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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

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其结构包括冷藏

车厢、车身、驾驶室，本发明在排水保湿垫的作用

下，通过吸水垫的柔软性和吸水性，避免在运输

水由于车辆的晃动导致螃蟹与水产品冷藏装置

发生碰撞，并通过吸水性避免排水后螃蟹由于湿

度过低而死亡，并通过排水网格良好的排水性来

将污水更快排光，本发明在水压磁力排水装置和

定位加固器的作用下，为螃蟹更换新的水源避免

长途运输容易使得水质变质诱发螃蟹死亡，本发

明通过制冷器和喷雾器起到对螃蟹进行冷藏和

喷淋的作用，提高螃蟹运输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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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其结构包括冷藏车厢

(1)、车身(2)、驾驶室(3)，其特征在于：

所述冷藏车厢(1)安装于车身(2)的上方并相贴合，所述冷藏车厢(1)设于驾驶室(3)后

表面中上方，所述车身(2)与驾驶室(3)相连接；

所述冷藏车厢(1)包括制冷器(11)、水产品冷藏装置(12)、外罩壳(13)、喷雾器(14)，所

述制冷器(11)安装于喷雾器(14)的上方并相连接，所述水产品冷藏装置(12)设有多个并设

于外罩壳(13)内部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

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产品冷藏装置(12)包括壳体(1201)、排水保湿垫(1202)、弧形排水槽

(1203)、水压磁力排水装置(1204)、定位加固器(1205)、污水收集器(1206)，所述壳体

(1201)内设有排水保湿垫(1202)，所述排水保湿垫(1202)安装于弧形排水槽(1203)的上

方，所述弧形排水槽(1203)设于水压磁力排水装置(1204)的上方并相连接，所述水压磁力

排水装置(1204)嵌入安装于定位加固器(1205)中，所述污水收集器(1206)安装于壳体

(1201)内部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

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保湿垫(1202)包括吸水垫(a1)、排水网格(a2)，所述吸水垫(a1)安装

于排水网格(a2)的上方并相贴合。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

其特征在于：所述弧形排水槽(1203)包括内凹弧形外壳(b1)、永磁块(b2)、导水通道(b3)，

所述内凹弧形外壳(b1)内设有导水通道(b3)，所述永磁块(b2)设于导水通道(b3)的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

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压磁力排水装置(1204)包括截流磁块(120401)、连接体(120402)、记忆

金属(120403)、移动板(120404)、弹力元件(120405)，所述截流磁块(120401)安装于连接体

(120402)的上方并相连接，所述记忆金属(120403)设于移动板(120404)的下方并通过电焊

方式相连接，所述移动板(120404)的上方设有弹力元件(120405)，所述弹力元件(120405)

上端嵌入安装于连接体(120402)中。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

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加固器(1205)包括弧形导水板(c1)、水流声波收集板(c2)、振动鼓膜

(c3)、气囊(c4)、导水管(c5)、截流块定位器(c6)、水流回流腔(c7)，所述弧形导水板(c1)的

末端内部设有水流声波收集板(c2)，所述振动鼓膜(c3)嵌入安装于水流声波收集板(c2)中

部，所述气囊(c4)通过导水管(c5)与截流块定位器(c6)相连接，所述截流块定位器(c6)与

水流回流腔(c7)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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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品技术领域，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

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用冷藏运输车运输鲜活水产品时，鲜活水产品放置在车内盛水的容器内，通

过放置冰块来使车厢内环境温度与容器内水温达到和保持在适宜的低温状态，但是并不是

所有的水产品在冷藏条件下都能延长货架寿命，例如螃蟹等保活的需要恒温度和喷淋，否

则水产保活时间不长，烹煮食用对人体不健康，目前技术考虑不全面，具有以下弊端：

[0003] 长途运输螃蟹途中需要人们人工定时给螃蟹喷淋海水，并加水不可超过螃蟹身体

的一半高度如果水太深螃蟹会缺氧窒息而死，使得人们工作量大，且容易因为人们遗忘而

导致螃蟹死亡，并由长途运输容易使得水质变质诱发螃蟹死亡。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

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以解决现有技术的长途运输螃蟹途中需要人们人工定时给螃蟹喷

淋海水，并加水不可超过螃蟹身体的一半高度如果水太深螃蟹会缺氧窒息而死，使得人们

工作量大，且容易因为人们遗忘而导致螃蟹死亡，并由长途运输容易使得水质变质诱发螃

蟹死亡。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

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其结构包括冷藏车厢、车身、驾驶室，所述冷藏车厢

安装于车身的上方并相贴合，所述冷藏车厢设于驾驶室后表面中上方，所述车身与驾驶室

相连接，所述冷藏车厢包括制冷器、水产品冷藏装置、外罩壳、喷雾器，所述制冷器安装于喷

雾器的上方并相连接，所述水产品冷藏装置设有多个并设于外罩壳内部下方。

[000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水产品冷藏装置包括壳体、排水保湿垫、弧形排水

槽、水压磁力排水装置、定位加固器、污水收集器，所述壳体内设有排水保湿垫，所述排水保

湿垫安装于弧形排水槽的上方，所述弧形排水槽设于水压磁力排水装置的上方并相连接，

所述水压磁力排水装置嵌入安装于定位加固器中，所述污水收集器安装于壳体内部下方。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排水保湿垫包括吸水垫、排水网格，所述吸水垫安

装于排水网格的上方并相贴合。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弧形排水槽包括内凹弧形外壳、永磁块、导水通

道，所述内凹弧形外壳内设有导水通道，所述永磁块设于导水通道的下方。

[000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水压磁力排水装置包括截流磁块、连接体、记忆金

属、移动板、弹力元件，所述截流磁块安装于连接体的上方并相连接，所述记忆金属设于移

动板的下方并通过电焊方式相连接，所述移动板的上方设有弹力元件，所述弹力元件上端

嵌入安装于连接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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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定位加固器包括弧形导水板、水流声波收集板、振

动鼓膜、气囊、导水管、截流块定位器、水流回流腔，所述弧形导水板的末端内部设有水流声

波收集板，所述振动鼓膜嵌入安装于水流声波收集板中部，所述气囊通过导水管与截流块

定位器相连接，所述截流块定位器与水流回流腔相连接。

[001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通过喷雾器来实现定时给螃蟹喷淋海水的作用，

从而减轻人们的工作强度。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吸水垫为海绵制成的，具有柔软性和吸水性，从而

避免在运输水由于车辆的晃动导致螃蟹与水产品冷藏装置发生碰撞，并通过吸水性避免排

水后螃蟹由于湿度过低而死亡。

[001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排水网格为蜂窝结构，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排水

性。

[0014]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内凹弧形外壳为内凹弧形结构，具有光滑曲面可

以更好的起到排水作用。

[0015]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永磁块与截流磁块具有强磁性，使得永磁块与截

流磁块连接更为稳定。

[001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弧形导水板为外凸弧形结构，从而可以更好的起

到排水作用。

[001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水流声波收集板具有光滑的外表面从而可以更好

发射声波。

[001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截流磁块为半圆形结构，从而防止污水堆积。

[001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连接体上端倒圆角，从而防止污水堆积。

[002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导水管内设有一个单向阀，限制水流方位气囊流

向截流块定位器。

[002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地方案，所述截流块定位器的外表面设有多个凸点，从而增大

截流块定位器与连接体的摩擦力。

[0022] 发明有益效果

[0023] 相对比较于传统的冷藏运输车，本发明在排水保湿垫的作用下，通过吸水垫的柔

软性和吸水性，避免在运输水由于车辆的晃动导致螃蟹与水产品冷藏装置发生碰撞，并通

过吸水性避免排水后螃蟹由于湿度过低而死亡，并通过排水网格良好的排水性来将污水更

快排光。

[0024] 本发明在水压磁力排水装置和定位加固器的作用下，当水位达到螃蟹身体的一半

高度时，由于水压过高会推动截流磁块向下移动，从而打开导水通道，并由于温度下降记忆

金属发生形变，带动移动板向下移动形成负压和移动板位移拉伸弹力元件的拉伸力与截流

磁块与永磁块磁力连接力相平衡来打开导水通道控制排水，同时水流通过弧形导水板流入

污水收集器中时，通过水流声波收集板收集水利声音来带动振动鼓膜振动，通过振动鼓膜

振动挤压气囊通过导水管用水来推动截流块定位器移动，通过截流块定位器与连接体相接

触，来到达限制截流磁块移动的效果，使得可以进一步将弧形排水槽上的污水排光，当污水

流量减少时，截流块定位器与连接体相接触力变小，污水水压下降并对截流磁块冲击力减

小，从而连接体通过截流磁块与永磁块磁力连接力开始向上移动，从而关闭导水通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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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螃蟹更换新的水源避免长途运输容易使得水质变质诱发螃蟹死亡。

[0025] 本发明通过制冷器和喷雾器起到对螃蟹进行冷藏和喷淋的作用，提高螃蟹运输存

活率。

附图说明

[0026] 通过阅读参照附图对非限制性实施例所作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其它特征、目的

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27] 在附图中：

[0028] 图1为本发明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的结构示

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一种冷藏车厢的侧视结构平面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一种水产品冷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一种排水保湿垫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一种排水网格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本发明一种弧形排水槽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7为本发明一种水压磁力排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8为本发明一种定位加固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冷藏车厢-1、车身-2、驾驶室-3、制冷器-11、水产品冷藏装置-12、外罩壳-

13、喷雾器-14、壳体-1201、排水保湿垫-1202、弧形排水槽-1203、水压磁力排水装置-1204、

定位加固器-1205、污水收集器-1206、吸水垫-a1、排水网格-a2、截流磁块-120401、连接体-

120402、记忆金属-120403、移动板-120404、弹力元件-120405、弧形导水板-c1、水流声波收

集板-c2、振动鼓膜-c3、气囊-c4、导水管-c5、截流块定位器-c6、水流回流腔-c7。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8] 如图1-图8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

运输车的技术方案：

[0039] 如图1-图2所示，一种基于水压磁力平衡定量排水的鲜活水产品冷藏运输车，其结

构包括冷藏车厢1、车身2、驾驶室3，所述冷藏车厢1安装于车身2的上方并相贴合，所述冷藏

车厢1设于驾驶室3后表面中上方，所述车身2与驾驶室3相连接，所述冷藏车厢1包括制冷器

11、水产品冷藏装置12、外罩壳13、喷雾器14，所述制冷器11安装于喷雾器14的上方并相连

接，所述水产品冷藏装置12设有多个并设于外罩壳13内部下方。

[0040] 如图3所示，所述水产品冷藏装置12包括壳体1201、排水保湿垫1202、弧形排水槽

1203、水压磁力排水装置1204、定位加固器1205、污水收集器1206，所述壳体1201内设有排

水保湿垫1202，所述排水保湿垫1202安装于弧形排水槽1203的上方，所述弧形排水槽1203

设于水压磁力排水装置1204的上方并相连接，所述水压磁力排水装置1204嵌入安装于定位

加固器1205中，所述污水收集器1206安装于壳体1201内部下方。

[0041] 如图4-图5所示，所述排水保湿垫1202包括吸水垫a1、排水网格a2，所述吸水垫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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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于排水网格a2的上方并相贴合，通过吸水垫a1的柔软性和吸水性，避免在运输水由于

车辆的晃动导致螃蟹与水产品冷藏装置12发生碰撞，并通过吸水性避免排水后螃蟹由于湿

度过低而死亡。

[0042] 如图6所示，所述弧形排水槽1203包括内凹弧形外壳b1、永磁块b2、导水通道b3，所

述内凹弧形外壳b1内设有导水通道b3，所述永磁块b2设于导水通道b3的下方，通过内凹弧

形外壳b1其内凹弧形结构，更好的起到排水作用。

[0043] 如图7所示，所述水压磁力排水装置1204包括截流磁块120401、连接体120402、记

忆金属120403、移动板120404、弹力元件120405，所述截流磁块120401安装于连接体120402

的上方并相连接，所述记忆金属120403设于移动板120404的下方并通过电焊方式相连接，

所述移动板120404的上方设有弹力元件120405，所述弹力元件120405上端嵌入安装于连接

体120402中，通过记忆金属120403遇冷变形带动移动板120404向下移动形成负压和移动板

120404位移拉伸弹力元件120405的拉伸力与截流磁块120401与永磁块b2磁力连接力相平

衡来控制排水。

[0044] 如图8所示，所述定位加固器1205包括弧形导水板c1、水流声波收集板c2、振动鼓

膜c3、气囊c4、导水管c5、截流块定位器c6、水流回流腔c7，所述弧形导水板c1的末端内部设

有水流声波收集板c2，所述振动鼓膜c3嵌入安装于水流声波收集板c2中部，所述气囊c4通

过导水管c5与截流块定位器c6相连接，所述截流块定位器c6与水流回流腔c7相连接，通过

截流块定位器c6与连接体120402相接触，来到达限制截流磁块120401移动的效果。

[0045] 其具体实现原理如下：通过驾驶室3启动制冷器11和喷雾器14，从而对螃蟹进行冷

藏和喷淋，喷淋的海水部分会吸水垫a1吸收来为螃蟹提供保湿效果，并通过吸水垫a1的柔

软性，避免在运输水由于车辆的晃动导致螃蟹与水产品冷藏装置12发生碰撞，当水位达到

螃蟹身体的一半高度时，由于水压过高会推动截流磁块120401向下移动，从而打开导水通

道b3通过弧形导水板c1的外凸弧形结构，从而可以更好的起到排水作用，同水流的冲击进

一步推动截流磁块120401向下移动，并通过截流磁块120401的半圆形结构与连接体120402

上端倒圆角结构，从而防止污水堆积，并由于温度下降记忆金属120403发生形变，带动移动

板120404向下移动形成负压和移动板120404位移拉伸弹力元件120405的拉伸力与截流磁

块120401与永磁块b2磁力连接力相平衡来控制排水，同时水流通过弧形导水板c1流入污水

收集器1206中时，通过水流声波收集板c2收集水利声音来带动振动鼓膜c3振动，通过振动

鼓膜c3振动挤压气囊c4通过导水管c5通过水来推动截流块定位器c6移动，通过截流块定位

器c6与连接体120402相接触，来到达限制截流磁块120401移动的效果，使得可以进一步将

弧形排水槽1203上的污水排光，当污水流量减少时，截流块定位器c6与连接体120402相接

触力变小，污水水压下降并对截流磁块120401冲击力减小，从而连接体120402通过截流磁

块120401与永磁块b2磁力连接力开始向上移动，从而关闭导水通道b3，开始为螃蟹更换新

的水源。

[0046] 本发明解决的问题是现有技术的长途运输螃蟹途中需要人们人工定时给螃蟹喷

淋海水，并加水不可超过螃蟹身体的一半高度如果水太深螃蟹会缺氧窒息而死，使得人们

工作量大，且容易因为人们遗忘而导致螃蟹死亡，并由长途运输容易使得水质变质诱发螃

蟹死亡，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本发明在排水保湿垫的作用下，通过吸水垫的柔

软性和吸水性，避免在运输水由于车辆的晃动导致螃蟹与水产品冷藏装置发生碰撞，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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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吸水性避免排水后螃蟹由于湿度过低而死亡，并通过排水网格良好的排水性来将污水更

快排光，在水压磁力排水装置和定位加固器的作用下，当水位达到螃蟹身体的一半高度时，

由于水压过高会推动截流磁块向下移动，从而打开导水通道，并由于温度下降记忆金属发

生形变，带动移动板向下移动形成负压和移动板位移拉伸弹力元件的拉伸力与截流磁块与

永磁块磁力连接力相平衡来打开导水通道控制排水，同时水流通过弧形导水板流入污水收

集器中时，通过水流声波收集板收集水利声音来带动振动鼓膜振动，通过振动鼓膜振动挤

压气囊通过导水管用水来推动截流块定位器移动，通过截流块定位器与连接体相接触，来

到达限制截流磁块移动的效果，使得可以进一步将弧形排水槽上的污水排光，当污水流量

减少时，截流块定位器与连接体相接触力变小，污水水压下降并对截流磁块冲击力减小，从

而连接体通过截流磁块与永磁块磁力连接力开始向上移动，从而关闭导水通道，开始为螃

蟹更换新的水源避免长途运输容易使得水质变质诱发螃蟹死亡，本发明通过制冷器和喷雾

器起到对螃蟹进行冷藏和喷淋的作用，提高螃蟹运输存活率。

[004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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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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