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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包

括浮体、直线行走机构、储料箱、上料装置、抛料

装置；直线行走机构包括一根与鱼塘两岸固定连

接的缆绳，缆绳由固定在浮体上的行走动力机构

驱动，带动整个鱼塘投饲料装置在水面上来回移

动；储料箱固定在浮体上，其内部设有上料装置，

上料装置包括竖直的蛟龙套筒、上料蛟龙；储料

箱下端密封，过半体积位于水面下方；抛料装置

包括抛料电机、甩料盘，抛料电机设于甩料盘的

上方，抛料电机与甩料盘传动连接；上料装置自

下而上与甩料盘同轴对接，且上料蛟龙与抛料电

机传动连接。本发明大大扩大了投饲的范围，降

低了重心，提升水面行走的稳性，仅仅采用一个

抛料电机作为动力机构，实现了自下而上送料，

横向大范围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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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浮体、直线行走机构(1)、储料箱(2)、上料装置(4)、抛料装置(3)；

所述直线行走机构(1)包括一根与鱼塘两岸固定连接的缆绳，所述缆绳由固定在浮体

上的行走动力机构驱动，带动整个鱼塘投饲料装置在水面上来回移动；

所述储料箱(2)固定在浮体上，其内部设有上料装置(4)，上料装置包括竖直的蛟龙套

筒(401)、上料蛟龙(402)；所述储料箱(2)下端密封，过半体积位于水面下方；

所述抛料装置(3)包括抛料电机(307)、甩料盘(302)，所述抛料电机(307)设于甩料盘

(302)的上方，所述抛料电机(307)与甩料盘(302)传动连接；

所述上料装置(4)自下而上与甩料盘(302)同轴对接，且上料蛟龙(402)与所述抛料电

机(307)传动连接；

所述抛料装置(3)还包括一体固定的固定架(301)、电机固定架(305)和电机罩(306)；

所述抛料电机(307)固定在电机固定架(305)上部，所述甩料盘(302)固定在固定架

(301)的上部；

所述电机罩(306)罩设在所述抛料装置(3)的外部，并与固定架(301)之间留有供甩料

盘(302)将料甩出的环形缝隙；

所述抛料装置(3)还包括传动盘(304)、棘轮(303)，所述传动盘、棘轮将抛料电机的输

出轴与甩料盘(302)、上料蛟龙(402)同轴连接；

所述直线行走机构(1)包括设在所述浮体的两侧的一对卷扬装置；

所述抛料装置(3)的电机罩(306)上设有供所述缆绳穿过的一对通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料箱(2)上部设有

加料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装置(4)设在所

述浮体的中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缆绳为钢丝绳。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抛料电机(307)的转

速为300r/min，功率为1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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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属于鱼塘投饲料装置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集约化养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采用机器代替人工逐步被人们所认可，

养殖设施与装备也得到迅速发展。其中投饲机因其节省人工和饲料，经济效益显著，逐渐被

广大养殖户所认可，成为现在渔业养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鱼类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养

殖规模的不断扩大，鱼产量也逐年提升。要保证鱼类养殖的稳产和高产，投饲方式是其重要

的因素，只有投饲方式与当前鱼类快速增长的发展形势相适应，才能提高人工养殖鱼类的

产量和质量。

[0003] 可现如今的大部分投饲机都采用固定式投饲的方法，存在投饲距离短，范围小等

缺点，集中投喂时大量鱼聚集在投饵机周围抢食，会明显造成局部溶氧下降，通常在投料30

分钟的时候，溶氧就会下降3mg/L左右,导致食欲减退。

[0004]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可移动式的鱼塘投喂装置，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

题，成为了本领域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移动式的鱼塘投喂装置，使其可以在水面上行走，扩

大投饲的范围，提高投饲的均匀度；同时简化投饲机的结构，降低投饲机的重心以便提高投

饲机水面行走的稳性。

[0006]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包括浮体、直线行走机构1、储料箱2、上料装置4、抛

料装置3；所述直线行走机构1包括一根与鱼塘两岸固定连接的缆绳，所述缆绳由固定在浮

体上的行走动力机构驱动，带动整个鱼塘投饲料装置在水面上来回移动；所述储料箱2固定

在浮体上，其内部设有上料装置4，上料装置包括竖直的蛟龙套筒401、上料蛟龙402；所述储

料箱2下端密封，过半体积位于水面下方；所述抛料装置3包括抛料电机307、甩料盘302，所

述抛料电机307设于甩料盘302的上方，所述抛料电机307与甩料盘302传动连接；所述上料

装置4自下而上与甩料盘302同轴对接，且上料蛟龙402与所述抛料电机307传动连接。

[0008] 本技术方案利用直线行走机构利用的投饲装置上来，大大扩大了投饲的范围，同

时，对抛料装置的结构进行了全新的设计，通过将储料箱设置在整个抛料装置的底部，降低

重心，提升水面行走的稳性，并仅仅采用一个抛料电机作为动力机构，实现了自下而上送

料，横向360度大范围抛料。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抛料装置3还包括一体固定的固定架301、电机固定架305和电机罩

306；所述抛料电机307固定在电机固定架305上部，所述甩料盘302固定在固定架301的上

部；所述电机罩306罩设在所述抛料装置3的外部，并与固定架301之间留有供甩料盘302将

料甩出的环形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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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抛料装置3还包括传动盘304、棘轮303，所述传动盘、棘轮将抛料电

机的输出轴与甩料盘302、上料蛟龙402同轴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储料箱2上部设有加料口。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上料装置4设在所述浮体的中部。

[0013] 更进一步的，所述直线行走机构1包括设在所述浮体的两侧的一对卷扬装置。

[0014] 再进一步的，所述抛料装置3的电机罩306上设有供所述缆绳穿过的一对通孔。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缆绳为钢丝绳。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抛料电机307的转速为300r/min，功率为100W。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1)利用直线行走机构利用的投饲装置上来，大大扩大了投饲的范围。

[0019] 2)对抛料装置的结构进行了全新的设计，通过将储料箱设置在整个抛料装置的底

部，降低重心，提升水面行走的稳性。

[0020] 3)仅仅采用一个抛料电机作为动力机构，实现了自下而上送料，横向大范围抛料。

[0021] 4)抛料范围为360度，无死角。

[0022] 5)上料机构和抛料装置共用一个电机，既能节省空间，又能节省能源消耗。

[0023] 6)抛料装置结构简单，具有大范围推广应用的市场前景。

[0024] 7)棘轮的设置有效防止接线或其他不正规操作造成电机反转，从而使上料蛟龙反

转造成蛟龙套筒最下端堵塞。由于储料箱为密封结构，清理极为不便，因此选用不得逆转的

棘轮代替联轴器的作用。设计巧妙。

[0025] 8)直线行走装置结构简单，行走稳定，行走轨迹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0026] 9)本装置结构简单，成本低，制造方便；由于储料箱下端密封设计，其结构重心大

大降低，与现代鱼塘投饲机相比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在池塘中行走并投饲，能够满足大中

型鱼塘投喂的要求，改变了传统固定式投饲的方法，其投饲区域大大增加，解决了大中型鱼

塘中仍然采用固定投喂方式这一缺点。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的正面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的俯视图。

[0029] 图3是上料装置的结构剖视图。

[0030] 图4是抛料装置的结构剖视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移动式鱼塘投饲料装置的投料范围示意图。

[0032] 图中，1.行走机构，2.储料箱，3.抛料装置，4.上料装置，301.固定架，302.甩料盘，

303.棘轮，304.传动盘，305.电机固定架，306.电机罩，307.抛料电机，401.蛟龙套筒，402.

上料蛟龙。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现有的鱼塘投饲基本采用固定的投饲方法，但由于在大型池塘中，鱼类觅食范围

有限，定点投饲会造成局部缺氧，从而能影响鱼类进食。本次研制装置采用钢丝绳作为运行

轨迹，竖直上料进行抛撒的方式进行抛料。其运行轨迹及投饲范围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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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本装置主要由储料箱2、上料装置4、抛料装置3和直线行走机构1组成。储料箱2中

加入饲料，经过上料装置4将饲料送进抛撒装置3中，经过电机高速旋转，将饲料抛撒出去。

整个机构安装在行走机构中，在钢丝绳的牵引下沿固定轨迹行驶。

[0035]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1、储料箱

[0037] 储料箱2由2mm不锈钢薄板焊接而成，下端呈45°漏斗形，方便下料，由于料箱下端

浸没在水中，因此储料箱下端为封闭结构。该储料箱装载量可根据不同的投喂量进行设计。

[0038] 2、上料装置

[0039] 上料装置4采用蛟龙式上料机构，并垂直固定在料箱中，下端采用迷宫式密封方

式，对于蛟龙挤压饲料后的颗粒粉末密封效果更好。整体结构依然采用不锈钢焊接而成。结

构图如下：

[0040] 3、抛料装置

[0041] 抛料装置主要由抛料电机307、甩料盘304、棘轮303、电机罩306等组成。

[0042] 由于本次设计中采用上料机构4和抛料装置3共用一个电机，既能节省空间，又能

节省能源消耗。但上料机构中由于上料速度为40/s，上料速度较慢，所以电机速度较慢；但

甩料机构中要保证甩出得饲料半径较大，满足投喂需求，因此甩料电机必须转速较大。因此

电机的转速是个矛盾的选择。经过计算和试验，最终选择300r/min，100W电机为最合适的型

号，最终经过整机试验也同样验证了本次选型。

[0043] 而本次抛料装置3中采用棘轮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接线或其他不正规操作造成电

机反转，从而使上料蛟龙反转造成蛟龙套筒最下端堵塞。由于储料箱为密封结构，清理极为

不便，因此选用不得逆转的棘轮代替联轴器的作用。具体结构参见图4。

[0044] 4.直线行走机构

[0045] 本次直线行走机构主要由钢丝绳、绞盘、电机，浮船等组成。整个动力主要采用钢

丝绳作为牵引，钢丝绳通过电机驱动的绞盘牵引整个装置在池塘中行走。其结构在装配图

中有所体现。行走轨迹为一条直线，如图5所示，能够满足投饲范围要求。行走装置结构简

单，行走稳定，行走轨迹不受外界因素干扰。

[0046] 本装置结构简单，成本低，制造方便；由于储料箱下端密封设计，其结构重心大大

降低，与现代鱼塘投饲机相比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在池塘中行走并投饲，能够满足大中型

鱼塘投喂的要求，改变了传统固定式投饲的方法，其投饲区域大大增加，解决了大中型鱼塘

中仍然采用固定投喂方式这一缺点。

[0047] 以上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变

换或改进，在不脱离本发明总的构思的前提下，这些变换和改进都应当属于本发明要求保

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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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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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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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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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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