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512781.0

(22)申请日 2018.05.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71911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02

(73)专利权人 山东千禧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277200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西安路

西侧061号

(72)发明人 刘慧玲　

(51)Int.Cl.

A01K 7/04(2006.01)

A01K 39/02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809974 A,2017.06.09

CN 207118461 U,2018.03.20

CN 106489767 A,2017.03.15

CN 205848313 U,2017.01.04

CN 205492081 U,2016.08.24

US 5553636 A,1996.09.10

US 5052343 A,1991.10.01

审查员 徐要刚

 

(54)发明名称

一种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

型出水装置，包括装置本体，装置本体设置支撑

架，装置本体设置水箱，水箱的内部设置滤芯，滤

芯的右侧设置负压泵，装置本体设置软管，装置

本体设置抽拉杆，抽拉杆的端部设置固定环，固

定环的内侧设置螺纹转动套，螺纹转动套的内侧

设置中空螺纹杆，抽拉杆的底部设置限位杆，中

空螺纹杆的内部设置浮球。本发明结构简单，通

过丝杆的作用使得装置本体使用的时候调节非

常方便，通过负压式的结构保证了饮用水的供

给，通过浮球的作用来保持水槽中的水位始终处

于充盈的状态，使其处于最优水位，能有效为牲

畜提供足够的饮用水，不需要担心饮用水缺少，

也不需要担心饮用水注水过量，使用方便，实用

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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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包括装置本体，所述装置本体设置支撑架

（1），装置本体设置水箱（5），所述水箱（5）与支撑架（1）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所述

水箱（5）上设置注水口（6），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5）的内部设置滤芯（10），所述滤芯（10）

与水箱（5）的内壁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所述滤芯（10）的右侧设置负压泵（13），所

述负压泵（13）与水箱（5）的内壁之间固定连接，装置本体设置软管（14），所述软管（14）的端

部与水箱（5）的内部相互连通且与负压泵（13）的输出端之间相互连接，所述装置本体设置

抽拉杆（15），所述抽拉杆（15）与支撑架（1）之间通过滑动的方式连接，所述抽拉杆（15）的端

部设置固定环（16），所述固定环（16）与抽拉杆（15）之间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所述抽

拉杆（15）的底面上设置拉手B（17），所述拉手B（17）与抽拉杆（15）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

连接，所述固定环（16）的内侧设置螺纹转动套（18），所述螺纹转动套（18）与固定环（16）的

内壁之间通过轴承的作用转动连接，所述螺纹转动套（18）的内侧设置中空螺纹杆（19），所

述中空螺纹杆（19）与螺纹转动套（18）之间通过丝杆式连接，所述中空螺纹杆（19）的顶部与

软管（14）之间通过螺纹的作用紧固连接，所述中空螺纹杆（19）上设置球阀（20），所述抽拉

杆（15）的底部设置限位杆（21），所述限位杆（21）与抽拉杆（15）之间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

接，所述中空螺纹杆（19）的侧壁上对应限位杆（21）的位置设置滑槽（24），所述滑槽（24）的

内部设置滑杆（25），所述滑杆（25）与限位杆（21）之间是一体成型结构，所述中空螺纹杆

（19）的内部设置浮球（2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

（1）上设置固定梁（2），所述固定梁（2）与支撑架（1）之间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

（1）的底部设置行走轮（3），所述行走轮（3）与支撑架（1）之间通过螺钉和支架的作用固定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

（1）上设置手柄（4），所述手柄（4）与支撑架（1）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水口

（6）的外侧设置护盖（7），所述护盖（7）与注水口（6）之间通过螺纹的作用紧固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水口

（6）的内侧设置滤板（8），所述滤板（8）架设在注水口（6）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

（5）的端面上设置拉门（9），所述拉门（9）与水箱（5）之间通过铰链的作用转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拉门

（9）的端面上设置拉手A（11），所述拉手A（11）与拉门（9）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拉

门（9）的端面上还设置添加剂加入口（12），所述添加剂加入口（12）与拉门（9）之间通过焊接

的方式固定连接，添加剂加入口（12）与水箱（5）的内部相互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螺

纹杆（19）上对应浮球（23）的位置处设置通槽（22），所述通槽（22）与中空螺纹杆（19）的外部

相互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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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畜牧业领域，具体是一种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畜牧业，是利用畜禽等已经被人类驯化的动物，或者鹿、麝、狐、貂、水獭、鹌鹑等野

生动物的生理机能，通过人工饲养、繁殖，使其将牧草和饲料等植物能转变为动物能，以取

得肉、蛋、奶、羊毛、山羊绒、皮张、蚕丝和药材等畜产品的生产部门。区别于自给自足家畜饲

养，畜牧业的主要特点是集中化、规模化、并以营利为生产目的。畜牧业是人类与自然界进

行物质交换的极重要环节。

[0003] 牲畜在饲养的时候也需要为其提供足量的饮用水，现有的提供方式是在水槽内部

倒入过量的饮用水工牲畜饮用，但是这种方式造成的问题是有时候提供的水分不足，而又

没有即使补充水分，导致牲畜饮用水不够，而大型的水槽会造成每天的饮用水过量，因此使

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包括装置本体，所述装置本体设置支撑

架，装置本体设置水箱，所述水箱与支撑架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所述水箱上设置

注水口，所述水箱的内部设置滤芯，所述滤芯与水箱的内壁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

所述滤芯的右侧设置负压泵，所述负压泵与水箱的内壁之间固定连接，装置本体设置软管，

所述软管的端部与水箱的内部相互连通且与负压泵的输出端之间相互连接，所述装置本体

设置抽拉杆，所述抽拉杆与支撑架之间通过滑动的方式连接，所述抽拉杆的端部设置固定

环，所述固定环与抽拉杆之间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所述抽拉杆的底面上设置拉手B，

所述拉手B与抽拉杆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所述固定环的内侧设置螺纹转动套，所

述螺纹转动套与固定环的内壁之间通过轴承的作用转动连接，所述螺纹转动套的内侧设置

中空螺纹杆，所述中空螺纹杆与螺纹转动套之间通过丝杆式连接，所述中空螺纹杆的顶部

与软管之间通过螺纹的作用紧固连接，所述中空螺纹杆上设置球阀，所述抽拉杆的底部设

置限位杆，所述限位杆与抽拉杆之间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所述中空螺纹杆的侧壁上

对应限位杆的位置设置滑槽，所述滑槽的内部设置滑杆，所述滑杆与限位杆之间是一体成

型结构，所述中空螺纹杆的内部设置浮球。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支撑架上设置固定梁，所述固定梁与支撑架之间

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支撑架的底部设置行走轮，所述行走轮与支撑架

之间通过螺钉和支架的作用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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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支撑架上设置手柄，所述手柄与支撑架之间通过

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

[001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注水口的外侧设置护盖，所述护盖与注水口之间

通过螺纹的作用紧固连接。

[001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注水口的内侧设置滤板，所述滤板架设在注水口

上。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水箱的端面上设置拉门，所述拉门与水箱之间通

过铰链的作用转动连接。

[001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拉门的端面上设置拉手A，所述拉手A与拉门之间

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拉门的端面上还设置添加剂加入口，所述添加剂加入口与拉门

之间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添加剂加入口与水箱的内部相互连通。

[0014]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中空螺纹杆上对应浮球的位置处设置通槽，所

述通槽与中空螺纹杆的外部相互连通。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通过丝杆的作用使得装

置本体使用的时候调节非常方便，通过负压式的结构保证了饮用水的供给，通过浮球的作

用来保持水槽中的水位始终处于充盈的状态，使其处于最优水位，能有效为牲畜提供足够

的饮用水，不需要担心饮用水缺少，也不需要担心饮用水注水过量，使用方便，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中中空螺纹杆浮球的配合仰视图。

[0018] 图3为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中中空螺纹杆浮球的配合侧视图。

[0019] 图4为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中A-A向的剖视图。

[0020] 图5为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中B-B向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2] 请参阅图1-5，一种畜牧业用水槽水位检测型出水装置，包括装置本体，所述装置

本体设置支撑架1，所述支撑架1上设置固定梁2，所述固定梁2与支撑架1之间通过焊接的方

式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架1的底部设置行走轮3，所述行走轮3与支撑架1之间通过螺钉和支

架的作用固定连接，所述支撑架1上设置手柄4，所述手柄4与支撑架1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

固定连接，装置本体设置水箱5，所述水箱5与支撑架1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所述

水箱5上设置注水口6，所述注水口6的外侧设置护盖7，所述护盖7与注水口6之间通过螺纹

的作用紧固连接，所述注水口6的内侧设置滤板8，所述滤板8架设在注水口6上，所述水箱5

的端面上设置拉门9，所述拉门9与水箱5之间通过铰链的作用转动连接，所述拉门9的端面

上设置拉手A11，所述拉手A11与拉门9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拉门9的端面上还设

置添加剂加入口12，所述添加剂加入口12与拉门9之间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添加剂加

入口12与水箱5的内部相互连通，所述水箱5的内部设置滤芯10，所述滤芯10与水箱5的内壁

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所述滤芯10的右侧设置负压泵13，所述负压泵13与水箱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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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壁之间固定连接，装置本体设置软管14，所述软管14的端部与水箱5的内部相互连通且与

负压泵13的输出端之间相互连接，所述装置本体设置抽拉杆15，所述抽拉杆15与支撑架1之

间通过滑动的方式连接，所述抽拉杆15的端部设置固定环16，所述固定环16与抽拉杆15之

间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所述抽拉杆15的底面上设置拉手B17，所述拉手B17与抽拉杆

15之间通过螺钉的作用固定连接，所述固定环16的内侧设置螺纹转动套18，所述螺纹转动

套18与固定环16的内壁之间通过轴承的作用转动连接，所述螺纹转动套18的内侧设置中空

螺纹杆19，所述中空螺纹杆19与螺纹转动套18之间通过丝杆式连接，所述中空螺纹杆19的

顶部与软管14之间通过螺纹的作用紧固连接，所述中空螺纹杆19上设置球阀20，所述抽拉

杆15的底部设置限位杆21，所述限位杆21与抽拉杆15之间通过焊接的方式固定连接，所述

中空螺纹杆19的侧壁上对应限位杆21的位置设置滑槽24，所述滑槽24的内部设置滑杆25，

所述滑杆25与限位杆21之间是一体成型结构，所述中空螺纹杆19的内部设置浮球23，所述

中空螺纹杆19上对应浮球23的位置处设置通槽22，所述通槽22与中空螺纹杆19的外部相互

连通。

[0023]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装置本体使用的时候，首先将装置本体推到牲畜的饮水槽

旁边，然后将中空螺纹杆19的移动到水槽的上方，然后转动螺纹转动套18，因为螺纹转动套

18与中空螺纹杆19之间是通过丝杆式连接的，并且在限位杆21的作用下，对中空螺纹杆19

进行限位，因此中空螺纹杆19只能上下运动，通过转动螺纹转动套18，是的中空螺纹杆19往

下运动，让中空螺纹杆19的底部与水槽的内侧的底部相互抵接，然后开启球阀20，通过负压

泵13的作用往中空螺纹杆19的内部输送饮用水，然后经由通槽22输送到水槽中，当水槽中

的水达到通槽22处的时候，中空螺纹杆19内部的浮球23浮起，中空螺纹杆19内部的空间设

置在浮球23处的孔径大于其余位置的孔径，浮球23最后与中空螺纹杆19内部的输送通道相

互作用，中空螺纹杆19将其堵住，此时水槽中的饮用水处于最优水位，负压泵13停止工作，

当水槽内部的饮用水被牲畜引用之后，水槽中的水位下降，浮球23也随之下降，此时负压泵

13又开始工作，  往水槽的内部注水，通过这种方式保证水槽内部的饮用水处于充足的状

态，而且水槽内部的水一直不会溢出，水槽设置够深，最优水位低于水槽的槽口，本发明结

构简单，通过丝杆的作用使得装置本体使用的时候调节非常方便，通过负压式的结构保证

了饮用水的供给，通过浮球23的作用来保持水槽中的水位始终处于充盈的状态，使其处于

最优水位，能有效为牲畜提供足够的饮用水，不需要担心饮用水缺少，也不需要担心饮用水

注水过量，使用方便，实用性强。

[0024] 上面对本专利的较佳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专利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专利宗旨的前提下

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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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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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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