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844653.8

(22)申请日 2018.11.09

(73)专利权人 王金成

地址 136200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东吉街

三委四组

(72)发明人 王金成　

(51)Int.Cl.

A01K 61/40(2017.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

外池，包括曝气水箱、培养水箱和外部培养水池，

所述外部培养水池左侧设有外塘水泵，外塘水泵

上端连接有外塘回水管，外塘回水管一端连接外

部培养水池，另一端连接培养水箱，培养水箱上

部右侧设有进水管，进水管右侧设有连接水管，

连接水管上端连接有曝气水箱；所述外部培养水

池中部设有出虫水泵，出虫水泵上端连接有出虫

水管，出虫水管上端出口处位于第二240目轮虫

过滤网开口处，本实用新型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

带外池，安装固定稳固，使用方便，使用方便，通

过自动水循环和自动投喂，能够不断的进行轮虫

的培养，且通过外部培养池增加了轮虫的繁殖能

力，实现了连续微生物开口饵料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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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包括曝气水箱（1）、培养水箱（2）和外部培养水池（4），

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培养水池（4）左侧设有外塘水泵（44），外塘水泵（44）上端连接有外塘

回水管（5），外塘回水管（5）一端连接外部培养水池（4），另一端连接培养水箱（2），培养水箱

（2）上部右侧设有进水管（212），进水管（212）右侧设有连接水管（3），连接水管（3）上端连接

有曝气水箱（1）；所述外部培养水池（4）中部设有出虫水泵（43），出虫水泵（43）上端连接有

出虫水管（42），出虫水管（42）上端出口处位于第二240目轮虫过滤网（41）开口处；所述培养

水箱（2）上表面左侧设有饲料漏斗（21），饲料漏斗（21）下端右侧连接有进料丝杆（22），进料

丝杆（22）右端连接有电机（23），进料丝杆（22）下部设有下料漏斗（24），所述培养水箱（2）上

表面右侧设有过滤器（213），过滤器（213）上部设有100目过滤网（214），过滤器（213）上部设

有轮虫过滤漏斗（215），轮虫过滤漏斗（215）上部设有第一240目轮虫过滤网（216），过滤器

（213）下部连接有过滤器回水管（210），所述培养水箱（2）下端中部设有循环水泵（29），循环

水泵（29）上端连接有过滤器进水管（27），过滤器进水管（27）上端出口处位于轮虫过滤漏斗

（215）上部开口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塘回水管

（5）上端连接于外循环进水管（25），外循环进水管（25）下部设有第二溢流管（26），第二溢流

管（26）连接于左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212）

左侧连接有限位水阀（211），限位水阀（211）设置于培养水箱（2）右侧内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其特征在于，所述培养水箱（2）

下部设有加热棒（2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水箱（1）

右侧分别设有限位水管（11）和出水管（18），限位水管（11）位于出水管（18）左侧，限位水管

（11）下端连接有第一阀门（12），第一阀门（12）下端连接有进水口（111），出水管（18）下端设

有第二阀门（11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水箱（1）

左侧设有紫外线杀菌灯（13），曝气水箱（1）右侧面连接有第一溢流管（1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其特征在于，所述曝气水箱（1）

下表面左侧连接有控制面板（16），控制面板（16）上分别设有可编程控制器（14）、选档开关

（15）和出虫开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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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轮虫发生器领域，具体是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渔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在提高产量的同时需要提高鱼苗的培育质量，在鱼类

繁殖中由于鱼苗很小，需要适口的开口饵料，传统使用的鸡蛋黄容易污染水质，且缺乏部分

营养，在外糖捞取微生物又会面临以下种种问题：1、受到季节条件的制约，冬季无法获得开

口微生物，2、受到微生物自然周期影响，有时会出现产量不足的现象，3、捞取作业劳动强度

大，运输困难，人工成本高，4，容易传播有害微生物或病原体。

[0003] 现有的轮虫养殖系统需要培养小球藻作为轮虫饲料，体积庞大，生产复杂，养殖成

本高，繁殖能力低，生产率低，因此，需要一种能够自动培养草履虫，轮虫等水生物活体开口

饵料且繁殖能力高的新型生产设备。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包括曝气水箱、培养水箱和外部培养水池，所述外部

培养水池左侧设有外塘水泵，外塘水泵上端连接有外塘回水管，外塘回水管一端连接外部

培养水池，另一端连接培养水箱，培养水箱上部右侧设有进水管，进水管右侧设有连接水

管，连接水管上端连接有曝气水箱；所述外部培养水池中部设有出虫水泵，出虫水泵上端连

接有出虫水管，出虫水管上端出口处位于第二240目轮虫过滤网开口处；所述培养水箱上表

面左侧设有饲料漏斗，饲料漏斗下端右侧连接有进料丝杆，进料丝杆右端连接有电机，进料

丝杆下部设有下料漏斗，所述培养水箱上表面右侧设有过滤器，过滤器上部设有100目过滤

网，过滤器上部设有轮虫过滤漏斗，轮虫过滤漏斗上部设有第一240目轮虫过滤网，过滤器

下部连接有过滤器回水管，所述培养水箱下端中部设有循环水泵，循环水泵上端连接有过

滤器进水管，过滤器进水管上端出口处位于轮虫过滤漏斗上部开口处。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外塘回水管上端连接于外循环进水管，外循环进水管下部设有第

二溢流管，第二溢流管连接于左侧。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进水管左侧连接有限位水阀，限位水阀设置于培养水箱右侧内壁。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培养水箱下部设有加热棒。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曝气水箱右侧分别设有限位水管和出水管，限位水管位于出水管

左侧，限位水管下端连接有第一阀门，第一阀门下端连接有进水口，出水管下端设有第二阀

门。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曝气水箱左侧设有紫外线杀菌灯，曝气水箱右侧面连接有第一溢

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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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所述曝气水箱下表面左侧连接有控制面板，控制面板上分别设有可编

程控制器、选档开关和出虫开关。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体积较小，生产流程简单，自动化程度高，降低了大量的人工成本，且节约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

[0015] 2、利用饲料培养轮虫，可加快轮虫的生长周期，并可进行循环培养加大轮虫的产

量，且节约了大量的养殖成本，且利用水循环系统可进行持续循环的生产养殖，避免造成浪

费等问题。

[0016] 3、通过拖带外部培养池，大大增加了轮虫的繁殖能力，保证了轮虫发生器的生产

效率，减少了能源的消耗，且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的总成图。

[0018] 图2为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中曝气水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中培养水箱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中外部培养水池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曝气水箱、11-限位水管、12-第一阀门、13-紫外线杀菌灯、14-可编程控制

器器、15-选档开关、16-控制面板、17-第一溢流管、18-出水管、19-出虫开关、110-第二阀

门、111-进水口、2-培养水箱、21-饲料漏斗、22-进料丝杆、23-电机、24-下料漏斗、25-外循

环进水管、26-第二溢流管、27-过滤器进水管、28-加热棒、29-循环水泵、210-过滤器回水

管、211-限位水阀、212-进水管、213-过滤器、214-100目过滤网、215-轮虫过滤漏斗、216-第

一240目轮虫过滤网、3-连接水管、4-外部培养水池、41-第二240目轮虫过滤网、42-出虫水

管、43-出虫水泵、44-外塘水泵、5-外塘回水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3] 请参阅图1～4，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包括曝气水箱

1、培养水箱2和外部培养水池4，所述外部培养水池4左侧设有外塘水泵44，外塘水泵44上端

连接有外塘回水管5，所述外塘回水管5上端连接于外循环进水管25，外循环进水管25下部

设有第二溢流管26，第二溢流管26连接于左侧，外塘回水管5一端连接外部培养水池4，另一

端连接培养水箱2，培养水箱2上部右侧设有进水管212，进水管212右侧设有连接水管3，连

接水管3上端连接有曝气水箱1；所述外部培养水池4中部设有出虫水泵43，出虫水泵43上端

连接有出虫水管42，出虫水管42上端出口处位于第二240目轮虫过滤网41开口处；所述培养

水箱2上表面左侧设有饲料漏斗21，饲料漏斗21下端右侧连接有进料丝杆22，进料丝杆22右

端连接有电机23，进料丝杆22下部设有下料漏斗24，所述培养水箱2上表面右侧设有过滤器

213，过滤器213上部设有100目过滤网214，过滤器213上部设有轮虫过滤漏斗215，轮虫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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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斗215上部设有第一240目轮虫过滤网216，过滤器213下部连接有过滤器回水管210，所述

培养水箱2下端中部设有循环水泵29，循环水泵29上端连接有过滤器进水管27，过滤器进水

管27上端出口处位于轮虫过滤漏斗215上部开口处，所述进水管212左侧连接有限位水阀

211，限位水阀211设置于培养水箱2右侧内壁，所述培养水箱2下部设有加热棒28；外塘水泵

44可为外塘回水管5提供抽水动力，外塘回水管5可将外部培养水池4与培养水箱2进行连

通，连接水管3可用于连接曝气水箱1和培养水箱2，出虫水泵43将轮虫吸入出虫水管42，并

通过出虫水管42将轮虫液体输送至第二240目轮虫过滤网41内，第二240目轮虫过滤网41可

对轮虫进行过滤，筛选出质量较好的轮虫；电机23启动，可带动进料丝杆22向饲料漏斗21内

送料，通过饲料漏斗将饲料倒入培养水箱2内部，下料漏斗24也可倒入饲料，循环水泵29可

将带有轮虫的液体抽入过滤器进水管27，过滤器进水管27将液体灌入轮虫过滤漏斗215，并

通过轮虫过滤漏斗215内的第一240目轮虫过滤网216对轮虫进行过滤，提取质量较好的轮

虫，过滤器213和100目过滤网214可对轮虫进行进一步过滤，过滤器回水管210可将过滤后

的液体再次放入培养水箱2内。

[0024] 所述曝气水箱1右侧分别设有限位水管11和出水管18，限位水管11位于出水管18

左侧，限位水管11下端连接有第一阀门12，第一阀门12下端连接有进水口111，出水管18下

端设有第二阀门110，曝气水箱1左侧设有紫外线杀菌灯13，曝气水箱1右侧面连接有第一溢

流管17，曝气水箱1下表面左侧连接有控制面板16，控制面板16上分别设有可编程控制器

14、选档开关15和出虫开关19，限位水管11主要用于限制曝气水箱1内的水位在规定范围

内，出水管18用于对培养水箱内传输水分，第一阀门12和第二阀门110可控制水的排放，第

一溢流管17用于防止曝气水箱1出现过高水位，控制面板16可用于对装置进行控制，可编程

控制器14主要用于控制进料和水泵，选档开关15用于选择控制器，出虫开关19用于控制出

虫水泵19。

[0025] 本实用新型一种轮虫发生器用拖带外池，安装固定稳固，使用方便，使用方便，通

过自动水循环和自动投喂，能够不断的进行轮虫的培养，且通过外部培养池增加了轮虫的

繁殖能力，实现了连续微生物开口饵料的生产。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限位水管11主要用于限制曝气水箱1内的水位在规定

范围内，出水管18用于对培养水箱内传输水分，第一阀门12和第二阀门110可控制水的排

放，第一溢流管17用于防止曝气水箱1出现过高水位，控制面板16可用于对装置进行控制，

可编程控制器14主要用于控制进料和水泵，选档开关15用于选择控制器，出虫开关19用于

控制出虫水泵19。

[0027] 外塘水泵44可为外塘回水管5提供抽水动力，外塘回水管5可将外部培养水池4与

培养水箱2进行连通，连接水管3可用于连接曝气水箱1和培养水箱2，出虫水泵43将轮虫吸

入出虫水管42，并通过出虫水管42将轮虫液体输送至第二240目轮虫过滤网41内，第二240

目轮虫过滤网41可对轮虫进行过滤，筛选出质量较好的轮虫；电机23启动，可带动进料丝杆

22向饲料漏斗21内送料，通过饲料漏斗将饲料倒入培养水箱2内部，下料漏斗24也可倒入饲

料，循环水泵29可将带有轮虫的液体抽入过滤器进水管27，过滤器进水管27将液体灌入轮

虫过滤漏斗215，并通过轮虫过滤漏斗215内的第一240目轮虫过滤网216对轮虫进行过滤，

提取质量较好的轮虫，过滤器213和100目过滤网214可对轮虫进行进一步过滤，过滤器回水

管210可将过滤后的液体再次放入培养水箱2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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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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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

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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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

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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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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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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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