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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

统，包括与锚泊基础通过锚链连接的传统网箱，

传统网箱，传统网箱包括网箱框架，网箱框架下

设有侧网及其底部密闭底网构成的网衣，网衣下

端间隔悬挂有沉子，网衣上的竖向力纲内侧绑定

有多个间隔分布的底网固定框，各个底网固定框

上分别绑定不同扇形弧度的新增底网，每个新增

底网的底网框架绑定在对应底网固定架上部，每

个下方新增底网有一部分面积不会被上部新增

底网遮住。本发明底网框架与底网固定框均为刚

性圆环管，不会使侧网向中部聚拢，反而对维护

网衣的容积率有利；下部新增底网大于上部新增

底网的扇形弧度所对应底网面积，从而使各个底

网均有独立的喂养空间，不会造成养殖鱼进食时

的拥挤与喂养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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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包括与锚泊基础通过锚链连接的传统网箱，传统网

箱包括网箱框架，网箱框架下设有侧网及其底部密闭底网构成的网衣，网衣下端间隔悬挂

有沉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网衣上的竖向力纲内侧绑定有多个间隔分布的底网固定框，各个

底网固定框上分别绑定不同扇形弧度的新增底网，每个新增底网的底网框架绑定在对应底

网固定框上部，每个下方新增底网有一部分面积不会被相邻上部新增底网遮住；

所述的底网固定框主体为一刚性圆环管，圆环管外轮廓直径与侧网直径相等，圆环管

的内侧设有多个间隔分布的防脱钩；

所述的底网框架为一刚性圆环管，其管径与底网固定框的圆环管管径相同，外轮廓直

径等于底网固定框上圆环管的外轮廓直径减去圆环管管径的一半；

所述的底网框架内部按不同相交角度在一直径方向与一半径方向焊接直圆管，并以直

圆管与圆环管为边界绑定网衣形成不同扇形弧度的底网；

所述的网箱系统的各个新增底网中，从上到下新增底网的扇形弧度逐渐增大，且安装

时使每个下方新增底网有一部分面积不会被相邻上部新增底网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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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海水养殖网箱，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

[0003] 背景技术：

[0004] 一般地，网箱的网衣按位置关系可分为侧网与底网，侧网与底网相互连接成一体

构成封闭的养殖空间，如附图1所示。可见，传统网箱中只有一个底部密闭底网。

[0005] 不同的养殖鱼类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如鲆、鲽等底栖类鱼主要以平躺于网箱网

具底部为主，而传统网箱只有一个底网，其面积有限无法满足更多的鲆、鲽类鱼平躺，使网

箱中部的大量水体几乎被空闲，造成不合理的浪费。中国专利授权公告号CN1217573C公布

了一种多层次结构网箱，其由多层套筒式或多层水平层叠式网片结构组成，能够合理有效

的利用网箱的水体空间，可以扩大养殖量。该技术提出的横向水平层叠式多层网具，是在外

围网具内部的纵向方向上设置多层网片，在网片的中间区域设置起加强支撑和配重作用的

配重圈，中间有一定的通孔，每层网片和外围网具采用绳索联接的方法加以固定，其局限性

在于：每层网片和外围网具采用绳索联接，是一种柔性连接方法，在网片中部配重圈的作用

下会把柔性的外围网向中部拉拢，使外网向内聚拢，压缩了养殖空间，降低了网箱的容积

率；各水平层叠式网具通过中部的通孔形成互通，喂食时，饲料沿着有限的中部通孔向下沉

淀，无法在各水平层网片中停留，使各层的养殖鱼在有限的中部通孔争食，容易造成拥挤与

喂养不均匀，位置较低、体质较弱的养殖鱼难以合理、有效的进行喂养。

[0006] 可见，有必要发展分布合理的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

[0007]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问题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

统，各个底网与侧网连接后不会使侧网向中部聚拢，且每个底网均有一部分面积不会被上

部底网遮住，空间布置合理，方便饲料投送。

[0009]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0] 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包括与锚泊基础通过锚链连接的传统网箱，传统网箱

包括网箱框架，网箱框架下设有侧网及其底部密闭底网构成的网衣，网衣下端间隔悬挂有

沉子，其特征在于：所述网衣上的竖向力纲内侧绑定有多个间隔分布的底网固定框，各个底

网固定框上分别绑定不同扇形弧度的新增底网，每个新增底网的底网框架绑定在对应底网

固定框上部，每个下方新增底网有一部分面积不会被相邻上部新增底网遮住。

[0011] 所述的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网固定框主体为一刚性

圆环管，圆环管外轮廓直径与侧网直径相等，圆环管的内侧设有多个间隔分布的防脱钩。

[0012] 所述的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网框架为一刚性圆环管，

其管径与底网固定框的圆环管管径相同，外轮廓直径等于底网固定框上圆环管的外轮廓直

径减去圆环管管径的一半。

[0013] 所述的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网框架内部按不同相交

角度在一直径方向与一半径方向焊接直圆管，并以直圆管与圆环管为边界绑定网衣形成不

同扇形弧度的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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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的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网箱系统的各个新增底网

中，从上到下新增底网的扇形弧度逐渐增大，且安装时使每个下方新增底网有一部分面积

不会被相邻上部新增底网遮住。

[001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16] 1、本发明新增底网的底网框架绑定在底网固定框上，底网框架与底网固定框均为

刚性圆环管，其使新增底网呈平直状态，各底网难以产生褶皱与塌陷，满足平躺于网箱网具

底部为主的底栖类鱼的养殖需要；

[0017] 2、本发明底网框架与底网固定框均为刚性圆环管，其不会使侧网向中部聚拢，反

而对维护网衣的容积率有利；

[0018] 3、本发明安装时使下部新增底网大于上部新增底网的扇形弧度所对应的底网面

积不会被上部底网沿铅垂方向遮住，从而使各个底网均有独立的喂养空间，不会造成养殖

鱼进食时的拥挤与喂养不均匀；

[0019] 4、本发明从网箱底部向上看，各底网的面积逐渐减小，视野逐渐开阔，方便养殖鱼

在由各底网分隔成的养殖空间中自由迁移与游动；

[0020] 5、本发明可根据作业需要，拆除各加装的底网，移除底网固定框，此时网箱即还原

为传统的网箱系统状态。

[0021]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传统网箱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弧度为180º的底网俯视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的弧度为225º的底网俯视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的弧度为270º的底网俯视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的弧度为315º的底网俯视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的底网固定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的底网固定框与底网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为本发明的底网固定框与底网框架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0] 图9为本发明增设两层底网的底网固定框布置示意图。

[0031] 图10为本发明增设两层底网的安装示意图。

[0032] 图11为本发明增设两层底网后的所有底网位置示意图。

[0033] 图12为本发明增设两层底网后的所有底网位置关系示意图。

[0034] 图13为本发明增设两层底网后隐藏原底网的网箱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4为本发明增设两层底网后的网箱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5为本发明增设四层底网的底网固定框布置示意图。

[0037] 图16为本发明增设四层底网的安装示意图。

[0038] 图17为本发明增设四层底网后的所有底网位置示意图。

[0039] 图18为本发明增设四层底网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0040] 图19为本发明增设四层底网后隐藏原底网的网箱结构示意图。

[0041] 图20为本发明增设四层底网后的网箱结构示意图。

[0042] 附图标记说明：1、网箱框架；2、侧网；3、沉子；4、底网框架；5、180º底网；6、225º底

网；7、270º底网；8、315º底网；9、底网固定框；10、防脱钩；11、绳索；12、竖向力纲；13、环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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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14、底部密闭底网。

[0043]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参见附图（锚泊基础与网箱系统通过锚链连接为现有技术，附图中未标示）：

[0045] 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包括与锚泊基础通过锚链连接的传统网箱，网箱框架

1、由侧网1与底部密闭底网14组成的网衣，网衣下端间隔悬挂有沉子3，网衣上的竖向力纲

12上均匀间隔的绑定多个底网固定框9，基于绳索11均匀的把不同扇形弧度的新增底网的

底网框架4绑定在底网固定框9上，并使下部的底网有一部分面积不会被上部的底网遮住，

由此构成具有多个底网的网箱系统。

[0046] 底网固定框9主体为一刚性圆环管，圆环管的外轮廓直径与侧网2的直径相等，圆

环管的内侧均匀、对称焊接多个防脱钩10，如图6所示。

[0047] 一般地，网衣上的侧网中布设有承受网箱主要作用力的钢索，被称为“力纲”，按位

置关系分为竖向力纲12与环向力纲13。底网固定框9均匀的绑定在网箱竖向力纲12上，如图

9与图15所示。

[0048] 底网框架4为一刚性圆环管，其管径与底网固定框9的圆环管管径相同，底网框架4

上圆环管的外轮廓直径等于底网固定框9上圆环管的外轮廓直径减去圆环管管径的一半。

可见，底网框架4的外轮廓直径略小于底网固定框9的外轮廓直径，但两者仍有圆环管管径

一半的位置相互重叠，该设计方案使底网框架4能方便、安全的与底网固定框9相互绑定与

连接。

[0049] 基于多个绳索11均匀的把不同扇形弧度的新增底网的底网框架4绑定在底网固定

框9上，如图7与图8所示。防脱钩10的尾部呈向上翘起的半圆环状，该圆环的内径大于底网

框架4的圆环管管径。防脱钩10作用在于：当绑定底网框架4与底网固定框9之间的部分绳索

11发生松动与失效时，由于防脱钩10的物理阻拦不会造成底网框架4滑离底网固定框9，有

效维护新增底网的稳定性。

[0050] 底网框架与底网固定框均为刚性圆环管，其使新增底网呈平直状态，各底网难以

产生褶皱与塌陷，满足平躺于网箱网具底部为主的底栖类鱼的养殖需要。底网框架与底网

固定框均为刚性圆环管，其不会使侧网向中部聚拢，反而对维护网衣的容积率有利。

[0051] 底网框架4内部按不同相交角度在一直径方向与一半径方向焊接直圆管，并以直

圆管与圆环管为边界绑定网衣形成不同扇形弧度的底网。即底网框架4内部一直径方向上

焊接一直圆管，其两端与圆环管内侧焊接相连；再沿一半径方向焊接一直圆管，其一端与圆

环管内侧焊接相连，另一端与直径方向的直圆管中心点焊接相连。直径方向与半径方向直

圆管的夹角可根据需要进行设定。如图2~图5表示了扇形弧度分别为180º、225º、270º、315º

的底网。当然，也可制作其它扇形弧度的底网供选用。

[0052] 网箱系统的各个新增底网中，从上到下底网的扇形弧度逐渐增大，且安装时使下

部底网大于上部底网的扇形弧度所对应的底网面积不会在铅垂方向被上部底网遮住。该设

计方案使各个底网均有独立的喂养空间，不会造成养殖鱼进食时的拥挤与喂养不均匀。即

每个底网均有一部分面积直达水面，方便进行分区域喂食。从网箱底部向上看，各底网的面

积逐渐减小，视野逐渐开阔，方便养殖鱼在由各底网分隔成的养殖空间中自由迁移与游动。

[0053] 如图9~图14表示了一种新增180º底网5与270º底网7的结构示意图，其中270º底网

7有扇形弧度90º的面积不会被180º底网5遮住(详见图12)；如图15~图20表示了一种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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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º底网5、225º底网6、270º底网7、315º底网8的结构示意图，其中225º底网6有扇形弧度45

º的面积不会被180º底网5遮住，270º底网7有扇形弧度45º的面积不会被225º底网6遮住，

315º底网8有扇形弧度45º的面积不会被270º底网7遮住(详见图18)。

[0054] 传统网箱的网衣按位置关系可分为侧网2与底部密闭底网14，侧网2与底部密闭底

网14相互连接成一体构成封闭的养殖空间，其只有一个底网，如附图1所示。而采用本发明

所提技术对网箱新增多个底网后，网箱底网的总面积可增加数倍。

[0055] 也可根据作业需要，对网箱系统拆除各加装的底网，移除底网固定框，此时网箱即

还原为传统的网箱系统状态。

[0056] 可根据实际需要增设不同数量与不同扇形弧度组合的底网，下面介绍两种实施

例。

[0057] 实施例1：如图9~图14所示，属于网箱系统新增180º底网5与270º底网7的情况。在

网箱侧网的竖向力纲12均匀的绑定两个底网固定框9（如图9所示），再在上部的底网固定框

9上绑定180º底网5，在下部的底网固定框9上绑定270º底网7，并使270º底网7有扇形弧度90

º的面积不会被180º底网5遮住，如图10~图12所示。网箱新增180º底网5与270º底网7后的结

构示意图如图14所示。

[0058] 本实施例中，底网的总面积是原传统网箱底网面积的2.25倍。

[0059] 实施例2：如图15~图20所示，属于网箱系统新增180º底网5、225º底网6、270º底网

7、315º底网8的情况。在网箱侧网的竖向力纲12均匀的绑定四个底网固定框9（如图15所

示），再在底网固定框9从上到下依次上绑定180º底网5、225º底网6、270º底网7、315º底网8，

并使225º底网6有扇形弧度45º的面积不会被180º底网5遮住、270º底网7有扇形弧度45º的

面积不会被225º底网6遮住、315º底网8有扇形弧度45º的面积不会被270º底网7遮住，如图

16~图19所示。网箱新增四个底网后的结构示意图如图20所示。

[0060] 本实施例中，底网的总面积是原传统网箱底网面积的3.75倍。

[0061] 按照上述思路，网箱系统还可增设其它不同数量与不同扇形弧度组合的底网，还

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实施例方式，此处不再穷举。

[0062] 附图中仅展示了圆形浮式网箱增设底网的情况，按照所提思路，也可在其它形状

的网箱中增设底网，其属于本技术的等效修改与变更，此处不再赘述。

[0063] 附图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为了更好说明本实施例，附

图某些部件会有省略、放大或缩小，并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尺寸；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

附图中某些公知结构及其说明可能省略是可以理解的；相同或相似的标号对应相同或相似

的部件；附图中描述位置关系的用语仅用于示例性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专利的限制。

[0064]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具体实施方式，根据上述内容，按照本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

和惯用手段，在不脱离本发明上述基本技术思想前提下，本发明还可以做出其它多种形式

的等效修改、替换或变更，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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