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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投料设备，尤其涉及一

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本发明提供一种操作

简单，具备自动添加饲料与水，且能够对饲料残

渣进行清理的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本发明提

供了这样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包括：底

板，底板顶部前后两侧和左右两侧均设置有伸缩

杆；连接板，前后两个伸缩杆的伸长端之间设置

有连接板；饲料存放盒，连接板上前后对称设置

有饲料存放盒。第一距离传感器感应到与连接板

的距离变长，控制第一电磁阀与第二电磁阀打

开，使得安装筒内的饲料自动通过出料管掉落至

饲料存放盒内，给鸭子提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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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其特征是，包括：

底板(13)，底板(13)顶部前后两侧和左右两侧均设置有伸缩杆(11)；

连接板(12)，前后两个伸缩杆(11)的伸长端之间设置有连接板(12)；

饲料存放盒(1)，连接板(12)上前后对称设置有饲料存放盒(1)；

自动进料机构(2)，底板(13)顶部中心位置设置有能够自动对饲料存放盒(1)内添加饲

料的自动进料机构(2)；

液体补充机构(3)，饲料存放盒(1)与自动进料机构(2)上设置有用于为鸭子提供水源

的液体补充机构(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其特征是，自动进料机构(2)包

括：

安装筒(20)，底板(13)顶部中心位置设置有能够对饲料进行储存的安装筒(20)，饲料

存放盒(1)与安装筒(20)下部滑动式连接；

出料管(21)，安装筒(20)下部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出料管(21)；

第一电磁阀(22)，前侧的出料管(21)端部设置有第一电磁阀(22)；

第二电磁阀(211)，后侧的出料管(21)端部设置有第二电磁阀(211)；

第一距离传感器(23)，底板(13)顶部前侧设置有第一距离传感器(2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其特征是，液体补充机构(3)包

括：

固定环(31)，安装筒(20)上设置有固定环(31)；

水盒(32)，固定环(31)左右两侧均设置有用于储存水的水盒(32)，水盒(32)顶部均开

有进水口；

液体存放盒(30)，左右两个伸缩杆(11)的伸长端均设置有液体存放盒(30)，液体存放

盒(30)位于饲料存放盒(1)左右两侧；

连接弧形板(33)，两个水盒(32)下部之间设置有连接弧形板(33)；

第一伺服电机(34)，连接弧形板(33)顶部前侧设置有第一伺服电机(34)；

开槽环(36)，安装筒(20)中下部的外壁上设置有开槽环(36)；

转动盘(35)，开槽环(36)上转动式设置有转动盘(35)，转动盘(35)上开有两个通孔，转

动盘(35)转动能够使得通孔与水盒(32)贯通；

太阳轮(37)，转动盘(35)顶部设置有太阳轮(37)；

齿轮(38)，第一伺服电机(34)的输出轴上设置有齿轮(38)，齿轮(38)与太阳轮(37)相

互啮合；

第二距离传感器(39)，底板(13)顶部后侧设置有第二距离传感器(3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其特征是，还包括有能够对饲料

存放盒(1)边缘的饲料残渣进行清理的清理机构(4)，清理机构(4)包括：

弧形滑轨(40)，安装筒(20)中下部的外壁上设置有弧形滑轨(40)，弧形滑轨(40)顶部

前左侧与后右侧均设置有限位块，弧形滑轨(40)位于开槽环(36)下方；

滑动杆(41)，弧形滑轨(40)右前侧与左后侧均滑动式设置有滑动杆(41)，滑动杆(41)

与限位块接触；

阻挡板(44)，弧形滑轨(40)上左前侧与右后侧均设置有阻挡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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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42)，滑动杆(41)与相近的阻挡板(44)之间连接有弹簧(42)；

开孔橡胶球(43)，两个滑动杆(41)上均设置有开孔橡胶球(43)；

清理器(45)，两个滑动杆(41)外侧下部均设置有清理器(45)，清理器(45)与饲料存放

盒(1)接触；

移动球(46)，转动盘(35)左前侧与后右侧均设置有移动球(46)，移动球(46)移动能够

卡入相近的开孔橡胶球(43)内。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其特征是，还包括有用于对饲料

进行搅碎的搅碎机构(5)，搅碎机构(5)包括：

开合板(50)，安装筒(20)顶部设置有开合板(50)，开合板(50)后部开有进料口；

滑动盖(51)，开合板(50)上部滑动式设置有滑动盖(51)；

第三距离传感器(52)，开合板(50)内前侧设置有第三距离传感器(52)；弹性卡片(53)，

开合板(50)内中部左右对称设置有弹性卡片(53)，滑动盖(51)前后滑动能够挤压弹性卡片

(53)；

第二伺服电机(54)，开合板(50)底部中心位置设置有第二伺服电机(54)；

转轴(55)，第二伺服电机(54)的输出轴上通过联轴器连接有转轴(55)；搅碎刀(56)，转

轴(55)上设置有搅碎刀(56)，搅碎刀(56)位于安装筒(20)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其特征是，还包括有用于阻拦鸭

子的阻拦机构(6)，阻拦机构(6)包括：

吸水板(60)，底板(13)上设置有吸水板(60)；

护栏(61)，吸水板(60)顶部设置有护栏(61)；

转动阀(62)，护栏(61)上部前侧转动式设置有转动阀(62)；

转动门(63)，转动阀(62)上设置有转动门(6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其特征是，还包括有用于提示工

作人员添加饲料的提示机构(7)，提示机构(7)包括：

支撑架(70)，安装筒(20)上部前侧设置有支撑架(70)；

指示灯(71)，支撑架(70)上设置有指示灯(71)；

第四距离传感器(72)，转轴(55)底端设置有第四距离传感器(7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其特征是，还包括：控制箱(14)，

安装筒(20)上部后侧外壁设置有控制箱(14)，控制箱(14)内设有蓄电池、控制模块和电源

模块，蓄电池为整个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供电，蓄电池的输出端与电源模块通过电性连

接，电源模块上通过线路连接有电源总开关，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通过电性连接，控制模块

上连接有DS1302时钟电路和24C02电路；第一距离传感器(23)、第二距离传感器(39)、第三

距离传感器(52)和第四距离传感器(72)与控制模块通过电性连接，第一电磁阀(22)、第二

电磁阀(211)、第一伺服电机(34)、第二伺服电机(54)和指示灯(71)与控制模块通过外围电

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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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动投料设备，尤其涉及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鸭是常见的一种家禽，由于鸭肉味道鲜美且有营养，因此在家禽饲养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在鸭的饲养过程中，需要进行饲料的投放，由于鸭养殖规模较大，所以需要使用自

动投喂的装置来减少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

[0003] 专利授权公告号为CN213548999U的专利公布了一种自动投喂饲料装置，该投喂饲

料装置包括自动投喂外壳体，所述自动投喂外壳体的中间位置处固定安装有定时器，所述

定时器的右侧固定安装有排气扇，所述排气扇的下方固定安装有漏食斗，所述自动投喂外

壳体的上端螺接固定有盖子，所述盖子的底端活动安装有盖卡，所述盖卡的上方活动安装

有盖卡开关，所述盖卡开关的下方活动安装有推动轴。该投喂饲料装置，工作人员设置好定

时器，然后通过推动轴开始撑起拨片，在拨片上倒入饲料，定时器拨片走到预定时间后，定

时器弹簧推动定时活动塞，然后使得推动轴带动拨片收缩，进而使得饲料进入漏食斗投喂

给家畜，但是该装置不具备自动添加饲料与水的功能，需要人工手动进行添加，操作不便，

而且不能够在鸭子吃完饲料之后对饲料残渣进行清理。

[0004] 因此，发明一种操作简单，具备自动添加饲料与水，且能够对饲料残渣进行清理的

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来解决上述问题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的自动投喂装置不具备自动添加饲料与水的功能，需要人工手动进

行添加，操作不便，费时费力的缺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操作简单，具备自动添

加饲料与水，且能够对饲料残渣进行清理的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

[0006] 本发明的技术实施方案是：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包括：底板，底板顶部前

后两侧和左右两侧均设置有伸缩杆；连接板，前后两个伸缩杆的伸长端之间设置有连接板；

饲料存放盒，连接板上前后对称设置有饲料存放盒；自动进料机构，底板顶部中心位置设置

有能够自动对饲料存放盒内添加饲料的自动进料机构；液体补充机构，饲料存放盒与自动

进料机构上设置有用于为鸭子提供水源的液体补充机构。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自动进料机构包括：安装筒，底板顶部中心位置

设置有能够对饲料进行储存的安装筒，饲料存放盒与安装筒下部滑动式连接；出料管，安装

筒下部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出料管；第一电磁阀，前侧的出料管端部设置有第一电磁阀；第二

电磁阀，后侧的出料管端部设置有第二电磁阀；第一距离传感器，底板顶部前侧设置有第一

距离传感器。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液体补充机构包括：固定环，安装筒上设置有固

定环；水盒，固定环左右两侧均设置有用于储存水的水盒，水盒顶部均开有进水口；液体存

放盒，左右两个伸缩杆的伸长端均设置有液体存放盒，液体存放盒位于饲料存放盒左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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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连接弧形板，两个水盒下部之间设置有连接弧形板；第一伺服电机，连接弧形板顶部前

侧设置有第一伺服电机；开槽环，安装筒中下部的外壁上设置有开槽环；转动盘，开槽环上

转动式设置有转动盘，转动盘上开有两个通孔，转动盘转动能够使得通孔与水盒贯通；太阳

轮，转动盘顶部设置有太阳轮；齿轮，第一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设置有齿轮，齿轮与太阳轮

相互啮合；第二距离传感器，底板顶部后侧设置有第二距离传感器。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还包括有能够对饲料存放盒边缘的饲料残渣进

行清理的清理机构，清理机构包括：弧形滑轨，安装筒中下部的外壁上设置有弧形滑轨，弧

形滑轨顶部前左侧与后右侧均设置有限位块，弧形滑轨位于开槽环下方；滑动杆，弧形滑轨

右前侧与左后侧均滑动式设置有滑动杆，滑动杆与限位块接触；阻挡板，弧形滑轨上左前侧

与右后侧均设置有阻挡板；弹簧，滑动杆与相近的阻挡板之间连接有弹簧；开孔橡胶球，两

个滑动杆上均设置有开孔橡胶球；清理器，两个滑动杆外侧下部均设置有清理器，清理器与

饲料存放盒接触；移动球，转动盘左前侧与后右侧均设置有移动球，移动球移动能够卡入相

近的开孔橡胶球内。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还包括有用于对饲料进行搅碎的搅碎机构，搅

碎机构包括：开合板，安装筒顶部设置有开合板，开合板后部开有进料口；滑动盖，开合板上

部滑动式设置有滑动盖；第三距离传感器，开合板内前侧设置有第三距离传感器；弹性卡

片，开合板内中部左右对称设置有弹性卡片，滑动盖前后滑动能够挤压弹性卡片；第二伺服

电机，开合板底部中心位置设置有第二伺服电机；转轴，第二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通过联轴

器连接有转轴；搅碎刀，转轴上设置有搅碎刀，搅碎刀位于安装筒内。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还包括有用于阻拦鸭子的阻拦机构，阻拦机构

包括：吸水板，底板上设置有吸水板；护栏，吸水板顶部设置有护栏；转动阀，护栏上部前侧

转动式设置有转动阀；转动门，转动阀上设置有转动门。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还包括有用于提示工作人员添加饲料的提示机

构，提示机构包括：支撑架，安装筒上部前侧设置有支撑架；指示灯，支撑架上设置有指示

灯；第四距离传感器，转轴底端设置有第四距离传感器。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还包括：控制箱，安装筒上部后侧外壁设置有控

制箱，控制箱内设有蓄电池、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蓄电池为整个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供

电，蓄电池的输出端与电源模块通过电性连接，电源模块上通过线路连接有电源总开关，控

制模块和电源模块通过电性连接，控制模块上连接有DS1302时钟电路和24C02电路；第一距

离传感器、第二距离传感器、第三距离传感器和第四距离传感器与控制模块通过电性连接，

第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一伺服电机、第二伺服电机和指示灯与控制模块通过外围电路

连接。

[0014] 有益效果是：1、第一距离传感器感应到与连接板的距离变长，控制第一电磁阀与

第二电磁阀打开，使得安装筒内的饲料自动通过出料管掉落至饲料存放盒内，给鸭子提供

食物。

[0015] 2、第二距离传感器感应到与水盒的距离变长，控制第一伺服电机的输出轴转动，

使得转动盘转动带动通孔与液体存放盒贯通，液体存放盒内的水自动流入至水盒内，为鸭

子提供水源。

[0016] 3、转动盘反转复位通过移动球与开孔橡胶球带动滑动杆呈圆周运动，使得清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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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对饲料存放盒边缘的饲料残留的饲料残渣进行清理，同时还能够驱赶正在喝水的鸭子

去吃饲料。

[0017] 4、第三距离传感器感应到与滑动盖的距离缩短控制第二伺服电机的输出轴转动，

能够在工作人员添加饲料的同时对饲料进行粉碎，便于鸭子消化。

[0018] 5、护栏能够阻拦鸭子进食，从而达到控制鸭子食量的目的。

[0019] 6、指示灯亮起能够提示工作人员安装筒内的饲料已用尽。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第一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第二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自动进料机构的第一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自动进料机构的第二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液体补充机构的第一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液体补充机构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液体补充机构的第二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9为本发明液体补充机构的第三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0为本发明清理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1为本发明清理机构的第一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2为本发明清理机构的第二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3为本发明搅碎机构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4为本发明阻拦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5为本发明提示机构的第一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6为本发明提示机构的第二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7为本发明的电路框图。

[0037] 图18为本发明的电路原理图。

[0038] 附图标记中：1、饲料存放盒，11、伸缩杆，12、连接板，13、底板，14、控制箱，2、自动

进料机构，20、安装筒，21、出料管，22、第一电磁阀，211、第二电磁阀，23、第一距离传感器，

3、液体补充机构，30、液体存放盒，31、固定环，32、水盒，33、连接弧形板，34、第一伺服电机，

35、转动盘，36、开槽环，37、太阳轮，38、齿轮，39、第二距离传感器，4、清理机构，40、弧形滑

轨，41、滑动杆，42、弹簧，43、开孔橡胶球，44、阻挡板，45、清理器，46、移动球，5、搅碎机构，

50、开合板，51、滑动盖，52、第三距离传感器，53、弹性卡片，54、第二伺服电机，55、转轴，56、

搅碎刀，6、阻拦机构，60、吸水板，61、护栏，62、转动阀，63、转动门，7、提示机构，70、支撑架，

71、指示灯，72、第四距离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地进行说明。

[0040] 实施例1

[0041]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一种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包括有饲料存放盒1、伸缩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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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连接板12、底板13、自动进料机构2和液体补充机构3，底板13顶部前后两侧和左右两侧

均设置有伸缩杆11，伸缩杆11内设有弹簧，前后两个伸缩杆11的伸长端之间设置有连接板

12，连接板12上前后对称设置有饲料存放盒1，底板13顶部中心位置设置有自动进料机构2，

自动进料机构2用于自动对饲料存放盒1内添加饲料，饲料存放盒1与自动进料机构2上设置

有液体补充机构3，液体补充机构3用于为鸭子提供水源。

[0042] 在使用本设备时，工作人员将一定量的饲料倒入自动进料机构2内，再将一定量的

水分倒入液体补充机构3内进行储存，这时工作人员按下电源总开关使整个设备通电，然后

通过自动进料机构2运作将饲料倒入饲料存放盒1内，给鸭子提供食物，倒入之后，在饲料重

力作用下使得饲料存放盒1向下移动，饲料存放盒1向下移动通过连接板12挤压前后两侧的

伸缩杆11的伸长端缩短，此时自动进料机构2停止运作不再将饲料倒出，再通过液体补充机

构3运作将水倒入出，供鸭子喝水，此时左右两侧伸缩杆11的伸长端随之缩短，液体补充机

构3停止运作不再将水倒出，本设备使用完成后，工作人员再次按压电源总开关使整个设备

断电。本设备结构简单，便于操作。

[0043] 实施例2

[0044] 如图1、图4、图5、图6、图7、图8和图9所示，在实施例1的基础之上，自动进料机构2

包括有安装筒20、出料管21、第一电磁阀22、第二电磁阀211和第一距离传感器23，底板13顶

部中心位置焊接有安装筒20，安装筒20用于对饲料进行储存，饲料存放盒1与安装筒20下部

滑动式连接，安装筒20下部前后两侧均设置有出料管21，前侧的出料管21端部设置有第一

电磁阀22，后侧的出料管21端部设置有第二电磁阀211，底板13顶部前侧设置有第一距离传

感器23。

[0045] 液体补充机构3包括有液体存放盒30、固定环31、水盒32、连接弧形板33、第一伺服

电机34、转动盘35、开槽环36、太阳轮37、齿轮38和第二距离传感器39，安装筒20上焊接有固

定环31，固定环31左右两侧均设置有水盒32，水盒32用于储存水，水盒32顶部均开有进水

口，左右两个伸缩杆11的伸长端均设置有液体存放盒30，液体存放盒30位于饲料存放盒1左

右两侧，两个水盒32下部之间焊接有连接弧形板33，连接弧形板33顶部前侧通过螺栓连接

有第一伺服电机34，安装筒20中下部的外壁上焊接有开槽环36，开槽环36上转动式设置有

转动盘35，转动盘35上开有两个通孔，转动盘35转动能够使得通孔与水盒32贯通，转动盘35

顶部设置有太阳轮37，第一伺服电机34的输出轴上键连接有齿轮38，齿轮38与太阳轮37相

互啮合，底板13顶部后侧设置有第二距离传感器39。

[0046] 在使用该设备时，工作人员将一定量的饲料倒入安装筒20，再将一定量的水从进

水口倒入水盒32内，这时工作人员按下电源总开关使整个设备通电，第一距离传感器23感

应到与连接板12的距离变长时，第一距离传感器23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收到信号后控制第

一电磁阀22与第二电磁阀211打开，安装筒20内的饲料随之通过出料管21掉落至饲料存放

盒1内，给鸭子提供食物，倒入之后，在饲料重力作用下使得饲料存放盒1向下移动，饲料存

放盒1向下移动通过连接板12挤压前后两侧的伸缩杆11的伸长端缩短，前后两侧伸缩杆11

内的弹簧压缩，当第一距离传感器23感应到与连接板12的距离缩短时，第一距离传感器23

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收到信号后控制第一电磁阀22与第二电磁阀211关闭，安装筒20内的饲

料不再掉落，第二距离传感器39感应到与液体存放盒30的距离变长时，第二距离传感器39

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收到信号后控制第一伺服电机34的输出轴转动10秒，然后停止运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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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伺服电机34的输出轴转动带动齿轮38转动，齿轮38转动带动太阳轮37转动，太阳轮37转

动带动转动盘35转动，转动盘35转动带动通孔与水盒32贯通，水盒32内的水随之流入至液

体存放盒30内，为鸭子提供水源，倒入之后，在水重力的作用下使得液体存放盒30向下移

动，液体存放盒30向下移动带动左右两侧的伸缩杆11的伸长端缩短，左右两侧伸缩杆11内

的弹簧压缩，当第二距离传感器39感应到与液体存放盒30的距离缩短时，第二距离传感器

39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收到信号后控制第一伺服电机34的输出轴反转10秒，然后停止运作，

第一伺服电机34的输出轴反转带动齿轮38反转，进而使得转动盘35反转带动通孔与水盒32

不再贯通，此时水盒32内的水不再流出，当液体存放盒30内的水被鸭子喝完与饲料存放盒1

内的饲料被鸭子吃完之后，伸缩杆11的伸长端在弹簧的作用下伸长复位，从而带动饲料存

放盒1与液体存放盒30向上移动复位，本设备使用完成后，工作人员再次按压电源总开关使

整个设备断电。本设备结构简单，第一距离传感器23感应到与连接板12的距离变长，控制第

一电磁阀22与第二电磁阀211打开，使得安装筒20内的饲料自动通过出料管21掉落至饲料

存放盒1内，给鸭子提供食物，第二距离传感器39感应到与液体存放盒30的距离变长，控制

第一伺服电机34的输出轴转动，使得转动盘35转动带动通孔与水盒32贯通，水盒32内的水

自动流入至液体存放盒30内，为鸭子提供水源。

[0047] 实施例3

[0048] 如图1、图10、图11、图12、图13、图14、图15和图16所示，在实施例2的基础之上，还

包括有清理机构4，清理机构4包括有弧形滑轨40、滑动杆41、弹簧42、开孔橡胶球43、阻挡板

44、清理器45和移动球46，安装筒20中下部的外壁上设置有弧形滑轨40，弧形滑轨40顶部前

左侧与后右侧均设置有限位块，弧形滑轨40位于开槽环36下方，弧形滑轨40右前侧与左后

侧均滑动式设置有滑动杆41，滑动杆41与限位块接触，弧形滑轨40上左前侧与右后侧均设

置有阻挡板44，滑动杆41与相近的阻挡板44之间连接有弹簧42，两个滑动杆41上均设置有

开孔橡胶球43，两个滑动杆41外侧下部均焊接有清理器45，清理器45与饲料存放盒1接触，

转动盘35左前侧与后右侧均设置有移动球46，移动球46移动能够卡入相近的开孔橡胶球43

内。

[0049] 转动盘35转动带动移动球46移动卡入开孔橡胶球43内，转动盘35反转复位通过移

动球46与开孔橡胶球43带动滑动杆41呈圆周运动，弹簧42随之被拉伸，滑动杆41滑动带动

清理器45移动对饲料存放盒1边缘的饲料残留的饲料残渣进行清理，同时还能够驱赶正在

喝水的鸭子去吃饲料，当滑动杆41与弧形滑轨40上的限位块接触时，球移动随之与开孔橡

胶球43脱离，弹簧42随之复位带动滑动杆41呈反向圆周运动复位，清理器45随之反向移动

再次对饲料存放盒1边缘的饲料残留的饲料残渣进行清理。本设备结构简单，转动盘35反转

复位通过移动球46与开孔橡胶球43带动滑动杆41呈圆周运动，使得清理器45移动对饲料存

放盒1边缘的饲料残留的饲料残渣进行清理，同时还能够驱赶在喝水的鸭子去吃饲料。

[0050] 还包括有搅碎机构5，搅碎机构5包括有开合板50、滑动盖51、第三距离传感器52、

弹性卡片53、第二伺服电机54、转轴55和搅碎刀56，安装筒20顶部设置有开合板50，开合板

50后部开有进料口，开合板50上部滑动式设置有滑动盖51，开合板50内前侧设置有第三距

离传感器52，开合板50内中部左右对称设置有弹性卡片53，滑动盖51前后滑动能够挤压弹

性卡片53，开合板50底部中心位置通过螺栓连接有第二伺服电机54，第二伺服电机54的输

出轴上通过联轴器连接有转轴55，转轴55上设置有搅碎刀56，搅碎刀56位于安装筒20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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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当需要对安装筒20内添加饲料时，工作人员推动滑动盖51向前滑动，弹性卡片53

发生形变，滑动盖51向前滑动将开合板50的进料口打开，滑动盖51向前滑动不再挤压弹性

卡片53，弹性卡片53随之复位，这时第三距离传感器52感应到与滑动盖51的距离缩短时，第

三距离传感器52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收到信号后控制第二伺服电机54的输出轴转动，第二

伺服电机54的输出轴转动带动转轴55转动，转轴55转动带动搅碎刀56转动，然后工作人员

将饲料倒入安装筒20内，在搅碎刀56转动的作用下对饲料进行粉碎，当安装筒20内倒入一

定量的饲料之后，工作人员推动滑动盖51向后滑动，弹性卡片53发生形变，滑动盖51向后滑

动将开合板50的进料口关闭，滑动盖51向后滑动不再挤压弹性卡片53，弹性卡片53随之复

位，这时第三距离传感器52感应到与滑动盖51的距离变长时，第三距离传感器52发出信号，

控制模块收到信号后控制第二伺服电机54的输出轴停止转动。本设备结构简单，第三距离

传感器52感应到与滑动盖51的距离缩短控制第二伺服电机54的输出轴转动，能够在工作人

员添加饲料的同时对饲料进行粉碎，便于鸭子消化。

[0052] 还包括有阻拦机构6，阻拦机构6包括有吸水板60、护栏61、转动阀62和转动门63，

底板13上焊接有吸水板60，吸水板60顶部设置有护栏61，护栏61上部前侧转动式设置有转

动阀62，转动阀62上设置有转动门63。

[0053] 在需要对鸭子进行喂食时，工作人员扭动转动阀62，转动阀62转动带动转动门63

向外转动打开护栏61，这时鸭子进入护栏61内进食，吸水板60用于吸附鸭子喝水过程中溅

出的水，当需要对鸭子停止喂养时，工作人员扭动转动阀62，转动阀62转动带动转动门63向

内转动关闭护栏61。本设备结构简单，护栏61能够阻拦鸭子进食，从而达到控制鸭子食量的

目的。

[0054] 还包括有提示机构7，提示机构7包括有支撑架70、指示灯71和第四距离传感器72，

安装筒20上部前侧焊接有支撑架70，支撑架70上设置有指示灯71，转轴55底端设置有第四

距离传感器72。

[0055] 当第四距离传感器72感应到安装筒20内部的饲料距离变长时，第四距离传感器72

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收到信号后控制指示灯71亮起，提示工作人员安装筒20内的饲料已用

尽，当工作人员将饲料添加至安装筒20内之后，第四距离传感器72感应到安装筒20内部的

饲料距离缩短时，第四距离传感器72发出信号，控制模块收到信号后控制指示灯71熄灭。本

设备结构简单，指示灯71亮起能够提示工作人员安装筒20内的饲料已用尽。

[0056] 如图5、图17和图18所示，还包括有控制箱14，安装筒20上部后侧外壁设置有控制

箱14，控制箱14内设有蓄电池、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蓄电池为整个鸭养殖用自动投料设备

供电，蓄电池的输出端与电源模块通过电性连接，电源模块上通过线路连接有电源总开关，

控制模块和电源模块通过电性连接，控制模块上连接有DS1302时钟电路和24C02电路；第一

距离传感器23、第二距离传感器39、第三距离传感器52和第四距离传感器72与控制模块通

过电性连接，第一电磁阀22、第二电磁阀211、第一伺服电机34、第二伺服电机54和指示灯71

与控制模块通过外围电路连接。

[0057] 上述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来限制本发明实施范围，故凡以本

发明权利要求所述内容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包括在本发明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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