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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

配料投喂装置，包括底座、食槽、投喂装置、配料

罐和控制模块，底座包括集粪斗、站立块、重量传

感器和网格架，食槽呈环形设置在站立块内端上

方，食槽包括多个投喂槽和饮水槽，投喂槽内分

别设有加料口和刮料装置，饮水槽内分别设有加

水口和角度控制装置，投喂装置设置在食槽上

方，投喂装置包括混料罐、搅拌装置和温度控制

装置，配料罐内设有储水罐、饲料罐、维生素罐、

添加剂罐、药剂罐，控制模块包括控制器和控制

屏。总之，本发明具有结构新颖、配料科学、投喂

精确、绿色环保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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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底座(1)、食槽

(2)、投喂装置(3)、配料罐(4)和控制模块(5)，

所述底座(1)固定设置在水平地面上，底座(1)包括通过管道与集粪池(111)连接用于

收集肉鸡粪便的集粪斗(11)，所述集粪斗(11)内侧呈圆周间隔固定设置有多个用于肉鸡站

立的站立块(12)，所述站立块(12)上设有用于肉鸡称重的重量传感器(121)，底座(1)上表

面设有安装在站立块(12)周围用于防止肉鸡掉落并收集肉鸡粪便的网格架(13)，

所述食槽(2)呈环形设置在所述站立块(12)内端上方，食槽(2)包括间隔设置的多个投

喂槽(21)和饮水槽(22)，所述投喂槽(21)内分别设有投加饲料的加料口(211)和用于将肉

鸡进食后剩余饲料刮至集粪斗(11)防止饲料霉变的刮料装置(212)，所述饮水槽(22)内分

别设有添加饮用水的加水口(221)和通过控制饮水槽(22)倾斜角度实现饮水槽(22)内饮用

水保存或倾倒至集粪斗(11)的角度控制装置(222)，

所述投喂装置(3)设置在食槽(2)上方，投喂装置(3)包括分别与加料口(211)通过计量

阀一(311)和管道连接的混料罐(31)，所述混料罐(31)内部包括用于搅拌饲料的搅拌装置

(312)和用于控制饲料温度的温度控制装置(313)，

所述配料罐(4)设置在投喂装置(3)上方，配料罐(4)内设有与所述加水口(221)通过管

道连接的储水罐(41)和分别与混料罐(31)通过计量阀二(42)连接的饲料罐(43)、维生素罐

(44)、添加剂罐(45)、药剂罐(46)，配料罐(4)上方还设有密封盖(47)，

所述控制模块(5)包括设置在投喂装置(3)内壁上的控制器(51)和设置在配料罐(4)外

侧的控制屏(52)，所述控制器(51)分别与重量传感器(121)、计量阀一(311)、搅拌装置

(312)、计量阀二(42)、控制屏(52)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刮料装置(212)包括用于投喂槽(21)底面、侧面刮料的底刮板(2121)、侧刮板(2122)和与底

刮板(2121)、侧刮板(2122)通过伸缩杆(2123)连接用于施加提拉力的推拉电机(2124) ,推

拉电机(2124)通过继电器与控制器(51)电性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角度控制装置(222)包括活动连接在所述饮水槽(22)底部的液压伸缩杆(2221)和与液压伸

缩杆(2221)另一端连接用于提供液压动力的电机泵(2222)，电机泵(2222)通过继电器与控

制器(51)电性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温度控制装置(313)包括设置在混料罐(31)罐壁内部的电加热丝(3131)和设置在投喂装置

(3)内壁上且与混料罐(31)通过管道连接的喷雾制冷机(3132)，所述电加热丝(3131)和喷

雾制冷机(3132)均通过继电器与控制器(51)电性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储水罐(41)通过歧管还与所述混料罐(31)通过计量阀二(42)连接，用于混料罐(31)内混合

饲料含水率的调节。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喷雾制冷机(3132)还分别与所述饲料罐(43)、维生素罐(44)、添加剂罐(45)、药剂罐(46)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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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水罐(41)通过歧管与所述混料罐(3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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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养殖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肉鸡养殖业以它本身一直固有的高效率、低成本等优势，成为了中国畜牧业领域

中产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我国鸡肉总产量已由1984年的135.8万吨增至2009年的1144万

吨，并以每年5％—10％的速度持续增长。由于品质得到广泛认可，国产鸡肉不仅出口到日

本、韩国等国家，像肯德基这些对食品安全一向高要求的跨国餐饮品牌采购的基本也都是

国产鸡肉。仅2010年，肯德基所属中国百胜就采购了18万吨鸡肉原料，这些鸡肉98％来自中

国本土的供应商。

[0003] 鸡肉的规模化养殖，相比于农户散养，更便于科学系统地管理，便于及时引进和运

用新技术，能大大降低成本，提升畜禽产品的生产效率。同时，规模化的养殖通过建立完善

的全程质量控制和食品安全监控体系，保障了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

[0004] 但是目前肉鸡养殖中的配料投喂是一大难题，由于肉鸡数量多且每只肉鸡的进食

量不相同，如何智能化配料投喂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肉鸡在进食时容易打架抢食，有时

会造成弱体肉鸡无法进食甚至死亡，所以，设计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

十分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主要包括底座、

食槽、投喂装置、配料罐和控制模块，

[0007] 所述底座固定设置在水平地面上，底座包括通过管道与集粪池连接用于收集肉鸡

粪便的集粪斗，所述集粪斗内侧呈圆周间隔固定设置有多个用于肉鸡站立的站立块，所述

站立块上设有用于肉鸡称重的重量传感器，底座上表面设有安装在站立块周围用于防止肉

鸡掉落并收集肉鸡粪便的网格架，

[0008] 所述食槽呈环形设置在所述站立块内端上方，食槽包括间隔设置的多个投喂槽和

饮水槽，所述投喂槽内分别设有投加饲料的加料口和用于将肉鸡进食后剩余饲料刮至集粪

斗防止饲料霉变的刮料装置，所述饮水槽内分别设有添加饮用水的加水口和通过控制饮水

槽倾斜角度实现饮水槽内饮用水保存或倾倒至集粪斗的角度控制装置，

[0009] 所述投喂装置设置在食槽上方，投喂装置包括分别与加料口通过计量阀一和管道

连接的混料罐，所述混料罐内部包括用于搅拌饲料的搅拌装置和用于控制饲料温度的温度

控制装置，

[0010] 所述配料罐设置在投喂装置上方，配料罐内设有与所述加水口通过管道连接的储

水罐和分别与混料罐通过计量阀二连接的饲料罐、维生素罐、添加剂罐、药剂罐，配料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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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还设有密封盖，

[0011] 所述控制模块包括设置在投喂装置内壁上的控制器和设置在配料罐外侧的控制

屏，所述控制器分别与重量传感器、计量阀一、搅拌装置、计量阀二、控制屏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刮料装置包括用于投喂槽底面、侧面刮料的底刮板、侧刮板和与底

刮板、侧刮板通过伸缩杆连接用于施加提拉力的推拉电机，推拉电机通过继电器与控制器

电性连接，刮料装置将投喂槽内残余的饲料清理干净，避免残留食物霉变造成肉鸡生病。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角度控制装置包括活动连接在所述饮水槽底部的液压伸缩杆和与

液压伸缩杆另一端连接用于提供液压动力的电机泵，电机泵通过继电器与控制器电性连

接，角度控制装置可以在肉鸡进食饮水完毕后将饮水槽倾斜使饮水槽内水流至集粪斗，既

避免了残留水滋生细菌蚊虫，又对集粪斗上粪便进行了冲洗。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温度控制装置包括设置在混料罐罐壁内部的电加热丝和设置在投

喂装置内壁上且与混料罐通过管道连接的喷雾制冷机，所述电加热丝和喷雾制冷机均通过

继电器与控制器电性连接，用于根据环境温度情况调整饲料的温度，避免温度不适造成肉

鸡不愿进食的情况。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投喂装置还包括用于定时轰赶进食肉鸡的驱赶装置，所述驱赶装

置包括环绕设置在投喂装置上端的多个提升电机和通过绳索连接在提升电机旋转轴上的

铃铛，在肉鸡进食期间适时轰赶鸡群可以刺激肉鸡进食，最大限度使肉鸡吃饱。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储水罐通过歧管还与所述混料罐通过计量阀二连接，用于混料罐

内混合饲料含水率的调节，饲料本身含水率过低，要增加饲料含水率就要外接水源。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喷雾制冷机还分别与所述饲料罐、维生素罐、添加剂罐、药剂罐连

接，用于对饲料罐、维生素罐、添加剂罐、药剂罐内物质进行冷藏保存，避免其快速变质。

[001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在肉鸡进食时间之前，操作人员通过控制屏输入进食鸡的

数量、配料比重以及是否需要向饲料中添加药物，控制器分别控制计量阀二将储水罐、饲料

罐、维生素罐、添加剂罐、药剂罐内物质添加至混料罐中，搅拌装置工作将饲料混匀，温度控

制装置根据室温对饲料进行加热或降温备用，在肉鸡进食时间内，计量阀一开启，通过加料

口向投喂槽内投加少量混合饲料，肉鸡需要进食时，跳跃至站立块上将头伸入投喂槽内取

食，重量传感器分别对取食的每只肉鸡进行称重，根据进食肉鸡体重通过控制器分别控制

计量阀一向投喂槽内投加适量饲料，同时通过加水口向饮水槽内添加饮用水，在肉鸡进食

期间，通过驱赶装置的铃铛轰赶进食肉鸡一次，刺激其进食，在进食期间，肉鸡拉出的粪便

通过网格架落入集粪斗内，进食完毕后，刮料装置将投喂槽内壁上残余饲料刮至集粪斗上，

角度控制装置将饮水槽内水倾倒至集粪斗上，将集粪斗上的粪便与饲料残渣冲至集粪池

内。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

通过间隔设置的投喂槽，避免肉鸡进食时打架抢食，同时在每个投喂槽外侧设置站立块，对

进食肉鸡进行称重，根据其体重控制投喂饲料量，避免饲料浪费，同时设置刮料装置，在肉

鸡进食完毕后将残留饲料刮除，避免残留饲料霉变，引起鸡群生病，还在底座内设置集粪

斗，将肉鸡进食期间排出的粪便与刮除的饲料残渣收集，避免对肉鸡生活环境造成污染，设

置配料罐，可以随时调节肉鸡饲料的配比，并且设置温度控制装置对饲料温度进行调节。总

之，本发明具有结构新颖、配料科学、投喂精确、绿色环保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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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的投喂槽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的饮水槽结构示意图。

[0024] 其中，1-底座、11-集粪斗、111-集粪池、12-站立块、121-重量传感器、13-网格架、

2-食槽、21-投喂槽、211-加料口、212-刮料装置、2121-底刮板、2122-侧刮板、2123-伸缩杆、

2124-推拉电机、22-饮水槽、221-加水口、222-角度控制装置、2221-液压伸缩杆、2222-电机

泵、3-投喂装置、31-混料罐、311-计量阀一、312-搅拌装置、313-温度控制装置、3131-电加

热丝、3132-喷雾制冷机、4-配料罐、41-储水罐、42-计量阀二、43-饲料罐、44-维生素罐、45-

添加剂罐、46-药剂罐、47-密封盖、5-控制模块、51-控制器、52-控制屏、6-驱赶装置、61-提

升电机、62-铃铛。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便于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理解，下面结合附图1-4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

一步的解释说明，实施例并不构成对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26] 实施例：如图1-2所示，一种高效绿色的肉鸡智能化配料投喂装置，主要包括底座

1、食槽2、投喂装置3、配料罐4和控制模块5，

[0027] 底座1固定设置在水平地面上，底座1包括通过管道与集粪池111连接用于收集肉

鸡粪便的集粪斗11，集粪斗11内侧呈圆周间隔固定设置有多个用于肉鸡站立的站立块12，

站立块12上设有用于肉鸡称重的重量传感器121，底座1上表面设有安装在站立块12周围用

于防止肉鸡掉落并收集肉鸡粪便的网格架13，

[0028] 食槽2呈环形设置在站立块12内端上方，食槽2包括间隔设置的多个投喂槽21和饮

水槽22，投喂槽21内分别设有投加饲料的加料口211和用于将肉鸡进食后剩余饲料刮至集

粪斗11防止饲料霉变的刮料装置212，

[0029] 如图3所示，刮料装置212包括用于投喂槽21底面、侧面刮料的底刮板2121、侧刮板

2122和与底刮板2121、侧刮板2122通过伸缩杆2123连接用于施加提拉力的推拉电机2124，

推拉电机2124通过时间继电器与控制器51电性连接，

[0030] 饮水槽22内分别设有添加饮用水的加水口221和通过控制饮水槽22倾斜角度实现

饮水槽22内饮用水保存或倾倒至集粪斗11的角度控制装置222，

[0031] 如图4所示，角度控制装置222包括活动连接在饮水槽22底部的液压伸缩杆2221和

与液压伸缩杆2221另一端连接用于提供液压动力的电机泵2222，电机泵2222通过舌簧继电

器与控制器51电性连接，

[0032] 投喂装置3设置在食槽2上方，投喂装置3包括分别与加料口211通过计量阀一311

和管道连接的混料罐31，混料罐31内部包括用于搅拌饲料的搅拌装置312和用于控制饲料

温度的温度控制装置313，温度控制装置313包括设置在混料罐31罐壁内部的电加热丝3131

和设置在投喂装置3内壁上且与混料罐31通过管道连接的喷雾制冷机3132，喷雾制冷机

3132还分别与饲料罐43、维生素罐44、添加剂罐45、药剂罐46连接，电加热丝3131和喷雾制

冷机3132分别通过温度继电器与控制器51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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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投喂装置3还包括用于定时轰赶进食肉鸡的驱赶装置6，驱赶装置6包括环绕设置

在投喂装置3上端的多个提升电机61和通过绳索连接在提升电机61旋转轴上的铃铛62，

[0034] 配料罐4设置在投喂装置3上方，配料罐4内设有与加水口221通过管道连接的储水

罐41和分别与混料罐31通过计量阀二42连接的饲料罐43、维生素罐44、添加剂罐45、药剂罐

46，配料罐4上方还设有密封盖47，储水罐41通过歧管还与混料罐31通过计量阀二42连接，

用于混料罐31内混合饲料含水率的调节，

[0035] 控制模块5包括设置在投喂装置3内壁上的控制器51和设置在配料罐4外侧的控制

屏52，控制器51分别与重量传感器121、计量阀一311、搅拌装置312、计量阀二42、控制屏52

连接，

[0036] 上述的重量传感器121为TJH-1荷重传感器，推拉电机2124为YMD-60推拉杆伸缩电

机，液压伸缩杆2221为QD型液压支撑杆，电机泵2222为WX万向液压拉伸泵，计量阀一311为

METERMIX定量控制阀，电加热丝3131为300℃蓄热电加热丝，喷雾制冷机3132为BKS-FMG19

自控制喷雾制冷机，计量阀二42为METERMIX定量控制阀，控制器51为ESX-3CM移动控制器，

控制屏52为TP2100二十一寸触摸屏，提升电机61为42BYGH微型步进电机。

[0037] 上述实施例的工作方法是：在肉鸡进食时间之前，操作人员通过控制屏52输入进

食鸡的数量、配料比重以及是否需要向饲料中添加药物，控制器51分别控制计量阀二42将

储水罐41、饲料罐43、维生素罐44、添加剂罐45、药剂罐46内物质添加至混料罐31中，搅拌装

置312工作将饲料混匀，温度控制装置313根据室温对饲料进行加热或降温备用，在肉鸡进

食时间内，计量阀一311开启，通过加料口211向投喂槽21内投加少量混合饲料，肉鸡需要进

食时，跳跃至站立块12上将头伸入投喂槽21内取食，重量传感器121分别对取食的每只肉鸡

进行称重，根据进食肉鸡体重通过控制器51分别控制计量阀一311向投喂槽21内投加适量

饲料，同时通过加水口221向饮水槽22内添加饮用水，在肉鸡进食期间，通过驱赶装置6的铃

铛轰赶进食肉鸡一次，刺激其进食，在进食期间，肉鸡拉出的粪便通过网格架13落入集粪斗

11内，进食完毕后，刮料装置将投喂槽21内壁上残余饲料刮至集粪斗11上，角度控制装置

222将饮水槽22内水倾倒至集粪斗11上，将集粪斗11上的粪便与饲料残渣冲至集粪池111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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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110651730 A

9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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