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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畜牧养殖的智能红

外感应饮水装置，所述的饮水装置包括红外感应

系统、饮水控制系统、直接供水系统，所述的红外

感应系统为热释电红外感应器，所述的饮水控制

系统包括总控制器、电磁阀、水箱、温度控制开

关、加热器、水泵、进水管、出水管，所述的直接供

水系统包括水槽、水位探测器、垫块。本发明利用

红外感应原理实现对为动物提供饮水，水温可

控，余量可回收，为动物的健康提供了保障，同时

实现了畜牧养殖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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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畜牧养殖的智能红外感应饮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装置包括红外感

应系统、饮水控制系统、直接供水系统，所述的红外感应系统为热释电红外感应器(1)，所述

的饮水控制系统包括总控制器(2)、电磁阀(3)、水箱(4)、温度控制开关(5)、加热器(6)、水

泵(7)、进水管(8)、出水管(9)，所述的直接供水系统包括水槽(10)、水位探测器(11)、垫块

(12)，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1)置于水槽(10)外侧的正前方，通过螺钉与水槽连接，所

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1)通过导线连接总控制器(2)，所述的总控制器(2)通过螺钉固定

于水槽(10)外部的右侧方，所述的总控制器(2)通过导线连接电磁阀(3)、温度控制开关(5)

和水泵(7)，所述的电磁阀(3)通过螺钉固定于水槽(10)底部外侧，并与出水管(9)一端螺纹

连接，出水管(9)另一端与水箱(4)顶部通过法兰盘连接，所述的温度控制开关控制加热器

(6)工作状态，所述的水泵(7)通过螺钉固定于水箱(4)外侧底部，并与进水管(8)一端螺纹

连接，进水管(8)另一端与水槽(10)外侧的正后方通过法兰盘连接，所述的水位探测器(11)

通过螺钉固定在水槽(10)内侧壁，所述的水槽(10)和水箱(4)之间有一垫块(12)，厚度可调

节；

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1)包括菲涅耳滤光片、热释电元件和信号处理电路，所述的

菲涅耳滤光片为6um多层膜干涉滤波片，所述的热释电元件的材料为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复

合材料，所述的信号处理电路包括滤波放大器、窗口比较器、噪声抑制器，所述的滤波放大

器增益60-80dB，带通0.3-7Hz；

所述的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复合材料为PZT-PVDF复合薄膜，其制备方法为：

(1)将氧化铅、环烷酸锰、二氧化钛和二氧化锆粉末按照质量比例10：0.4：4.5：5.7的比

例混合，并在球磨机上球磨15h，将混合均匀的粉末混合物在150MPa的压力下预制成饼状坯

体，接着将坯体转至高温炉中预烧，温度为600℃和800℃，分别预烧2-3h，冷却后粉碎过200

目筛，获得初步PZT颗粒，然后将颗粒球磨20h并在150MPa压力下预制成饼状坯体，坯体转至

高温炉中保温2-3h，保温温度为1200℃，再次粉碎坯体，并过400目筛备用；

(2)将步骤(1)制备的PZT颗粒与PVDF按体积分数7:3的比例放入DMF溶剂，加热搅拌至

PVDF完全溶解，然后倒在光滑平整的铝板上，并置于200-300℃的恒温箱中20-30h，取出并

水冷，形成30-50um的薄膜；

(3)膜片在专用拉伸机上单向拉伸4-6倍，拉伸速率为6-10cm/min；

(4)将步骤(3)拉伸后的膜片放入硅油中极化0.5-1h，完成PZT-PVDF复合薄膜的制备；

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1)感应红外线波长7-14um，作用距离为5-8m，视场为135°，

工作温度为-10-55℃；

所述的总控制器(2)是一个微型处理器，所述的微型处理器采用AVR系列单片机，所述

的AVR系列单片机存储有控制电磁阀(3)开/关、加热器(6)开/关和水泵(7)开/关的编程程

序；

所述的AVR系列单片机是atmega16、atmega32、atmega64、atmega128、atmega323、

atmega162、atmega165中的一种；

所述的水位探测器(11)包括水位感应探头、水位感应控制电路，所述的水位感应控制

电路内灌环氧树脂；

所述的水槽(10)采用304不锈钢钢板材料，厚度为1-2mm，水槽内边角为100-108度，规

格为1.2m×0.8m×0.3m，侧面底部有一直径4-5cm的圆孔，用以连接出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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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水箱(4)采用无氧铜材料，厚度2-4mm，外形规格为1.5m×0.8m×0.4m，所述的进

水管(8)、出水管(9)均是采用普通PVC管，管径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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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畜牧养殖的智能红外感应饮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畜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来讲是一种用于畜牧养殖的智能红外感应饮

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现代农业发展的方

向来看，畜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从农业结构调整和综合

效益看，畜牧业的发展是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我国牧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

新疆、西藏等地区，共有266个牧区、半农半牧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50％以上。

[0003] 传统畜牧养殖规模小、品种杂、人畜混居、散放散养、粗放经营，而中国的畜牧业传

统养殖方式和现代养殖方式并存，并且传统养殖方式占支配地位。随着畜牧业的生产规模

不断扩大，养畜产品总量大幅增加，畜牧业的发展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传统的养殖方式将不

能满足现代的发展趋势。因此畜牧业生产方式需要积极转变，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我

们正在寻求一种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和区域化的现代化养殖的养殖方式，适用于大规模

的养殖，而自动化形式也成为畜牧养殖的必然趋势。

[0004] 另一方面，在畜牧场养殖露天环境居多，养殖时气温不一，特别在寒冷的北方，十

月往后天气及其寒冷，过多的饮用温度较低的水会导致饲养的动物免疫力下降，出现生长

缓慢、发育不良、甚至影响受孕，为了缓解以上问题，有些牧场采取持续对水加热的方法，而

持续加热会造成能源浪费且会造成饮用水的污染，以上问题的出现，使发展我国草原畜牧

业设备成了当务之急，只有设备上的不断创新，才能使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管理，

同时实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促进草原牧业增产增效，使国民经济更加健康、持续的发

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了一种用于畜牧养殖的智能红外感应饮水装置，根

据动物的饮水需求，自动供水，水温可控，随后将水回收，节约水资源，为牧场动物的健康提

供了一定的保障。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用于畜牧养殖的智能红外感应饮水装置，所述的装置包括红外感应系统、饮

水控制系统、直接供水系统，所述的红外感应系统为热释电红外感应器，所述的饮水控制系

统包括总控制器、电磁阀、水箱、温度控制开关、加热器、水泵、进水管、出水管，所述的直接

供水系统包括水槽、水位探测器、垫块，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置于水槽外侧的正前方，

通过螺钉与水槽连接，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通过导线连接总控制器，所述的总控制器

通过螺钉固定于水槽外侧的底部，所述的总控制器通过导线连接电磁阀、温度控制开关和

水泵，所述的电磁阀通过螺钉固定于水槽外侧的底部，并与出水管一端螺纹连接，出水管另

一端与水箱底部通过法兰盘连接，所述的温度控制开关控制加热器工作状态，所述的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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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螺钉固定于水箱外侧底部，并与进水管一端螺纹连接，进水管另一端与水槽外侧的正

后方上部通过法兰盘连接，所述的水位探测器通过螺钉固定在水槽内侧壁，所述的水槽和

水箱之间有一垫块，厚度可调节。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包括菲涅耳滤光片、热释电元件和信号处理

电路，所述的菲涅耳滤光片为6um多层膜干涉滤波片，有一定的聚焦作用，大大提高了热释

电红外感应器的灵敏度，同时滤除太阳光短波，所述的热释电元件的材料为高分子有机聚

合物复合材料，将接收到的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热释电红外感应器的探测元件反应速度

快、灵敏度高、准确度高、测量范围广、使用方便，所述的信号处理电路包括滤波放大器、窗

口比较器、噪声抑制器，所述的滤波放大器增益60-80dB，带通0.3-7Hz，所述的窗口比较器

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脉冲信号。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复合材料为PZT/PVDF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

为：

[0010] (1)将氧化铅、环烷酸锰、二氧化钛和二氧化锆粉末按照质量比例10：0.4：4.5：5.7

的混合，并在球磨机上球磨15h，将混合均匀的粉末混合物在150MPa的压力下预制成饼状坯

体，接着将坯体转至高温炉中预烧，温度为600℃和800℃，分别预烧2-3h，冷却后粉碎过200

目筛，获得初步PZT颗粒，然后将颗粒球磨20h并在150MPa压力下预制成饼状坯体，坯体转至

高温炉中保温2-3h，保温温度为1200℃，再次粉碎坯体，并过400目筛备用；

[0011] (2)将步骤(1)制备的PZT颗粒与PVDF按体积分数7:3的比例放入DMF溶剂，加热搅

拌至PVDF完全溶解，然后倒在光滑平整的铝板上，并置于200-300℃的恒温箱中20-30h，取

出并水冷，形成30-50um的薄膜；

[0012] (3)膜片在专用拉伸机上单向拉伸4-6倍，拉伸速率为6-10cm/min；

[0013] (4)将步骤(3)拉伸后的膜片硅油中极化0.5-1h，完成PZT_PVDF复合薄膜的制备。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的工作波长7-14um，作用距离为5-8m，视场为

135°，工作温度为-10-55℃。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总控制器是一个微型处理器，所述的微型处理器采用AVR系列单

片机，所述的AVR系列单片机存储有控制电磁阀开/关、加热器开/关和水泵开/关的编程程

序，指令精简，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AVR系列单片机是atmega16、atmega32、atmega64、atmega128、

atmega323、atmega162、atmega165中的一种。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水位探测器包括水位感应探头、水位感应控制电路，所述的水位

控制电路内灌环氧树脂，起到一定的防水作用，所述的环氧树脂的灌法为：将电路进行除灰

尘，将固化剂加入环氧树脂中，质量比为1:1，用电钻进行搅拌，搅拌均匀后倒在电路上，密

封起来。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的水槽采用304不锈钢钢板材料，厚度为1-2mm，水槽内边角为100-

108度，规格为1.2m×0.8m×0.3m，侧面底部有一直径4-5cm的圆孔，用以连接出水管。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的水箱采用无氧铜材料，厚度2-4mm，外形规格为1.5m×0 .8m×

0.4m，所述的进水管、出水管均是采用普通PVC管，管径2-3cm。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的水箱内的水温是通过总控制器进行调节范围，所述的总控制器

通过温度控制开关的mos管控制加热器进行温度的控制，然后通过数字PID算法，实现水温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6508706 B

5



在15-25℃量程范围内对每一点温度的自动控制，所述的加热器包括温度控制器和集热体，

所述的集热体为鳍片状结构，主要采用碳化硅材料，用于直接对水箱内水进行加热。

[0021] 进一步的，所述的畜牧场地有供电装置，采用220V交流供电。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优势在于：

[0023] 1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畜牧养殖的智能红外感应饮水装置采用热释电红外感应器

探测家畜是否接近，进而控制饮水槽是否进水，达到家畜来则进水、离则回水的状态，可以

保持家畜饮水的清洁卫生，保证其健康安全。

[0024] 2.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畜牧养殖的智能红外感应饮水装置中热释电红外感应器的

感应元件材料为制备的PZT/PVDF复合材料，其兼具热释电陶瓷材料和高分子有机聚合物材

料二者的优点，热释电优值和探测优值得到极大提高，且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25] 图1、图2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用于畜牧养殖的智能红外感应饮水装置结构示意

图；

[0026] 其中，1-热释电红外感应器、2-总控制器、3-电磁阀、4-水箱、5-温度控制开关、6-

加热器、7-水泵、8-进水管、9-出水管，10-水槽、11-水位探测器、12-垫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附图，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

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

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8] 下面结合图1、图2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9] 一种用于畜牧养殖的智能红外感应饮水装置，所述的装置包括红外感应系统、饮

水控制系统、直接供水系统，所述的红外感应系统为热释电红外感应器1，所述的饮水控制

系统包括总控制器2、电磁阀3、水箱4、温度控制开关5、加热器6、水泵7、进水管8、出水管9，

所述的直接供水系统包括水槽10、水位探测器11、垫块12，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1置于

水槽10外侧的正前方，通过螺钉与水槽连接，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1通过导线连接总控

制器2，所述的总控制器2通过螺钉固定于水槽10外侧的底部，所述的总控制器2通过导线连

接电磁阀3、温度控制开关5和水泵7，所述的电磁阀3通过螺钉固定于水槽10外侧的底部，并

与出水管9一端螺纹连接，出水管9另一端与水箱4底部通过法兰盘连接，所述的温度控制开

关控制加热器6工作状态，所述的水泵7通过螺钉固定于水箱4外侧底部，并与进水管8一端

螺纹连接，进水管8另一端与水槽10外侧的正后方上部通过法兰盘连接，所述的水位探测器

11通过螺钉固定在水槽10内侧壁，所述的水槽10和水箱4之间有一垫块12，厚度可调节。

[0030] 其中，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1包括菲涅耳滤光片、热释电元件和信号处理电

路，所述的菲涅耳滤光片为6um多层膜干涉滤波片，所述的热释电元件的材料为高分子有机

聚合物复合材料，所述的信号处理电路包括滤波放大器、窗口比较器、噪声抑制器，所述的

滤波放大器增益72.5dB，带通2Hz。

[0031] 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复合材料为PZT/PVDF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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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1)将氧化铅、环烷酸锰、二氧化钛和二氧化锆粉末按照质量比例10：0.4：4.5：5.7

的混合，并在球磨机上球磨15h，将混合均匀的粉末混合物在150MPa的压力下预制成饼状坯

体，接着将坯体转至高温炉中预烧，温度为600℃和800℃，分别预烧3h，冷却后粉碎过200目

筛，获得初步PZT颗粒，然后将颗粒球磨20h并在150MPa压力下预制成饼状坯体，坯体转至高

温炉中保温2.5h，保温温度为1200℃，再次粉碎坯体，并过400目筛备用；

[0033] (2)将步骤(1)制备的PZT颗粒与PVDF按体积分数7:3的比例放入DMF溶剂，加热搅

拌至PVDF完全溶解，然后倒在光滑平整的铝板上，并置于200℃的恒温箱中25h，取出并水

冷，形成40um的薄膜；

[0034] (3)膜片在专用拉伸机上单向拉伸6倍，拉伸速率为10cm/min；

[0035] (4)将步骤(3)拉伸后的膜片硅油中极化0.5h，完成PZT_PVDF复合薄膜的制备。

[0036] 所述的热释电红外感应器1的工作波长10um，作用距离为6m，视场为135°，工作温

度为10℃。所述的总控制器2是一个微型处理器，所述的微型处理器采用AVR系列单片机

atmega48，所述的AVR系列单片机存储有控制电磁阀3开/关、加热器6开/关和水泵7开/关的

编程程序。所述的水位探测器11包括水位感应探头、水位感应控制电路，所述的水位控制电

路内灌环氧树脂。所述的水槽10采用304不锈钢钢板材料，厚度为2mm，水槽内边角为108度，

规格为1.2m×0.8m×0.3m，侧面底部有一直径4-5cm的圆孔，用以连接出水管。所述的水箱4

采用无氧铜材料，厚度2-4mm，外形规格为1.5m×0.8m×0.4m，所述的进水管8、出水管9均是

采用普通PVC管，管径2.5cm。

[0037] 下面将结合呼伦贝尔草原上养殖的白山羊饮水过程对本发明的使用方法作进一

步说明。

[0038] 首先调解温度控制器设置温度15℃，白山羊走近饮水装置6m时，热释电红外感应

器接收到白山羊反射的红外光线，传递给信号处理单元，信号处理单元将红外光信号转化

为模拟信号，再经放大、过滤并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随后将接收到的数字信号传递

给总控制器2，总控制器2将发出指令打开水泵7，水箱4内的水将进入水槽，当水位达到水位

探测器位置，水位探测器将信息传递给总控制器2，通过总控制器2关闭水泵7，当白山羊饮

水完成离去后，热释电红外感应器将接收不到白山羊发射的红外光线，则总控制器2将发射

指令打开电磁阀，使水槽内都的水通过出水管进入水箱。

[0039]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

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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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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