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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

及投饲方法，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包括养殖

箱，养殖箱内部设有驯饵装置，驯饵装置通过拉

绳连接养殖箱顶部，驯饵装置底部连接气囊养殖

箱左侧侧壁设有螺旋进气管，养殖箱右侧设有水

质净化器。本装置利用气囊在充气的养殖条件下

可在水面作高频率点动的特性，使饵料也高频颤

动，且可随水流水平漂移，呈活饵状，从而达到诱

食效果，还能对养殖水进行净化，促进乌贼的生

长。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9275608 A

2019.01.29

CN
 1
09
27
56
08
 A



1.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包括养殖箱（1），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箱（1）内部设

有驯饵装置（4），所述驯饵装置（4）通过拉绳（3）连接养殖箱（1）顶部，所述驯饵装置（4）底部

连接气囊（11）所述养殖箱（1）左侧侧壁设有螺旋进气管（5），所述养殖箱（1）右侧设有水质

净化器（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箱（1）

右侧侧壁通过抽水管（8）连接水泵（10），所述水泵（10）放置于第二支撑板（9）上方，所述水

泵（10）上方连接送水管（12）一端，所述送水管（12）另一端位于养殖箱（1）内部，所述送水管

（12）中部连接有水质净化器（14），所述送水管（12）的顶部连接进水管（1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质净化装

置（14）包括消毒罐（148），所述消毒罐（148）下方设有进水区（149），所述进水区（149）内部

设有高温电热丝（147），所述消毒罐（148）与进水区（149）之间设有通水孔（146），所述通水

孔（146）上方设有网板（145），所述消毒罐（148）的侧壁安装有PH调节器（144），所述消毒罐

（148）中部安装有转动消毒盘（142），所述转动消毒盘（142）表面环布高温消毒爪（141），所

述高温消毒爪（141）之间设有紫外线消毒灯（143），所述紫外线消毒灯（143）嵌于转动消毒

盘（142）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进气管

（5）呈螺旋向上的趋势，其内部的螺旋通道（53）内交错设置有挡流板（52），所述螺旋进气管

（5）出气端连接出气管（51），所述出气管（51）向上倾斜40°-45°，所述出气管（51）通过橡胶

软管（15）与气囊（11）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驯饵装置

（4）包括篓件（46），所述篓件（46）内部中空，呈椭圆的容纳腔（42），所述篓件（46）顶部设有

进料口（41），所述篓件（46）侧面环布有若干出料网孔（43），所述出料网孔（43）表面固接有

胶球（45），所述胶球（45）之间通过挡条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养殖箱（1）

顶部活动连接顶盖（2），所述氧殖箱（1）底部开设有排水孔（7），所述排水孔（7）由堵头堵塞。

7.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投饲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驯

饵装置，所述方法包括：

所述的驯饵装置（4）内放入足量的饵料；

所述的螺旋进气管（5）对气囊（11）进行通气，使驯饵装置（4）上下浮动，便于饵料渗出；

所述的水质净化装置（14）对养殖水进行过滤，过滤后再次灌入养殖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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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及投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及投饲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摄食活饵是乌贼等头足类的自然习性，但在人工繁养过程中，活饵往往价格较高、

获取难度较大，因此实际生产中往往用冰鲜饵料替代活饵，但冰鲜饵料投入水体后如未被

摄食则很快沉底，不再被乌贼发现而摄食，因此造成冰鲜饵料摄食率较低，饵料浪费；同时

增加了投喂后清除残饵的工作量。本技术发明了一种能增加乌贼冰鲜饵料摄食率，较少浪

费和操作工作量，同时具有诱食效果的投饵装置，可实现乌贼等头足类冰鲜饵料的投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及投饲方法，利用气囊在充

气的养殖条件下可在水面作高频率点动的特性，使饵料也高频颤动，且可随水流水平漂移，

呈活饵状，从而达到诱食效果，还能对养殖水进行净化，促进乌贼的生长。

[0004]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包

括养殖箱，养殖箱内部设有驯饵装置，驯饵装置通过拉绳连接养殖箱顶部，驯饵装置底部连

接气囊养殖箱左侧侧壁设有螺旋进气管，养殖箱右侧设有水质净化器。本装置利用气囊在

充气的养殖条件下可在水面作高频率点动的特性，让悬挂于拉绳上驯饵装置内部的冰鲜饵

料也跟着高频颤动，且可随水流水平漂移，呈活饵状，从而达到诱食效果；同时未被摄食可

随时随投驯饵装置一齐撤出水体，方便便捷，减少投饵后的低沉物的清理工作；拉绳可折

叠，并可方便从驯饵装置下装卸，方便装饵料重复使用。本技术特别适用于营养转换期的乌

贼饵料驯化和日常投喂，同时也可用于其它喜摄食活饵的水产品种的驯化摄食。

[0005] 作为优选，养殖箱右侧侧壁通过抽水管连接水泵，水泵放置于第二支撑板上方，水

泵上方连接送水管一端，送水管另一端位于养殖箱内部，送水管中部连接有水质净化器，送

水管的顶部连接进水管。第二支撑板上方的水泵能将养殖水抽出置水质净化装置，水质净

化装置对水进行净化后再次放入养殖箱内以便乌贼的正常生长，送水管顶部的进水管用于

接入外部水源，提高养殖箱内外的水体交换率。

[0006] 作为优选，水质净化装置包括消毒罐，消毒罐下方设有进水区，进水区内部设有高

温电热丝，消毒罐与进水区之间设有通水孔，通水孔上方设有网板，消毒罐的侧壁安装有PH

调节器，消毒罐中部安装有转动消毒盘，转动消毒盘表面环布高温消毒爪，高温消毒爪之间

设有紫外线消毒灯，紫外线消毒灯嵌于转动消毒盘表面。在进水区通过高温电热丝对水进

行初级消毒，初级消毒后的水从通水孔进入消毒罐，消毒罐底部的网板能过滤大颗粒杂质，

保证了养殖水与污染源的隔离，消毒罐内部的转动消毒盘通过高温消毒爪和紫外线灯对水

进行二次消毒，PH调节器可以检测并调节PH值。

[0007] 作为优选，螺旋进气管呈螺旋向上的趋势，其内部的螺旋通道内交错设置有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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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螺旋进气管出气端连接出气管，出气管向上倾斜40°-45°，出气管通过橡胶软管与气囊

相连。螺旋进气管内部的挡流板能改变空气的流动方向，减小气流的流速，气流的吹动在气

囊内呈螺旋状上升，使气流在气囊内上下高频震荡，驯饵装置可随着养殖水水平漂移，使内

部的饵料呈活饵状，从而达到诱食效果，出气管通过软管连接气囊增加了驯饵装置的灵活

性，间接的提高了诱食效果。

[0008] 作为优选，驯饵装置包括篓件，篓件内部中空，呈椭圆的容纳腔，篓件顶部设有进

料口，篓件侧面环布有若干出料网孔，出料网孔表面固接有胶球，胶球之间通过挡条相连。

镂件内部盛放有饵料，通过螺旋进气管进气使气囊上下高频率震动，震动的同时篓件内的

饵料会从出料网孔中缓慢渗出，挡条会挡住大块饵料，让饵料缓慢溶解成小块再排出，以便

于乌贼的摄入。

[0009] 作为优选，养殖箱顶部活动连接顶盖，氧殖箱底部开设有排水孔，排水孔由堵头堵

塞。可将顶盖打开拉出拉绳对饵料进更换及加料，养殖箱底部的排水孔一方面能把多余的

饵料排出养殖箱，另一方面可时长更换水源确保乌贼的成活率。

[0010] 作为优选，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投饲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1-6任

一项的驯饵装置，方法包括：

驯饵装置内放入足量的饵料；

螺旋进气管对气囊进行通气，使驯饵装置上下浮动，便于饵料渗出；

水质净化装置对养殖水进行过滤，过滤后再次灌入养殖箱。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将该装置挂于养殖池螺旋进气管附近，气

囊会在充气水流的影响下作高频率点动，同时柔软的拉绳也会做一定幅度的水平摆动；冰

鲜挂饵在水体中犹如活饵，可提高乌贼的摄食；待投饲完毕，只需拆卸拉绳即可将残饵主体

移除；挂绳可连同残饵一起放入冰箱保存，待下次投饵时再次使用，水质净化装置内的高温

电热丝与高温消毒爪迅速升温，再将升温后的养殖水灌入孵化槽内以保证水温，水质净化

装置还可对养殖水净化过滤。

[0012] 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提供的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及投饲方法，弥

补了现有技术的不足，设计合理，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驯饵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螺旋进气管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水质净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附图标记说明：1养殖箱；2顶盖；3拉绳；4驯饵装置；41容纳腔；42进料口；43出料网

孔；44挡条；45胶球；46篓件；5螺旋进气管；51出气管；52挡流板；53螺旋通道；6第一支撑板；

7排水孔；8抽水管；9第二支撑板；10水泵；11气囊；12送水管；13进水管；14水质净化装置；

141高温消毒爪；142转动消毒盘；143紫外线消毒灯；144PH调节器；145网板；146通水孔；147

高温加热丝；148消毒罐；149进水区；15橡胶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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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实施例1：

如图1~4所示，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包括养殖箱1，养殖箱1内部设有驯饵装

置4，驯饵装置4通过拉绳3连接养殖箱1顶部，驯饵装置4底部连接气囊11养殖箱1左侧侧壁

设有螺旋进气管5，养殖箱1右侧设有水质净化器14。本装置利用气囊在充气的养殖条件下

可在水面作高频率点动的特性，让悬挂于拉绳上驯饵装置内部的冰鲜饵料也跟着高频颤

动，且可随水流水平漂移，呈活饵状，从而达到诱食效果；同时未被摄食可随时随投驯饵装

置一齐撤出水体，方便便捷，减少投饵后的低沉物的清理工作；拉绳可折叠，并可方便从驯

饵装置下装卸，方便装饵料重复使用。本技术特别适用于营养转换期的乌贼饵料驯化和日

常投喂，同时也可用于其它喜摄食活饵的水产品种的驯化摄食。

[0016] 养殖箱1右侧侧壁通过抽水管8连接水泵10，水泵10放置于第二支撑板9上方，水泵

10上方连接送水管12一端，送水管12另一端位于养殖箱1内部，送水管12中部连接有水质净

化器14，送水管12的顶部连接进水管13。第二支撑板上方的水泵能将养殖水抽出置水质净

化装置，水质净化装置对水进行净化后再次放入养殖箱内以便乌贼的正常生长，送水管顶

部的进水管用于接入外部水源，提高养殖箱内外的水体交换率。

[0017] 水质净化装置14包括消毒罐148，消毒罐148下方设有进水区149，进水区149内部

设有高温电热丝147，消毒罐148与进水区149之间设有通水孔146，通水孔146上方设有网板

145，消毒罐148的侧壁安装有PH调节器144，消毒罐148中部安装有转动消毒盘142，转动消

毒盘142表面环布高温消毒爪141，高温消毒爪141之间设有紫外线消毒灯143，紫外线消毒

灯143嵌于转动消毒盘142表面。在进水区通过高温电热丝对水进行初级消毒，初级消毒后

的水从通水孔进入消毒罐，消毒罐底部的网板能过滤大颗粒杂质，保证了养殖水与污染源

的隔离，消毒罐内部的转动消毒盘通过高温消毒爪和紫外线灯对水进行二次消毒，PH调节

器可以检测并调节PH值。

[0018] 螺旋进气管5呈螺旋向上的趋势，其内部的螺旋通道53内交错设置有挡流板52，螺

旋进气管5出气端连接出气管51，出气管51向上倾斜40°，出气管51通过橡胶软管15与气囊

11相连。螺旋进气管内部的挡流板能改变空气的流动方向，减小气流的流速，气流的吹动在

气囊内呈螺旋状上升，使气流在气囊内上下高频震荡，驯饵装置可随着养殖水水平漂移，使

内部的饵料呈活饵状，从而达到诱食效果，出气管通过软管连接气囊增加了驯饵装置的灵

活性，间接的提高了诱食效果。

[0019] 驯饵装置4包括篓件46，篓件46内部中空，呈椭圆的容纳腔42，篓件46顶部设有进

料口41，篓件46侧面环布有若干出料网孔43，出料网孔43表面固接有胶球45，胶球45之间通

过挡条44相连。镂件内部盛放有饵料，通过螺旋进气管进气使气囊上下高频率震动，震动的

同时篓件内的饵料会从出料网孔中缓慢渗出，挡条会挡住大块饵料，让饵料缓慢溶解成小

块再排出，以便于乌贼的摄入。

[0020] 养殖箱1顶部活动连接顶盖2，氧殖箱1底部开设有排水孔7，排水孔7由堵头堵塞。

可将顶盖打开拉出拉绳对饵料进更换及加料，养殖箱底部的排水孔一方面能把多余的饵料

排出养殖箱，另一方面可时长更换水源确保乌贼的成活率。

[0021] 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投饲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1-6任一项的驯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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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方法包括：

驯饵装置4内放入足量的饵料；

螺旋进气管5对气囊11进行通气，使驯饵装置4上下浮动，便于饵料渗出；

水质净化装置14对养殖水进行过滤，过滤后再次灌入养殖箱1。

[0022] 实施例2：

本发明一种浮球气动式乌贼驯饵装置实际使用时：将饵料放入驯饵装置4中，再将驯饵

装置4放入养殖箱1内的水中，螺旋进气管5对驯饵装置4底部的气囊11进行充气，充气后的

气囊11在养殖水面作高频率点动，让悬挂于拉绳3上驯饵装置4内部的冰鲜饵料也跟着高频

颤动，且可随水流水平漂移，呈活饵状，从而达到诱食效果；同时未被摄食可随时随投驯饵

装置4一齐撤出水体，方便便捷，减少投饵后的低沉物的清理工作，养殖箱1右侧的水质净化

装置14还可对养殖水净化过滤，确保了乌贼的正常生长。

[0023]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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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范畴，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应由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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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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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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