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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

的升降式投饵装置及使用方法，包括饵料箱和电

动升降装置，所述饵料箱的底部与电动升降装置

连接，所述饵料箱的中部设有网纱门，底部设有

底板，所述的网纱门与饵料箱上的滑轨滑动连

接，网纱门的顶部设有上内网，底部设有下内网；

所述的电动升降装置包括多级升降杆，所述升降

杆的底部连接有升降控制器，饵料箱在电动升降

装置的控制下可以实现沉入水中以及浮出水面

两种状态。本发明简单易行，易于控制升降，节约

使用成本；可实现轻重饵料的分离以及残余饵料

的回收，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减少养殖

池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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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饵料箱和电动升

降装置，所述饵料箱的底部与电动升降装置连接，所述饵料箱的中部设有网纱门(4)，底部

设有底板(6)，所述的网纱门(4)与饵料箱上的滑轨(2)滑动连接，网纱门(4)的顶部设有上

内网(3)，底部设有下内网(5)；所述的电动升降装置包括多级升降杆，所述升降杆的底部连

接有升降控制器(9)，所述的饵料箱顶部设有网纱门控制器(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饵料箱的网纱门(4)、上内网(3)及下内网(5)由细密的网纱制成，网纱孔径小于体积最

小的饵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饵料箱采用玻璃钢材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网纱门(4)位于底板(6)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升降杆的顶部设有接头(11)，通过接头(11)与饵料箱的底板(6)固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升降杆由不锈钢材料制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升降控制器(9)内安装有电池(10)。

8.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1)将投饵装置安装到养殖塘中，遥控升降控制器，使得升降杆全部伸长浮出水面，将

饵料装入饵料箱中待用；

(2)遥控升降控制器，使得升降杆缓慢收缩，使得整个装置下降，直到淹没在水中，此时

水体通过网纱门进入饵料箱；

(3)遥控网纱门控制器，打开网纱门，方便鱼儿进入饵料箱食用饵料；

(4)待鱼儿进食结束后，遥控弹性上内网以及弹性下内网，使两者慢慢接近，待鱼儿在

此轻微挤压力的作用下从箱体两侧全部游出饵料箱后，关闭网纱门，遥控使弹性上内网与

弹性下内网回复到原有状态；

(5)遥控升降控制器，使升降杆缓慢伸出，推动饵料箱缓缓上升直至整个装置完全升到

水面以上，此时停止遥控升降控制器，剩余饵料全部沉积到下内网上，箱体中的存水通过网

纱排出；

(6)回收饵料箱中的剩余饵料，并对饵料箱进行彻底的清理，以待下一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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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投饵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

升降式投饵装置及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水产养殖和水产出口大国，对水产品投饵需求很大。目前，我国的水产养殖

投饵方式主要以人工或小型自动投饵机抛洒为主，这些现有的投饵方法都难以实现饵料的

高效利用，与此同时，未被利用的饵料会漂浮至养殖池的四周，或沉于养殖池的底部，对养

殖池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由于饵料的密度也不尽相同，如何实现轻重饵料

的分离与回收也是需要攻克的难题。

[0003] 当前检索发现已有投饵设备获得专利授权，但多采用散投模式，如中国专利申请

号为CN105994095A所公开的装置，使用电机与抛料盘进行投料，但该类专利未能实现残余

饵料的回收，无法解决残余饵料造成养殖塘污染的问题；再如CN109619011A所公开的投饵

装置，使用网箱、输料管，在电机作用下带动转轴表面连接的搅拌装置对饵料箱体内的饵料

进行搅拌，提高饵料投放效率，但仍未考虑到饵料回收的问题。因此，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设计新型的可回收的可以减少饵料污染的装置是十分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及使

用方法，解决不同比重残余饵料的回收问题。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包括饵料箱和电动升降装置，所述饵料箱的底部与电动升降装

置连接，所述饵料箱的中部设有网纱门，底部设有底板，所述的网纱门与饵料箱上的滑轨滑

动连接，网纱门的顶部设有上内网，底部设有下内网；所述的电动升降装置包括多级升降

杆，所述升降杆的底部连接有升降控制器。

[0006] 所述的饵料箱顶部设有网纱门控制器。

[0007] 所述饵料箱的网纱门、上内网及下内网由细密的网纱制成，网纱孔径小于体积最

小的饵料。

[0008] 所述的饵料箱采用玻璃钢材质。

[0009] 所述的网纱门位于底板上方。

[0010] 所述升降杆的顶部设有接头，通过接头与饵料箱的底板固连。

[0011] 所述的升降杆由不锈钢材料制成，易于维护和保养。

[0012] 所述的升降控制器内安装有电池，便于实现遥控。

[0013] 一种可回收的减少饵料污染的升降式投饵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将投饵装置安装到养殖塘中，遥控升降控制器，使得升降杆全部伸长浮出水

面，将饵料装入饵料箱中待用；

[0015] (2)遥控升降控制器，使得升降杆缓慢收缩，使得整个装置下降，直到淹没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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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水体通过网纱门进入饵料箱；

[0016] (3)遥控网纱门控制器，打开网纱门，方便鱼儿进入饵料箱食用饵料；

[0017] (4)待鱼儿进食结束后，遥控弹性上内网以及弹性下内网，使两者慢慢接近，待鱼

儿在此轻微挤压力的作用下从箱体两侧全部游出饵料箱后，关闭网纱门，遥控使弹性上内

网与弹性下内网回复到原有状态；

[0018] (5)遥控升降控制器，使升降杆缓慢伸出，推动饵料箱缓缓上升直至整个装置完全

升到水面以上，此时停止遥控升降控制器，剩余饵料全部沉积到下内网上，箱体中的存水通

过网纱排出；

[0019] (6)回收饵料箱中的剩余饵料，并对饵料箱进行彻底的清理，以待下一次使用。

[0020] 有益效果：本发明简单易行，易于控制升降，节约使用成本；可实现轻重饵料的分

离以及残余饵料的回收，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减少养殖池的环境污染。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的主视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饵料箱中鱼儿进食情况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驱鱼状态下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的电动升降装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7]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包括饵料箱和电动升降装置，电动升降装置的顶部设有

接头11，如图5所示，通过接头11与饵料箱固定。如图1和图2所示，饵料箱呈圆柱体状，起到

盛放和回收饵料的作用，饵料箱使用不易腐蚀且较为环保的玻璃钢材质，饵料箱直径1.2‑

1.8m，箱体总高度2‑2.5m。饵料箱顶部设有网纱门控制器1，可控制网纱门4的开关，底部设

有底板6，饵料箱圆柱体表面的中部设有网纱门4，网纱部分高度1.2‑1.5m，网纱门4与饵料

箱上滑轨2滑动连接，网纱门4距底板6的距离足以挡住饵料，方便鱼类的进出。网纱门4顶部

设有弹性上内网3，底部设有弹性下内网5，可在弹性力的作用下实现驱赶鱼群的作用。饵料

箱的网纱门4和弹性上、下内网由细密的网纱制成，网纱孔径小于体积最小的饵料。饵料箱

底板中间设计为上凸状，便于插入升降杆接头11，在升降控制器9的作用下实现与升降杆的

共同升降，从而实现投饵箱沉入水中投喂鱼饵以及浮上水面回收剩余鱼饵这两种状态。

[0028] 电动升降装置包括一级升降杆8和二级升降杆7，升降杆具有足够的长度，可以较

好的实现伸缩，一级升降杆8底部连接有升降控制器9，升降控制器9内装有电池10，便于实

现遥控。升降杆由较为轻薄且不易腐蚀的不锈钢材料制成，一级升降杆8的高度为2‑2.5m，

直径为0.35‑0.4m；二级升降杆7的高度为1.5‑2m，直径为0.3‑0.35m，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并

具有足够的高度，以带动饵料箱到水中所需的深度；升降控制器9由防水材料制成，易于维

护和保养。

[0029] 装置工作时，工作人员将电动升降装置安装在池塘固定位置，饵料箱底板6通过升

降杆上的接头11与电动升降装置相连接，在升降控制器9的作用下实现饵料箱沉入水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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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上水面两种状态。当投饵作业时，饵料箱在升降杆的推动作用下伸出水面，将饵料装入饵

料箱后遥控电动升降装置使之下沉至合适深度，水体通过网纱门4进入饵料箱，使得轻饵悬

浮于箱体顶部，重饵则沉落在底板6上，此时遥控打开网纱门4，供鱼类游入食用饵料，如图3

所示。待喂鱼结束后，控制弹性上、下内网，使其慢慢靠近，等待鱼儿在这一轻微挤压力的作

用下从箱体两侧游出后，如图4所示，遥控关闭网纱门4，控制弹性上、下内网使其恢复至原

状态，此时遥控升降杆使饵料箱缓缓浮出水面，水体从网纱排出，未被食用的饵料落回于底

板6，工作人员对剩余饵料进行回收并对投饵装置进行清理。

[0030]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为：

[0031] 步骤1，工作人员将投饵装置安装到养殖塘中适当位置，遥控电动升降装置的升降

控制器9，使得两级升降杆全部伸长浮出水面，将饵料装入饵料箱中待用；

[0032] 步骤2，按动升降控制器9的控制按钮，使得二级升降杆7、一级升降杆8均缓慢收

缩，使得整个装置下降，直到淹没在水中并达到适合的深度，此时水体通过网纱门4进入饵

料箱；

[0033] 步骤3，遥控网纱门控制器1，打开网纱门4，方便鱼儿进入饵料箱食用饵料；

[0034] 步骤4，待鱼儿进食结束后，遥控弹性上内网3以及弹性下内网5，使得两者慢慢接

近，待鱼儿在此轻微挤压力的作用下从箱体两侧全部游出饵料箱后，关闭网纱门4，然后，遥

控使得弹性上内网3、弹性下内网5回复到原有状态；

[0035] 步骤5，按动升降控制器9的控制按钮，使得二级升降杆7、一级升降杆8均缓慢伸

出，推动饵料箱缓缓上升直至整个装置完全升到水面以上，此时停止遥控升降控制器9，剩

余饵料全部沉积到下内网上，箱体中的存水通过网纱排出；

[0036] 步骤6，工作人员回收饵料箱中的剩余饵料，并对饵料箱进行彻底的清理，以待下

一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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