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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

底网箱，由阻滑基础、网箱框架、网体系统和水面

浮体系统组成，网箱框架及主要的养殖空间位于

海水底层，中间通过柔性网囊连接位于水面的水

面浮体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养殖空间系统。该

网箱具备导流及挡流能力，可有效减小风浪和海

流对养殖鱼类的影响；可适应用于土质较差且海

况条件恶劣的海域环境；网衣更换、维护方便，可

将作业面设计到水面以上，节省水下作业增加的

成本；增加网箱有效空间，提高养殖鱼类的品质；

可实现规模化、智能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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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网箱，包括阻滑基础、网箱框架、网体系统和水面浮

体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阻滑基础由筒型基础与立柱构成，所述筒型基础的顶部与所述立柱的底部连接；

所述网箱框架主体为可独立承受载荷的框架结构，所述网箱框架底部设置有浮管，所

述框架结构端部分别设置有所述抗滑阻基础的支撑结构，包括阻滑限位结构和阻滑导向结

构，所述网箱框架顶部设置有与所述网体系统连接的结构环；

所述网体系统，由安装在所述网箱框架底部的底网、安装在所述网箱框架侧部的侧网、

安装在所述网箱框架顶部的顶网以及柔性网囊组成；

所述水面浮体系统，由环形浮式结构物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筒型

基础在垂直方向穿过所述阻滑限位结构，所述立柱在垂直方向穿过所述阻滑导向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

网囊采用双层网形式，互为备用；所述结构环由内连接环与外连接环组成，所述内连接环与

所述外连接环分别与两套所述柔性网囊下端部部连接；所述环形浮式结构物由内浮环与外

浮环组成，所述内浮环与所述外浮环之间连接有拉结缆，所述内浮环与所述外浮环分别与

两套所述柔性网囊上端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

顶部设置有警示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箱

框架采用四面体结构或圆柱体结构或棱柱体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

上端部通过设置于水面以上，可为网箱浮出水面操作提供限位轨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网箱，其特征在于所述阻滑

基础在网箱拖航运输期间可临时与网箱框架固定，达到安装位置后解除临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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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网箱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下养殖的网箱装置，特别是关于一种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

网箱。

背景技术

[0003] 海洋牧场的发展离不开深海网箱养殖装备，深海网箱养殖装备涉及到网箱的抗浪

性能、饵料投喂、网衣清洗、监控及操作的便利性等诸多方面的工程问题。在深水海域中，风

浪一般较大。尤其是我国东海和南海处于台风多发区域，风浪对网箱养殖系统的影响尤其

明显。深海网箱的发展是挪威、美国、日本走在世界的前沿。

[0004] 挪威网箱的主要形式为HDPE材质的圆柱形网箱以及可下沉的张力腿式网箱。圆柱

形网箱的优点是成本低、结构简单、操作便捷，缺点是容积损失较高、操作平台区域有限、需

配套工作船只及设备、恶劣天气操作困难；张力腿式网箱的优点是箱体结构简单、抗风浪能

力强、可在开放海域作业、锚泊系统占地面积小、风浪大时,  网箱会自动下沉，缺点是成本

高、没有操作平台、操作困难、锚泊系统安装复杂、需配套工作船只与水下自动投饵系统。

[0005] 美国网箱的主要形式为蝶形网箱以及球形网箱。蝶形网箱的优点是整体性好、容

积保持率高、抗风浪能力强、锚泊简单、网箱可拖移便捷，缺点是成本高、因面积有限不能很

有效的投喂饵料，操作时需要较多的配套设备；球形网箱优点是网衣不易变形、容积保持率

高、铝管框架结构轻便、强度高、形状为球形、体积大、用料省、网箱可以旋转、可实现自冲

洗，缺点是成本较高、框架结构较复杂、需防腐处理和维护、需熟练工人正确操作。

[0006] 日本网箱的主要形式为浮绳式网箱。浮绳式网箱由绳索、箱体、浮子及铁锚等构

成，是一个柔韧性结构，可以随风浪的波动而起伏，网箱是一个六面封闭的箱体，不易被风

浪淹没而使鱼逃逸。该网箱优点是成本低、方形箱体结构简单、制做容易、可根据海况调整

结构，缺点是柔性绳框架抗流能力弱、容积损率高、无操作平台，操作时需配套工作船只。

[0007] 深海养殖是全世界渔业的重要产业，相比于世界养殖大国，我国水产养殖生产方

式粗放，受外部水域环境恶化与内部水质劣化的影响，内陆和沿海近岸的养殖空间受到挤

压，养殖产品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走向深远海是推进我国渔业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目前我国深水网箱存在的最大缺点是抗浪、抗流能力差，网箱内的水流环境不适于养殖鱼，

缺少配套的技术与设施设备。

[0008] 本专利申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网箱。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点，而提供一种适用于底层水

体养殖的坐底网箱。该网箱具备导流及挡流能力，可有效减小风浪和海流对养殖鱼类的影

响；可适应用于土质较差且海况条件恶劣的海域环境；网衣更换、维护方便，可将作业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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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到水面以上，节省水下作业增加的成本；增加网箱有效空间，提高养殖鱼类的品质；可实

现规模化、智能化养殖。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由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一种适用于底层水体养殖的坐底网箱，包括阻滑基础、网箱框架、网体系统和水面浮体

系统，

所述阻滑基础由筒型基础与立柱构成，所述筒型基础的顶部与所述立柱的底部连接；

所述网箱框架主体为可独立承受载荷的框架结构，所述网箱框架底部设置有浮管，所

述框架结构端部分别设置有所述抗滑阻基础的支撑结构，包括阻滑限位结构和阻滑导向结

构，所述网箱框架顶部设置有与所述网体系统连接的结构环；

所述网体系统，由安装在所述网箱框架底部的底网、安装在所述网箱框架侧部的侧网、

安装在所述网箱框架顶部的顶网以及柔性网囊组成；

所述水面浮体系统，由环形浮式结构物构成。

[0011] 所述筒型基础在垂直方向穿过所述阻滑限位结构，所述立柱在垂直方向穿过所述

阻滑导向结构。

[0012] 所述柔性网囊采用双层网形式，互为备用；所述结构环由内连接环与外连接环组

成，所述内连接环与所述外连接环分别与两套所述柔性网囊下端部部连接；所述环形浮式

结构物由内浮环与外浮环组成，所述内浮环与所述外浮环之间连接有拉结缆，所述内浮环

与所述外浮环分别与两套所述柔性网囊上端部连接。

[0013] 所述立柱顶部设置有警示装置。

[0014] 所述网箱框架采用四面体结构或圆柱体结构或棱柱体结构。

[0015] 所述立柱上端部通过设置于水面以上，可为网箱浮出水面操作提供限位轨道。

[0016] 所述阻滑基础在网箱拖航运输期间可临时与网箱框架固定，达到安装位置后解除

临时固定。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网箱可坐底进行养殖操作，设备或网箱设施需要进行维护保养时可浮出水面操作；

坐底网箱利用底层水体养殖，特别适用于冷水团等冷水海域资源的养殖；

坐底网箱利用底层水体养殖，大部分网箱设施位于水下接近泥面的位置，可以减小恶

劣海况对鱼和网箱的影响，适合对水质点运动要求较小的鱼类的养殖；

网箱具备导流及挡流能力，通过调整底部网片的网目尺寸实现减流目的，减小风浪和

海流对养殖鱼类的影响；

网箱可浮出水面，网衣的更换和维护方便，将作业面设计到水面以上，节省水下作业增

加的成本；

通过柔性网囊连接水面浮体结构，网箱可更好的适应潮位变化及恶劣海况条件；

根据水深条件，以典型的尺寸（宽45m,长45m）计算，有效养殖水体达4万立方米，相当于

传统的HDPE网箱（1000立方米）40个，从而实现规模化养殖；同时配合养殖工船或中心平台

养殖作业，采用远程控制和投喂等养殖管理，实现规模化、智能化养殖，提升经济效益。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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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1为本发明立面视图A；

图2为本发明立面视图B；

图3为本发明俯视图；

图4为本发明侧断面（网体系统）视图；

图5为本发明结构环俯视图；

图6为本发明水面浮体系统俯视图；

图7为本发明浮出水面操作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拖航运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1] 如图1-4所示，本发明包括阻滑基础1、网箱框架2、网体系统3和水面浮体系统4。

[0022] 阻滑基础1由筒型基础1-1和立柱1-2组成，立柱1-2可伸出水面以上，顶部可安装

警示灯等设备；筒型基础1-1的顶部与立柱1-2的底部连接，警示灯1-3安装在立柱1-2的顶

部；筒型基础1-1在垂直方向穿过网箱框架2上的阻滑限位结构2-4，实现约束水平位移达到

阻滑的目的；立柱1-2在垂直方向上穿过阻滑导向结构2-3，并在阻滑导向结构2-3内上下滑

动；警示灯1-3起警示作用用以保证网箱设施的安全。

[0023] 如图7所示，阻滑基础1的立柱1-2上端伸出水面，可以为网箱的后续浮出水面操作

提供限位轨道，以限制网箱的水平位置。当网箱不需要提供浮出水面的操作时，阻滑基础1

可以不必设置立柱。

[0024] 网箱框架2主体为能独立承受荷载作用的框架结构2-2，框架结构2-2底部两侧为

两根浮管2-1，浮管2-1可通过注水和排水实现下潜和上浮，拖航运输时浮管内不注水，可为

网箱设施提供浮力；运输到位后，通过向浮管2-1中注水即可实现下潜，最后通过贯入阻滑

基础1完成安装，在网箱的后期运营和维保时，可根据需要对两根浮管2-1排水，使网箱整体

浮出水面便于对网体系统及相关设备进行维修保养；框架结构2-2由钢结构构件制成，成四

面体形式构成网箱养殖空间的轮廓，框架结构2-2四个角设有阻滑基础的支撑结构，从下往

上依次包括阻滑限位结构2-4和阻滑导向结构2-3；如图5所示，在网箱框架2顶部构造有两

个八边形的结构环用于网体连接，分别是内连接环2-5和外连接环2-6。其中内连接环2-5与

柔性网囊3-4的下端部与连接，外连接环2-6与柔性网囊3-5的下端部连接。

[0025] 网箱框架2通过四个阻滑基础1锚固在海床上，阻滑基础的数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对于土质和海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不需要安装阻滑基础。

[0026] 如图8所示，阻滑基础1在拖航运输期间可以临时固定在网箱框架2上，在达到安装

位置后再解除临时固定并放下。

[0027] 网体系统3为由多片网衣组成的网体系统，呈封闭网兜形状，由安装在网箱框架2

底部的底网3-1、安装在网箱框架2侧部的侧网3-2、安装在网箱框架2顶部的顶网3-3、柔性

网囊3-4与柔性网囊3-5组成。柔性网囊3-4和柔性网囊3-5的上端部分别与水面浮体系统4

的内浮环4-1和外浮环4-2连接，构成一个下端部部呈现四边形、网笼腰部呈现八边形、网体

上口呈现圆形的系统，形成鱼类养殖空间。柔性网囊3-4和柔性网囊3-5互为备用，实现双层

网的安全功能，以防止水面附近漂浮物等的破坏，柔性网囊能适应潮位的变化，且能适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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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恶劣的海况条件。

[0028] 如图6所示，水面浮体系统4由环形浮式结构物构成，环形浮式结构物包括内浮环

4-1、外浮环4-2及其相互之间的若干根拉结缆4-3组成。内浮环4-1具备足够的浮力，与柔性

网囊3-4的上端部连接，起到吊挂柔性网囊3-4的作用，外浮环4-2具备足够的浮力，并与柔

性网囊3-5的上端部连接，起到吊挂柔性网囊3-5的作用。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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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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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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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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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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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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