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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

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包括浮船以及设置在浮船

上的投料组件、增氧组件、水质监测组件、巡航模

块和监控终端，投料组件、增氧组件、水质监测组

件、巡航模块和浮船分别与监控终端电连接。本

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具备监测、增氧、投料功能于

一体，且彼此间相互关联，确保养殖高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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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浮船(1)以及

设置在所述浮船(1)上的投料组件(2)、增氧组件(3)、水质监测组件(4)、巡航模块(5)和监

控终端(6)，所述投料组件(2)、所述增氧组件(3)、所述水质监测组件(4)、所述巡航模块(5)

和所述浮船(1)分别与所述监控终端(6)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增氧组件(3)包括鼓风机(310)和排风管(320)，所述鼓风机(310)设置在所述浮

船(1)上，所述排风管(320)的上端与所述鼓风机(310)的出风口相连通，所述排风管(320)

的下端伸入至液面以下，所述排风管(320)的下端呈网型镂空状；所述鼓风机(310)与所述

监控终端(6)电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增氧组件(3)还包括第一推杆电机(330)、通风管(340)和伸缩软管(350)，所述通

风管(340)的进风口与所述鼓风机(310)的出风口相连通，所述通风管(340)的出风口通过

伸缩软管(350)与所述排风管(320)的上端相连通，所述第一推杆电机(330)设置在所述通

风管(340)上，所述第一推杆电机(330)的伸缩杆在通风管(340)中与伸缩软管(350)的底部

连接；所述第一推杆电机(330)与所述监控终端(6)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投料组件(2)包括饵料箱(210)、立式搅拌机(220)、称重组件(230)、导料管

(240)、水泵(250)和导料盘(260)，所述立式搅拌机(220)设置在所述浮船(1)上，所述饵料

箱(210)设置在所述立式搅拌机(220)上，所述饵料箱(210)的出料口与所述立式搅拌机

(220)的内腔相连通，所述饵料箱(210)的出料口上设有由第一继电器控制开关的第一阀

门；所述称重组件(230)设置在所述立式搅拌机(220)的下方，且所述立式搅拌机(220)的出

料口与所述称重组件(230)的称重室(231)相连通，所述立式搅拌机(220)的出料口上设有

由第二继电器控制开关的第二阀门，所述导料盘(260)布置在水下，所述导料盘(260)上设

有多个出料孔(261)，所述导料管(240)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导料盘(260)和所述称重组件

(230)相连，所述水泵(250)的进水口伸入至水面以下，所述水泵(250)的出水口与所述导料

管(240)的内腔相连通，所述立式搅拌机(220)、所述称重组件(230)和所述水泵(250)分别

与所述监控终端(6)电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立式搅拌机(220)包括箱体(221)、电机(222)、搅拌筒(223)、螺杆(224)、螺旋叶

桨(225)、横杆(226)、第一固定杆(227)，所述搅拌筒(223)布置在所述箱体(221)内，且位于

箱体(221)上的出料口的正上方，所述搅拌筒(223)通过多根第一固定杆(227)与所述箱体

(221)相连接，所述搅拌筒(223)的下端与所述箱体(221)的内壁之间具有间隙，所述电机

(222)布置在所述搅拌筒(223)的上方，且所述电机(222)通过多根横杆(226)与所述箱体

(221)相连接，所述螺杆(224)竖直设置在所述搅拌筒(223)内，所述螺杆(224)的上端与所

述电机(222)的输出轴相连接，所述螺杆(224)的下端为自由端，所述螺旋叶桨(225)绕设在

所述螺杆(224)上，所述电机(222)与所述监控终端(6)电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立式搅拌机(220)还包括挡板(228)和第二固定杆(229)，所述挡板(228)呈圆锥

形，所述挡板(228)布置在所述电机(222)的上方，并遮挡着所述电机(222)，所述挡板(228)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226557 A

2



通过多根第二固定杆(229)与所述搅拌筒(223)的下端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称重组件(230)包括称重室(231)、称重盘(232)和第二推杆电机(233)，所述箱体

(221)的出料口与所述称重室(231)的上端开口相连，所述称重盘(232)设置在所述称重室

(231)的下端开口处，所述称重盘(232)通过第二推杆电机(233)与所述箱体(221)相连接，

所述第二推杆电机(233)在驱动称重盘(232)进行移动的过程中以使称重室(231)的下端开

口打开和闭合，所述称重盘(232)和所述第二推杆电机(233)分别与所述监控终端(6)电连

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导料管(240)包括主料管(241)和多根分支料管(242)，多根分支料管(242)的两

端分别与所述主料管(241)的出料口和所述导料盘(260)相连，所述主料管(241)的进料口

正对所述称重室(231)的下端开口；所述水泵(250)的进水口伸入至水面以下，所述水泵

(250)的出水口与所述主料管(241)的内腔相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其特征

在于，所述导料管(240)还包括多个震动块(243)，所述主料管(241)上呈环形的嵌设有多个

所述震动块(243)，所有震动块(243)所围合而成的结构的中间具有空隙。

10.根据权利要求4-9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

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盘(260)的底部设有多个LED灯(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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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养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

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人们对小龙虾饮食的追捧，使小龙虾养殖业大势兴起，但是在当前的虾稻

共作种养模式中仍然还在大规模地使用人为手工养殖的粗放式管理模式，不仅造成人力资

源浪费、养殖成本高和生产效率低等问题，还不能及时了解虾稻共作中养殖环境参数的真

实情况，如水质PH值、溶解氧浓度和水温等。

[0003] 为实现小龙虾养殖朝着智能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用于水

产品养殖的自动投料机、增氧机、水质监测仪等装置，但是还没有一款专用于虾稻共作的养

殖装置。

[0004] 在水质监测方面，虾稻共作中小龙虾的种养环境参数需要一直监测，如水质溶解

氧浓度和PH值直接影响着高养殖密度下小龙虾的存活情况和是否出现大规模逃逸的现象；

水温直接对小龙虾投喂饵料的用量有影响，当水温低于16℃可停止对小龙虾投喂，待水温

高于16℃后，再恢复投喂；在投料方面，对小龙虾进行投喂时，不仅与水温有关，还需根据小

龙虾的生活习性，做到定点、定时、定量的投喂，投喂量低于正常值时，不利于小龙虾的生

长，投喂量高于正常值时，多余的生物饵料需要靠水中的耗氧型微生物进行分解，严重时会

造成养殖水质的溶解氧浓度和PH值偏离正常值。当出现投喂过量的现象时，需要及时通过

该对区域水质进行增氧处理来加速饵料的分解和扩散，使水质环境快速的恢复到正常情

况；在增氧方面，养殖户通常在虾稻共作田中提高养殖密度来实现更高的养殖效益和产出

率，而高密度的养殖会造成养殖水质出现溶解氧不足的现象，影响小龙虾的正常生长和繁

殖。

[0005] 而目前市面上用于水产品养殖的水质监测仪、增氧机、投料机都是只能独立的完

成各自的监测、增氧、投喂功能，没有考虑到在虾稻共作中水质的溶解氧浓度、PH值、水温和

增氧机、投料机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仍然需要养殖人员对各个装置进行人为的开启和关

闭，不仅劳动量较大，各个环节的联动性和时效性也较差。

[0006] 例如，在投喂时，不仅需考虑水温的影响，还需做到定点、定量、定时的原则，而目

前市面上的投喂机，都是只能在一个固定位置，向四周投喂饵料，没有考虑到水温因素也不

能满足小龙虾的投喂原则要求；在增氧时，市面上的增氧设备通常也只能在一固定位置，通

过机械的搅动表面水体或增加水体的流动性来增加水质的溶解氧浓度，没有考虑到小龙虾

生长繁殖的区域性和水层深度等方面的影响，当某个投喂点出现投喂过量、缺氧时不能即

时对该区域进行快速的增氧，需靠在一个定点进行增氧来增加整体水域的溶解氧的浓度，

这样不仅增氧速度慢、浪费电能、增氧效果还差，而且增氧机的体积较大，固定于虾稻共作

田的虾沟中时，会严重阻碍养殖人员的其它养殖行为；在对养殖水质进行监测时，现有的水

质监测仪，只负责水质监测功能，没有将水质监测与增氧、投喂等装置联动起来，当虾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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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农田中的水质出现问题时，不能第一时间得到快速解决。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

殖装置，以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

[0008]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

共作养殖装置，包括浮船以及设置在浮船上的投料组件、增氧组件、水质监测组件、巡航模

块和监控终端，投料组件、增氧组件、水质监测组件、巡航模块和浮船分别与监控终端电连

接。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10] 在上述方案中，增氧组件包括鼓风机和排风管，鼓风机设置在浮船上，排风管的上

端与鼓风机的出风口相连通，排风管的下端伸入至液面以下，排风管的下端呈网型镂空状；

鼓风机与监控终端电连接。

[0011] 在上述方案中，增氧组件还包括第一推杆电机、通风管和伸缩软管，通风管的进风

口与鼓风机的出风口相连通，通风管的出风口通过伸缩软管与排风管的上端相连通，第一

推杆电机设置在通风管上，第一推杆电机的伸缩杆在通风管中与伸缩软管的底部连接；第

一推杆电机与监控终端电连接。

[0012] 在上述方案中，投料组件包括饵料箱、立式搅拌机、称重组件、导料管、水泵和导料

盘，立式搅拌机设置在浮船上，饵料箱设置在立式搅拌机上，饵料箱的出料口与立式搅拌机

的内腔相连通，饵料箱的出料口上设有由第一继电器控制开关的第一阀门；称重组件设置

在立式搅拌机的下方，且立式搅拌机的出料口与称重组件的称重室相连通，立式搅拌机的

出料口上设有由第二继电器控制开关的第二阀门，导料盘布置在水下，导料盘上设有多个

出料孔，导料管的两端分别与导料盘和称重组件相连，水泵的进水口伸入至水面以下，水泵

的出水口与导料管的内腔相连通，立式搅拌机、称重组件和水泵分别与监控终端电连接。

[0013] 在上述方案中，立式搅拌机包括箱体、电机、搅拌筒、螺杆、螺旋叶桨、横杆、第一固

定杆，搅拌筒布置在箱体内，且位于箱体上的出料口的正上方，搅拌筒通过多根第一固定杆

与箱体相连接，搅拌筒的下端与箱体的内壁之间具有间隙，电机布置在搅拌筒的上方，且电

机通过多根横杆与箱体相连接，螺杆竖直设置在搅拌筒内，螺杆的上端与电机的输出轴相

连接，螺杆的下端为自由端，螺旋叶桨绕设在螺杆上，电机与监控终端电连接。

[0014] 在上述方案中，立式搅拌机还包括挡板和第二固定杆，挡板呈圆锥形，挡板布置在

电机的上方，并遮挡着电机，挡板通过多根第二固定杆与搅拌筒的下端相连接。

[0015] 在上述方案中，称重组件包括称重室、称重盘和第二推杆电机，箱体的出料口与称

重室的上端开口相连，称重盘设置在称重室的下端开口处，称重盘通过第二推杆电机与箱

体相连接，第二推杆电机在驱动称重盘进行移动的过程中以使称重室的下端开口打开和闭

合，称重盘和第二推杆电机分别与监控终端电连接。

[0016] 在上述方案中，导料管包括主料管和多根分支料管，多根分支料管的两端分别与

主料管的出料口和导料盘相连，主料管的进料口正对称重室的下端开口；水泵的进水口伸

入至水面以下，水泵的出水口与主料管的内腔相连通。

[0017] 在上述方案中，导料管还包括多个震动块，主料管上呈环形的嵌设有多个震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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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震动块所围合而成的结构的中间具有空隙。

[0018] 在上述方案中，导料盘的底部设有多个LED灯。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水质监测组件能够在巡航中对水温、PH值和溶解氧等水质环境参数进行实时监

测，通过监控终端分析数据根据虾的生活习性作出增氧和投喂指令；

[0021] 2)在巡航增氧过程中，通过第一推杆电机控制排风管没入水中的高度，采用爆气

法方式将空气注入虾沟，达到指定区域增氧，不破坏水域原有的生态环境，使增氧效果更加

明显有效，增氧速度更加迅速；同时，投料过后也可短暂地开启增氧组件加速所投喂饵料的

扩散速度，当投料过量时，开启增氧功能加速饵料的分解，使水环境尽快达到平衡状态；

[0022] 3)通过电机控制螺杆的快速旋转将饵料从箱体底部通过搅拌筒和搅拌桨叶由中

心提升至顶端，再以伞状飞抛散落，回至底部，使得饵料在箱体内上下翻滚搅拌，短时间内

即可将大量饵料搅拌疏松均匀，避免饵料的块状粘连和投喂的不均匀，便于后续饵料的称

重和提高投喂效率；

[0023] 4)通过监测称重盘的质量数据来调节立式搅拌机出料口的开关，同时调节第二推

杆电机的档位来控制称重室出口的开关，当质量达到设置值时关闭出料口，第二推杆电机

收缩推杆带动称重盘脱离称重室，称重室内的饵料下落至导料管，间隔3s后第二推杆电机

伸长推杆，称重盘与称重室闭合，同时立式搅拌机的出料口打开，饵料再次落入称重室进行

计量，如此重复上述操作直至到达投喂指定量饵料，从而实现定量的饵料投喂要求，节约投

喂成本、保持虾的最佳生长环境，提高生产效率；

[0024] 5)导料管主要由震动块、主料管和分支料管组成，称重盘计量后的定量饵料通过

震动块上下固有频率的抖使得导料管处于动态，避免了饵料下落过程的阻塞，同时通过水

泵将虾沟中的水与饵料混合，便于饵料经过分支料管投喂至虾沟和洁净管壁的作用，分支

料管和导料盘的设计可以扩大饵料的投喂面积，避免投喂饵料在水中堆积和分布不均，造

成虾的大量聚集和饵料久贮变质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所述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所述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置的俯视图；

[0027] 图3为立式搅拌机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导料盘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装置的工作流程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的增氧组件工作流程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的投料组件工作流程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装置的清洗模式流程图；

[0033] 图9为本发明装置的系统架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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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如图1、图2、图3、图4、图9所示，一种集监测、增氧、投料于一体的虾稻共作养殖装

置，包括浮船1以及设置在浮船1上的投料组件2、增氧组件3、水质监测组件4、巡航模块5和

监控终端6，投料组件2、增氧组件3、水质监测组件4、巡航模块5和浮船1分别与监控终端6电

连接，巡航模块5包括GPS和雷达，该装置在执行任务时，通过GPS和雷达按照导入的虾田规

划路径节点进行自动行驶和避障，在行驶过程中，水质监测组件4实时地进行水质环境参数

的采集，监控终端6对采集数据分析整合，控制装置在节点处(虾的领地处)进行增氧和投喂

任务，同时监测到的水质数据通过GPRS上传至数据云服务器进行备份和分析决策处理，相

关人员可通过手机APP和Web客户端对数据进行浏览及操控、设定装置的各项功能和参数。

[0036] 浮船1包括船体110、浮杆120、螺旋桨装置130和浮球140，螺旋桨装置130设置在船

体110的尾部，螺旋桨装置130主要用于驱动船体110在水中运动，船体110的两侧均设有浮

杆120，每根浮杆120远离船体110的一端均设有浮球140，浮杆120和浮球140的加入主要是

增加船体110的浮力和保持船体110的平衡，浮球140上设有插槽，插槽内可以放置水质监测

组件4，水质监测组件4对水温、PH值和溶解氧等水质环境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并将实时数据

通过串口等方式上报给监控终端6，水质监测组件4至少包括温度传感器、PH值传感器和溶

解氧传感器，在浮球140的插槽中可放置温度传感器、PH值传感器和溶解氧传感器，通过旋

转浮球140外的螺帽来调节螺杆没入的深度来卡住传感器探棒，传感器探棒浸入水中监测

水质参数。

[0037] 增氧组件3包括鼓风机310和排风管320，鼓风机310设置在浮船1上，鼓风机310的

进风口朝上，排风管320的上端与鼓风机310的出风口相连通，排风管320的下端伸入至液面

以下，排风管320的下端呈网型镂空状，周围布满细小圆孔，有利于向水中放射状注入空气，

增大增氧面积和避免鱼虾等水生物进入排风管320；鼓风机310与监控终端6电连接。

[0038] 增氧组件3还包括第一推杆电机330、通风管340和伸缩软管350，通风管340的进风

口与鼓风机310的出风口相连通，通风管340的出风口通过伸缩软管350与排风管320的上端

相连通，第一推杆电机330设置在通风管340上，第一推杆电机330的伸缩杆在通风管340中

与伸缩软管350的底部连接，通过控制第一推杆电机330的档位，调整伸缩软管350的长度来

设置排风管320浸入水中的水位高度，达到最佳增氧位置和加速投喂饵料扩散速度的作用，

第一推杆电机330与监控终端6电连接。

[0039] 增氧组件3还包括第一连接螺套360和第二连接螺套370，其中，鼓风机310的出风

口通过第一连接螺套360与通风管340的进风口相连，通风管340的出风口通过第二连接螺

套370与伸缩软管350远离排风管320的一端相连，第一连接螺套360和第二连接螺套370的

加入，主要是便于尺寸匹配和部件更换，浮船1上所设增氧组件3的数量最好为两个，且两个

增氧组件3对称的布置在浮船1的两侧。

[0040] 投料组件2设置在浮船1的中间，投料组件2包括饵料箱210、立式搅拌机220、称重

组件230、导料管240、水泵250和导料盘260，立式搅拌机220设置在浮船1上，饵料箱210设置

在立式搅拌机220上，饵料箱210外观呈矩形，外安装有拉环，标记有容量刻度，便于饵料箱

210的运送和饵料的定量装填，饵料箱210内部嵌有坡形导料板211，使得装填的饵料在饵料

箱210中呈倒梯形，有利于后续饵料下落至立式搅拌机220中，避免饵料在饵料箱210中囤

积，饵料箱210的出料口与立式搅拌机220的内腔相连通，饵料箱210的出料口上设有由第一

继电器控制开关的第一阀门，当饵料箱210与立式搅拌机220组装时，可由监控终端6或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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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第一继电器使得饵料箱210的出料口打开和关闭，饵料箱210与立式搅拌机220导通，饵

料顺着坡形导料板211进入立式搅拌机220；当卸下饵料箱210时，闭合出料口，可携带饵料

箱210进行装填饵料，通过饵料箱210可对饵料进行计量装填，且由于立式搅拌机220具有相

当大的容量空间设计，使得饵料箱210可以进行多次的装填和充当加料箱的作用，可在执行

投喂任务中饵料不足或加量投喂时打开饵料箱210的出料口进行加料，因此，投喂最大的饵

料容量至少是饵料箱210容量的2倍。

[0041] 称重组件230设置在立式搅拌机220的下方，且立式搅拌机220的出料口与称重组

件230的称重室231相连通，立式搅拌机220的出料口上设有由第二继电器控制开关的第二

阀门，导料盘260布置在水下，导料盘260上设有多个出料孔261，导料管240的两端分别与导

料盘260和称重组件230相连，水泵250的进水口伸入至水面以下，水泵250的出水口与导料

管240的内腔相连通，立式搅拌机220、称重组件230和水泵250分别与监控终端6电连接。

[0042] 立式搅拌机220包括箱体221、电机222、搅拌筒223、螺杆224、螺旋叶桨225、横杆

226、第一固定杆227，箱体221的上端有矩形的镂空凹形卡槽，与饵料箱210的入料口相契

合，方便饵料箱210拆装，搅拌筒223布置在箱体221内，且位于箱体221上的出料口的正上

方，搅拌筒223通过多根第一固定杆227与箱体221相连接，搅拌筒223的下端与箱体221的内

壁之间具有间隙，电机222布置在搅拌筒223的上方，且电机222通过多根横杆226与箱体221

相连接，螺杆224竖直设置在搅拌筒223内，螺杆224的上端与电机222的输出轴相连接，螺杆

224的下端为自由端，螺旋叶桨225绕设在螺杆224上，电机222与监控终端6电连接，通过电

机222控制螺杆224的快速旋转将饵料从箱体221底部通过搅拌筒223和螺旋叶桨225由底部

中心提升至顶端，再以伞状飞抛散落，回至底部，使得饵料在箱体221内上下翻滚搅拌，短时

间内即可将大量饵料搅拌疏松均匀。

[0043] 立式搅拌机220还包括挡板228和第二固定杆229，挡板228呈圆锥形，挡板228布置

在电机222的上方，并遮挡着电机222，挡板228通过多根第二固定杆229与搅拌筒223的下端

相连接，电机222由挡板228遮挡保护，避免饵料在滚落过程中碰触电机222。

[0044] 称重组件230包括称重室231、称重盘232和第二推杆电机233，箱体221的出料口与

称重室231的上端开口相连，第二阀门设置在箱体221的出料口中，第二阀门大小档位由第

二继电器可控，可以根据饵料的种类(市场上的龙虾饵料一般为细小的颗粒状或麦片状；农

户加工的龙虾饵料一般为黏稠状)不同和投喂定量多少而调节饵料下落的流量速率。

[0045] 称重室231优选呈内部中空、两端开口的圆柱体状，称重盘232设置在称重室231的

下端开口处，称重盘232通过第二推杆电机233与箱体221相连接，第二推杆电机233在驱动

称重盘232进行移动的过程中以使称重室231的下端开口打开和闭合，通常优选，第二推杆

电机233控制称重盘232水平移动，称重盘232和第二推杆电机233分别与监控终端6电连接，

通过监测称重盘232的质量数据来调节箱体221出料口中的第二阀门开关，同时调节第二推

杆电机233的档位来控制称重盘232的水平移动的位置从而达到对称重室231的开关，例如，

当称重盘232上的质量数据达到设定值时关闭第二阀门，调节第二推杆电机233档位水平收

缩推杆带动称重盘232脱离称重室231，称重室231内的饵料将下落至导料管240，时间间隔

3s后第二推杆电机233伸长推杆，称重盘232与称重室231再次闭合，同时第二阀门打开，饵

料再次落入称重室231进行计量，如此重复上述操作直至到达投喂指定量的饵料，从而实现

定量的饵料投喂要求，节约投喂成本、保持虾的最佳生长环境，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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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导料管240包括主料管241和多根分支料管242，多根分支料管242的两端分别与主

料管241的出料口和导料盘260相连，主料管241的进料口正对称重室231的下端开口；水泵

250的进水口伸入至水面以下，水泵250的出水口与主料管241的内腔相连通，通常情况下，

主料管241与分支料管242的连接处上方一侧装有水管，水管连接着外置于分支料管242上

的水泵250，通过控制水泵250将虾沟里的水抽入主料管241，与主料管241中的饵料混合后

经由各个分支料管242流入下方连接的导料盘260，最终通过导料盘260底部的出料孔261将

饵料投放到虾沟节点处。

[0047] 导料管240还包括多个震动块243，主料管241的中部呈环形的嵌设有多个震动块

243，所有震动块243所围合而成的结构的中间具有空隙，通常情况下，主料管241上所设震

动块243的数量为两个，震动块243嵌入主料管241内部的一端呈半球形，震动块243与监控

终端6连接，震动块243开启后，将按照一定频率带动整个主料管241上下震动，投放至主料

管241的饵料将在震动块243处减缓下降速率，并由于震动块243的上下震动作用，缓慢地经

过两个震动块243中间的空隙落入主料管241下半段，避免了造成饵料的阻塞和块状堆积。

[0048] 导料盘260呈中空的巨大圆柱体，能够保持船体1的平衡和增加船体1的浮力，连接

着各个分支料管242，底部装有LED灯262来驱赶鱼、虾、虫等水生物的靠近。

[0049] 本发明装置的总体工作流程如图5所示，根据虾稻的养殖面积、虾的成长阶段以及

虾的数量设定巡航节点、投放饵料的多少、水质环境参数阀值、装置动作时间等环节参数，

根据待投放饵料的重量确定是否需提前在立式搅拌机220中加料以及加料的多少。

[0050] 装置触水后开启工作模式，通过逻辑判断和各环节的协调配合，立式搅拌机220将

进行定时工作，水质监测组件4将监测水质环境并上报数据给监控终端6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和数据上传，浮船1将根据指定的节点路径进行巡航；到达节点后，若溶解氧含量不足则开

启增氧任务，若水温不在适宜的投喂范围则装置的投料组件2处于待机状态，并上报数据给

农户，若虾沟有水泵等增温装置则开启增温，到达投料的水温条件后装置开始投料，若没有

增温装置，投料组件2将处于待机状态一段时间后若温度仍未达到投料的水温条件则将减

少节点处1/5的饵料进行投喂，避免饵料长时间的堆积而变质，造成菌类滋生和溶解氧降低

等影响。

[0051] 在进行投料任务的同时开启定点增氧，加速饵料的扩散速度和分布面积，提高饵

料的利用率，当该节点的投料任务完成后，再进行一次计量称重，通过称重室231判断立式

搅拌机220中是否还有饵料，若立式搅拌机220中无饵料存量则定时开启饵料箱210的出料

口，将饵料箱210中的饵料投入立式搅拌机220中，完成加料过程，然后将巡航至下一个指定

节点继续进行工作任务。

[0052] 增氧组件3工作流程如图6所示，在接受增氧任务指令后，第一推杆电机330调节档

位，通过第一推杆电机330将伸缩软管350拉长或收缩，保证排风管320到达指定的水位高

度，然后开启鼓风机310，抽入的空气经过通风管340和伸缩软管350由排风管320周围和底

部的圆孔排气孔排出，将空气注入水中达到增氧和加速投放饵料扩散的作用。

[0053] 投料组件2工作流程如图7所示，饵料通过饵料箱210入立式搅拌机220后，开启立

式搅拌机220定时工作一段时间，将饵料搅拌疏松后开启出料口设定档位，饵料缓速落入称

重室231进行称量，质量达到设定值后，关闭出料口并启动第二推杆电机233使得称重盘232

脱离称重室231，计量的饵料将落入主料管241中，经由主料管241中部震动块243的上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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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缓慢地通过两块震动块243中间的空隙落入主料管241的下段，与水泵250抽入的河水混

合后通过分支料管242分料由导料盘260底部的出料孔261投入虾沟。

[0054] 本发明装置的清洗模式流程如图8所示，选择清洗模式，设定基本环节参数，向饵

料箱210中加满水，饵料箱210的出料口定时6s后关闭，开启立式搅拌机220进入定时空转运

作状态，通过搅拌水进行洁净，立式搅拌机220停止搅拌后定时开启出料口6s后关闭，在整

个清洗模式下，称重盘232将一直处于脱离状态，称重盘232不进行质量计量。水将直接经过

主料管241和处于工作状态的震动块243进入分支料管242，而水泵250处于待机状态，既可

在清洗模式下一直处于停止工作状态，也可手动开启水泵250进行抽水至主料管241中，提

高清洗装置的效率，最终污水经由分支料管242从导料盘260底部的出料孔261排出，可以多

次进行加水清洗直至装置的洁净，避免装置内残余饵料的囤积变质，滋生细菌。

[0055]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

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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