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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

的多功能鱼礁，包括框架机构、补光系统、营养基

池、投喂机构以及锚固机构，所述框架机构中以

若干个等间距排列的竹支架为骨架，骨架外框以

混凝土包裹；所述营养基池分布于框架机构中，

所述框架机构的正上方设置有投喂机构，所述锚

固机构对称设置于框架机构的正下方。该蜂巢式

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采用复合工艺技术，

利用具备水底耐腐蚀特性的天然原木与毛竹型

材组合作为框架，巧妙利用竹上钻孔、开槽、拼

接、预埋等方式增加了鱼礁表层面积，而且利用

生物的趋光性，在内部空间设置补光系统，诱使

鱼类聚集，还形成浮游生物营养基床,快速提升

海洋环境初级生产力，并利用涡流和上升流以搅

动海底沉积的营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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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包括框架机构、补光系统、营养基池、投喂机

构以及锚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机构中以若干个等间距排列的竹支架(1)为骨架，

骨架外框以混凝土包裹，且竹支架(1)的外侧壁依次覆盖有竹框架(2)、竹编筋板(3)以及竹

编外框(4)，所述竹支架(1)之间的上下两段分别通过榫卯方式安装有连接架(5)、多边形定

位榫(6)，所述竹支架(1)底部的左右两侧皆设置有配重舱室(7)，且配重舱室(7)中皆填充

有碎石块(8)，所述竹支架(1)底部的中心位置处设置有若干个潜游通道(9)，且潜游通道

(9)中皆设置有补光系统，并且补光系统中皆包含有若干组灯带(10)，所述营养基池分布于

框架机构中，且营养基池由鱼巢横梁(11)、增殖格栅(12)、导流槽(13)、养殖腔室(14)、单向

诱导迷宫(15)、半封闭隔层(16)以及活动软帘(17)组成，所述鱼巢横梁(11)、增殖格栅(12)

分别等间距安插于竹支架(1)一侧的上下两部，且竹支架(1)另一侧的底部等间距设置有导

流槽(13)，所述竹支架(1)顶部的左右两侧皆设置有养殖腔室(14)，且养殖腔室(14)中皆固

定有单向诱导迷宫(15)，所述单向诱导迷宫(15)底部的一侧皆设置有半封闭隔层(16)，且

半封闭隔层(16)中皆安装有活动软帘(17)，所述框架机构的正上方设置有投喂机构，且投

喂机构中设置有投料漏斗(18)，并且投料漏斗(18)的顶端安装有定位芯片(19)，所述投料

漏斗(18)的底端连通有左右两个送料管道(20)，且送料管道(20)的底端皆延伸至竹支架

(1)的顶部，所述锚固机构对称设置于框架机构的正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

机构的内腔设置为密集孔巢隔层或蜂巢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

机构的四周或内腔皆以穿榫式、半榫式、扇抱肩榫、交叉叠压式、插口型绑扎式等连接方式

组合形成，其中，连接架(5)作为竹支架(1) 的横向支撑机构，且横向支撑机构之间以半榫

式连接，以穿榫钉固定；其它的接榫部位以组合穿榫钉、绑扎或胶粘的方式固定，并以斜拉、

半圆或弓弦状固定限位，增加框架机构的稳定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

机构可采用两个锚固立柱(21)进行固定，其中，锚固立柱(21)经弯曲、加筋、限位、卯榫、绑

扎、编织、等方式定位成型，在柱内腔及鱼礁下半部填充石材增加稳定性，促进珊瑚生长；锚

固立柱(21)上等间距环绕有限位筋(22)，且最上方的限位筋(22)与竹支架(1)的底端相互

挂接，并且限位筋(22)皆由竹材编织呈网格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其特征在于：所述锚固

机构也可采用四个锚固桩(24)进行固定，且锚固桩(24)的顶端皆通过锚固绳(23)与竹支架

(1)的底端相互挂接，并且锚固绳(23)皆采用多股竹篾绞制而成，长期不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

机构采用天然毛竹型材，具备相当的浮力，并通过调节配重舱室(7)中碎石块(8)的多少，使

得框架机构高于泥沙适当距离并处于半潜浮可活动状态，彻底改变传统鱼礁陷入淤泥的缺

陷，此时仅采用锚固绳(23)和锚固桩(24)进行固定，能使框架机构在水下持续作不规则运

动，从而产生更大涡流和上升流以搅动海底沉积的营养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其特征在于：所述补光

系统中还包含有与灯带(10)配套的感光芯片和水下或水面发电及蓄能设备。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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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19)集成长效电源、传感器以及鱼礁标识为一体，内设中空结构形成适当浮力，以活扣

柔性连接方式设置于投料漏斗(18)上，且定位芯片(19)与灯带(10)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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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渔业养殖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

礁。

背景技术

[0002] 人工鱼礁能够改善海域生态、营造海洋生物栖息的良好环境，为各种鱼类提供生

长、繁殖、索饵和庇敌的场所，是保护和增殖近海渔业资源的一项有效的技术措施。

[0003] 人工鱼礁技术由来已久，并且在近年发展迅猛，但由于存在鱼礁表面附着面积不

足、内部避害空间不足、生态恢复缓慢、海底淤泥陷礁、鱼礁缺乏动态运动作用等问题，使得

鱼礁的生态功能价值发挥不到一半，因而亟需设计一种创新型的多功能鱼礁。

[0004] 本方案计划选取原木与毛竹组合一类的天然型材，利用断绝氧气水存法，能千年

不腐(古代造桥基坑都会以竹木为桩基固定基础石块)，同时由于竹材的圆柱状中空结构，

在不规则波浪环境下，既利于水体流动，又能最好地抵御流体不规则的作用力，且竹节的天

然结构相当于中空型材的内加强筋，大大增强了中空轻型条状型材的刚性和环向变形模

量，因而可以以毛竹竹节构造的特性，开发各种构造的型材建设鱼礁，成倍地增加鱼礁表层

面积与生物避害空间，并加速水下生态修复效应，提高鱼礁生态效益。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

具备增大内部框架空间及外部附着面积、设置补光系统诱使鱼类聚集、形成浮游生物营养

基床、鱼礁半潜浮可活动等优点，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

能鱼礁，包括框架机构、补光系统、营养基池、投喂机构以及锚固机构，所述框架机构中以若

干个等间距排列的竹支架为骨架，骨架外框以混凝土包裹，且竹支架的外侧壁依次覆盖有

竹框架、竹编筋板以及竹编外框，所述竹支架之间的上下两段分别分别通过榫卯方式安装

有连接架、多边形定位榫，所述竹支架底部的左右两侧皆设置有配重舱室，且配重舱室中皆

填充有碎石块，所述竹支架底部的中心位置处设置有若干个潜游通道，且潜游通道中皆设

置有补光系统，并且补光系统中皆包含有若干组灯带，所述营养基池分布于框架机构中，且

营养基池由鱼巢横梁、增殖格栅、导流槽、养殖腔室、单向诱导迷宫、半封闭隔层以及活动软

帘组成，所述鱼巢横梁、增殖格栅分别等间距安插于竹支架一侧的上下两部，且竹支架另一

侧的底部等间距设置有导流槽，所述竹支架顶部的左右两侧皆设置有养殖腔室，且养殖腔

室中皆固定有单向诱导迷宫，所述单向诱导迷宫底部的一侧皆设置有半封闭隔层，且半封

闭隔层中皆安装有活动软帘，所述框架机构的正上方设置有投喂机构，且投喂机构中设置

有投料漏斗，并且投料漏斗的顶端安装有定位芯片，所述投料漏斗的底端连通有左右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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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料管道，且送料管道的底端皆延伸至竹支架的顶部，所述锚固机构对称设置于框架机构

的正下方。

[0009] 优选的，所述框架机构的内腔设置为密集孔巢隔层或蜂巢结构，框架机构的外观

呈水下宫殿、房屋、城堡、人物、动物等任意造型，可用作海底珊瑚平台礁、观光礁、石礁、诱

捕礁等。

[0010] 优选的，所述框架机构的四周或内腔皆以穿榫式、半榫式、扇抱肩榫、交叉叠压式、

插口型绑扎式等连接方式组合形成，其中，连接架作为竹支架的横向支撑机构，且横向支撑

机构之间以半榫式连接，以穿榫钉固定；其它的接榫部位以组合穿榫钉、绑扎或胶粘的方式

固定，并以斜拉、半圆或弓弦状固定限位，增加框架机构的稳定性。

[0011] 优选的，所述竹支架、竹框架、鱼巢横梁以及增殖格栅皆由天然毛竹开孔、对劈并

开孔形成的半封闭蜂巢和半圆槽状，使得框架机构的表层面积提升10倍以上；并将动物粪

便、酒糟、益生菌、泥沙等混合料发酵的底栖饵料填充于槽孔中形成生物培养基，使得海洋

环境的初级生产力提升数倍。

[0012] 优选的，所述锚固机构可采用两个锚固立柱进行固定，其中，锚固立柱经弯曲、加

筋、限位、卯榫、绑扎、编织、等方式定位成型，在柱内腔及鱼礁下半部填充石材增加稳定性，

促进珊瑚生长；锚固立柱上等间距环绕有限位筋，且最上方的限位筋与竹支架的底端相互

挂接，并且限位筋皆由竹材编织呈网格状。

[0013] 优选的，所述锚固机构也可采用四个锚固桩进行固定，且锚固桩的顶端皆通过锚

固绳与竹支架的底端相互挂接，并且锚固绳皆采用多股竹篾绞制而成，长期不腐。

[0014] 优选的，所述框架机构采用天然毛竹型材，具备相当的浮力，并通过调节配重舱室

中碎石块的多少，使得框架机构高于泥沙适当距离并处于半潜浮可活动状态，彻底改变传

统鱼礁陷入淤泥的缺陷，此时仅采用锚固绳和锚固桩进行固定，能使框架机构在水下持续

作不规则运动，从而产生更大涡流和上升流以搅动海底沉积的营养基。

[0015] 优选的，所述补光系统中还包含有与灯带配套的感光芯片和水下或水面发电及蓄

能设备，通过智能控制补充光照，从而增加生物生长时长、促进动物生殖腺成熟、诱使水下

生物聚集、产卵及繁殖。

[0016] 优选的，所述定位芯片集成长效电源、传感器以及鱼礁标识为一体，内设中空结构

形成适当浮力，以活扣柔性连接方式设置于投料漏斗上，且定位芯片与灯带电性连接，以无

线传输方式实现远程管理。

[0017] (三)有益效果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具备

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该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采用复合工艺技术，利用具备水底耐腐蚀

特性的天然毛竹型材作为框架，巧妙利用竹上钻孔、开槽、拼接、预埋等方式增加了鱼礁表

层面积，将建筑工程学、海洋工程学、材料学、结构技术、复合材料生产工艺、水产养殖技术

规范完美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实用性和功能拓展空间；

[0020] 2、该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利用生物的趋光性，在内部空间设置补光

系统，诱使水下生物聚集并延长生物生长时长，从而有效地缩短鱼礁成熟期、加速促进各种

饵料生物大量繁殖生长，进一步诱使各种鱼类聚集, 形成良好的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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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3、该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利用鱼礁中空内腔和孔巢容器填充动物粪

便、酒糟、益生菌、泥沙等发酵的底栖饵料生物培养基，形成浮游生物营养基床,快速提升海

洋环境初级生产力，并通过天然毛竹框架的浮力及两种组合使用的锚固系统，能使鱼礁在

水下持续作不规则运动，从而产生更大涡流和上升流以搅动海底沉积的营养基。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主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竹支架；2、竹框架；3、竹编筋板；4、竹编外框；5、连接架；  6、多边形定位

榫；7、配重舱室；8、碎石块；9、潜游通道；10、灯带；11、鱼巢横梁；12、增殖格栅；13、导流槽；

14、养殖腔室；15、单向诱导迷宫；  16、半封闭隔层；17、活动软帘；18、投料漏斗；19、定位芯

片；20、送料管道；21、锚固立柱；22、限位筋；23、锚固绳；24、锚固桩。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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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请参阅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26] 一种蜂巢式带营养基巢的多功能鱼礁，包括框架机构、补光系统、营养基池、投喂

机构以及锚固机构，框架机构中以若干个等间距排列的竹支架1  为骨架，且竹支架1的外侧

壁依次覆盖有竹框架2、竹编筋板3以及竹编外框  4，竹支架1之间的上下两段分别分别通过

榫卯方式安装有连接架5、多边形定位榫6，竹支架1底部的左右两侧皆设置有配重舱室7，且

配重舱室7中皆填充有碎石块8，竹支架1底部的中心位置处设置有若干个潜游通道9，且潜

游通道9中皆设置有补光系统，并且补光系统中皆包含有若干组灯带10，营养基池分布于框

架机构中，且营养基池由鱼巢横梁11、增殖格栅12、导流槽  13、养殖腔室14、单向诱导迷宫

15、半封闭隔层16以及活动软帘17组成，鱼巢横梁11、增殖格栅12分别等间距安插于竹支架

1一侧的上下两部，且竹支架1另一侧的底部等间距设置有导流槽13，竹支架1顶部的左右两

侧皆设置有养殖腔室14，且养殖腔室14中皆固定有单向诱导迷宫15，单向诱导迷宫15底部

的一侧皆设置有半封闭隔层16，且半封闭隔层16中皆安装有活动软帘17，框架机构的正上

方设置有投喂机构，且投喂机构中设置有投料漏斗  18，并且投料漏斗18的顶端安装有定位

芯片19，投料漏斗18的底端连通有左右两个送料管道20，且送料管道20的底端皆延伸至竹

支架1的顶部，锚固机构对称设置于框架机构的正下方。

[0027] 如图1中框架机构的内腔设置为密集孔巢隔层或蜂巢结构，框架机构的外观呈水

下宫殿、房屋、城堡、人物、动物等任意造型，可用作海底珊瑚平台礁、观光礁、石礁、诱捕礁

等。

[0028] 如图1中竹支架1、竹框架2、鱼巢横梁11以及增殖格栅12皆由天然毛竹对劈并开孔

形成的半圆槽状，使得框架机构的表层面积提升10倍以上；并将动物粪便、酒糟、益生菌、泥

沙等混合料发酵的底栖饵料填充于槽孔中形成生物培养基，使得海洋环境的初级生产力提

升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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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如图1中锚固机构可采用两个锚固立柱21进行固定，其中，锚固立柱21经弯曲、加

筋、限位、卯榫、绑扎、编织、等方式定位成型，在柱内腔及鱼礁下半部填充石材增加稳定性，

促进珊瑚生长；锚固立柱21上等间距环绕有限位筋22，且最上方的限位筋22与竹支架1的底

端相互挂接，并且限位筋22皆由竹材编织呈网格状。

[0030] 如图1中锚固机构也可采用四个锚固桩24进行固定，且锚固桩24的顶端皆通过锚

固绳23与竹支架1的底端相互挂接，并且锚固绳23皆采用多股竹篾绞制而成，长期不腐。

[0031] 如图1中框架机构采用天然毛竹型材，具备相当的浮力，并通过调节配重舱室7中

碎石块8的多少，使得框架机构高于泥沙适当距离并处于半潜浮可活动状态，彻底改变传统

鱼礁陷入淤泥的缺陷，此时仅采用锚固绳23和锚固桩24进行固定，能使框架机构在水下持

续作不规则运动，从而产生更大涡流和上升流以搅动海底沉积的营养基。

[0032] 如图1中补光系统中还包含有与灯带10配套的感光芯片和水下或水面发电及蓄能

设备，通过智能控制补充光照，从而增加生物生长时长、促进动物生殖腺成熟、诱使水下生

物聚集、产卵及繁殖。

[0033] 如图1中定位芯片19集成长效电源、传感器以及鱼礁标识为一体，内设中空结构形

成适当浮力，以活扣柔性连接方式设置于投料漏斗18上，且定位芯片19与灯带10电性连接，

以无线传输方式实现远程管理。

[0034]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3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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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214015534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