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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涉

及兽医用仪器技术领域。包括注射器本体与框

架，所述框架中空且两端开口设置，所述框架相

邻所述框架开口一侧与所述注射器本体可拆卸

连接，所述框架内侧滑动连接有双面齿条，所述

双面齿条滑动方向与所述框架开口方向相同，所

述双面齿条一端固定连接有活动握把，所述双面

齿条另一端与所述框架之间固定连接有复位组

件，所述框架靠近所述握把一侧设有固定握把，

所述双面齿条两侧均啮合有齿轮，所述齿轮与所

述框架内侧壁转动连接，所述齿轮远离所述双面

齿条一侧固定连接有撑板，所述齿轮一侧端面与

所述框架之间设有控制组件。本实用新型具有能

够将动物口腔在灌药时撑开，保障灌药过程能够

顺利进行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14967120 U

2021.12.03

CN
 2
14
96
71
20
 U



1.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包括注射器本体(2)与框架(1)，所述框架(1)中空且两端开口

设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1)相邻所述框架(1)开口一侧与所述注射器本体(2)可拆卸连

接，所述框架(1)内侧滑动连接有双面齿条(9)，所述双面齿条(9)滑动方向与所述框架(1)

开口方向相同，所述双面齿条(9)一端固定连接有活动握把，所述双面齿条(9)另一端与所

述框架(1)之间固定连接有复位组件(7)，所述框架(1)靠近所述握把一侧设有固定握把

(3)，所述双面齿条(9)两侧均啮合有齿轮(8)，所述齿轮(8)与所述框架(1)内侧壁转动连

接，所述齿轮(8)远离所述双面齿条(9)一侧固定连接有撑板(5)，所述齿轮(8)一侧端面与

所述框架(1)之间设有控制组件(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组件(6)包括控

制盘(64)，所述控制盘(64)与所述齿轮(8)一侧端面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盘(64)周侧开设有

若干插接槽(641)，其中一个所述插接槽(641)内插设且滑动连接有插接杆(63)，所述插接

杆(63)一端贯穿所述框架(1)一侧固定连接有控制环(61)，所述插接杆(63)与所述框架(1)

滑动连接，所述插接杆(63)上套设有第一弹簧(62)，所述第一弹簧(62)两端分别与所述控

制环(61)、所述框架(1)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环(61)未受外力时，所述第一弹簧(62)处于未

伸缩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复位组件(7)包括导

向杆(72)，所述导向杆(72)与所述双面齿条(9)固定连接，且所述导向杆(72)轴向与所述双

面齿条(9)滑动方向相同，所述导向杆(72)远离所述双面齿条(9)一端套设且滑动连接有导

向筒(71)，所述导向筒(71)与所述框架(1)内侧壁固定连接，所述导向杆(72)上套设有第二

弹簧(73)，所述第二弹簧(73)两端均与所述导向筒(71)、所述导向杆(72)固定连接，所述导

向杆(72)未受外力时，所述第二弹簧(73)处于未伸缩状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撑板(5)远离所述齿

轮(8)一侧套设且固定连接有保护套，且所述撑板(5)远离所述双面齿条(9)一侧设有保护

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握把(3)与所述

活动握把上均套设且固定连接有防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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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兽医用仪器的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

背景技术

[0002] 畜牧兽医专业培养具备动物饲料配制、繁殖技术、饲养管理、疫病诊断与控制相关

理论与技术，能够从事养殖场生产技术与管理、动物门诊、饲料及兽药营销的高级技能型人

才。人类通过畜牧或畜牧业，取得肉、乳、蛋、脂肪等食品，和皮、毛、羽、骨等轻工业原料，并

以畜役和厩肥等支持种植业。兽医，既指防治动物疾病的行业，也指从事防治动物疾病的

人。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实施家畜家禽疾病的诊疗、防治、检疫及畜产品卫生检验等，在畜牧

养殖过程中，经常需要兽医对牲畜的口腔进行检查或喂药，而在检查或喂药时牲畜不会主

动张嘴配合兽医的检查或喂药，这就需要兽医使用工具将牲畜的嘴撑开。

[0003] 上述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现有装置在灌药时，无法保证动物口腔处于

张开状态，不利于灌药。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其

具有能够将动物口腔在灌药时撑开，保障灌药过程能够顺利进行的优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包括注射器本体与框架，所述框架中空且两端开口设置，所

述框架相邻所述框架开口一侧与所述注射器本体可拆卸连接，所述框架内侧滑动连接有双

面齿条，所述双面齿条滑动方向与所述框架开口方向相同，所述双面齿条一端固定连接有

活动握把，所述双面齿条另一端与所述框架之间固定连接有复位组件，所述框架靠近所述

握把一侧设有固定握把，所述双面齿条两侧均啮合有齿轮，所述齿轮与所述框架内侧壁转

动连接，所述齿轮远离所述双面齿条一侧固定连接有撑板，所述齿轮一侧端面与所述框架

之间设有控制组件。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框架，便于安装齿轮及双面齿条，以便于对动物

进行灌药；双面齿条及齿轮的设计便于通过控制双面齿条在框架上的移动带动齿轮发生旋

转，使齿轮能够带动撑板将动物口腔撑开，以便于灌药；控制组件的设计便于将转动一定角

度后的齿轮位置进行固定，以便于使动物口腔处于张开状态，在移动程度上能够降低工作

者工作量；复位组件的设计便于在将控制组件松开后，双面齿条能够在复位组件及动物咬

合力下恢复原状态，以便于将装置在动物口腔内取出；其具有能够将动物口腔在灌药时撑

开，保障灌药过程能够顺利进行的优点。

[0008]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控制组件包括控制盘，所述

控制盘与所述齿轮一侧端面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盘周侧开设有若干插接槽，其中一个所述

插接槽内插设且滑动连接有插接杆，所述插接杆一端贯穿所述框架一侧固定连接有控制

环，所述插接杆与所述框架滑动连接，所述插接杆上套设有第一弹簧，所述第一弹簧两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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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所述控制环、所述框架固定连接，所述控制环未受外力时，所述第一弹簧处于未伸缩状

态。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控制盘与插接杆，便于通过控制插接杆与控制

盘的插接位置与状态，控制齿轮是否发生转动，以便于简介控制撑板是否将动物口腔撑开；

第一弹簧的设计便于在控制环不受力时将插接杆始终与控制盘上的插接槽处于插接状态；

控制环的设计便于控制插接杆与控制盘的插接状态。

[0010]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复位组件包括导向杆，所述

导向杆与所述双面齿条固定连接，且所述导向杆轴向与所述双面齿条滑动方向相同，所述

导向杆远离所述双面齿条一端套设且滑动连接有导向筒，所述导向筒与所述框架内侧壁固

定连接，所述导向杆上套设有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弹簧两端均与所述导向筒、所述导向杆固

定连接，所述导向杆未受外力时，所述第二弹簧处于未伸缩状态。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导向筒与导向杆，便于将第二弹簧的伸缩方向

进行固定，以便于第二弹簧更好的起到复位作用；设置的第二弹簧便于在将插接杆拔出控

制盘的插接槽后，能够将双面齿条恢复原位置，以便于将撑板及注射器本体在动物口腔内

取出。

[0012]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撑板远离所述齿轮一侧套设

且固定连接有保护套，且所述撑板远离所述双面齿条一侧设有保护板。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保护套机保护板，便于在撑板插入动物口腔内

后不会划伤动物口腔。

[0014] 本实用新型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固定握把与所述活动握把上

均套设且固定连接有防护套。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护套的设计便于保护手部不会在驱动双面齿条滑动时

被固定握把、活动握把勒伤。

[0016]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0017] 1.通过设置框架，便于安装齿轮及双面齿条，以便于对动物进行灌药；双面齿条及

齿轮的设计便于通过控制双面齿条在框架上的移动带动齿轮发生旋转，使齿轮能够带动撑

板将动物口腔撑开，以便于灌药；控制组件的设计便于将转动一定角度后的齿轮位置进行

固定，以便于使动物口腔处于张开状态，在移动程度上能够降低工作者工作量；复位组件的

设计便于在将控制组件松开后，双面齿条能够在复位组件及动物咬合力下恢复原状态，以

便于将装置在动物口腔内取出；其具有能够将动物口腔在灌药时撑开，保障灌药过程能够

顺利进行的优点；

[0018] 2.通过设置控制盘与插接杆，便于通过控制插接杆与控制盘的插接位置与状态，

控制齿轮是否发生转动，以便于简介控制撑板是否将动物口腔撑开；第一弹簧的设计便于

在控制环不受力时将插接杆始终与控制盘上的插接槽处于插接状态；控制环的设计便于控

制插接杆与控制盘的插接状态；

[0019] 3.通过设置导向筒与导向杆，便于将第二弹簧的伸缩方向进行固定，以便于第二

弹簧更好的起到复位作用；设置的第二弹簧便于在将插接杆拔出控制盘的插接槽后，能够

将双面齿条恢复原位置，以便于将撑板及注射器本体在动物口腔内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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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中A‑A处剖视图。

[0022] 附图标记：1、框架；2、注射器本体；3、固定握把；4、活动把手；5、撑板；6、控制组件；

61、控制环；62、第一弹簧；63、插接杆；64、控制盘；641、插接槽；7、复位组件；71、导向筒；72、

导向杆；73、第二弹簧；8、齿轮；9、双面齿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为本实用新型所披露的一种畜牧兽医喂药器，包括注射器本体2

与框架1，框架1中空且两端开口设置，框架1相邻框架1开口一侧与注射器本体2可拆卸连

接，可拆卸连接方式为螺栓连接，便于将注射器本体2与框架1进行拼装即可，框架1内侧滑

动连接有双面齿条9，双面齿条9滑动方向与框架1开口方向相同，双面齿条9一端固定连接

有活动握把，双面齿条9另一端与框架1之间固定连接有复位组件7，框架1靠近握把一侧设

有固定握把3，双面齿条9两侧均啮合有齿轮8，双面齿条9与齿轮8啮合能够实现转动即可，

齿轮8与框架1内侧壁转动连接，齿轮8远离双面齿条9一侧固定连接有撑板5，撑板5便于插

入动物口腔进行灌药即可，齿轮8一侧端面与框架1之间设有控制组件6。

[0025] 如图1和图2所示，控制组件6包括控制盘64，控制盘64与齿轮8一侧端面固定连接，

控制盘64周侧开设有若干插接槽641，插接槽641数量不做要求，其中一个插接槽641内插设

且滑动连接有插接杆63，插接杆63在插接槽641内不会发生晃动即可，插接杆63一端贯穿框

架1一侧固定连接有控制环61，控制环61便于控制插接杆63与控制盘64的插接槽641的插接

状态即可，插接杆63与框架1滑动连接，插接杆63上套设有第一弹簧62，第一弹簧62的设计

便于将插接杆63与控制盘64上的插接槽641保持插接状态即可，第一弹簧62两端分别与控

制环61、框架1固定连接，控制环61未受外力时，第一弹簧62处于未伸缩状态。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复位组件7包括导向杆72，导向杆72与双面齿条9固定连接，且导

向杆72轴向与双面齿条9滑动方向相同，导向杆72远离双面齿条9一端套设且滑动连接有导

向筒71，导向杆72在导向筒71内滑动不会滑脱导向筒71即可，导向筒71与框架1内侧壁固定

连接，导向杆72上套设有第二弹簧73，第二弹簧73能够保障在将插接杆63拔出控制盘64的

插接槽641后将双面齿条9及撑板5恢复原位置即可，第二弹簧73两端均与导向筒71、导向杆

72固定连接，导向杆72未受外力时，第二弹簧73处于未伸缩状态。

[0027] 如图1和图2所示，撑板5远离齿轮8一侧套设且固定连接有保护套，保护套为橡胶

套，能够保护动物口腔不会被撑板5划伤即可，且撑板5远离双面齿条9一侧设有保护板，保

护板为树脂板，便于保护动物口腔在药承办室不会被硌伤即可。

[0028] 如图1和图2所示，固定握把3与活动握把上均套设且固定连接有防护套，防护套为

橡胶软套，便于保护手部不会被固定握把3、活动握把勒伤即可。

[0029]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在使用本实用新型装置时，将注射器本体2与框架1进行

螺栓连接，使两者固定在一起，将撑板5插入动物口腔，通过活动握把拉动双面齿条9在框架

1内滑动，进一步带动齿轮8旋转，使齿轮8一侧的撑板5将动物口腔撑开，将插接杆63插入控

制盘64的插接槽641，保障撑板5不会在动物咬合力下恢复原位置，利用注射器本体2对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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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灌药；灌药完成后，将将插接杆63通过控制环61拔出控制盘64，双面齿条9在第二弹簧

73的作用下带动齿轮8及撑板5恢复原位置，将撑板5及注射器本体2取出动物口腔即可。

[0030]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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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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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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