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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旨在

解决现有的鱿钓装备诱捕效果不佳，捕获范围小

的不足。该发明包括定位块，定位块上均布连接

若干根延伸臂；定位块上端连接气管，气管连接

气泵，定位块上设有通气腔和通气孔，通气腔和

通气孔均与气管连通，通气孔延伸到定位块下

端；定位块下端通空气位置连接若干根诱鱼摆

绳，诱鱼摆绳上安装若干能发光的仿虾形的诱捕

头；延伸臂上铰接有连接管，连接管内安装转动

柱，转动柱上安装由气流带动转动的驱动叶片，

连接管上设有朝上设置的上气孔和朝下设置的

下气孔，转动柱外壁上设有出气槽，转动柱上设

有通孔，连接管和通气腔之间连通送气软管；连

接管上安装鱿鱼钓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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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其特征是，包括定位块，定位块上均布连接若干根延伸臂；

定位块上端连接气管，气管连接气泵，定位块上设有通气腔和通气孔，通气腔和通气孔均与

气管连通，通气孔延伸到定位块下端；定位块下端通空气位置连接若干根诱鱼摆绳，诱鱼摆

绳上安装若干能发光的仿虾形的诱捕头；延伸臂上铰接有连接管，连接管上设有连接板，连

接板与延伸臂铰接；连接管内安装转动柱，转动柱上安装由气流带动转动的驱动叶片，连接

管上设有朝上设置的上气孔和朝下设置的下气孔，转动柱外壁上设有出气槽，转动柱上设

有通孔，随转动柱的转动出气槽可滑过上气孔和下气孔，连接管和通气腔之间连通送气软

管；连接管上安装鱿鱼钓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其特征是，连接管上设有连接座，连

接座上铰接两相对设置的夹套，夹套上设有C形结构夹槽，夹套和连接座之间连接夹紧弹

簧，连接座上和夹套对应设有弧形的定位槽和竖向设置的滑槽，定位槽内滑动安装定位柱，

滑槽内滑动安装滑块，两滑块之间紧固连接Y形的钓钩架，鱿鱼钓钩连接在钓钩架下端，滑

块下端和滑槽之间安装定位弹簧，钓钩架两端均设有倾斜设置的限位板，定位柱支撑在限

位板上。

3.根据权利要求２所述的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其特征是，夹套上夹槽位置设有若干

定位针。

4.根据权利要求２所述的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其特征是，下气孔延伸到连接座下端

并朝向鱿鱼钓钩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其特征是，连接板上与延伸臂铰接端

设有上限位凸块和下限位凸块，上限位凸块和下限位凸块均可抵接到延伸臂上实现对连接

板的限位。

6.根据权利要求1至５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其特征是，定位块上端

连接端盖，端盖上端设有接头，接头内设有连接腔，端盖上设有第一通气道和第二通气道，

端盖上第一通气道上端设有延伸管，延伸管置于连接腔内，第二通气道连通到连接腔和通

气腔之间，第一通气道连通在连接腔和通气孔之间，气管连接在接头上端。

7.根据权利要求1至５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其特征是，连接管内壁

上安装定位凸起，转动柱一端支撑在定位凸起上，转动柱另一端设有连接架，驱动叶片安装

在连接架上。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314543 B

2



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鱿鱼捕获装置，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鱿鱼，又称句公、柔鱼或枪乌贼，是软体动物门头足纲管鱿目开眼亚目的动物。身

体细长，呈长锥形，有十几只触腕，其中两只较长。触腕前端有吸盘，吸盘内有角质齿环，捕

食食物时用触腕缠住将其吞食。喜群聚，尤其在春夏季交配产卵期。鱿鱼一般采用鱿钓的方

式进行捕获，鱿钓装备种类很多，但是目前使用的很多鱿钓装备诱捕效果不佳，鱿鱼钓钩入

水后只能随水流漂动，捕获范围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的鱿钓装备诱捕效果不佳，捕获范围小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海

上鱿鱼诱捕装置，它的诱捕效果好，捕获范围大，鱿鱼捕获效率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包括

定位块，定位块上均布连接若干根延伸臂；定位块上端连接气管，气管连接气泵，定位块上

设有通气腔和通气孔，通气腔和通气孔均与气管连通，通气孔延伸到定位块下端；定位块下

端通空气位置连接若干根诱鱼摆绳，诱鱼摆绳上安装若干能发光的仿虾形的诱捕头；延伸

臂上铰接有连接管，连接管内安装转动柱，转动柱上安装由气流带动转动的驱动叶片，连接

管上设有朝上设置的上气孔和朝下设置的下气孔，转动柱外壁上设有出气槽，转动柱上设

有通孔，随转动柱的转动出气槽可滑过上气孔和下气孔，连接管和通气腔之间连通送气软

管；连接管上安装鱿鱼钓钩。

[0005] 海上鱿鱼诱捕装置使用时，鱿鱼钓钩上装上饵料，将定位块置于水中，气泵置于岸

上，通过气管拉着定位块，可在气管上安装浮体，浮体浮在水面上。定位块下沉到位后，启动

气泵，通过气管向通气腔和通气孔充气。通气孔内排出的气流吹动诱鱼摆绳摆动，而诱鱼摆

绳上安装的仿虾形的诱捕头能发光，能够引诱鱿鱼，提高诱捕效果。同时通气腔内的气流通

过送气软管通入连接管内，气流带动转动柱上的驱动叶片转动，从而使转动柱转动，随转动

柱的转动出气槽可滑过上气孔和下气孔，当出气槽滑到上气孔位置时，上气孔向外排出气

流，从而推动连接管向下转动；当出气槽滑到下气孔位置时，下气孔向外排出气流，从而推

动连接管向上转动；通过气流在上气孔和下气孔的切换，实现连接管的上下转动，进而带动

鱿鱼钓钩上下移动，扩大捕获范围，增加诱捕效果。这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的诱捕效果好，

捕获范围大，鱿鱼捕获效率高。

[0006] 作为优选，连接管上设有连接座，连接座上铰接两相对设置的夹套，夹套上设有C

形结构夹槽，夹套和连接座之间连接夹紧弹簧，连接座上和夹套对应设有弧形的定位槽和

竖向设置的滑槽，定位槽内滑动安装定位柱，滑槽内滑动安装滑块，两滑块之间紧固连接Y

形的钓钩架，鱿鱼钓钩连接在钓钩架下端，滑块下端和滑槽之间安装定位弹簧，钓钩架两端

均设有倾斜设置的限位板，定位柱支撑在限位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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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鱿鱼钓钩捕获到鱿鱼后，鱿鱼会乱窜，在这个过程中Y形的钓钩架被向下拉动，此

时滑块在滑槽内向下移动，从而使限位板脱离定位柱，夹套失去约束，在夹紧弹簧作用下，

两夹套向相互靠近的方向弹射，并对鱿鱼进行夹持，使鱿鱼夹持在两夹套之间，有效防止鱿

鱼逃跑，提高捕获效率。

[0008] 作为优选，夹套上夹槽位置设有若干定位针。定位针能够插入到鱿鱼身体上，防止

鱿鱼逃脱。

[0009] 作为优选，下气孔延伸到连接座下端并朝向鱿鱼钓钩设置。吸气孔排出的气流能

够吹动鱿鱼钓钩，提高鱿鱼钓钩的诱鱼效果。

[0010] 作为优选，连接管上设有连接板，连接板与延伸臂铰接，连接板上与延伸臂铰接端

设有上限位凸块和下限位凸块，上限位凸块和下限位凸块均可抵接到延伸臂上实现对连接

板的限位。

[0011] 作为优选，定位块上端连接端盖，端盖上端设有接头，接头内设有连接腔，端盖上

设有第一通气道和第二通气道，端盖上第一通气道上端设有延伸管，延伸管置于连接腔内，

第二通气道连通到连接腔和通气腔之间，第一通气道连通在连接腔和通气孔之间，气管连

接在接头上端。气管和定位块之间连接端盖，便于气路的布设。

[0012] 作为优选，连接管内壁上安装定位凸起，转动柱一端支撑在定位凸起上，转动柱另

一端设有连接架，驱动叶片安装在连接架上。定位凸起对转动柱起到了很好的定位作用。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海上鱿鱼诱捕装置的诱捕效果好，捕获范

围大，鱿鱼捕获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连接管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的钓钩架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定位块，2、延伸臂，3、气管，4、通气腔，5、通气孔，6、诱鱼摆绳，7、诱捕头，

8、连接管，9、转动柱，10、驱动叶片，11、上气孔，12、下气孔，13、出气槽，14、通孔，15、送气软

管，16、鱿鱼钓钩，17、端盖，18、接头，19、第一通气道，20、第二通气道，21、延伸管，22、连接

座，23、夹套，24、夹槽，25、夹紧弹簧，26、定位槽，27、滑槽，28、定位柱，29、滑块，30、钓钩架，

31、定位弹簧，32、限位板，33、定位针，34、连接板，35、上限位凸块，36、下限位凸块，37、定位

凸起。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具体描述：

[0019] 实施例：一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参见附图1至附图3），包括定位块1，定位块上均

布连接若干根延伸臂2；定位块上端连接气管3，气管连接气泵，定位块上设有通气腔4和通

气孔5，通气腔和通气孔均与气管连通，通气孔延伸到定位块下端；定位块下端通空气位置

连接若干根诱鱼摆绳6，诱鱼摆绳上安装若干能发光的仿虾形的诱捕头7；延伸臂上铰接有

连接管8，连接管内安装转动柱9，转动柱上安装由气流带动转动的驱动叶片10，连接管上设

有朝上设置的上气孔11和朝下设置的下气孔12，转动柱外壁上设有出气槽13，转动柱上设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2314543 B

4



有通孔14，随转动柱的转动出气槽可滑过上气孔和下气孔，连接管和通气腔之间连通送气

软管15；连接管上安装鱿鱼钓钩16。诱捕头和鱿鱼钓钩均做成彩色的且均能发光。

[0020] 定位块上端连接端盖17，端盖上端设有接头18，接头内设有连接腔，端盖上设有第

一通气道19和第二通气道20，端盖上第一通气道上端设有延伸管21，延伸管置于连接腔内，

第二通气道连通到连接腔和通气腔之间，第一通气道连通在连接腔和通气孔之间，气管连

接在接头上端。

[0021] 连接管上设有连接座22，连接座上铰接两相对设置的夹套23，夹套上设有C形结构

夹槽24，夹套和连接座之间连接夹紧弹簧25，连接座上和夹套对应设有弧形的定位槽26和

竖向设置的滑槽27，定位槽内滑动安装定位柱28，滑槽内滑动安装滑块29，两滑块之间紧固

连接Y形的钓钩架30，鱿鱼钓钩连接在钓钩架下端，滑块下端和滑槽之间安装定位弹簧31，

钓钩架两端均设有倾斜设置的限位板32，定位柱支撑在限位板上。夹套上夹槽位置设有若

干定位针33。下气孔延伸到连接座下端并朝向鱿鱼钓钩设置。

[0022] 连接管上设有连接板34，连接板与延伸臂铰接，连接板上与延伸臂铰接端设有上

限位凸块35和下限位凸块36，上限位凸块和下限位凸块均可抵接到延伸臂上实现对连接板

的限位。连接管一端开口，另一端与送气软管连通。连接管内壁上安装定位凸起37，转动柱

一端支撑在定位凸起上，转动柱另一端设有连接架，驱动叶片安装在连接架上。

[0023] 海上鱿鱼诱捕装置使用时，鱿鱼钓钩上装上饵料，将定位块置于水中，气泵置于岸

上，通过气管拉着定位块，可在气管上安装浮体，浮体浮在水面上。定位块下沉到位后，启动

气泵，通过气管向通气腔和通气孔充气。通气孔内排出的气流吹动诱鱼摆绳摆动，而诱鱼摆

绳上安装的仿虾形的诱捕头能发光，能够引诱鱿鱼，提高诱捕效果。同时通气腔内的气流通

过送气软管通入连接管内，气流带动转动柱上的驱动叶片转动，从而使转动柱转动，随转动

柱的转动出气槽可滑过上气孔和下气孔，当出气槽滑到上气孔位置时，上气孔向外排出气

流，从而推动连接管向下转动；当出气槽滑到下气孔位置时，下气孔向外排出气流，从而推

动连接管向上转动；通过气流在上气孔和下气孔的切换，实现连接管的上下转动，进而带动

鱿鱼钓钩上下移动，扩大捕获范围，增加诱捕效果。这种海上鱿鱼诱捕装置的诱捕效果好，

捕获范围大，鱿鱼捕获效率高。鱿鱼钓钩捕获到鱿鱼后，鱿鱼会乱窜，在这个过程中Y形的钓

钩架被向下拉动，此时滑块在滑槽内向下移动，从而使限位板脱离定位柱，夹套失去约束，

在夹紧弹簧作用下，两夹套向相互靠近的方向弹射，并对鱿鱼进行夹持，使鱿鱼夹持在两夹

套之间，有效防止鱿鱼逃跑，提高捕获效率。

[0024]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较佳的方案，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在不超出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前提下还有其它的变体及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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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6

CN 112314543 B

6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7

CN 112314543 B

7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8

CN 112314543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