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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

统，包括：筛选仓，所述筛选仓底部固定有支脚，

所述筛选仓内壁等距固定有限位环；盖体，所述

盖体通过螺栓固定在筛选仓顶部，所述盖体顶部

固定有加料管；粉碎机构，所述粉碎机构固定在

盖体中部；筛选机构，所述筛选机构固定在筛选

仓内壁；下料嘴，所述下料嘴等距安装在筛选仓

一侧，所述下料嘴一端滑动插接有下料挡板。本

实用新型可在粉碎后，对原料进行三级筛选，以

便于分类制作不同饲料，并且在筛选时，驱动第

一过滤板和第二过滤板进行往复摆动，可提高筛

选效率，并且可使得粉碎刀能更加全面的对原料

进行粉碎，提高粉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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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筛选仓(1)，所述筛选仓(1)底部固定有支脚(2)，所述筛选仓(1)内壁等距固定有限位

环(3)；

盖体(4)，所述盖体(4)通过螺栓固定在筛选仓(1)顶部，所述盖体(4)顶部固定有加料

管(5)；

粉碎机构(6)，所述粉碎机构(6)固定在盖体(4)中部；

筛选机构(7)，所述筛选机构(7)固定在筛选仓(1)内壁；

下料嘴(8)，所述下料嘴(8)等距安装在筛选仓(1)一侧，所述下料嘴(8)一端滑动插接

有下料挡板(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机构(6)包括

第一伺服电机(61)、第一转轴(62)和粉碎刀(63)，所述盖体(4)顶部固定有第一伺服电机

(61)，所述第一伺服电机(61)的输出端固定有第一转轴(62)，所述第一转轴(62)底部固定

有粉碎刀(6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刀(63)由四片

刀片组成，且刀片呈弯折设置，相邻的两个所述刀片呈反向弯折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筛选机构(7)包括

第一过滤板(71)、第二过滤板(72)、第一固定筒(73)、斜盘(74)、第二转轴(75)、L形杆(76)、

固定轴(77)、驱动轮(78)、U形板(79)和第二伺服电机(710)，两个所述限位环(3)上表面分

别放置有第一过滤板(71)和第二过滤板(72)，且第一过滤板(71)和第二过滤板(72)均与筛

选仓(1)内壁滑动连接，所述第一过滤板(71)和第二过滤板(72)中部均固定有第一固定筒

(73)，所述第一固定筒(73)下端固定有斜盘(74)，所述筛选仓(1)中部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

第二转轴(75)，且第二转轴(75)与第一固定筒(73)内壁套接，所述第二转轴(75)一端等距

固定有L形杆(76)，所述L形杆(76)一端对称固定有固定轴(77)，所述固定轴(77)一端通过

轴承转动连接有驱动轮(78)，两个所述驱动轮(78)分别与斜盘(74)的两侧滚动连接，所述

筛选仓(1)底部固定有U形板(79)，所述U形板(79)中部固定有第二伺服电机(710)，且第二

伺服电机(710)的输出端与第二转轴(75)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转轴(75)位于

筛选仓(1)内壁底部的一端对称固定有第一拨板(711)，且第一拨板(711)与筛选仓(1)内壁

底部滑动接触，所述第二转轴(75)上端固定有六角柱(712)，所述六角柱(712)外侧滑动连

接有内六角套筒(713)，所述内六角套筒(713)底部固定有第二固定筒(714)，且第二固定筒

(714)底部通过轴承与第二过滤板(72)转动连接，所述第二固定筒(714)外侧对称固定有第

二拨板(715)，且第二拨板(715)与第二过滤板(72)上表面滑动接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拨板(711)和

第二拨板(715)均呈弧形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过滤板(71)和

第二过滤板(72)下表面均等距固定有限位块(10)，所述限位环(3)内壁等距开设有限位槽

(11)，且限位块(10)与限位槽(11)滑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伺服电机(61)

和第二伺服电机(710)均为一种减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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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虾蟹饲料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预混饲料的研发涉及到动物营养，是实实在在的高科技行业；饲料行业的发展为

人类生存提供了几乎大部分不可或缺的动物蛋白来源，社会贡献和行业价值相当凸出，对

于虾蟹配合饲料的加工通常是对饲料原料进行粉碎、筛分、搅拌混合等等；

[0003] 与鱼类相比，虾、蟹因其营养要求、生理机能和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对饲

料加工的要求也不相同。主要表现在︰(1)对饲料的适口性要求高；(2)对饲料的粘合性要求

高；(3)对饲料的粉碎细度要求高；(4)对蛋白质和脂肪的要求比鱼类与陆生动物高。这就要

求在虾、蟹用配合饲料的加工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其特殊的要求。在加工生产过程中要选用

科学的制造标准，采用合适的加工机械和合理的加工工艺，以保证饲料的加工质量；

[0004] 在虾蟹饲料的生产系统中，首先对原料进行清洗，然后通过粉碎机对原料进行粉

碎，然后通过混合机将原料与添加剂进行混合，然后通过造粒机进行造粒，然后通过高压喷

油设备对饲料颗粒表面进行喷油，随后进行包装；

[0005] 由于幼虾蟹和成年虾蟹所使用的原料粉碎粒径不同，因此需要对粉碎后的原料进

行筛选，提高利用率，并且现有的粉碎筛选设备结构简单，粉碎筛选效率较低。

[0006]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是提供一种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

[000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包括：

[0009] 筛选仓，所述筛选仓底部固定有支脚，所述筛选仓内壁等距固定有限位环；

[0010] 盖体，所述盖体通过螺栓固定在筛选仓顶部，所述盖体顶部固定有加料管；

[0011] 粉碎机构，所述粉碎机构固定在盖体中部；

[0012] 筛选机构，所述筛选机构固定在筛选仓内壁；

[0013] 下料嘴，所述下料嘴等距安装在筛选仓一侧，所述下料嘴一端滑动插接有下料挡

板。

[0014] 优选的，所述粉碎机构包括第一伺服电机、第一转轴和粉碎刀，所述盖体顶部固定

有第一伺服电机，所述第一伺服电机的输出端固定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底部固定有

粉碎刀。

[0015] 优选的，所述粉碎刀由四片刀片组成，且刀片呈弯折设置，相邻的两个所述刀片呈

反向弯折设置。

[0016] 优选的，所述筛选机构包括第一过滤板、第二过滤板、第一固定筒、斜盘、第二转

轴、L形杆、固定轴、驱动轮、U形板和第二伺服电机，两个所述限位环上表面分别放置有第一

过滤板和第二过滤板，且第一过滤板和第二过滤板均与筛选仓内壁滑动连接，所述第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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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板和第二过滤板中部均固定有第一固定筒，所述第一固定筒下端固定有斜盘，所述筛选

仓中部通过轴承转动连接有第二转轴，且第二转轴与第一固定筒内壁套接，所述第二转轴

一端等距固定有L形杆，所述L形杆一端对称固定有固定轴，所述固定轴一端通过轴承转动

连接有驱动轮，两个所述驱动轮分别与斜盘的两侧滚动连接，所述筛选仓底部固定有U形

板，所述U形板中部固定有第二伺服电机，且第二伺服电机的输出端与第二转轴固定连接。

[0017] 优选的，所述第二转轴位于筛选仓内壁底部的一端对称固定有第一拨板，且第一

拨板与筛选仓内壁底部滑动接触，所述第二转轴上端固定有六角柱，所述六角柱外侧滑动

连接有内六角套筒，所述内六角套筒底部固定有第二固定筒，且第二固定筒底部通过轴承

与第二过滤板转动连接，所述第二固定筒外侧对称固定有第二拨板，且第二拨板与第二过

滤板上表面滑动接触。

[0018] 优选的，所述第一拨板和第二拨板均呈弧形设置。

[0019] 优选的，所述第一过滤板和第二过滤板下表面均等距固定有限位块，所述限位环

内壁等距开设有限位槽，且限位块与限位槽滑动连接。

[0020] 优选的，所述第一伺服电机和第二伺服电机均为一种减速电机。

[0021]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22] 本实用新型提供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

[0023] 1、在使用时，原料通过加料管加入筛选仓内，通过第一伺服电机转动带动第一转

轴转动，进而可带动粉碎刀转动，使得粉碎刀高速旋转对原料进行粉碎，粉碎后的原料落在

第一过滤板上，此时通过第二伺服电机转动带动第二转轴转动，进而可带动L形杆旋转，使

得L形杆带动两个驱动轮进行旋转，两个驱动轮在斜盘的两端，在旋转时，可驱动斜盘进行

上下滑动，从而带动第一固定筒上下滑动，使得第一固定筒带动第一过滤板和第二过滤板

上下往复滑动，将落在第一过滤板上的原料筛选落进第二过滤板上，并被第二过滤板筛选，

从而可进行三级筛选，第一级的大颗粒原料继续被粉碎刀粉碎，第二级较小粒径的原料则

当做成年虾蟹的饲料原料，而第三级的原料则用来制作幼年虾蟹的饲料原料，此装置可在

粉碎后，对原料进行三级筛选，以便于分类制作不同饲料，并且在筛选时，驱动第一过滤板

和第二过滤板进行往复摆动，可提高筛选效率；

[0024] 2、第一过滤板上下滑动时，可将未粉碎完全的原料进行上下翻动，从而可使得粉

碎刀能更加全面的对原料进行粉碎，提高粉碎效率。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之一；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之二；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粉碎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限位环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筛选机构结构示意图之一；

[0030] 图6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筛选机构结构示意图之二。

[0031] 图中标号：1、筛选仓；2、支脚；3、限位环；4、盖体；5、加料管；6、粉碎机构；61、第一

伺服电机；62、第一转轴；63、粉碎刀；7、筛选机构；71、第一过滤板；72、第二过滤板；73、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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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筒；74、斜盘；75、第二转轴；76、L形杆；77、固定轴；78、驱动轮；79、U形板；710、第二伺服

电机；711、第一拨板；712、六角柱；713、内六角套筒；714、第二固定筒；715、第二拨板；8、下

料嘴；9、下料挡板；10、限位块；11、限位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3]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图1、图2和图4所示，一种虾蟹配合饲料生产系统，包括：筛

选仓1，所述筛选仓1底部固定有支脚2，所述筛选仓1内壁等距固定有限位环3；盖体4，所述

盖体4通过螺栓固定在筛选仓1顶部，所述盖体4顶部固定有加料管5；粉碎机构6，所述粉碎

机构6固定在盖体4中部；筛选机构7，所述筛选机构7固定在筛选仓1内壁；下料嘴8，所述下

料嘴8等距安装在筛选仓1一侧，所述下料嘴8一端滑动插接有下料挡板9。

[0034] 请参照图3所示，所述粉碎机构6包括第一伺服电机61、第一转轴62和粉碎刀63，所

述盖体4顶部固定有第一伺服电机61，所述第一伺服电机61的输出端固定有第一转轴62，所

述第一转轴62底部固定有粉碎刀63，所述粉碎刀63由四片刀片组成，且刀片呈弯折设置，相

邻的两个所述刀片呈反向弯折设置，在使用时，原料通过加料管5加入筛选仓1内，通过第一

伺服电机61转动带动第一转轴62转动，进而可带动粉碎刀63转动，使得粉碎刀63高速旋转

对原料进行粉碎。

[0035] 请参照图2、图5和图6所示，所述筛选机构7包括第一过滤板71、第二过滤板72、第

一固定筒73、斜盘74、第二转轴75、L形杆76、固定轴77、驱动轮78、U形板79和第二伺服电机

710，两个所述限位环3上表面分别放置有第一过滤板71和第二过滤板72，且第一过滤板71

和第二过滤板72均与筛选仓1内壁滑动连接，所述第一过滤板71和第二过滤板72中部均固

定有第一固定筒73，所述第一固定筒73下端固定有斜盘74，所述筛选仓1中部通过轴承转动

连接有第二转轴75，且第二转轴75与第一固定筒73内壁套接，所述第二转轴75一端等距固

定有L形杆76，所述L形杆76一端对称固定有固定轴77，所述固定轴77一端通过轴承转动连

接有驱动轮78，两个所述驱动轮78分别与斜盘74的两侧滚动连接，所述筛选仓1底部固定有

U形板79，所述U形板79中部固定有第二伺服电机710，且第二伺服电机710的输出端与第二

转轴75固定连接，粉碎后的原料落在第一过滤板71上，此时通过第二伺服电机710转动带动

第二转轴75转动，进而可带动L形杆76旋转，使得L形杆76带动两个驱动轮78进行旋转，两个

驱动轮78在斜盘74的两端，在旋转时，可驱动斜盘74进行上下滑动，从而带动第一固定筒73

上下滑动，使得第一固定筒73带动第一过滤板71和第二过滤板72上下往复滑动，将落在第

一过滤板71上的原料筛选落进第二过滤板72上，并被第二过滤板72筛选，从而可进行三级

筛选，第一级的大颗粒原料继续被粉碎刀63粉碎，第二级较小粒径的原料则当做成年虾蟹

的饲料原料，而第三级的原料则用来制作幼年虾蟹的饲料原料，第一过滤板71上下滑动时，

可将未粉碎完全的原料进行上下翻动，从而可使得粉碎刀63能更加全面的对原料进行粉

碎。

[0036] 请参照图5和图6所示，所述第二转轴75位于筛选仓1内壁底部的一端对称固定有

第一拨板711，且第一拨板711与筛选仓1内壁底部滑动接触，所述第二转轴75上端固定有六

角柱712，所述六角柱712外侧滑动连接有内六角套筒713，所述内六角套筒713底部固定有

第二固定筒714，且第二固定筒714底部通过轴承与第二过滤板72转动连接，所述第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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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714外侧对称固定有第二拨板715，且第二拨板715与第二过滤板72上表面滑动接触，所述

第一拨板711和第二拨板715均呈弧形设置，在粉碎完成后，通过打开下料嘴8上的下料挡板

9，并通过第二转动转动带动第一波板和第二拨板715进行旋转，可将筛选仓1底部的原料和

第二过滤板72上的原料向外拨动，方便原料的出料。

[0037] 请参照图4和图5所示，所述第一过滤板71和第二过滤板72下表面均等距固定有限

位块10，所述限位环3内壁等距开设有限位槽11，且限位块10与限位槽11滑动连接，便于对

第一过滤板71和第二过滤板72进行限位。

[0038] 所述第一伺服电机61和第二伺服电机710均为一种减速电机。

[0039] 工作原理：

[0040] 在使用时，原料通过加料管5加入筛选仓1内，通过第一伺服电机61转动带动第一

转轴62转动，进而可带动粉碎刀63转动，使得粉碎刀63高速旋转对原料进行粉碎，粉碎后的

原料落在第一过滤板71上，此时通过第二伺服电机710转动带动第二转轴75转动，进而可带

动L形杆76旋转，使得L形杆76带动两个驱动轮78进行旋转，两个驱动轮78在斜盘74的两端，

在旋转时，可驱动斜盘74进行上下滑动，从而带动第一固定筒73上下滑动，使得第一固定筒

73带动第一过滤板71和第二过滤板72上下往复滑动，将落在第一过滤板71上的原料筛选落

进第二过滤板72上，并被第二过滤板72筛选，从而可进行三级筛选，第一级的大颗粒原料继

续被粉碎刀63粉碎，第二级较小粒径的原料则当做成年虾蟹的饲料原料，而第三级的原料

则用来制作幼年虾蟹的饲料原料，第一过滤板71上下滑动时，可将未粉碎完全的原料进行

上下翻动，从而可使得粉碎刀63能更加全面的对原料进行粉碎，在粉碎完成后，通过打开下

料嘴8上的下料挡板9，并通过第二转动转动带动第一波板和第二拨板715进行旋转，可将筛

选仓1底部的原料和第二过滤板72上的原料向外拨动，方便原料的出料。

[0041] 本实用新型中涉及的电路以及控制均为现有技术，在此不进行过多赘述。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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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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