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596076.8

(22)申请日 2019.07.03

(71)申请人 江苏盐西高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224000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

道办事处美丽居委会1幢601室(E)

(72)发明人 柏玉彤　陈凯　孙刘洋　

(51)Int.Cl.

A01K 61/80(2017.01)

B02C 13/14(2006.01)

B02C 23/16(2006.01)

B07B 1/5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附属装置的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包括

船体和储料箱，储料箱内部设置有储存腔；还包

括固定板、滚珠轴承、螺纹管、螺纹杆、支撑板、四

组插板、进料管、出料管、料斗和流量调节阀；还

包括电机、转轴、多组左破碎棒、多组右破碎棒和

滤板，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

可不需工作人员手动投喂饲料，提高工作效率，

节省劳动力；可方便将结块的饲料打碎，方便鱼

苗食用提高使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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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包括船体（1）和储料箱（2），储料箱（2）内部设置有储

存腔（25）；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固定板（3）、滚珠轴承（4）、螺纹管（5）、螺纹杆（6）、支撑板

（7）、四组插板（8）、进料管（9）、出料管（10）、料斗（11）和流量调节阀（12），所述固定板（3）安

装在船体（1）内底壁中央区域，固定板（3）顶面中央区域设置有圆形凹槽（26），所述滚珠轴

承（4）安装在圆形凹槽（26）内，所述螺纹管（5）底端插入滚珠轴承（4）内部并与之过盈配合

连接，所述螺纹杆（6）底端螺装并插入螺纹管（5）内部，螺纹杆（6）顶端与支撑板（7）底面中

央区域连接，支撑板（7）顶面左前侧、左后侧、右前侧和右后侧分别设置有四组矩形凹槽

（27），所述四组插板（8）底端分别插入四组矩形凹槽（27）内部，所述四组插板（8）顶端分别

与储料箱（2）底面左前侧、左后侧、右前侧和右后侧连接，所述进料管（9）底端输出端和出料

管（10）左端输入端分别与储料箱（2）顶面右半区域和右侧壁下半区域连通，出料管（10）为

硬质塑料软管，且出料管（10）呈向右下侧倾斜的角度，进料管（9）顶端输入端与料斗（11）底

端连通，所述储料箱（2）内底壁自左向右高度逐渐降低，所述流量节流阀安装在出料管（10）

上；还包括电机（13）、转轴（14）、多组左破碎棒（15）、多组右破碎棒（16）和滤板（17），所述电

机（13）可拆卸安装在储料箱（2）顶面中央区域，转轴（14）顶端穿过储料箱（2）顶面中央区域

并与电机（13）底端输出端连接，所述多组左破碎棒（15）右端和多组右破碎棒（16）左端分别

与转轴（14）左侧壁和右侧壁连接，多组左破碎棒（15）和多组右破碎棒（16）分别等间距分布

在转轴（14）左侧壁和右侧壁，所述多组左破碎棒（15）和多组右破碎棒（16）形状均为圆柱，

所述滤板（17）安装在储料箱（2）内部中央区域并将储料箱（2）分隔成上下两个独立的腔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支撑杆（18）

和固定套管（19），所述支撑杆（18）底端与船体（1）顶面右半区域连接，支撑杆（18）顶端与固

定套管（19）底端连接，固定套管（19）横向设置有圆孔（28），出料管（10）穿过圆孔（28）。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连通管

（20），所述连通管（20）左端输入端插入圆孔（28）并与出料管（10）输出端连通。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通管（20）与

出料管（10）的连接方式为法兰连接。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连接板（21）

和多组刷毛（22），所述转轴（14）底端与连接板（21）顶面中央区域连接，所述多组刷毛（22）

顶端均与连接板（21）底面连接，所述多组刷毛（22）底端均与滤板（17）顶面接触。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组左破碎棒

（15）和多组右破碎棒（16）自里侧到外侧直径逐渐降低。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左拉环（23）

和右拉环（24），所述左拉环（23）右端和右拉环（24）左端分别与储料箱（2）左侧壁上半区域

和右侧壁上半区域连接，左拉环（23）和右拉环（24）上前后方向分别设置有第二矩形孔（29）

和第三矩形孔（30）。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料箱（2）的

材质为透明塑料。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313430 A

2



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附属装置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是一种在水产养殖过程中，用于将饲料投放

到养鱼池内，以供养殖的鱼苗食用的装置，其在水产养殖的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现有

的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包括船体和储料箱，储料箱放置于船体上，储料箱内部设置有

储存腔，储料箱顶面设置有第一矩形孔；现有的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使用时，将饲料自

第一矩形孔倒入储料箱，工作人员启动船体，船体在养鱼池上缓慢移动，工作人员手动将储

料箱内的饲料洒落在养鱼池内即可；现有的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使用中发现，需要工

作人员手动向养鱼池内投喂饲料，工作效率低下，且耗费劳动力；饲料在储存过程中会吸潮

结块，直接将结块的饲料投放至养鱼池内，不方便鱼苗食用，使用合理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可不需工作人员手动投喂饲料，提高工作

效率，节省劳动力；可方便将结块的饲料打碎，方便鱼苗食用提高使用合理性的水产养殖用

饲料投喂装置。

[0004]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包括船体和储料箱，储料箱内部设置有

储存腔；还包括固定板、滚珠轴承、螺纹管、螺纹杆、支撑板、四组插板、进料管、出料管、料斗

和流量调节阀，所述固定板安装在船体内底壁中央区域，固定板顶面中央区域设置有圆形

凹槽，所述滚珠轴承安装在圆形凹槽内，所述螺纹管底端插入滚珠轴承内部并与之过盈配

合连接，所述螺纹杆底端螺装并插入螺纹管内部，螺纹杆顶端与支撑板底面中央区域连接，

支撑板顶面左前侧、左后侧、右前侧和右后侧分别设置有四组矩形凹槽，所述四组插板底端

分别插入四组矩形凹槽内部，所述四组插板顶端分别与储料箱底面左前侧、左后侧、右前侧

和右后侧连接，所述进料管底端输出端和出料管左端输入端分别与储料箱顶面右半区域和

右侧壁下半区域连通，出料管为硬质塑料软管，且出料管呈向右下侧倾斜的角度，进料管顶

端输入端与料斗底端连通，所述储料箱内底壁自左向右高度逐渐降低，所述流量节流阀安

装在出料管上；还包括电机、转轴、多组左破碎棒、多组右破碎棒和滤板，所述电机可拆卸安

装在储料箱顶面中央区域，转轴顶端穿过储料箱顶面中央区域并与电机底端输出端连接，

所述多组左破碎棒右端和多组右破碎棒左端分别与转轴左侧壁和右侧壁连接，多组左破碎

棒和多组右破碎棒分别等间距分布在转轴左侧壁和右侧壁，所述多组左破碎棒和多组右破

碎棒形状均为圆柱，所述滤板安装在储料箱内部中央区域并将储料箱分隔成上下两个独立

的腔室。

[0005]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还包括支撑杆和固定套管，所述支撑杆

底端与船体顶面右半区域连接，支撑杆顶端与固定套管底端连接，固定套管横向设置有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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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出料管穿过圆孔。

[0006]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还包括连通管，所述连通管左端输入端

插入圆孔并与出料管输出端连通。

[0007]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所述连通管与出料管的连接方式为法兰

连接。

[0008]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还包括连接板和多组刷毛，所述转轴底

端与连接板顶面中央区域连接，所述多组刷毛顶端均与连接板底面连接，所述多组刷毛底

端均与滤板顶面接触。

[0009]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所述多组左破碎棒和多组右破碎棒自里

侧到外侧直径逐渐降低。

[0010]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还包括左拉环和右拉环，所述左拉环右

端和右拉环左端分别与储料箱左侧壁上半区域和右侧壁上半区域连接，左拉环和右拉环上

前后方向分别设置有第二矩形孔和第三矩形孔。

[0011]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所述储料箱的材质为透明塑料。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将饲料倒入料斗，饲料自料斗和进料管进

入储料箱内部，为结块的饲料穿过滤板并落入储料箱内部下半区域，结块的饲料被滤板拦

截在滤板上侧，打开电机，电机带动转轴旋转，旋转的转轴带动多组左破碎棒和多组右破碎

棒旋转，旋转的多组左破碎棒和多组右破碎棒对滤板上结块的饲料进行打击破碎，结块的

饲料不断被打击破碎成较小的饲料颗粒，当打碎的饲料颗粒粒径小于滤板孔径时，饲料颗

粒直接穿过滤板并落在储料箱内部下半区域，从而将结块的饲料进行打击破碎，方便鱼苗

食用，提高使用合理性，打开流量调节阀，通过流量调节阀调节饲料的出料量，由于储料箱

内底壁自左向右高度逐渐降低，储料箱内的饲料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向右下侧滑动并自出

料管排出，出料管输出端位于养鱼池上方，自出料管排出的饲料直接洒落在养鱼池内部即

可，启动船体，在船体缓慢移动过程中，自出料管排出的饲料不断洒落在养鱼池的不同位

置，不需工作人员手动投喂饲料，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节省劳动力，当饲料投喂装置不使用

时，旋转螺纹管，螺纹管底端在滚珠轴轴承内旋转，螺纹管与螺纹杆发生相对转动，使得螺

纹杆旋进螺纹管内部，从而降低支撑板和储料箱的高度，减少投喂装置的占用空间。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是支撑板和矩形凹槽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3是固定板和圆形凹槽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4是固定套管和圆孔的右视结构示意图；

图5是图1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图；

附图中标记：1、船体；2、储料箱；3、固定板；4、滚珠轴承；5、螺纹管；6、螺纹杆；7、支撑

板；8、插板；9、进料管；10、出料管；11、料斗；12、流量调节阀；13、电机；14、转轴；15、左破碎

棒；16、右破碎棒；17、滤板；18、支撑杆；19、固定套管；20、连通管；21、连接板；22、刷毛；23、

左拉环；24、右拉环；25、储存腔；26、圆形凹槽；27、矩形凹槽；28、圆孔；29、第二矩形孔；30、

第三矩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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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15] 如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包括船体1和储料箱2，

储料箱2内部设置有储存腔25；还包括固定板3、滚珠轴承4、螺纹管5、螺纹杆6、支撑板7、四

组插板8、进料管9、出料管10、料斗11和流量调节阀12，固定板3安装在船体1内底壁中央区

域，固定板3顶面中央区域设置有圆形凹槽26，滚珠轴承4安装在圆形凹槽26内，螺纹管5底

端插入滚珠轴承4内部并与之过盈配合连接，螺纹杆6底端螺装并插入螺纹管5内部，螺纹杆

6顶端与支撑板7底面中央区域连接，支撑板7顶面左前侧、左后侧、右前侧和右后侧分别设

置有四组矩形凹槽27，四组插板8底端分别插入四组矩形凹槽27内部，四组插板8顶端分别

与储料箱2底面左前侧、左后侧、右前侧和右后侧连接，进料管9底端输出端和出料管10左端

输入端分别与储料箱2顶面右半区域和右侧壁下半区域连通，出料管10为硬质塑料软管，且

出料管10呈向右下侧倾斜的角度，进料管9顶端输入端与料斗11底端连通，储料箱2内底壁

自左向右高度逐渐降低，流量节流阀安装在出料管10上；还包括电机13、转轴14、多组左破

碎棒15、多组右破碎棒16和滤板17，电机13可拆卸安装在储料箱2顶面中央区域，转轴14顶

端穿过储料箱2顶面中央区域并与电机13底端输出端连接，多组左破碎棒15右端和多组右

破碎棒16左端分别与转轴14左侧壁和右侧壁连接，多组左破碎棒15和多组右破碎棒16分别

等间距分布在转轴14左侧壁和右侧壁，多组左破碎棒15和多组右破碎棒16形状均为圆柱，

滤板17安装在储料箱2内部中央区域并将储料箱2分隔成上下两个独立的腔室；将饲料倒入

料斗，饲料自料斗和进料管进入储料箱内部，为结块的饲料穿过滤板并落入储料箱内部下

半区域，结块的饲料被滤板拦截在滤板上侧，打开电机，电机带动转轴旋转，旋转的转轴带

动多组左破碎棒和多组右破碎棒旋转，旋转的多组左破碎棒和多组右破碎棒对滤板上结块

的饲料进行打击破碎，结块的饲料不断被打击破碎成较小的饲料颗粒，当打碎的饲料颗粒

粒径小于滤板孔径时，饲料颗粒直接穿过滤板并落在储料箱内部下半区域，从而将结块的

饲料进行打击破碎，方便鱼苗食用，提高使用合理性，打开流量调节阀，通过流量调节阀调

节饲料的出料量，由于储料箱内底壁自左向右高度逐渐降低，储料箱内的饲料在自身重力

的作用下向右下侧滑动并自出料管排出，出料管输出端位于养鱼池上方，自出料管排出的

饲料直接洒落在养鱼池内部即可，启动船体，在船体缓慢移动过程中，自出料管排出的饲料

不断洒落在养鱼池的不同位置，不需工作人员手动投喂饲料，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节省劳动

力，当饲料投喂装置不使用时，旋转螺纹管，螺纹管底端在滚珠轴轴承内旋转，螺纹管与螺

纹杆发生相对转动，使得螺纹杆旋进螺纹管内部，从而降低支撑板和储料箱的高度，减少投

喂装置的占用空间。

[0016]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还包括支撑杆18和固定套管19，支撑杆

18底端与船体1顶面右半区域连接，支撑杆18顶端与固定套管19底端连接，固定套管19横向

设置有圆孔28，出料管10穿过圆孔28；固定套管对出料管起到支撑作用。

[0017]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还包括连通管20，连通管20左端输入端

插入圆孔28并与出料管10输出端连通；连通管可延长出料管长度，便于将饲料投喂至较远

的位置。

[0018]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连通管20与出料管10的连接方式为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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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0019]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还包括连接板21和多组刷毛22，转轴14

底端与连接板21顶面中央区域连接，多组刷毛22顶端均与连接板21底面连接，多组刷毛22

底端均与滤板17顶面接触；在转轴旋转时，转轴通过连接板带动多组刷毛旋转，旋转的多组

刷毛对滤板进行刷蹭，减少结块的饲料颗粒堵塞滤板，提高使用合理性。

[0020]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多组左破碎棒15和多组右破碎棒16自里

侧到外侧直径逐渐降低。

[0021]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还包括左拉环23和右拉环24，左拉环23

右端和右拉环24左端分别与储料箱2左侧壁上半区域和右侧壁上半区域连接，左拉环23和

右拉环24上前后方向分别设置有第二矩形孔29和第三矩形孔30；可通过左拉环和右拉环向

上拉起储料箱，便于将储料箱自支撑板上取下进行清洗，提高使用灵活性。

[0022]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储料箱2的材质为透明塑料；由于储料箱

材质为透明塑料，可实时观察储料箱内的饲料含量，便于及时向储料箱内添加饲料。

[0023] 本发明的一种水产养殖用饲料投喂装置，其在工作时，将饲料倒入料斗，饲料自料

斗和进料管进入储料箱内部，为结块的饲料穿过滤板并落入储料箱内部下半区域，结块的

饲料被滤板拦截在滤板上侧，打开电机，电机带动转轴旋转，旋转的转轴带动多组左破碎棒

和多组右破碎棒旋转，旋转的多组左破碎棒和多组右破碎棒对滤板上结块的饲料进行打击

破碎，结块的饲料不断被打击破碎成较小的饲料颗粒，当打碎的饲料颗粒粒径小于滤板孔

径时，饲料颗粒直接穿过滤板并落在储料箱内部下半区域，从而将结块的饲料进行打击破

碎，方便鱼苗食用，提高使用合理性，打开流量调节阀，通过流量调节阀调节饲料的出料量，

由于储料箱内底壁自左向右高度逐渐降低，储料箱内的饲料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向右下侧

滑动并自出料管排出，连通管位于养鱼池上方，出料管内的饲料自连通管滑落至养鱼池内，

启动船体，在船体缓慢移动过程中，自连通管排出的饲料不断洒落在养鱼池的不同位置，不

需工作人员手动投喂饲料，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节省劳动力，当饲料投喂装置不使用时，旋

转螺纹管，螺纹管底端在滚珠轴轴承内旋转，螺纹管与螺纹杆发生相对转动，使得螺纹杆旋

进螺纹管内部，从而降低支撑板和储料箱的高度，减少投喂装置的占用空间；固定套管对出

料管起到支撑作用；连通管可延长出料管长度，便于将饲料投喂至较远的位置；在转轴旋转

时，转轴通过连接板带动多组刷毛旋转，旋转的多组刷毛对滤板进行刷蹭，减少结块的饲料

颗粒堵塞滤板，提高使用合理性；可通过左拉环和右拉环向上拉起储料箱，便于将储料箱自

支撑板上取下进行清洗，提高使用灵活性；由于储料箱材质为透明塑料，可实时观察储料箱

内的饲料含量，便于及时向储料箱内添加饲料。。

[0024] 本发明所用电机采购于市面，按照所配带的使用说明书使用即可。

[0025]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型，这些改进和变型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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