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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鱼类注射用辅助手套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一种鱼类注射用辅助手套。
本
实用新型包括具有弹性且由棉布材质构成的手
套本体，
所述手套本体的指间处连接有网片构成
的蹼状结构。
本实用新型所述手套本体由棉布材
质构成，
因此具有一定的摩擦力，
便于固定住鱼，
而且棉布材质构成的手套本体厚薄适中，
人手可
以感知到固定鱼时需要施加的力度，
不容易伤到
鱼。
本实用新型在手套本体各个手指之间加上密
眼的网片，
使得手套总体感觉就像有蹼的禽类的
脚掌一样。
所述的蹼状结构主要是用来辅助固定
住鱼，
而且对鱼进行人工注射催产时 ，
针头可以
透过网片直接对鱼进行注射。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
时：
操作人员可以左手戴上手套，
固定好鱼，
右手
注射，
省时省力，
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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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鱼类注射用辅助手套，
其特征在于：
包括具有弹性且由棉布材质构成的手套本
体(10) ，
所述手套本体(10)的指间处连接有网片构成的蹼状结构(20) ；
所述手套本体(10)
的套口(11)为松紧式套口。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类注射用辅助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手套本体(10)内设有防
水层，
所述防水层由塑胶材质构成。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类注射用辅助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网片的孔眼大小为0 .8
～1mm。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鱼类注射用辅助手套，
其特征在于：
所述蹼状结构(20)连接于手
套本体(10)的大拇指与食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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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鱼类注射用辅助手套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产养殖工具领域，
具体是涉及一种鱼类注射用辅助手套。
背景技术
[0002] 一些小型的鱼类在人工繁殖过程中，
需要进行人工注射催产、
人工受精，
但是小型
的鱼类一方面由于很滑，
难以抓住，
另一方面跳跃能力强，
不好固定，
这样给人工注射催产
和人工受精带来麻烦。传统的通常采用毛巾固定小型鱼类以进行相关的操作，
这样固定存
在问题：
毛巾全部覆盖鱼的身体，
包括注射部位胸鳍，
所以不便于人工进行快速注射操作；
另外毛巾较厚，
不容易控制好按压的力度，
力度过小，
鱼容易跳跃，
力度过大，
鱼容易受伤。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鱼类注射用辅助手套。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鱼类注射用辅助手套，
包括具有弹性且由棉布材质构成的手套本体，
所述手
套本体的指间处连接有网片构成的蹼状结构。
[0006] 进一步，
所所述手套本体内设有防水层，
所述防水层由塑胶材质构成。
[0007] 进一步，
所述网片的孔眼大小为0 .8～1mm。
[0008] 进一步，
所述蹼状结构连接于手套本体的大拇指与食指之间。
[0009] 进一步，
所述手套本体的套口为松紧式套口。
[0010] 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11]
(1)本实用新型所述手套本体由棉布材质构成，
因此具有一定的摩擦力，
便于固定
住鱼，
而且棉布材质构成的手套本体厚薄适中，
人手可以感知到固定鱼时需要施加的力度，
不容易伤到鱼。本实用新型在手套本体各个手指之间加上密眼的网片，
使得手套总体感觉
就像有蹼的禽类的脚掌一样。所述的蹼状结构主要是用来辅助固定住鱼，
而且对鱼进行人
工注射催产时，
针头可以透过网片直接对鱼进行注射。
[0012]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
操作人员可以左手戴上手套，
固定好鱼，
右手注射，
省时省
力，
方便快捷。鱼被操作人员抓住时，
鱼的头部位于拇指、食指之间，
位于拇指、食指之间的
蹼状结构辅助固定住鱼的头部，
有效防止鱼从拇指、
食指中间挣脱掉落。
[0013]
(2)本实用新型所述防水层对操作人员的手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可以防止操作
人员的手长期泡水。
[0014]
(3)本实用新型所述网片的孔眼大小适中，
方便注射操作。
因为网眼过密则导致视
线不好，
操作人员无法直观地看到鱼的注射部位，
而网眼过稀，
则导致网片摩擦力减小，
无
法起到固定鱼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15] 图1、
2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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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标注符号的含义如下：
10-手套本体 11-套口 20-蹼状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现结合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特点：
[0019] 如图1所示：
本实用新型包括具有弹性且由棉布材质构成的手套本体10，
所述手套
本体10的指间处连接有网片构成的蹼状结构20。
[0020] 本实用新型所述手套本体10由棉布材质构成，
因此具有一定的摩擦力，
便于固定
住鱼，
而且棉布材质构成的手本体10套厚薄适中，
人手可以感知到固定鱼时需要施加的力
度，
不容易伤到鱼。本实用新型在手套本体10各个手指之间加上密眼的网片，
使得手套总体
感觉就像有蹼的禽类的脚掌一样。所述的蹼状结构20主要是用来辅助固定住鱼，
而且对鱼
进行人工注射催产时，
针头可以透过网片直接对鱼进行注射。
[0021] 如图2所示：
所述蹼状结构20连接于手套本体10的大拇指与食指之间，
当然所述蹼
状结构20也可以在相邻手指之间都设置。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
操作人员可以左手戴上手
套，
固定好鱼，
右手注射，
省时省力，
方便快捷。鱼被操作人员抓住时，
鱼的头部位于拇指、
食
指之间，
位于拇指、食指之间的蹼状结构20辅助固定住鱼的头部，
有效防止鱼从拇指、食指
中间挣脱掉落。
[0022] 所述手套本体10内设有防水层11，
所述防水层11由塑胶材质构成。本实用新型所
述防水层11对操作人员的手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可以防止操作人员的手长期泡水。
[0023] 所述网片的孔眼大小为0 .8～1mm。
本实用新型所述网片的孔眼大小适中，
方便注
射操作。
因为网眼过密则导致视线不好，
操作人员无法直观地看到鱼的注射部位，
而网眼过
稀，
则导致网片摩擦力减小，
无法起到固定鱼的作用。
[0024] 所述手套本体10的套口12为松紧式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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