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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水产养殖增氧颗粒的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
盖帽，
所
种水产养殖增氧颗粒的装置，
包括筒体、
述盖帽位于所述筒体的上方，
与所述筒体螺纹连
接，
所述第一长槽内设有第一挡板，
所述第二长
槽内设有第二挡板，
所述第三长槽内设有第三挡
板，
所述第四长槽内设有第四挡板，
所述第五长
槽内设有第五挡板，
所述第六长槽内设有第六挡
板，
所述第一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一挡板的两
侧，
所述第二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二挡板的两
侧，
所述第三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三挡板的两
侧，
所述第一挡板与所述筒体之间设有第一区颗
粒，
所述第一挡板与第二挡板之间设有第二区颗
粒，
所述第二挡板与第三挡板之间设有第三区颗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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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水产养殖增氧颗粒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筒体、盖帽，
所述盖帽位于所述筒
体的上方，
与所述筒体螺纹连接，
所述筒体内设有第一长槽、第二长槽、第三长槽、第四长
槽、第五长槽、第六长槽，
所述第一长槽内设有第一挡板，
所述第二长槽内设有第二挡板，
所
述第三长槽内设有第三挡板，
所述第四长槽内设有第四挡板，
所述第五长槽内设有第五挡
板，
所述第六长槽内设有第六挡板，
所述筒体内部下底面设有第一限位凸台，
所述第一限位
凸台位于所述第一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筒体内部下底面设有第二限位凸台，
所述
第二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二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筒体内部下底面设有第三限位
凸台，
所述第三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三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筒体内部下底面设有
第四限位凸台，
所述第四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四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筒体内部下
底面设有第五限位凸台，
所述第五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五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筒
体内部下底面设有第六限位凸台，
所述第六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六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
置，
所述第一挡板与所述筒体之间设有第一区颗粒，
所述第一挡板与第二挡板之间设有第
二区颗粒，
所述第二挡板与第三挡板之间设有第三区颗粒，
所述第三挡板与第四挡板之间
设有第四区颗粒，
所述第四挡板与第五挡板之间设有第五区颗粒，
所述第五挡板与第六挡
板之间设有第六区颗粒，
所述第六挡板与筒体之间设有第七区颗粒，
所述第一区颗粒与第
七区颗粒体积相等，
所述第二区颗粒与第六区颗粒体积相等，
所述第三区颗粒与第五区颗
粒体积相等，
所述第四区颗粒体积大于所述第三区颗粒体积，
所述第三区颗粒体积大于所
述第二区颗粒体积，
所述第二区颗粒体积大于所述第一区颗粒体积，
所述第一挡板与第六
挡板等长，
所述第二挡板与第五挡板等长，
所述第三挡板与第四挡板等长，
所述第三挡板长
于所述第二挡板，
所述第二挡板长于所述第一挡板。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增氧颗粒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挡板与
第二挡板相差1cm，
所述第二挡板与第三挡板相差2cm。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增氧颗粒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区颗粒
与第二区颗粒直径相差1mm，
所述第二区颗粒与第三区颗粒直径相差2mm，
所述第三区颗粒
与第四区颗粒直径相差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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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产养殖增氧颗粒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水产养殖增氧颗粒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产养殖增氧颗粒广泛应用于高温期季节，
尤其是恶劣天气，
不仅可以预防水体
缺氧，
还可以对缺氧的水体进行急救，
其含氧量是普通增氧物质的3-5倍，
使用后，
效力持续
3天以上，
定期使用，
可以弥补增氧机供氧不足，
还可以改良水质，
增氧颗粒使用后，
无毒、
无
残留、
无公害，
是健康养殖必备的多功能绿色产品。
目前的水产养殖增氧颗粒按照颗粒的体
积大小分成不同型号，
每个型号的产品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水体，
而实际使用中由于是季节
性使用，
使用量不大，
剩余的增氧颗粒很容易变质，
而导致无法使用，
浪费资源，
增加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水产养殖增氧颗粒的装置，
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使用量
较小，
剩余产品容易变质的问题。
[0004]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本发明提供一种水产养殖增
氧颗粒的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筒体、
盖帽，
所述盖帽位于所述筒体的上方，
与所述筒体螺
纹连接，
所述筒体内设有第一长槽、第二长槽、第三长槽、第四长槽、第五长槽、第六长槽，
所
述第一长槽内设有第一挡板，
所述第二长槽内设有第二挡板，
所述第三长槽内设有第三挡
板，
所述第四长槽内设有第四挡板，
所述第五长槽内设有第五挡板，
所述第六长槽内设有第
六挡板，
所述筒体内部下底面设有第一限位凸台，
所述第一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一挡板的
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筒体内部下底面设有第二限位凸台，
所述第二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
二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筒体内部下底面设有第三限位凸台，
所述第三限位凸台位
于所述第三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筒体内部下底面设有第四限位凸台，
所述第四限
位凸台位于所述第四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筒体内部下底面设有第五限位凸台，
所
述第五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五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筒体内部下底面设有第六限
位凸台，
所述第六限位凸台位于所述第六挡板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所述第一挡板与所述筒
体之间设有第一区颗粒，
所述第一挡板与第二挡板之间设有第二区颗粒，
所述第二挡板与
第三挡板之间设有第三区颗粒，
所述第三挡板与第四挡板之间设有第四区颗粒，
所述第四
挡板与第五挡板之间设有第五区颗粒，
所述第五挡板与第六挡板之间设有第六区颗粒，
所
述第六挡板与筒体之间设有第七区颗粒，
所述第一区颗粒与第七区颗粒体积相等，
所述第
二区颗粒与第六区颗粒体积相等，
所述第三区颗粒与第五区颗粒体积相等，
所述第四区颗
粒体积大于所述第三区颗粒体积，
所述第三区颗粒体积大于所述第二区颗粒体积，
所述第
二区颗粒体积大于所述第一区颗粒体积，
所述第一挡板与第六挡板等长，
所述第二挡板与
第五挡板等长，
所述第三挡板与第四挡板等长，
所述第三挡板长于所述第二挡板，
所述第二
挡板长于所述第一挡板。
[0005] 所述第一挡板与第二挡板相差1cm，
所述第二挡板与第三挡板相差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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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第一区颗粒与第二区颗粒直径相差1mm，
所述第二区颗粒与第三区颗粒直径
相差2mm，
所述第三区颗粒与第四区颗粒直径相差3mm。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08] 1本技术方案通过在筒体内设置挡板，
可以将不同体积的增氧颗粒隔离放置，
从而
可以实现一个筒体内盛放多种体积的增氧颗粒，
以适用于不同类型水体，
由于一个筒体内
盛放同种体积的增氧颗粒数量减少，
避免剩下的增氧颗粒发生变质，
同时购买一个筒体可
以实现不同水体的需要，
节约了成本。
[0009] 2长槽的设置可以对挡板起快速限位作用，
安装、
拆卸非常方便。
[0010] 3限位凸台可以对挡板起支撑作用，
增加筒体与挡板的受力面积，
避免挡板与长槽
之间受力过大，
出现折断。
[0011] 4挡板的长度不等，
可以区分内部存放增氧颗粒的体积大小，
还可以在挡板上涂上
不同颜色，
从而区分不同型号的增氧颗粒。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14] 图中：
1-筒体，
2-盖帽，
3-第一长槽，
4-第二长槽，
5-第三长槽，
6-第四长槽，
7-第五
长槽，
8-第六长槽，
9-第一挡板，
10-第二挡板，
11-第三挡板，
12-第四挡板，
13-第五挡板，
14-第六挡板，
15-第一区颗粒，
16-第二区颗粒，
17-第三区颗粒，
18-第四区颗粒，
19-第五区
颗粒体，
20-第六区颗粒，
21-第七区颗粒，
22-第一限位凸台，
23-第二限位凸台，
24-第三限
位凸台，
25-第四限位凸台，
26-第五限位凸台，
27-第六限位凸台。
[0015] 实施例：
[0016] 本实施例包括筒体1、
盖帽2，
盖帽2位于筒体1的上方，
与筒体1螺纹连接，
筒体1内
设有第一长槽3、第二长槽4、第三长槽5、第四长槽6、第五长槽7、第六长槽8，
第一长槽内3设
有第一挡板9，
第二长槽4内设有第二挡板10，
第三长槽5内设有第三挡板11，
第四长槽6内设
有第四挡板12，
第五长槽7内设有第五挡板13，
第六长槽内8设有第六挡板14，
筒体1内部下
底面设有第一限位凸台22，
第一限位凸台22位于第一挡板9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筒体1内部
下底面设有第二限位凸台23，
第二限位凸台23位于第二挡板10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筒体1
内部下底面设有第三限位凸台24，
第三限位凸台24位于第三挡板11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筒
体1内部下底面设有第四限位凸台25，
第四限位凸台25位于第四挡板12的两侧，
且对称设
置，
筒体1内部下底面设有第五限位凸台26，
第五限位凸台26位于第五挡板13的两侧，
且对
称设置，
筒体1内部下底面设有第六限位凸台27，
第六限位凸台27位于第六挡板14的两侧，
且对称设置，
第一挡板9与筒体1之间设有第一区颗粒15，
第一挡板9与第二挡板10之间设有
第二区颗粒16，
第二挡板10与第三挡板11之间设有第三区颗粒17，
第三挡板11与第四挡板
12之间设有第四区颗粒18，
第四挡板12与第五挡板13之间设有第五区颗粒19，
第五挡板13
与第六挡板14之间设有第六区颗粒20，
第六挡板14与筒体1之间设有第七区颗粒21，
第一区
颗粒15与第七区颗粒21体积相等，
第二区颗粒16与第六区颗粒20体积相等，
第三区颗粒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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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五区颗粒19体积相等，
第四区颗粒18体积大于第三区颗粒17体积，
第三区颗粒17体积
大于第二区颗粒16体积，
第二区颗粒16体积大于第一区颗粒15体积，
第一挡板9与第六挡板
14等长，
第二挡板10与第五挡板13等长，
第三挡板11与第四挡12板等长，
第三挡板11长于第
二挡板10，
第二挡板10长于第一挡板9。
[0017] 第一挡板9与第二挡板10相差1cm，
第二挡板10与第三挡板11相差2cm。
[0018] 第一区颗粒15与第二区颗粒16直径相差1mm，
第二区颗粒16与第三区颗粒17直径
相差2mm，
第三区颗粒17与第四区颗粒18直径相差3mm。
[0019]
利用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
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
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
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
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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