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424845.8

(22)申请日 2018.11.27

(71)申请人 浙江海洋大学

地址 316000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海洋科技

产业园普陀展茅晓辉工业区c2—10地

块

(72)发明人 吕振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浙科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3213

代理人 吴秉中

(51)Int.Cl.

A01K 61/17(2017.01)

C02F 9/1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

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

幼体孵化装置及方法，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

包括：孵化槽，用于放置受精卵孵化器且辅助乌

贼孵化；受精卵孵化器，用于对乌贼受精卵的孵

化及孵化后卵皮等杂物的分离；螺旋进气管，用

于进气促进乌贼受精卵的孵化；温度传感器，用

于实时对养殖水温的检测，确保乌贼受精卵孵化

的成活率；水质净化装置，用于对孵化槽内水体

的净化，保证水体的洁净度。本装置能对养殖进

行水净化，简化并促进了底栖乌贼幼体孵化，能

自动将卵皮等杂物分离排出，提高其后续培育成

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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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包括：

孵化槽（1），用于放置受精卵孵化器且辅助乌贼孵化；

受精卵孵化器（4），用于对乌贼受精卵的孵化及孵化后卵皮等杂物的分离；

螺旋进气管（5），用于进气促进乌贼受精卵的孵化；

温度传感器（13），用于实时对养殖水温的检测，确保乌贼受精卵孵化的成活率；

水质净化装置（14），用于对孵化槽内水体的净化，保证水体的洁净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孵化槽（1）内通过吊环（2）连接受精卵孵化器（4），所述孵化槽（1）与受精卵孵化器（4）之

间设有温度传感器（13），所述受精卵孵化器（4）底部两侧连接螺旋进气管（5），所述螺旋进

气管（5）的进气端位于孵化槽（1）外侧，所述孵化槽（1）底部连接排污器（6），所述排污器（6）

底部连接出水管（3），所述孵化槽（1）由支撑腿（8）支撑，所述支撑腿（8）至少设有3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孵化槽（1）左侧侧壁通过抽水管（9）连接水泵（11），所述水泵（11）放置于底板（10）上方，

所述水泵（11）上方连接送水管（12）一端，所述送水管（12）另一端位于孵化槽（1）内部，所述

送水管（12）中部连接有水质净化器（14），所述送水管（12）的顶部连接进水管（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螺旋进气管（5）呈螺旋向上的趋势，其内部的螺旋通道（53）内交错设置有挡流板（52），所

述螺旋进气管（5）出气端连接出气管（51），所述出气管（51）向上倾斜40°-45°，所述出气管

（51）上方设有“八字形”第二过滤板（1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温度传感器（13）的温度信号输出端连接放大比较器（17），所述放大比较器（17）的报警信

号输出端连接报警装置（18）的报警信号输入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水质净化装置（14）包括消毒罐（148），所述消毒罐（148）下方设有进水区（149），所述进水

区（149）内部设有高温电热丝（147），所述消毒罐（148）与进水区（149）之间设有通水孔

（146），所述通水孔（146）上方设有网板（145），所述消毒罐（148）的侧壁安装有PH调节器

（144），所述消毒罐（148）中部安装有转动消毒盘（142），所述转动消毒盘（142）表面环布高

温消毒爪（141），所述高温消毒爪（141）之间设有紫外线消毒灯（143），所述紫外线消毒灯

（143）嵌于转动消毒盘（142）表面。

7.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1-6任一项

所述的孵化装置，所述方法包括：

对所述的孵化槽（1）内进行持续供水；

所述的螺旋进气管（5）会对受精卵孵化器（4）通入足够的气体；

所述的温度传感器（13）能将养殖水控制在适当温度范围以内；

将乌贼受精卵倒入所述的受精卵孵化器（4）中进行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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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

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国内头足类增养殖开始起步，底栖大型乌贼等头足类由于生长快、养殖周期

短受到养殖户的亲睐；然而底栖乌贼幼体由于其底栖特性，孵化后直接沉入孵化池底生活，

往往与孵化时的底层杂物混杂在一起，一方面造成幼体孵化后要花很多劳力将其分离移入

干净海水中继续育苗，另一方面与肮脏的底层杂物滋生的病原菌也造成幼体疾病暴发，大

大降低幼体培育成活率，本研究发明了一种能在幼体孵化时能自动将幼体从卵皮等杂物分

离转运的一种全自动的孵化装置，简化底栖乌贼幼体孵化操作，并提高其后续培育成活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及方法，能对养殖

进行水净化，简化并促进了底栖乌贼幼体孵化，能自动将卵皮等杂物分离排出，提高其后续

培育成活率。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

孵化装置，包括：

孵化槽，用于放置受精卵孵化器且辅助乌贼孵化；

受精卵孵化器，用于对乌贼受精卵的孵化及孵化后卵皮等杂物的分离；

螺旋进气管，用于进气促进乌贼受精卵的孵化；

温度传感器，用于实时对养殖水温的检测，确保乌贼受精卵孵化的成活率；

水质净化装置，用于对孵化槽内水体的净化，保证水体的洁净度。

[0005] 作为优选，孵化槽内通过吊环连接受精卵孵化器，孵化槽与受精卵孵化器之间设

有温度传感器，受精卵孵化器底部两侧连接螺旋进气管，螺旋进气管的进气端位于孵化槽

外侧，孵化槽底部连接排污器，排污器底部连接出水管，孵化槽由支撑腿支撑，支撑腿至少

设有组。孵化槽内利用该受精卵孵化器进行孵化数个受精卵，并在该数个受精卵完成孵化

后，数个水产生物幼苗经由该幼苗出口离开该受精卵孵化器，且数个卵皮或残余卵皮则留

在该受精卵孵化器内，以便另将该卵皮自该受精卵孵化器取出，一方面简化底栖乌贼幼体

孵化操作，另一方面也提高其后续培育成活率，温度传感器能对养殖水温进行实时监测，必

要时可使水质净化器对养殖水进行升温，以保证乌贼受精卵的孵化率。

[0006] 作为优选，孵化槽左侧侧壁通过抽水管连接水泵，水泵放置于底板上方，水泵上方

连接送水管一端，送水管另一端位于孵化槽内部，送水管中部连接有水质净化器，送水管的

顶部连接进水管。底板上方的抽水泵能将养殖水抽出置水质净化装置，水质净化装置对水

进行净化后再次放入孵化槽以便受精卵的正常孵化，送水管顶部的进水管用于接入外部水

源，提高孵化槽内外的水体交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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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优选，螺旋进气管呈螺旋向上的趋势，其内部的螺旋通道内交错设置有挡流

板，螺旋进气管出气端连接出气管，出气管向上倾斜40°-45°，出气管上方设有“八字形”第

二过滤板。螺旋进气管内部的挡流板能改变空气的流动方向，减小气流的流速，气流的吹动

在孵化槽呈螺旋状上升，带动了水体的流动，维持了养殖水的温度，促进了乌贼受精卵的孵

化，出气管向上倾斜的角度对受精卵软皮的吹动有很好的效果加快了卵皮与受精卵的分

离。

[0008] 作为优选，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信号输出端连接放大比较器，放大比较器的报警信

号输出端连接报警装置的报警信号输入端。温度传感器能实时监测养殖水的水温，养殖水

温低于正常范围内时温度传感器会发出感应至放大比较器，放大比较器再通过无线传输至

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发出警报的同时控制水质净化器内的高温电热丝与高温消毒爪迅速升

温，再将升温后的养殖水灌入孵化槽内以保证水温。

[0009] 作为优选，水质净化装置包括消毒罐，消毒罐下方设有进水区，进水区内部设有高

温电热丝，消毒罐与进水区之间设有通水孔，通水孔上方设有网板，消毒罐的侧壁安装有PH

调节器，消毒罐中部安装有转动消毒盘，转动消毒盘表面环布高温消毒爪，高温消毒爪之间

设有紫外线消毒灯，紫外线消毒灯嵌于转动消毒盘表面。在进水区通过高温电热丝对水进

行初级消毒，初级消毒后的水从通水孔进入消毒罐，消毒罐底部的网板能过滤大颗粒杂质，

保证了养殖水与污染源的隔离，消毒罐内部的转动消毒盘通过高温消毒爪和紫外线灯对水

进行二次消毒，PH调节器可以检测并调节PH值。

[0010] 作为优选，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

求1-6任一项的孵化装置，方法包括：

对的孵化槽内进行持续供水；

的螺旋进气管会对受精卵孵化器通入足够的气体；

的温度传感器能将养殖水控制在适当温度范围以内；

将乌贼受精卵倒入的受精卵孵化器中进行孵化。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孵化槽具有一内部空间，而该受精

卵孵化器配置于该孵化槽之内部空间，且该幼苗出口配置于该受精卵孵.  化器上，于该孵

化槽内利用该受精卵孵化器进行孵化数个受精卵，并在该数个受精卵完成孵化后，数个水

产生物幼苗经由该幼苗出口离开该受精卵孵化器，且数个卵皮或残余卵皮则留在该受精卵

孵化器内，以便另将该卵皮自该受精卵孵化器取出，本装置能在幼体孵化时能自动将幼体

从卵皮等杂物分离转运的一种全自动的孵化装置，一方面简化底栖乌贼幼体孵化操作，另

一方面也提高其后续培育成活率，孵化槽内的温度传感器能实时监测养殖水的水温，养殖

水温较低时可能控制水质净化装置内的高温电热丝与高温消毒爪迅速升温，再将升温后的

养殖水灌入孵化槽内以保证水温，水质净化装置还可对养殖水净化过滤。

[0012] 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提供的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

及方法，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足，设计合理，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螺旋通道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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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本发明螺旋通道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水质净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温度传感器的电路图。

[0014] 附图标记说明：1孵化槽；2吊环；3出水管；4受精卵孵化器；5螺旋进气管；51出气

管；52挡流板；53螺旋通道；6排污器；7第一过滤网；8支撑腿；9抽水管；10底板；11水泵；12送

水管；13温度传感器；14水质净化装置；141高温消毒爪；142转动消毒盘；143紫外线消毒灯；

144PH调节器；145网板；146通水孔；147高温加热丝；148消毒罐；149进水区；15直流电源；16

进水管；17放大比较器；18报警装置；19第二过滤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实施例1：

如图1~5所示，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包括：

孵化槽1，用于放置受精卵孵化器且辅助乌贼孵化；

受精卵孵化器4，用于对乌贼受精卵的孵化及孵化后卵皮等杂物的分离；

螺旋进气管5，用于进气促进乌贼受精卵的孵化；

温度传感器13，用于实时对养殖水温的检测，确保乌贼受精卵孵化的成活率；

水质净化装置14，用于对孵化槽内水体的净化，保证水体的洁净度。

[0016] 孵化槽1内通过吊环2连接受精卵孵化器4，孵化槽1与受精卵孵化器4之间设有温

度传感器13，受精卵孵化器4底部两侧连接螺旋进气管5，螺旋进气管5的进气端位于孵化槽

1外侧，孵化槽1底部连接排污器6，排污器6底部连接出水管3，孵化槽1由支撑腿8支撑，支撑

腿8至少设有3组。孵化槽内利用该受精卵孵化器进行孵化数个受精卵，并在该数个受精卵

完成孵化后，数个水产生物幼苗经由该幼苗出口离开该受精卵孵化器，且数个卵皮或残余

卵皮则留在该受精卵孵化器内，以便另将该卵皮自该受精卵孵化器取出，一方面简化底栖

乌贼幼体孵化操作，另一方面也提高其后续培育成活率，温度传感器能对养殖水温进行实

时监测，必要时可使水质净化器对养殖水进行升温，以保证乌贼受精卵的孵化率。

[0017] 孵化槽1左侧侧壁通过抽水管9连接水泵11，水泵11放置于底板10上方，水泵11上

方连接送水管12一端，送水管12另一端位于孵化槽1内部，送水管12中部连接有水质净化器

14，送水管12的顶部连接进水管16。底板上方的抽水泵能将养殖水抽出置水质净化装置，水

质净化装置对水进行净化后再次放入孵化槽以便受精卵的正常孵化，送水管顶部的进水管

用于接入外部水源，提高孵化槽内外的水体交换率。

[0018] 螺旋进气管5呈螺旋向上的趋势，其内部的螺旋通道53内交错设置有挡流板52，螺

旋进气管5出气端连接出气管51，出气管51向上倾斜40°，出气管51上方设有“八字形”第二

过滤板19。螺旋进气管内部的挡流板能改变空气的流动方向，减小气流的流速，气流的吹动

在孵化槽呈螺旋状上升，带动了水体的流动，维持了养殖水的温度，促进了乌贼受精卵的孵

化，出气管向上倾斜的角度对受精卵软皮的吹动有很好的效果加快了卵皮与受精卵的分

离。

[0019] 温度传感器13的温度信号输出端连接放大比较器17，放大比较器17的报警信号输

出端连接报警装置18的报警信号输入端。温度传感器能实时监测养殖水的水温，养殖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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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正常范围内时温度传感器会发出感应至放大比较器，放大比较器再通过无线传输至报

警装置，报警装置发出警报的同时控制水质净化器内的高温电热丝与高温消毒爪迅速升

温，再将升温后的养殖水灌入孵化槽内以保证水温。

[0020] 水质净化装置14包括消毒罐148，消毒罐148下方设有进水区149，进水区149内部

设有高温电热丝147，消毒罐148与进水区149之间设有通水孔146，通水孔146上方设有网板

145，消毒罐148的侧壁安装有PH调节器144，消毒罐148中部安装有转动消毒盘142，转动消

毒盘142表面环布高温消毒爪141，高温消毒爪141之间设有紫外线消毒灯143，紫外线消毒

灯143嵌于转动消毒盘142表面。在进水区通过高温电热丝对水进行初级消毒，初级消毒后

的水从通水孔进入消毒罐，消毒罐底部的网板能过滤大颗粒杂质，保证了养殖水与污染源

的隔离，消毒罐内部的转动消毒盘通过高温消毒爪和紫外线灯对水进行二次消毒，PH调节

器可以检测并调节PH值。

[0021] 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方法，使用权利要求1-6任一项的孵化装

置，方法包括：

对的孵化槽1内进行持续供水；

的螺旋进气管5会对受精卵孵化器4通入足够的气体；

的温度传感器13能将养殖水控制在适当温度范围以内；

将乌贼受精卵倒入的受精卵孵化器4中进行孵化。

[0022] 实施例2：

本发明一种适于底栖性乌贼的全自动幼体孵化装置实际使用时：孵化槽1具有一内部

空间，而该受精卵孵化器4配置于该孵化槽1之内部空间，且该幼苗出口配置于该受精卵孵

化器4上。孵化槽1内利用该受精卵孵化器4进行孵化数个受精卵，并在该数个受精卵完成孵

化后，数个水产生物幼苗经由该幼苗出口离开该受精卵孵化器4，且数个卵皮或残余卵皮则

留在该受精卵孵化器内，以便另将该卵皮自该受精卵孵化器取出，孵化槽1内的温度传感器

13能实时监测养殖水的水温，养殖水温较低时可能控制水质净化装置14内的高温电热丝

147与高温消毒爪141迅速升温，再将升温后的养殖水灌入孵化槽内以保证水温，水质净化

装置还可对养殖水净化过滤。

[0023]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化和变型。因此，所有等同

的技术方案也属于本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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