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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

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包括底座、连接杆、饲喂

盒、投料箱和控制装置，底座上设有活动篦子和

压力传感器，连接杆包括支撑杆和调节筒，支撑

杆设在底座上，调节筒套设在支撑杆外部，饲喂

盒上设有套管，套管与调节筒螺纹连接，饲喂盒

上设置有挡料筒，套管上设有放料板和称重装

置，称重装置与饲喂盒内部底端之间设置有伸缩

拉杆，饲喂盒外壁上设有红外感应装置，投料箱

设在支撑杆顶端，投料箱上设有电磁控制阀，控

制箱与压力传感器、环形电机、称重装置、伸缩拉

杆、红外感应装置、电磁控制阀电性连接；通过本

发明能准确控制羊的进食量，促进羊的生长速

率，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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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连接

杆(2)、饲喂盒(3)、投料箱(4)和控制箱；所述底座(1)内部中空，底座(1)上端卡接有活动篦

子(10)，所述活动篦子(10)与底座(1)连接处设置有压力传感器(11)；所述连接杆(2)包括

支撑杆(20)和调节筒(21)，所述支撑杆(20)竖直设置底座(1)上，支撑杆(20)贯穿活动篦子

(10)后与底座(1)内部底端固定连接，支撑杆(20)上沿支撑杆(20)长度方向设置有条形槽

(200)，所述调节筒(21)上端外侧壁上设置有外螺纹，调节筒(21)套设在支撑杆(20)外部，

且调节筒(21)下端设置有环形电机(22)，所述环形电机(22)套设置在支撑杆(20)外部，且

与底座(1)内部底端固定连接，环形电机(22)的输出轴为调节筒(21)提供动力；所述饲喂盒

(3)为上端开口的圆柱形结构，饲喂盒(3)中心位置竖直贯穿设置有套管(30)，所述套管

(30)内壁上设置有卡块(300)，套管(30)通过所述卡块(300)与支撑杆(20)上的条形槽

(200)活动卡接，套管(30)下端内壁上设置有内螺纹，套管(30)的下端与调节筒(21)的上端

螺纹连接，饲喂盒(3)内部设置有挡料筒(31)，所述挡料筒(31)的高度大于饲喂盒(3)的高

度，挡料筒(31)通过连杆(310)与套管(30)连接，挡料筒(31)的下端与饲喂盒(3)的内部底

端具有间隙，套管(30)上从上至下依次套设有放料板(32)和称重装置(33)，所述放料板

(32)和称重装置(33)位于挡料筒(31)的下端，所述称重装置(33)与饲喂盒(3)内部底端之

间设置有伸缩拉杆(34)，饲喂盒(3)外壁上设置有红外感应装置(35)；所述投料箱(4)设置

在支撑杆(20)顶端，投料箱(4)下端设置有锥形斗(40)，所述锥形斗(40)上设置有电磁控制

阀(41)，锥形斗(40)的下端紧贴挡料筒(31)的上边沿处，投料箱(4)上端设置有密封盖

(42)；所述控制箱与压力传感器(11)、环形电机(22)、称重装置(33)、伸缩拉杆(34)、红外感

应装置(35)、电磁控制阀(41)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投料箱(4)内部设置有搅拌装置(400)，所述密封盖(42)上设置有注水口(42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底座(1)内部卡接有滤板(12)，底座(1)侧壁活动铰接有清理箱门(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饲喂盒(3)上活动卡接有缓冲筒(36)，所述缓冲筒(36)与饲喂盒(3)连接处设置有

缓冲弹簧(360)，缓冲筒(36)边沿处设置有弧形翻边(36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饲喂盒(3)上端设置有限位环(37)，所述限位环(37)通过连接架(370)与套管(30)

的侧壁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放料板(32)为锥形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套管(30)上通过连接架(370)连接有限位环(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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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畜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

饲喂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畜牧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达30％

以上，畜牧业的大力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农村经济、满足肉类需求及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等有很大推动作用。我国是养羊大国，养羊历史悠久，因各地区地理形势、气候环境不同，

羊的饲养模式也不尽相同。羊的饲养模式主要分为三种:舍饲、放牧和半放牧半舍饲；为了

避免过度放牧致使生态环境恶化，牧区一般以放养与圈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牛羊养殖，即

每日按时按量为羊投喂饲料，之后再将羊进行放养；现有的投喂饲料的方法是先将羊圈养

在一个较大的圈舍内，然后直接向圈舍内的料槽投放饲料。

[0003] 但是，现有的饲喂装置都是由人工投放草料，劳动强度较大；由于羊数量大，在食

用饲料时容易出现抢食的现象，致使部分羊无法吃到饲料影响羊的生长，无法实现均衡饲

养；另外，现有的饲喂装置没有专用于羊的排泄物进行清洁处理的装置，导致羊舍环境较

差，不利于羊的生长。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提高羊生长速率的具有定量

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包括底

座、连接杆、饲喂盒、投料箱和控制装置；底座内部中空，底座上端卡接有活动篦子，活动篦

子与底座连接处设置有压力传感器；连接杆包括支撑杆和调节筒，支撑杆竖直设置底座上，

支撑杆贯穿活动篦子后与底座内部底端固定连接，支撑杆上沿支撑杆长度方向设置有条形

槽，调节筒上端外侧壁上设置有外螺纹，调节筒套设在支撑杆外部，且调节筒下端设置有环

形电机，环形电机套设置在支撑杆外部，且与底座内部底端固定连接，环形电机的输出轴为

调节筒提供动力；饲喂盒为上端开口的圆柱形结构，饲喂盒中心位置竖直贯穿设置有套管，

套管内壁上设置有卡块，套管通过卡块与支撑杆上的条形槽活动卡接，套管下端内壁上设

置有内螺纹，套管的下端与调节筒的上端螺纹连接，饲喂盒内部设置有挡料筒，挡料筒的高

度大于饲喂盒的高度，挡料筒通过连杆与套管连接，挡料筒的下端与饲喂盒的内部底端具

有间隙，套管上从上至下依次套设有放料板和称重装置，放料板和称重装置位于挡料筒的

下端，称重装置与饲喂盒内部底端之间设置有伸缩拉杆，饲喂盒外壁上设置有红外感应装

置；投料箱设置在支撑杆顶端，投料箱下端设置有锥形斗，锥形斗的下端紧贴挡料筒的上边

沿处，锥形斗上设置有电磁控制阀，投料箱上端设置有密封盖；控制箱采用西门子公司生产

的YLS型PLC控制箱，控制箱与压力传感器、环形电机、称重装置、伸缩拉杆、红外感应装置、

电磁控制阀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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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地，投料箱内部设置有搅拌装置，密封盖上设置有注水口，通过注水口能够

向投料箱中的饲料中注水，并通过搅拌装置进行搅拌，有利于羊对水分的摄入，提高羊的生

长速率。

[0007] 进一步地，底座内部卡接有滤板，底座侧壁活动铰接有清理箱门，通过滤板对羊的

排泄物进行分离，羊的粪便隔离在滤板上表面，尿液经滤板流入底座内部底端。

[0008] 进一步地，底座内部底端设置有集尿盒，集尿盒上设置有弧形开口，集尿盒通过弧

形开口卡接在调节筒上，集尿盒上，且与弧形开口相对的一侧设置有拉手，通过集尿盒对羊

的尿液进行收集，便于饲养人员清理。

[0009] 进一步地，饲喂盒上活动卡接有缓冲筒，缓冲筒与饲喂盒连接处设置有缓冲弹簧，

缓冲筒边沿处设置有弧形翻边，通过设置缓冲筒，当饲喂盒减少时，羊采食饲喂盒底部的饲

料时，缓冲筒的高度降低，有利于羊的进食。

[0010] 进一步地，饲喂盒上端设置有限位环，限位环通过连接架与套管的侧壁固定连接，

通过设置限位环，有效避免羊直立时踩踏饲喂盒而对饲喂盒内的饲料造成污染。

[0011] 进一步地，放料板为锥形结构，通过设置锥形结构的放料板，使得饲料由挡料筒内

部的饲料缓慢进入饲喂盒，避免一次性投入饲料过多造成饲料堆积，提高饲料的食用率。

[001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使用时，打开密封盖向投料箱添加饲料，根据需要从注水口

向投料箱中注入一定量的清水；将该装置与外部电源设备进行连接，当羊进食时，踩踏在活

动篦子上，压力传感器将信号传递给控制箱，控制箱通过羊的体重计算羊的进食量，控制箱

控制电磁控制阀开启，通过锥形斗向挡料筒内投加饲料，并通过称重装置对饲料进行称重，

当挡料筒的饲料达到设定值时，控制箱控制电磁控制阀关闭；通过红外感应装置感应羊耳

朵上佩戴的铭牌，依此判断羊的身高，并通过控制箱控制环形电机启动，带动调节筒旋转，

将饲喂盒的高度调节至和羊的身高相同，控制箱控制伸缩拉杆启动，放料板下移，饲料缓慢

进入饲喂盒中，羊开始进食；羊的排泄粪便通过活动篦子后被滤板阻挡并收集，羊的尿液经

滤板流入集尿盒进行收集，通过清理箱门对底座内部羊的粪便进行清理。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能够科学的管理和控

制单羊的进食量，提高羊的生长速率，提高经济效益；通过设置投料箱和电磁控制阀，实现

羊饲料的自动投加，减轻了饲养人员的劳动轻度；通过在饲喂盒上设置缓冲筒，便于羊对饲

喂盒内部的饲料进行采食，避免了饲料浪费；通过设置滤板和集尿盒，便于对羊的排泄物进

行清洁处理，保持羊舍环境整洁，有利于羊的生长；通过设置限位环，有效避免羊直立时踩

踏饲喂盒而对饲喂盒内的饲料造成污染。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的饲喂盒与套管的连接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的套管与支撑杆的连接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的集尿盒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1-底座、10-活动篦子、11-压力传感器、12-滤板、13-清理箱门、14-集尿盒、

140-弧形开口、141-拉手、2-连接杆、20-支撑杆、200-条形槽、21-调节筒、22-环形电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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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盒、30-套管、300-卡块、31-挡料筒、310-连杆、32-放料板、33-称重装置、34-伸缩拉杆、

35-红外感应装置、36-缓冲筒、360-缓冲弹簧、361-弧形翻边、37-限位环、370-连接架、4-投

料箱、40-锥形斗、400-搅拌装置、41-电磁控制阀、42-密封盖、420-注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如图1、2、5所示的一种具有定量投食功能的易清洁型单羊饲喂装置，包括

底座1、连接杆2、饲喂盒3、投料箱4和控制装置；底座1内部中空，底座1上端卡接有活动篦子

10，活动篦子10与底座1连接处设置有压力传感器11；底座1内部卡接有滤板12，底座1侧壁

活动铰接有清理箱门13，通过滤板12对羊的排泄物进行分离，羊的粪便隔离在滤板12上表

面，尿液经滤板12流入底座1内部底端；底座1内部底端设置有集尿盒14，集尿盒14上设置有

弧形开口140，集尿盒14通过弧形开口140卡接在调节筒21上，集尿盒14上，且与弧形开口

140相对的一侧设置有拉手141，通过集尿盒14对羊的尿液进行收集，便于饲养人员清理；

[0021] 如图1、3、4所示，连接杆2包括支撑杆20和调节筒21，支撑杆20竖直设置底座1上，

支撑杆20贯穿活动篦子10后与底座1内部底端固定连接，支撑杆20上沿支撑杆20长度方向

设置有条形槽200，调节筒21上端外侧壁上设置有外螺纹，调节筒21套设在支撑杆20外部，

且调节筒21下端设置有环形电机22，环形电机22套设置在支撑杆20外部，且与底座1内部底

端固定连接，环形电机22的输出轴为调节筒21提供动力；

[0022] 如图1、2、3所示，饲喂盒3为上端开口的圆柱形结构，饲喂盒3中心位置竖直贯穿设

置有套管30，套管30内壁上设置有卡块300，套管30通过卡块300与支撑杆20上的条形槽200

活动卡接，套管30下端内壁上设置有内螺纹，套管30的下端与调节筒21的上端螺纹连接，饲

喂盒3内部设置有挡料筒31，挡料筒31的高度大于饲喂盒3的高度，挡料筒31通过连杆310与

套管30连接，挡料筒31的下端与饲喂盒3的内部底端具有间隙，套管30上从上至下依次套设

有放料板32和称重装置33，放料板32和称重装置33位于挡料筒31的下端，放料板32为锥形

结构，通过设置锥形结构的放料板32，使得饲料由挡料筒31内部的饲料缓慢进入饲喂盒3，

避免一次性投入饲料过多造成饲料堆积，提高饲料的食用率；称重装置33与饲喂盒3内部底

端之间设置有伸缩拉杆34，饲喂盒3外壁上设置有红外感应装置35；饲喂盒3上活动卡接有

缓冲筒36，缓冲筒36与饲喂盒3连接处设置有缓冲弹簧360，缓冲筒36边沿处设置有弧形翻

边361，通过设置缓冲筒36，当饲喂盒3减少时，羊采食饲喂盒3底部的饲料时，缓冲筒36的高

度降低，有利于羊的进食；饲喂盒3上端设置有限位环37，限位环37通过连接架370与套管30

的侧壁固定连接，通过设置限位环37，有效避免羊直立时踩踏饲喂盒3而对饲喂盒3内的饲

料造成污染；

[0023] 如图1、2所示，投料箱4设置在支撑杆20顶端，投料箱4下端设置有锥形斗40，锥形

斗40的下端紧贴挡料筒31上边沿处，锥形斗40上设置有电磁控制阀41，投料箱4上端设置有

密封盖42；控制箱与压力传感器11、环形电机22、称重装置33、伸缩拉杆34、红外感应装置

35、电磁控制阀41电性连接，投料箱4内部设置有搅拌装置400，密封盖42上设置有注水口

420，通过注水口420能够向投料箱1中的饲料中注水，并通过搅拌装置400进行搅拌，有利于

羊对水分的摄入，提高羊的生长速率。

[0024] 使用时，打开密封盖42向投料箱4添加饲料，根据需要从注水口420向投料箱4中注

入一定量的清水；将该装置与外部电源设备进行连接，当羊进食时，踩踏在活动篦子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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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传感器11将信号传递给控制箱，控制箱通过羊的体重计算羊的进食量，控制箱控制电

磁控制阀41开启，通过锥形斗40向挡料筒31内投加饲料，并通过称重装置33对饲料进行称

重，当挡料筒31的饲料达到设定值时，控制箱控制电磁控制阀41关闭；通过红外感应装置35

感应羊耳朵上佩戴的铭牌，依此判断羊的身高，并通过控制箱控制环形电机22启动，带动调

节筒21旋转，将饲喂盒3的高度调节至和羊的身高相同，控制箱控制伸缩拉杆34启动，放料

板32下移，饲料缓慢进入饲喂盒3中，羊开始进食；羊的排泄粪便通过活动篦子10后被滤板

12阻挡并收集，羊的尿液经滤板12流入集尿盒进行收集，通过清理箱门13对底座1内部羊的

粪便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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