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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

涉及水产养殖技术领域，解决了现有的水产养殖

增氧设备，在夏季电机被太阳暴晒，电机容易高

温导致功率转速降低，增氧设备功率降低的问

题。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包括主框架；所

述主框架为一处圆柱形的浮力平台，所述主框架

外部设置有浮力气囊；所述主框架包括底座，第

一电机，半齿轮，护板和折光勺，所述主框架顶部

固定连接有一处底座；所述底座顶部固定连接有

一处护板。本发明通过转动转轴调整防护扇的开

合程度，防止阳光暴晒，通过副框架通过闭合防

护扇保护电机，使周围水面温度提升，避免周围

水面结冰，使设备能够在结冰季节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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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主框架（1）；所述主框架（1）为一处圆

柱形的浮力平台，所述主框架（1）外部设置有浮力气囊；所述主框架（1）包括底座（101），第

一电机（102），半齿轮（103），护板（104）和折光勺（105），所述主框架（1）顶部固定连接有一

处底座（101）；所述底座（101）顶部固定连接有一处护板（104）；所述护板（104）下部设置有

一处防水帆布材质的防护管，防护管下部设置有一处固定环，此固定环能够与护板（104）和

底座（101）转动固定，护板（104）顶部转动连接有一处折光勺（105）；所述底座（101）顶部固

定有一处第一电机（102）；所述第一电机（102）同轴嵌套连接有一处半齿轮（103）；所述半齿

轮（103）与上螺旋轴（4）顶端啮合连接；所述上螺旋轴（4）包括棘轮（401），中轴（402），下螺

旋轴（403）和棘爪（404），所述上螺旋轴（4）下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一处棘轮（401）；所述棘轮

（401）内侧转动啮合连接有一处棘爪（404）；所述棘爪（404）首端与中轴（402）转动连接；所

述中轴（402）贯穿转动连接上螺旋轴（4），中轴（402）下端与下螺旋轴（403）顶端固定连接；

所述底座（101）中部转动连接有一处第一连接板（3）；所述第一连接板（3）包括第二连接板

（301），所述第二连接板（301）首端与底座（101）转动连接，底座（101）尾端与副框架（2）转动

连接；所述副框架（2）包括固定座（201），防护扇（202），连接条（203），转轴（204），顶板

（205），稳定鳍（206）和旋桨（207），所述副框架（2）外部设置环形的浮力气囊，所述副框架

（2）上部固定有一处固定座（201）；所述固定座（201）顶部固定连接有一处电机，电机动力轴

与旋桨（207）转动连接；所述固定座（201）顶部转动连接有一处防护扇（202）；所述防护扇

（202）顶部与连接条（203）转动连接；所述防护扇（202）与顶板（205）贯穿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半齿轮（103）

外部三分之一处设置有齿块，三分之二处没有齿块，半齿轮（103）与上螺旋轴（4）顶部的锥

齿啮合连接，半齿轮（103）啮合上螺旋轴（4）做间歇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棘爪（404）尾

端与棘轮（401）啮合连接，棘爪（404）中部设置有一处弹簧，此弹簧尾端与中轴（402）转动连

接，棘轮（401）与中轴（402）单向啮合转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螺旋轴（4）

和下螺旋轴（403）外部均设置螺旋齿，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外部的螺旋齿的旋转

方向相反，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的转动方向相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扇（202）

中部上下均设置有一处转轴，防护扇（202）顶部的转轴固定有一处连接方块，防护扇（202）

顶部转轴固定连接有一处齿轮，此齿轮与转轴（204）尾端的丝杆啮合连接，转轴（204）首端

贯穿至顶板（205）外部，转轴（204）首端设置有一处六角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扇（202）

环绕固定座（201）设置有二十二处，防护扇（202）顶部的固定方块中部和为尾部均转动连接

有一处连接条（203），二十二处防护扇（202）通过连接条（203）相互转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副框架（2）设

置有三处，三处副框架（2）通过第一连接板（3）相互转动连接，三处副框架（2）通过第二连接

板（301）与中心的主框架（1）转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副框架（2）底端

环绕设置有十二处稳定鳍（206），稳定鳍（206）上宽下窄，稳定鳍（206）倾斜的插入在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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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增氧机主要作用是增加水中的氧气含量以确保水中的鱼类不会缺氧，同时也能抑

制水中厌氧菌的生长，防止池水变质威胁鱼类生存环境。增氧机一般是靠其自带的空气泵

将空气打入水中，以此来实现增加水中氧气含量的目的。

[0003] 例如专利号为CN108293947A的专利，公开了一种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包括设备外

壳、驱动装置、螺旋桨、进气装置、进气管、喷水管和浮体；所述设备外壳包括外壳上段和外

壳下段；所述外壳上段顶部封闭，断面曲线呈直线；所述外壳下段底部开放，断面曲线呈内

旋轮线，水体从外壳下段底部进入增氧设备。本发明装置可有效的提高水体内部的含氧量，

促使水体内部益氧菌快速高效的工作，加速对水体内部有机物的分解，对养殖产生的动物

排泄物以及多余饵料进行充分分解，防止水体污染。

[0004] 现有的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在夏季电机被太阳暴晒，电机容易高温导致功率转速

降低，增氧设备功率降低，冬季由于水面结冰，增氧设备在冰面难以运行，且增氧设备对于

鱼塘深处的增氧效果较小，无法促进鱼塘底的淤泥加速降解。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现有的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在夏季电机被太阳暴晒，电机容易高温导致功率转速降低，增

氧设备功率降低，冬季由于水面结冰，增氧设备在冰面难以运行，且增氧设备对于鱼塘深处

的增氧效果较小，无法促进鱼塘底的淤泥加速降解。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包括主

框架；所述主框架为一处圆柱形的浮力平台，所述主框架外部设置有浮力气囊；所述主框架

包括底座，第一电机，半齿轮，护板和折光勺，所述主框架顶部固定连接有一处底座；所述底

座顶部固定连接有一处护板；所述护板下部设置有一处防水帆布材质的防护管，防护管下

部设置有一处固定环，此固定环能够与护板和底座转动固定，护板顶部转动连接有一处折

光勺；所述底座顶部固定有一处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同轴嵌套连接有一处半齿轮；所述

半齿轮与上螺旋轴顶端啮合连接；所述上螺旋轴包括棘轮，中轴，下螺旋轴和棘爪，所述上

螺旋轴下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一处棘轮；所述棘轮内侧转动啮合连接有一处棘爪；所述棘爪

首端与中轴转动连接；所述中轴贯穿转动连接上螺旋轴，中轴下端与下螺旋轴顶端固定连

接；所述底座中部转动连接有一处第一连接板；所述第一连接板包括第二连接板，所述第二

连接板首端与底座转动连接，底座尾端与副框架转动连接；所述副框架包括固定座，防护

扇，连接条，转轴，顶板，稳定鳍和旋桨，所述副框架外部设置环形的浮力气囊，所述副框架

上部固定有一处固定座；所述固定座顶部固定连接有一处电机，电机动力轴与旋桨转动连

接；所述固定座顶部转动连接有一处防护扇；所述防护扇顶部与连接条转动连接；所述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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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与顶板贯穿转动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半齿轮外部三分之一处设置有齿块，三分之二处没有齿块，半齿轮与

上螺旋轴顶部的锥齿啮合连接，半齿轮啮合上螺旋轴做间歇转动。

[0008] 优选的，所述棘爪尾端与棘轮啮合连接，棘爪中部设置有一处弹簧，此弹簧尾端与

中轴转动连接，棘轮与中轴单向啮合转动。

[0009] 优选的，所述上螺旋轴和下螺旋轴外部均设置螺旋齿，上螺旋轴和下螺旋轴外部

的螺旋齿的旋转方向相反，上螺旋轴和下螺旋轴的转动方向相反。

[0010] 优选的，所述防护扇中部上下均设置有一处转轴，防护扇顶部的转轴固定有一处

连接方块，防护扇顶部转轴固定连接有一处齿轮，此齿轮与转轴尾端的丝杆啮合连接，转轴

首端贯穿至顶板外部，转轴首端设置有一处六角块。

[0011] 优选的，所述防护扇环绕固定座设置有二十二处，防护扇顶部的固定方块中部和

为尾部均转动连接有一处连接条，二十二处防护扇通过连接条相互转动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副框架设置有三处，三处副框架通过第一连接板相互转动连接，三处

副框架通过第二连接板与中心的主框架转动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副框架底端环绕设置有十二处稳定鳍，稳定鳍上宽下窄，稳定鳍倾斜

的插入在水面中。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上螺旋轴和下螺旋轴相反转动，上螺旋轴和下螺旋轴相互冲击减少对外部水

面的冲击，同时上螺旋轴和下螺旋轴能够搅动到池塘底部的，促进池塘淤泥和水流旋转和

上下流动，加快对池底氨、氮等物质的氧化，通过移动副框架和主框架的位置，对池塘各处

进行搅动，增加水质稳定，促进鱼塘底的淤泥加速降解。

[0015] 2、本发明第一电机通过半齿轮与上螺旋轴啮合连接，上螺旋轴间歇转动，能够降

低电机输出功率，保护电机，降低对电机输出功率的要求，节约能源，同时间歇转动上螺旋

轴和下螺旋轴避免持续转动导致池底淤泥流动范围扩大，影响水产生物呼吸和吃食，上螺

旋轴和下螺旋轴通过一处棘轮连接，当上螺旋轴停止转动后，下螺旋轴依旧能够在惯性下

继续转动，节约能源，更加省电。

[0016] 3、本发明三处副框架通过第一连接板相互转动，三处副框架通过第二连接板共同

连接中部的主框架，副框架和主框架均能够漂浮在水面，相较于单一的漂浮设备，更加安

全，一处漂浮框架出现问题，依旧能依靠其它框架维持漂浮状态，副框架通过底部设置的稳

定鳍增大与水面的接触面积，增大设备的阻力，增强设备稳定性，减缓设备漂移，同时稳定

鳍环绕旋桨外部，能够阻挡养殖的水产靠近旋桨，避免被旋桨杀害。

[0017] 4、本发明主框架通过护板阻挡阳光暴晒保护第一电机，副框架的电机外部设置顶

板和防护扇，通过转动转轴调整防护扇的开合程度，防止阳光暴晒，冬季主框架护板中部的

防水帆布遮盖保护第一电机，通过副框架通过闭合防护扇保护电机，通过电机的热量使主

框架和副框架的温度上升，使周围水面温度提升，避免周围水面结冰，使设备能够在结冰季

节继续使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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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本发明副框架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图2中A放大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主框架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图4中B放大部分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棘轮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旋桨结构示意图；

图8是本发明拆解结构示意图；

图中：1、主框架；101、底座；102、第一电机；103、半齿轮；104、护板；105、折光勺；2、副框

架；201、固定座；202、防护扇；203、连接条；204、转轴；205、顶板；206、稳定鳍；207、旋桨；3、

第一连接板；301、第二连接板；4、上螺旋轴；401、棘轮；402、中轴；403、下螺旋轴；404、棘爪。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0] 请参阅图1至图8，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实施例：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增氧设备，包括主

框架1；所述主框架1为一处圆柱形的浮力平台，所述主框架1外部设置有浮力气囊；所述主

框架1包括底座101，第一电机102，半齿轮103，护板104和折光勺105，所述主框架1顶部固定

连接有一处底座101；所述底座101顶部固定连接有一处护板104；所述护板104下部设置有

一处防水帆布材质的防护管，防护管下部设置有一处固定环，此固定环能够与护板104和底

座101转动固定，护板104顶部转动连接有一处折光勺105；所述底座101顶部固定有一处第

一电机102；所述第一电机102同轴嵌套连接有一处半齿轮103；所述半齿轮103与上螺旋轴4

顶端啮合连接；所述上螺旋轴4包括棘轮401，中轴402，下螺旋轴403和棘爪404，所述上螺旋

轴4下端内侧固定连接有一处棘轮401；所述棘爪404尾端与棘轮401啮合连接，棘爪404中部

设置有一处弹簧，此弹簧尾端与中轴402转动连接，棘轮401与中轴402单向啮合转动，当上

螺旋轴4停止转动后，下螺旋轴403依旧能够在惯性下继续转动，节约能源，更加省电；所述

棘轮401内侧转动啮合连接有一处棘爪404；所述棘爪404首端与中轴402转动连接；所述中

轴402贯穿转动连接上螺旋轴4，中轴402下端与下螺旋轴403顶端固定连接；所述底座101中

部转动连接有一处第一连接板3；所述第一连接板3包括第二连接板301，所述第二连接板

301首端与底座101转动连接，底座101尾端与副框架2转动连接；所述副框架2包括固定座

201，防护扇202，连接条203，转轴204，顶板205，稳定鳍206和旋桨207，所述副框架2外部设

置环形的浮力气囊，所述副框架2上部固定有一处固定座201；所述副框架2设置有三处，三

处副框架2通过第一连接板3相互转动连接，三处副框架2通过第二连接板301与中心的主框

架1转动连接，相较于单一的漂浮设备，更加安全，一处漂浮框架出现问题，依旧能依靠其它

框架维持漂浮状态；所述固定座201顶部固定连接有一处电机，电机动力轴与旋桨207转动

连接；所述固定座201顶部转动连接有一处防护扇202；所述防护扇202顶部与连接条203转

动连接；所述防护扇202与顶板205贯穿转动连接；所述防护扇202环绕固定座201设置有二

十二处，防护扇202顶部的固定方块中部和为尾部均转动连接有一处连接条203，二十二处

防护扇202通过连接条203相互转动连接，通过转动转轴204调整防护扇202的开合程度，防

止阳光暴晒；所述防护扇202中部上下均设置有一处转轴，防护扇202顶部的转轴固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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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连接方块，防护扇202顶部转轴固定连接有一处齿轮，此齿轮与转轴204尾端的丝杆啮合

连接，转轴204首端贯穿至顶板205外部，转轴204首端设置有一处六角块，通过副框架2通过

闭合防护扇202保护电机，通过电机的热量使副框架2的温度上升，使周围水面温度提升，避

免周围水面结冰，使设备能够在冬季继续使用。

[0021] 进一步，所述半齿轮103外部三分之一处设置有齿块，三分之二处没有齿块，半齿

轮103与上螺旋轴4顶部的锥齿啮合连接，半齿轮103啮合上螺旋轴4做间歇转动，同时间歇

转动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避免持续转动导致池底淤泥流动范围扩大，影响水产生物呼

吸和吃食。

[0022] 进一步，所述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外部均设置螺旋齿，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

403外部的螺旋齿的旋转方向相反，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的转动方向相反，上螺旋轴4

和下螺旋轴403相互冲击减少对外部水面的冲击，同时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能够搅动

到池塘底部的，促进池塘淤泥和水流旋转和上下流动，加快对池底氨、氮等物质的氧化。

[0023] 进一步，所述副框架2底端环绕设置有十二处稳定鳍206，稳定鳍206上宽下窄，稳

定鳍206倾斜的插入在水面中，副框架2通过底部设置的稳定鳍206增大与水面的接触面积，

增大设备的阻力，减缓设备漂移，增强设备稳定性。

[0024] 工作原理：本发明折光勺105随风能够旋转，折光勺105反射光线刺激鸟类，减少鸟

类捕食，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相反转动，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相互冲击减少对外

部水面的冲击，同时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能够搅动到池塘底部的，促进池塘淤泥和水

流旋转和上下流动，加快对池底氨、氮等物质的氧化，通过移动副框架2和主框架1的位置，

对池塘各处进行搅动，增加水质稳定，第一电机102通过半齿轮103与上螺旋轴4啮合连接，

上螺旋轴4间歇转动，能够降低电机输出功率，保护电机，降低对电机输出功率的要求，节约

能源，同时间歇转动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避免持续转动导致池底淤泥流动范围扩大，

影响水产生物呼吸和吃食，上螺旋轴4和下螺旋轴403通过一处棘轮401连接，当上螺旋轴4

停止转动后，下螺旋轴403依旧能够在惯性下继续转动，节约能源，更加省电，三处副框架2

通过第一连接板3相互转动，三处副框架2通过第二连接板301共同连接中部的主框架1，副

框架2和主框架1均能够漂浮在水面，相较于单一的漂浮设备，更加安全，一处漂浮框架出现

问题，依旧能依靠其它框架维持漂浮状态，副框架2通过底部设置的稳定鳍206增大与水面

的接触面积，增大设备的阻力，减缓设备漂移，增强设备稳定性，同时稳定鳍206环绕旋桨

207外部，能够阻挡养殖的水产靠近旋桨207，避免被旋桨207杀害，主框架1通过护板104阻

挡阳光暴晒保护第一电机102，副框架2的电机外部设置顶板205和防护扇202，通过转动转

轴204调整防护扇202的开合程度，防止阳光暴晒，冬季主框架1护板104中部的防水帆布遮

盖保护第一电机102，通过副框架2通过闭合防护扇202保护电机，通过电机的热量使主框架

1和副框架2的温度上升，使周围水面温度提升，避免周围水面结冰，使设备能够在冬季继续

使用。

[0025]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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