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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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928738.X

(22)申请日 2020.09.07

(71)申请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

所

地址 266071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

106号

(72)发明人 朱建新　杨涛　杨波　祝明伟　

刘慧　谢祯亮　齐红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科家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427

代理人 梁正贤

(51)Int.Cl.

A01K 61/80(2017.01)

B60L 50/60(2019.01)

B62D 11/04(2006.01)

B62D 55/065(2006.01)

B62D 55/08(2006.01)

G05D 1/02(2020.01)

H02J 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对虾工厂化养殖用投饵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对虾工厂化养殖用投饵机

器人，属于水产养殖智能装备领域，投饵机器人

包括动力装置、投饵装置和电控装置，动力装置

上承载有投饵装置和电控装置，电控装置与投饵

装置有电缆和数据传输线连接；所述投饵机器人

具有自动行走、多方向抛投饲料、投饲量精准、适

用于高温潮湿环境和造价低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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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虾工厂化养殖用投饵机器人，投饵机器人包括动力装置、投饵装置和电控装

置，动力装置上承载有投饵装置和电控装置，电控装置与投饵装置有电缆和数据传输线连

接；

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下壳体(2)、减速电机(8)、履带(9)、主动轮(10)、支撑轮(11)、张

紧轮(12)、自动充电装置(13)和磷酸锂铁电池(14)；下壳体是敞开式的，下壳体的下方设置

有减速电机(8)、履带(9)、主动轮(10)、支撑轮(11)、张紧轮(12)、自动充电装置(13)和磷酸

锂铁电池(14)，主动轮设置在动力装置后端的左右两侧，张紧轮设置在动力装置的前端，支

撑轮设置在动力装置的中部底端；投饵机器人行走时,两台减速电机(8)分别驱动两侧主动

轮(10)，主动轮(10)联合支撑轮(11)和张紧轮(12)传动履带(9)前行，两台减速电机(8)的

转速及转速差异控制投饵机器人行进速度和行进方向，磷酸锂铁电池(14)为减速电机(8)

提供并储蓄电能，自动充电装置(13)为磷酸锂铁电池(14)补充电能；

投饵装置包括上壳体(1)、饵料仓(4)、饵料提升装置(5)、饵料抛撒装置(6)和回转支承

装置(7)；上壳体内设置有饵料仓(4)、饵料提升装置(5)和饵料抛撒装置(6)，饵料仓的下端

开口与饵料提升装置的下端开口对接在一起，饵料提升装置的上端连接饵料抛撒装置，回

转支承装置设置在投饵装置的下端、上壳体的外部、动力装置的上方；投喂时饵料仓(4)内

的饵料通过饵料提升装置(5)内的绞龙提升饵料抛撒装置(6)，饵料抛撒装置(6)内设置有

投饵电机，投饵电机高速旋转，把饵料抛撒到养殖池，抛撒过程中，回转支承装置(7)内旋转

电机启动，带动饵料抛撒装置的喷料嘴左右摇摆使饵料抛撒更均匀；回转支承装置(7)能够

进行180°旋转，从而改变投饵方向和养殖池；投饵料量由饵料提升装置(5)内的投饵电机转

速和转动时间控制；

电控装置包括摄像头(15)、避障器(16)、触边器(17)、读卡器(18)、磁条传感器(19)和

智能控制柜(3)；摄像头安装在上壳体的上端，避障器安装在投饵机器人的前端、下壳体的

上端，触边器设置在下壳体的外部、投喂机器人的最前端，读卡器(18)和磁条传感器(19)均

设置在下壳体的下部；摄像头(15)、避障器(16)、触边器(17)、读卡器(18)、磁条传感器(19)

都与智能控制柜有数据传输线连接；投喂机器人通过磁条传感器(19)检测铺设于地面的磁

条信息来导航，通过读卡器(18)读取布设于过道两侧池壁上的识别卡信息来确认投喂点位

置，避障器(16)帮助投喂机器人避开行进中的障碍物，触边器(17)的功能是在障碍物触碰

到投喂机器人后即停止行进并报警，摄像头(15)用来观察投喂效果；智能控制柜(3)包括中

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数据显示系统和数据传输系统，中央处理器采集安装在饵料仓(4)、

饵料提升装置(5)、饵料抛撒装置(6)、回转支承装置(7)、减速电机(8)、磷酸锂铁电池(14)、

摄像头(15)、避障器(16)、触边器(17)、读卡器(18)和磁条传感器(19)上的传感器传回的信

息并存储，一方面以数字或图表方式显示在显示屏上，另一方面向动力装置、投饵装置和电

控装置发出指令，指挥和协调各单元工作；显示屏具有人机交互功能，不但可以显示各单元

的工作状态，而且能够通过操作实时修正投饵参数；数据传输系统负责把中央处理器通过

移动通信网络把数据传送至手机终端，并通过手机终端实现人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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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虾工厂化养殖用投饵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智能装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对虾工厂化养殖用投饵机器

人。

背景技术：

[0002] 凡纳滨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工厂化养殖是继池塘养殖、高位塘养殖之后

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养殖模式，因其具有排污彻底、养殖水环境可调可控、养殖产量高、养

殖风险小等优势，近年来其发展规模呈快速扩张的趋势。

[0003] 精细化投喂是凡纳滨对虾工厂化养殖成败的关键，体长3cm之前其投喂频次为12

次/天，体长3cm—8cm之间其投喂频次为8次/天，体长大于8cm  之后其投喂频次为6次/天，

投喂是凡纳滨对虾工厂化养殖日常管理的主要内容，24小时高频率投喂一方面占用大量的

劳动力资源、增加养殖成本，另一方面工人的高强度劳动经常容易发生因投喂不精细度引

起的个体规格参差不齐和肝胰脏疾病，影响产量和收益。

[0004] 产业迫切需求一种适用于对虾工厂化养殖的自动投饵装置。目前，国内外常用的

自动投饵装置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固定式投饵机，其主要由储料箱、抛撒系统和控

制系统三部分组成，特点是投饵机位置固定、需要人工上料，广泛应用于池塘养殖和内陆网

箱养殖，大型池塘往往需要配备多台投饵机，不太适合室内潮湿环境；第二种是轨道式投饵

机，其主要由导轨、移动式智能投饵箱、上料系统和控制系统组成，特点是实现了定时、定点

精准投喂，自动上料，适用于工厂化养殖，缺点是养殖池上方需预留一定高度空间，另外导

轨拐弯会导致料箱移动困难，室内养殖池对称布置的车间通常需要配备2台投饵机，这些都

会增加投资成本；第三种是气喷式投饵机，其主要由高压气泵、料箱、分料系统、输料管和喷

嘴组成，其特点是送料量大、输送距离远，适用于大型网箱养殖。对虾工厂化养殖车间环境

高温、潮湿，养殖池数量多、大多数是以中间过道为中心对称布局，投喂量变化大、频次多，

上述这些投饵装置均不台适用于对虾工厂化水产养殖。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对虾工厂化养殖用投饵机器人，所述投饵

机器人具有自动行走、多方向抛投饲料、投饲量精准、适用于高温潮湿环境和造价低等特

点。

[0006]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7] 一种对虾工厂化养殖用投饵机器人，投饵机器人包括动力装置、投饵装置和电控

装置，投饵装置和电控装置承载在动力装置上，电控装置与投饵装置和动力装置间有电缆

和数据传输线连接。

[0008] 所述动力装置包括下壳体、减速电机、履带、主动轮、支撑轮、张紧轮、自动充电装

置和磷酸锂铁电池。下壳体是敞开式的，下壳体的下方设置有两个减速电机、两条履带、两

个主动轮、两个支撑轮、两个张紧轮、一个自动充电装置和一个磷酸锂铁电池，主动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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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力装置后端的左右两侧，支撑轮设置在动力装置的前端，张紧轮设置在动力装置的中

部底端，主动轮、支撑轮和张紧轮上的齿轮与履带齿轮相扣；投饵机器人行走时,两台减速

电机分别驱动两侧主动轮，主动轮联合支撑轮和张紧轮带动履带滚动，两台减速电机的转

速及转速差异控制投饵机器人行进速度和行进方向，磷酸锂铁电池为减速电机提供并储蓄

电能，自动充电装置为磷酸锂铁电池补充电能，当投饵机器人投完一遍饵料或出现匮电时

会自动回到充电区，自动充电装置的两极自动对准充电器的正负极进行充电。

[0009] 所述投饵装置包括上壳体、饵料仓、饵料提升装置、饵料抛撒装置和回转支承装

置。上壳体内设置有饵料仓、饵料提升装置和饵料抛撒装置，上壳体与下壳体通过回转支承

装置连接；饵料仓的下端开口与饵料提升装置的下端开口对接在一起，饵料提升装置的上

端连接饵料抛撒装置，投喂时，饵料提升装置顶端的控制电机驱动绞龙把饵料仓内的颗粒

饲料提升至饵料抛撒装置，在通过饵料抛撒装置内设置的控制电机驱动叶轮旋转，旋转的

叶轮把饲料抛撒到养殖池内；抛撒过程中，回转支承装置内控制电机启动，带动上壳体左右

摇摆以便饵料抛撒更加均匀，回转支承装置能够进行180°旋转，可以原地给附近的多个养

殖池同时投饵；投饵料量由饵料提升装置内的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动时间控制，抛撒距离

饵料抛撒装置内的控制电机的转速控制。

[0010] 所述电控装置包括摄像头、避障器、触边器、读卡器、磁条传感器和智能控制柜。摄

像头安装在上壳体的上端，避障器安装在机器人前端下壳体的顶部，触边器设置在机器人

前端下壳体的外部，读卡器和磁条传感器均设置在机器人前端下壳体的下部；摄像头、避障

器、触边器、读卡器、磁条传感器都与智能控制柜有电缆和数据传输线连接；投喂机器人通

过磁条传感器检测铺设于地面的磁条信息来导航，通过读卡器读取布设于过道两侧池壁上

的识别卡信息来确认投喂点位置，避障器帮助投喂机器人避开行进中的障碍物，触边器的

功能是在障碍物触碰到投喂机器人后即停止行进并报警，摄像头用来观察投喂效果；智能

控制柜包括中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数据显示系统和数据传输系统，中央处理器采集安装

在饵料仓、饵料提升装置、饵料抛撒装置、回转支承装置、减速电机、磷酸锂铁电池、摄像头、

避障器、触边器、读卡器和磁条传感器上的传感器传回的信息并存储，一方面以数字或图表

方式显示在显示屏上，另一方面向饵料提升装置、饵料抛撒装置、回转支承装置、减速电机

上的控制电机发出指令，指挥和协调饵料提升装置、饵料抛撒装置、回转支承装置、减速电

机上的控制电机工作；显示屏具有人机交互功能，不但可以显示各单元的工作状态，而且能

够通过操作实时修正投饵参数；数据传输系统负责把中央处理器通过移动通信网络把数据

传送至手机终端，并通过手机终端实现人机互动。

[0011] 本发明与现有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

[0012] 1.机器人行走由履带传动，一是有效克服了因对虾养殖车间过道盖板高低不平而

影响机器人行走的问题，二是通过两台减速电机的差速运转，可以实现机器人灵活转向。

[0013] 2.投饵机器人的投饵料量由饵料提升装置内的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动时间控制，

抛撒距离饵料抛撒装置内的控制电机的转速控制，这样设计一是投饵速度快，二是投饵距

离可调可控。

[0014] 3.上下壳体间的回转支承装置设计，一方面可以在投饵时实现饵料抛投方向的左

右摇摆，结合抛投距离的变化，可以实现大面积均匀投喂；二是可以实现原地给附近的多个

养殖池同时投喂，大幅度提升了机器人的投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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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4.智能化方面。采用自动充电，投饵机器人投完一遍饵料或出现匮电时会自动回

到充电区，自动充电装置的两极自动对准充电器的正负极进行充电。另外增加了自动避障

和触边报警功能，这是专门针对对虾工厂化养殖车间复杂的环境设计的，这样可以避免机

器人工作时撞到车间工作人员或撞翻其他物品，保证安全，同时在机器人工作受阻时及时

通知车间工作人员清理运行通道上的障碍物。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装置侧视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装置正视图。

[0018] 1、上壳体，2、下壳体，3、智能控制柜，4、饵料仓，5、饵料提升装置，  6、饵料抛撒装

置，7、回转支承装置，8、减速电机9、履带10、主动轮11、支撑轮，12、张紧轮，13、自动充电装

置，14、磷酸锂铁电池，15、摄像头  16、避障器，17、触边器，18、读卡器，19、磁条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不受实施例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0020] 一种对虾工厂化养殖用投饵机器人，投饵机器人包括动力装置、投饵装置和电控

装置，动力装置上承载有投饵装置和电控装置，电控装置与投饵装置有电缆和数据传输线

连接；

[0021] 所述的动力装置包括下壳体2、减速电机8、履带9、主动轮10、支撑轮  11、张紧轮

12、自动充电装置13和磷酸锂铁电池14；下壳体是敞开式的，下壳体的下方设置有减速电机

8、履带9、主动轮10、支撑轮11、张紧轮12、自动充电装置13和磷酸锂铁电池14，主动轮设置

在动力装置后端的左右两侧，张紧轮设置在动力装置的前端，支撑轮设置在动力装置的中

部底端；投饵机器人行走时,两台减速电机8分别驱动两侧主动轮10，主动轮10联合支撑轮 

11和张紧轮12传动履带9前行，两台减速电机8的转速及转速差异控制投饵机器人行进速度

和行进方向，磷酸锂铁电池14为减速电机8提供并储蓄电能，自动充电装置13为磷酸锂铁电

池14补充电能；

[0022] 投饵装置包括上壳体1、饵料仓4、饵料提升装置5、饵料抛撒装置6和回转支承装置

7；上壳体内设置有饵料仓4、饵料提升装置5和饵料抛撒装置  6，饵料仓的下端开口与饵料

提升装置的下端开口对接在一起，饵料提升装置的上端连接饵料抛撒装置，回转支承装置

设置在投饵装置的下端、上壳体的外部、动力装置的上方；投喂时饵料仓4内的饵料通过饵

料提升装置5内的绞龙提升饵料抛撒装置6，饵料抛撒装置6内设置有投饵电机，投饵电机高

速旋转，把饵料抛撒到养殖池，抛撒过程中，回转支承装置7内旋转电机启动，带动饵料抛撒

装置的喷料嘴左右摇摆使饵料抛撒更均匀；回转支承装置7能够进行180°旋转，从而改变投

饵方向和养殖池；投饵料量由饵料提升装置5 内的投饵电机转速和转动时间控制；

[0023] 电控装置包括摄像头15、避障器16、触边器17、读卡器18、磁条传感器19和智能控

制柜3；摄像头安装在上壳体的上端，避障器安装在投饵机器人的前端、下壳体的上端，触边

器设置在下壳体的外部、投喂机器人的最前端，读卡器18和磁条传感器19均设置在下壳体

的下部；摄像头15、避障器  16、触边器17、读卡器18、磁条传感器1都与智能控制柜有数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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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线连接；投喂机器人通过磁条传感器19检测铺设于地面的磁条信息来导航，通过读卡器

18读取布设于过道两侧池壁上的识别卡信息来确认投喂点位置，避障器16  帮助投喂机器

人避开行进中的障碍物，触边器17的功能是在障碍物触碰到投喂机器人后即停止行进并报

警，摄像头15用来观察投喂效果；智能控制柜3  包括中央处理器、数据存储器、数据显示系

统和数据传输系统，中央处理器采集安装在饵料仓4、饵料提升装置5、饵料抛撒装置6、回转

支承装置7、减速电机8、磷酸锂铁电池14、摄像头15、避障器16、触边器17、读卡器  18和磁条

传感器19上的传感器传回的信息并存储，一方面以数字或图表方式显示在显示屏上，另一

方面向动力装置、投饵装置和电控装置发出指令，指挥和协调各单元工作；显示屏具有人机

交互功能，不但可以显示各单元的工作状态，而且能够通过操作实时修正投饵参数；数据传

输系统负责把中央处理器通过移动通信网络把数据传送至手机终端，并通过手机终端实现

人机互动。

[0024] 技术参数：

[0025] 1)投饵机器人外形规格：1000mm(长)×618mm(宽)×1049mm(高)；

[0026] 2)出料高度：812mm；

[0027] 3)最大抛料距离：10000mm；

[0028] 4)最大载料量：50kg；

[0029] 5)投饵精度：定时、定点、定量投喂，投饵量误差小于1g；

[0030] 6)智能化：自动巡航，自动投喂，触摸屏操控界面，可以设置运行参数、投饵参数，

查看投饵状态，查看投喂历史；料仓缺料、行进障碍实时、远程报警；自动定点充电，实时监

控电量，匮电报警；具有物联网功能：投喂时间、投喂量、投喂参数可通过手机终端远程设

置；投喂状态、投喂历史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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