱼坝体不

会对溢洪和大坝安全构成任何影响。

[0046] 实施例4：参见图5，与实施例3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础平台401靠近溢洪道402进水

口的位置设有放屑门403，放屑门403连接放屑起重机404。

[0047] 由于基础平台401和拦鱼坝体横贯整个水域的横断面，垃圾(浪屑)集中在基础平

台401下面，当基础平台401下面堆积很多垃圾时，开动放屑起重机404提起放屑门403的下

游端，短时打开放屑门403，让垃圾流出至下游。然后再关闭放屑门403。放屑门403因为水压

较大可能无法放下，可以通过设置于放屑门403下方的导向滑轮改变起重机拉索的牵引方

向，向下拉动放屑门使之关闭。

[0048] 实施例5：参见图6，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河、运河、渠道、护城河、大型调

水工程水渠或其他水道狭窄的水域，如南水北调等大型调水工程水渠，两个支撑墩502之间

设置宽幅闸门501，建设成横贯水域横断面的拦鱼坝体，为了避免影响过水，对水渠的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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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斜坡503(图中虚线所示)进行开挖截坡，建设两个支撑墩502。

[0049] 该方案安装投资成本小，又不影响过，利用水渠科学的放养一定比例的鲢鱼、鳙

鱼。鱼既可以当生物检测水质的哨兵，又提升了水的品质，还能产生经济效益，水渠活水养

的鱼味道更加鲜美。

[0050] 实施例6：参见图7，在同时设有溢洪道604和船闸605的水域上(如水库、湖泊、运河

等)，溢洪道水域和船闸水域之间由船闸墙和引船墙606分割。因为船闸605不会跑鱼，所述

横贯水域横断面的拦鱼坝体603只拦溢洪道水域的横断面，不拦船闸水域的横断面，以避免

影响通航。该类水域中，船闸605设置在水域(如河道)一侧的岸边，该侧称之为船闸侧岸

602；水域的另一侧岸边称之为非船闸侧岸601。故而，在同时设有溢洪道604和船闸605的水

域上，所述拦鱼坝体603横贯溢洪道水域的横断面，所述溢洪道水域是指船闸墙和/引船墙

606与非船闸侧岸601之间的溢洪道上游水域。

[0051] 实施例7：参见图8，在没有设置船闸的江、河、运河、湖泊水域中建设拦鱼坝体701

时，为了避免因为建设拦鱼坝体701而影响通航。在拦鱼坝体701两侧修建船闸墙和引船墙

703，船闸墙和引船墙703与河岸705之间修建左船闸704和右船闸702。

[0052] 在江或河的一边建一个船闸，或在江或河的左右边各建一个船闸(过船通道)，船

可以分顺水、逆水分开通航，平时水流速不快，船闸上下方闸门都打开，船舶可以走船闸过

道通航就不影响通航速度。

[0053] 船闸过道通航拦鱼方法：利用船闸前方航道和船闸过道，使用低电压拦鱼，因为该

水域水流慢，水道窄和过道长，采用公知的低电压变频拦鱼可以拦住。

[0054] 如果船闸过道通航万一拦不住的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船闸正常过船拦鱼，把船闸

下方关闭，让下行船舶进闸后，再关闭上方船闸，因为船闸上下方没有水位差，然后只要打

开下方船闸，让船舶出闸后再上行船舶进闸。这样船闸过道就完全没有流速了就能拦住鱼。

涨洪水时，在船闸过道低电压拦不住鱼的情况下，同样采用船闸过船，就按照现有普通船闸

流程操作，过船通道上方船闸关闭，让上行船舶进闸后，下方船闸关闭，这样船闸上方和下

方就有水位差，然后再打开船闸上方涵洞放水进船闸，让船闸内水位平船闸上游水位，再打

开上方船闸，让上行船舶出闸后，再下行船舶进闸。以上水域建拦鱼系统，通过船闸过船和

船闸过船通道通航，解决了以上水域建拦鱼系统过船拦不住鱼的问题。过船通道内同样安

装拦鱼闸门，特大洪水船舶不能通航时，船闸的闸门上下方都打开，安装在过船通道内的拦

鱼闸门提升拦鱼，以免船闸影响溢洪，平常过船时拦鱼闸门放平，不影响船舶通航。这样就

可以把比如像洞庭湖一样船舶运输繁忙的水域建拦鱼系统养鱼，又提升水质。

[0055] 为了节约成本，可以选择在以上水域建桥时同时建拦鱼系统。墩前挡鱼栅栏用钢

梁框架或钢筋混泥土梁框架支撑。

[0056] 上述的实现方式仅是为了清楚的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不能理解为对本

实用新型做出任何限制。本实用新型在本技术领域具有公知的多种替代或者变形，在不脱

离本实用新型实质意义的前提下，均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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