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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

置，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上部平台、网箱和

定位压载结构，网箱为阶梯状筒型结构，其箱颈

两侧设有挡板，挡板与上部平台之间还固定有液

压缸；网箱采用内外双层结构，其外侧设有一圈

浮力舱；定位压载结构包括压载舱和系泊结构，

压载舱位于网箱底部的中央位置，并采用铰接连

接，系泊结构沿网箱的周向间隔分布。本发明的

水线面面积小，入水体积大，缓解了风浪流的作

用影响；网箱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部结构和浮力

舱提供强度和浮力保障，内部网层为鱼群提供良

好的生长场所；采用挡板约束网箱垂直及水平方

向的运动；采用铰接结构有助于网箱转动方向上

姿态调整；网箱与海底定位锚连接，确保装置安

全有效的稳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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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上部平台

(1)、网箱(5)和定位压载结构，所述的网箱(5)为阶梯状筒型结构，网箱(5)的箱颈两侧设有

挡板(3)，所述挡板(3)的顶部与上部平台(1)固定，挡板(3)与上部平台(1)之间还固定有伸

缩液压缸(2)；网箱(5)采用外网(51)加内网(52)的双层结构，其外侧设有一圈浮力舱(6)；

所述的定位压载结构包括压载舱(7)和系泊结构，所述的压载舱(7)位于网箱(5)底部的中

央位置，并沿竖直方向排布，压载舱(7)之间采用活动连接，所述的系泊结构固定于网箱(5)

底部，并沿网箱(5)的周向间隔分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挡板(3)与网箱

(5)的接触面上设有若干阻尼块(4)，所述的阻尼块(4)采用楔形结构，材料选用橡胶材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压载舱(7)之

间采用铰接结构(9)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系泊结构包括

导缆器(80)、纤维缆(81)和定位锚(82)，所述的导缆器(80)与网箱(5)底部固定，导缆器

(80)通过纤维缆(81)与海底定位锚(8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纤维缆(81)采

用聚乙烯材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网(51)采用

钢质材料，外网(51)的外侧设有一圈浮力舱(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网(52)包括

网口过滤层(53)和人工洞礁(54)，所述的网口过滤层(53)位于网箱(5)的顶部，所述的人工

洞礁(54)位于内网(52)的左右两侧及底部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部平台(1)

采用钢制的圆环状结构，由钢制斜撑(11)组成，上部平台(1)的顶部设有若干信号浮桩(12)

和货吊(1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伸缩液压缸

(2)采用多级套筒型活塞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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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海洋牧场装置，尤其涉及一种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大力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正逐步成为我国沿海城市带新的发展方向，然

而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海洋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近年来，过度捕

捞和近海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导致近海渔业资源逐渐枯竭，发展新型水产养殖，在外海

地区大力发展多种类、高附加值鱼类的深水网箱养殖业，成为沿海渔业转产转业的重要方

向。随着海洋装备技术、深水养殖技术的不断提升，国内外深水远海网箱养殖近年来得到了

极大的发展。其中，挪威的HDPE重力式浮式网箱、美国的碟形网箱、日本的金属网箱等应用

最为广泛，而对于我国的网箱养殖领域而言，由于受制于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目前的养殖

网箱均为漂浮式结构，存在强度及稳性不足的缺点，大多布放于水深30m以内的沿岸近海

区，且网箱结构都固定在某一水域，在遭遇恶劣天气时无法自行避险。

[0003] 因此，结合我国沿海海域实际海况及渔场养殖作业条件，设计一种可以应用于远

海、深水养殖，具备运动性能优良、稳定性好、能够抵抗大风浪、可以进行网箱姿态调整的新

型深水漂浮式铰接海洋牧场装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新颖、运动性能优良、稳定性好、能够抵抗

恶劣海况条件，并能应用于远海深水养殖的深水漂浮式海洋牧场装置。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上部平台、网箱和定位压载结构，所述

的网箱为阶梯状筒型结构，网箱的箱颈两侧设有挡板，所述挡板的顶部与上部平台固定，挡

板与上部平台之间还固定有伸缩液压缸；网箱采用外网加内网的双层结构，其外侧设有一

圈浮力舱；所述的定位压载结构包括压载舱和系泊结构，所述的压载舱位于网箱底部的中

央位置，并沿竖直方向排布，压载舱之间采用活动连接，所述的系泊结构固定于网箱底部，

并沿网箱的周向间隔分布。

[0006] 所述挡板与网箱的接触面上设有若干阻尼块，所述的阻尼块采用楔形结构，材料

选用橡胶材质，从而减小挡板与网箱的摩擦损坏。

[0007] 所述的压载舱之间采用铰接结构连接，由于海洋牧场装置在海水中受风浪流作

用，转动方向横摇、纵摇方向影响较大，铰接结构可以很好地调整装置姿态，防止发生大角

度偏移事故。

[0008] 所述的系泊结构包括导缆器、纤维缆和定位锚，所述的导缆器与网箱底部固定，导

缆器通过纤维缆与海底定位锚连接。

[0009] 所述的纤维缆采用聚乙烯材质。

[0010] 所述的外网采用钢质材料，外网的外侧设有一圈浮力舱，为整个海洋牧场装置提

供浮力，并确保装置整体浮力大于重力，即剩余浮力方向垂直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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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的内网包括网口过滤层和人工洞礁，所述的网口过滤层位于网箱的顶部，所

述的人工洞礁位于内网的左右两侧及底部位置，可以为网箱内的鱼群提供良好的生长、繁

殖与觅食场所。

[0012] 所述的上部平台采用钢制的圆环状结构，由钢制斜撑组成，上部平台的顶部设有

若干信号浮桩和货吊，信号浮桩为海洋牧场装置在遭遇低能见度及大雾天气提供较好的海

上指示能力，为航行船舶提供一定的助航能力，减少发生意外碰撞的危险。

[0013] 所述的伸缩液压缸采用多级套筒型活塞杆结构，可以提供较长工作行程，其与挡

板固定连接，通过伸长和收缩作业控制挡板压紧和释放网箱。

[0014]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水线面面积小，入水体积大，大大缓解了风浪流的作用影响；

水下网箱结构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部钢制结构和浮力舱提供强度和浮力保障，内部网层结

构为鱼群提供良好的生长、繁殖与觅食场所；通过在网箱的箱颈部分设置连接液压缸的挡

板，约束网箱垂直方向及水平方向的运动；在网箱底部压载舱连接处设置铰接连接，可以有

助于网箱转动方向上姿态调整；网箱与海底定位锚连接，确保海洋牧场装置安全有效的稳

定作业。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的网箱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18] 图4为图1的A部局部视图；

[0019] 图5为图4的Ⅰ部放大图；

[0020] 图6为图1的Ⅱ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2]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包括从上到下依次连接的上部平台1、网箱5和定位压载

结构。上部平台1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如图1所示，水上部分包括钢制圆环状上层平台，

该平台由钢制斜撑11组成，平台表面间隔均匀地固定有四个信号浮桩12和四个货吊13。信

号浮桩12为海洋牧场装置在遭遇低能见度及大雾天气提供较好的海上指示能力，为航行船

舶提供一定助航能力，减少发生意外碰撞的危险。水下部分包括伸缩液压缸2和挡板3，挡板

3沿竖直方向固定，位于网箱5两侧，其顶部与上层平台的底部固定，挡板3与上层平台之间

倾斜固定有伸缩液压缸2，伸缩液压缸2保持水密，采用多级套筒形活塞杆结构，可以提供较

长的工作行程，其与挡板3固定连接，通过伸长和收缩作业控制挡板3压紧和释放网箱5。上

部平台1的水线面面积较小，且水上部分所占装置总体积较小，海上受风面积小，受风浪影

响大大减小。

[0023] 如图2所示，网箱5为上小下大的阶梯状筒型结构，网箱5的箱颈两侧设有挡板3，为

减小与外部网箱5的摩擦损坏，挡板3与网箱5的接触面上均匀布设有四排等间距分布的锲

形阻尼块4，锲形阻尼块4为橡胶材料，上下表面均为正方形，边长比m：n＝2：1，如图4和图5

所示。网箱5采用外网51加内网52的双层结构，其中，外网51采用钢制结构，其外侧设有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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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力舱6，为整个海洋牧场装置提供浮力，确保装置整体浮力＞重力，即剩余浮力方向垂直

向上；内网52包括网口过滤层53和人工洞礁54，网口过滤层53位于网箱5的顶部，采用尼龙

材质，用于阻挡海上不明漂浮物及其它海洋生物；人工洞礁54设置于内网52的左右两侧及

底部位置，包括网洞55、附着杆56、植物藻57及有机饲料营养层58，可以为网箱5内的鱼群提

供繁殖、觅食等场所。

[0024] 定位压载结构包括两个压载舱7和系泊结构，压载舱7位于网箱5底部的中央位置，

并沿竖直方向排布，两个压载舱7之间采用铰接结构9连接，其中下压载舱重量大于上压载

舱重量，由于海洋牧场装置在海水中受风浪流作用，转动方向在横摇、纵摇方向影响较大，

铰接结构9可以很好地调整装置姿态，防止发生大角度偏移事故，如图6所示，铰接结构9包

括垫片91、压板92和基座93，其中，基座93插入下压载舱内，下压载舱的上方设有压板92，压

板92与下压载舱的上表面之间插有垫片91；系泊结构固定于网箱5底部的四周，并沿网箱5

的周向呈散射状间隔90°均布布设，包括导缆器80、纤维缆81和定位锚82，其中，导缆器80固

定与网箱5的底部，并分别通过聚乙烯纤维缆81连接海底定位锚82，纤维缆81之间依次间隔

90°布设，纤维缆81与水平方向呈45度，如图3所示。

[0025] 本发明的水线面面积小，入水体积大，水上受风面积的减小大大缓解了风浪流的

作用影响；其上部主体结构采用钢制材料为装置提供了一定的强度支撑，钢制平台下设有

水密伸缩液压缸结构和网箱两侧挡板，液压缸与挡板固定连接，通过伸长和收缩作业控制

挡板压紧和释放网箱，为减小与外部网箱的摩擦损坏，挡板与网箱接触平面上布置四排等

间距的橡胶制锲形阻尼块；水下网箱结构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部钢制结构和浮力舱提供强

度和浮力保障，内部网层结构设网口过滤层和人工洞礁，人工洞礁含网洞、附着杆、植物藻

及有机饲料营养层等，为鱼群提供良好的生长、繁殖、觅食场所。

[0026] 由于本发明的海洋牧场装置作业于深水海域，海况复杂、风浪条件恶劣，装置结构

尤其是水下网箱部分受风浪、暗流、潮汐等影响，易发生大角度的平动及转动作用，本发明

通过在网箱箱颈部分设置连接液压缸结构的挡板，约束网箱垂直方向上的垂荡运动及水平

方向的横荡、纵荡运动；通过在网箱底部的压载舱连接处设置铰接连接，可以有助于网箱转

动方向上的姿态调整，同时在压载舱两侧设置四根从网箱底部的导缆器连接到海底定位锚

的聚乙烯纤维缆，且缆绳之间依次间隔90°布置，确保海洋牧场装置安全有效的稳定作业。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9496939 B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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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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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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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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