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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

的管道框架浮鱼礁，属于海洋牧场人工鱼礁技术

领域，包括HDPE管道，HDPE管道呈矩形排列，且相

邻的HDPE管道之间连接有外围网，HDPE管道底部

连接至少根缆绳，缆绳下端的交接处连锁链，锁

链底部连接有锚块。本实用新型浮鱼礁能有效的

为鱼类提供产卵和保育空间，有利于海水的交换

与幼鱼的进入，还防止鱼类争夺食物和同类吞食

造成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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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包括HDPE管道（1），其特征在于：所述

HDPE管道（1）呈矩形排列，且相邻的HDPE管道（1）之间连接有外围网（7），所述HDPE管道（1）

底部连接至少4根缆绳（4），所述缆绳（4）下端的交接处连锁链（9），所述锁链（9）底部连接有

锚块（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其特征在于：所

述锁链（9）上连接有3-5块配重块（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其特征在于：所

述HDPE管道（1）内部通过内隔离网（2）分隔成若干个空间，每片所述内隔离网（2）的网格大

小不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其特征在于：所

述内隔离网（2）的顶部与底部设有浮球（3），所述内隔离网（2）顶部的浮球（3）为荧光浮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其特征在于：所

述HDPE管道（1）外侧的外围网（7）上设有藻类孢子播种器（8），所述藻类孢子播种器（8）包括

浮力瓶（84），所述浮力瓶（84）端部密封连接有橡胶套（81），所述浮力瓶（84）内部通过薄铁

片（82）隔成三层容纳腔（85），所述容纳腔（85）内部存放有藻类孢子（8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其特征在于：所

述锚块（6）为上小下大的梯形结构且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为多面体框架结构，下面为实心

铁块（6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其特征在于：所

述多面体框架结构由若干铁杠（64）焊接而成，所述铁杠（64）顶部固接有挡板（62），所述挡

板（62）表面开设有对称的矩形通槽（61），所述挡板（62）中部设有中心锚环（66），所述实心

铁块（65）上表面开设有海藻孢子基底（63），所述海藻孢子基底（63）内部设有若干孢子存储

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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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海洋牧场人工鱼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

的管道框架浮鱼礁。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海洋牧场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原理，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措

施，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生长、繁殖、索饵或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

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海洋牧场建设作为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

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金钥匙，是转变海洋渔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探索，也是促进海洋经济发

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尽管目前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已初具规模，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显著，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基础研究不足的问题，制约着海洋牧

场的建设。

[0003] 我国南方渔场海域是长江、钱塘江、瓯江和珠江等的出海口，从陆上带来了丰富的

饵料，尤其是东海海域在台湾暖流和黄海沿岸流的交汇处，水温和盐分都适用鱼类生长和

繁殖，是鱼类(头足类、甲壳类)重要的产卵场。南方海洋牧场环境因子不同于北方海域，并

且主要以鱼、虾、蟹、头足类等高级消费者为增养殖对象，因此海洋牧场建设的模式应以浮

式鱼礁、养殖筏式、养殖网箱等中上层人工生境构建为基础，增殖天然饵料、养殖藻场和创

造鱼类保育场，为鱼类产卵和幼体庇护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0004] 农业部印发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2017-2025)》中提出：截止到 

2025年，规划在东海区共建设20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包括2015-2016年已建情况)，形

成示范海域面积500多平方千米，其中：建设人工鱼礁区面积160平方千米，投放人工鱼礁

500多万空立方米。可见，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东海沿海地区海洋牧场的建设，而如何

选择浮鱼礁类型、确定投放布局、保证结构安全和材料安全、保证聚鱼和庇鱼效果是科学创

造鱼类产卵场和保育场的重要前提。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能有效

的为鱼类提供产卵和保育空间，有利于海水的交换与幼鱼的进入，还防止鱼类争夺食物和

同类吞食造成的伤亡。

[0006]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

道框架浮鱼礁，包括HDPE管道，HDPE管道呈矩形排列，且相邻的HDPE管道之间连接有外围

网，HDPE管道底部连接至少根缆绳，缆绳下端的交接处连锁链，锁链底部连接有锚块。浮鱼

礁主体由HDPE耐腐蚀、防附着材料热熔焊接的框架结构和网衣组成，透水性、生物附着性和

结构安全性比较好，浮鱼礁上部结构创新性的设计不同网格大小的内隔离网和外圈网，通

过内隔离网和外圈网将浮鱼礁的内部结构分隔成大小均一的空间，由于每片内隔离网的网

格大小不同，隔离成的内部空间能为不同个头大小的鱼类提供产卵和保育空间，能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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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鱼类争夺食物和同类吞食造成的伤亡。且有利于海水的交换及幼鱼的进入，保持鱼礁

内部海水的清洁和较高的含氧量，从而有利于幼鱼的生长。礁体结构整体性强，经济环保，

具有普及性、可群体投放性强。

[0007] 作为优选，锁链上连接有3-5块配重块。礁体下部由配重、锚块及缆绳对浮鱼礁进

行固定，可通过调整配重的数量来使浮鱼礁适应不同的水深环境，避免在水体流速过快时

浮鱼礁的晃动幅度过大。

[0008] 作为优选，HDPE管道内部通过内隔离网分隔成若干个空间，每片内隔离网的网格

大小不同。礁体上部分内嵌内隔离网和外圈网，通过内隔离网和外圈网将礁体的内部空间

分成大小均一的内部空间，作为不同个头大小鱼类的产卵及保育场所，礁体的通透性好，有

利于鱼礁内部海水的相互交换。

[0009] 作为优选，内隔离网的顶部与底部设有浮球，内隔离网顶部的浮球为荧光浮球。内

隔离网的上下两端设有的浮球会给上部浮鱼礁提供一定的浮力，上端的浮球为荧光浮球能

够便于晚上观察鱼礁具体位置，同时，又能在光源作用下，浮动的鱼礁容易被鱼类发现，引

起鱼类趋光集群，大量的鱼类则可通过滤食消耗掉大量有机碎屑、浮游植物，利用这一效应

可净化水质，减少赤潮发生机率。

[0010] 作为优选，HDPE管道外侧的外围网上设有藻类孢子播种器，藻类孢子播种器包括

浮力瓶，浮力瓶端部密封连接有橡胶套，浮力瓶内部通过薄铁片隔成三层容纳腔，容纳腔内

部存放有藻类孢子。将橡胶套充满氢气，该橡胶套不是很厚，再连同鱼礁、钢绳等装置一同

放入指定海域中，在下沉到一定高度时通过海底气压的影响橡胶套会炸裂，放置在最上层

的藻类孢子会散落至锚块表面或内部，藻类孢子在水中会迅速大面积繁殖，黏附于锚块表

面，能有效的改善鱼礁周边的环境，从而提高聚鱼的效果，薄铁片为球墨铸铁其厚度在

0.75mm在水中大概一年时间会被腐蚀，第二层容纳腔、第三层容纳腔内的藻类孢子会依次

排出。

[0011] 作为优选，锚块为上小下大的梯形结构且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为多面体框架结

构，下面为实心铁块。锚块选用梯形的结构设计且下面为实心铁块有利于锚块在水底的稳

定性，不会发生滑移，

[0012] 作为优选，多面体框架结构由若干铁杠焊接而成，铁杠顶部固接有挡板，挡板表面

开设有对称的矩形通槽，挡板中部设有中心锚环，实心铁块上表面开设有海藻孢子基底，海

藻孢子基底内部设有若干孢子存储腔。藻类孢子播种器将藻类孢子播出后大部分藻类孢子

会缓慢沉于海底，锚块顶部的挡板表面开设的矩形通槽可以将藻类孢子聚集至实心铁块的

海藻孢子基底内部，有利于藻类孢子快速生长，藻类孢子在海洋生态海洋生态环境中的作

用非常重要，能改善局部的水质，也是许多动物直接食用的食物来源，还有非常好的聚鱼作

用，减缓了鱼礁、锚块的腐蚀时间。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1)礁体上部分内嵌内隔离网和外圈

网，通过内隔离网和外圈网将礁体的内部空间分成大小均一的内部空间，作为不同个头大

小鱼类的产卵及保育场所，礁体的通透性好，有利于鱼礁内部海水的相互交换；2)礁体下部

由配重、锚块及缆绳对浮鱼礁进行固定，可通过调整配重的数量来使浮鱼礁适应不同的水

深环境；3)藻类孢子播种器能使藻类孢子在水中会迅速大面积繁殖，黏附于底层鱼礁表面，

能有效的改善鱼礁周边的环境；4)礁体结构整体性强，经济环保，具有普及性、可群体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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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

[0014] 本实用新型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提供了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

礁，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足。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外围网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内隔离网的俯视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藻类孢子播种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锚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说明：1  HDPE管道；2内隔离网；3浮球；4缆绳；5配重块；6锚块；61  矩形通

槽；62挡板；63海藻孢子基底；64铁杠；65实心铁块；66中心锚环；7外围网；8  藻类孢子播种

器；81橡胶套；82薄铁片；83藻类孢子；84浮力瓶；85容纳腔；9锁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2] 实施例1：

[0023] 如图1-5所示，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包括HDPE管道1，HDPE

管道1呈矩形排列，且相邻的HDPE管道1之间连接有外围网7，HDPE管道1底部连接至少  4根

缆绳4，缆绳4下端的交接处连锁链9，锁链9底部连接有锚块6。浮鱼礁主体由HDPE  耐腐蚀、

防附着材料热熔焊接的框架结构和网衣组成，透水性、生物附着性和结构安全性比较好，浮

鱼礁上部结构创新性的设计不同网格大小的内隔离网和外圈网，通过内隔离网和外圈网将

浮鱼礁的内部结构分隔成大小均一的空间，由于每片内隔离网的网格大小不同，隔离成的

内部空间能为不同个头大小的鱼类提供产卵和保育空间，能有效的防止鱼类争夺食物和同

类吞食造成的伤亡。且有利于海水的交换及幼鱼的进入，保持鱼礁内部海水的清洁和较高

的含氧量，从而有利于幼鱼的生长。礁体结构整体性强，经济环保，具有普及性、可群体投放

性强。

[0024] 锁链9上连接有4块配重块5。礁体下部由配重、锚块及缆绳对浮鱼礁进行固定，可

通过调整配重的数量来使浮鱼礁适应不同的水深环境，避免在水体流速过快时浮鱼礁的晃

动幅度过大。

[0025] HDPE管道1内部通过内隔离网2分隔成若干个空间，每片内隔离网2的网格大小不

同。礁体上部分内嵌内隔离网和外圈网，通过内隔离网和外圈网将礁体的内部空间分成大

小均一的内部空间，作为不同个头大小鱼类的产卵及保育场所，礁体的通透性好，有利于鱼

礁内部海水的相互交换。

[0026] 内隔离网2的顶部与底部设有浮球3，内隔离网2顶部的浮球3为荧光浮球。内隔离

网的上下两端设有的浮球会给上部浮鱼礁提供一定的浮力，上端的浮球为荧光浮球能够便

于晚上观察鱼礁具体位置，同时，又能在光源作用下，浮动的鱼礁容易被鱼类发现，引起鱼

类趋光集群，大量的鱼类则可通过滤食消耗掉大量有机碎屑、浮游植物，利用这一效应可净

化水质，减少赤潮发生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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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HDPE管道1外侧的外围网7上设有藻类孢子播种器8，藻类孢子播种器8包括浮力瓶

84，浮力瓶84端部密封连接有橡胶套81，浮力瓶84内部通过薄铁片82隔成三层容纳腔  85，

容纳腔85内部存放有藻类孢子83。将橡胶套充满氢气，该橡胶套不是很厚，再连同鱼礁、钢

绳等装置一同放入指定海域中，在下沉到一定高度时通过海底气压的影响橡胶套会炸裂，

放置在最上层的藻类孢子会散落至底层鱼礁表面或内部，藻类孢子在水中会迅速大面积繁

殖，黏附于锚块表面，能有效的改善鱼礁周边的环境，从而提高聚鱼的效果，薄铁片为球墨

铸铁其厚度在0.75mm在水中大概一年时间会被腐蚀，第二层容纳腔、第三层容纳腔内的藻

类孢子会依次排出。

[0028] 锚块6为上小下大的梯形结构且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为多面体框架结构，下面为

实心铁块65。锚块选用梯形的结构设计且下面为实心铁块有利于锚块在水底的稳定性，不

会发生滑移，

[0029] 多面体框架结构由若干铁杠64焊接而成，铁杠64顶部固接有挡板62，挡板62表面

开设有对称的矩形通槽61，挡板62中部设有中心锚环66，实心铁块65上表面开设有海藻孢

子基底63，海藻孢子基底63内部设有若干孢子存储腔。藻类孢子播种器将藻类孢子播出后

大部分藻类孢子会缓慢沉于海底，锚块顶部的挡板表面开设的矩形通槽可以将藻类孢子聚

集至实心铁块的海藻孢子基底内部，有利于藻类孢子快速生长，藻类孢子在海洋生态海洋

生态环境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能改善局部的水质，也是许多动物直接食用的食物来源，还有

非常好的聚鱼作用，减缓了鱼礁、锚块的腐蚀时间。

[0030] 实施例2：

[0031]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用于鱼类产卵和保育的管道框架浮鱼礁在实际实用时，可将本

浮鱼礁投入所需海域，投入的鱼礁有利于海水的交换及幼鱼的进入，保持鱼礁内部海水的

清洁和较高的含氧量，从而有利于幼鱼的生长，浮鱼礁会随着锚块6的重力下沉，刚下沉到

一定高度时浮鱼礁会悬于水中，可通过调整配重块5的数量来使浮鱼礁适应不同的水深环

境，同时浮鱼礁的HDPE管道1的顶部可以连接绳索，绳索连接岸边或某个固定装置进一步防

止下沉，由于在藻类孢子播种器8的最外侧为充气的橡胶套81在下沉到一定高度时通过海

底气压的影响橡胶套81会炸裂，放置在最上层的藻类孢子83会散落至锚块6表面或内部，有

利于藻类孢子83快速生长，藻类孢子83的生长有利于改善局部的水质，还有好的聚鱼作用。

[0032] 上述实施例1、2中的常规技术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现有技术，在此不作详

细叙述。

[0033]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而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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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范畴，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

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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