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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饲料的加工设备，包括：

筒体，所述筒体顶部设有盖板；电机的输出轴固

定连接有伸入筒体内部的旋转轴，旋转轴上固定

有至少三层拉杆；靠近电机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拉

杆上对应倾斜固定有第一搅拌叶片、第二搅拌叶

片，远离电机第三层的拉杆上倾斜固定有第三搅

拌叶片；顶杆在旋转轴旋转下会对翘拉杆一端向

盖板下压，拉动刹车线，刹车线的内线拉动堵板

在漏料斗的滑动槽靠近顶力座滑动，原料从漏料

斗中部的中空倾斜孔漏到筒体内部，锥形体在推

动原料向左下推时向两侧分散，第二搅拌叶片的

圆弧斜面将原料向右上中部推刨，推动下层已被

搅拌后的混合料上推即可实现对原料进行短时

间的均匀混合搅拌，提高了混合均匀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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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饲料的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筒体(1)，所述筒体(1)顶部设有盖板(11)，

盖板(11)中部为通孔；所述筒体(1)的底部设有排出口；

盖板(11)上固定有电机(2)，电机(2)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伸入筒体(1)内部的旋转轴

(3)，旋转轴(3)上固定有至少三层拉杆(4)；

靠近电机(2)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拉杆(4)上对应倾斜固定有第一搅拌叶片(41)、第二搅

拌叶片(42)，

远离电机(2)第三层的拉杆(4)上倾斜固定有第三搅拌叶片(44)；

所述盖板(11)间隔安装有多个对原料进行漏料的漏料装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料的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漏料装置包括漏料斗(61)、

堵板(62)、顶力板(63)、顶力座(64)、弹性件(65)、刹车线(66)、铰接座(51)、翘拉杆(52)，漏

料斗(61)中部为由上面向盖板(11)中部中空孔倾斜的中空倾斜孔，漏料斗(61)设有可活动

安装堵板(62)的滑动槽，堵板(62)对中空倾斜孔堵住，控制原料下漏至筒体(1)内部，位于

漏料斗(61)侧边的堵板(62)端两侧上固定顶力板(63)，漏料斗(61)上固定有顶力座(64)，

堵板(62)和顶力板(63)在顶力座(64)的活动空间内，顶力座(64)与顶力板(63)通过弹性件

(65)连接，顶力座(64)上固定贯穿有刹车线(66)，刹车线(66)的内线与堵板(62)固定；

盖板(11)的底面固定有铰接座(51)，铰接座(51)上翘拉杆(52)，翘拉杆(52)与刹车线

(66)贯穿在盖板(11)的内线另一端固定，旋转轴(3)上固定有顶杆(5)。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饲料的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件(65)为弹簧。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饲料的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杆(5)固定于拉杆(4)上方

的旋转轴(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料的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三层的拉杆(4)每层位于同

一个周面上，所述三层的每一根拉杆(4)在同一周面上的投影彼此分离，三根分布角度间距

不超(90)。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料的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搅拌叶片(41)的底面为

由上而下倾斜，第二搅拌叶片(42)的底面为由下而上倾斜；

所述第一搅拌叶片(41)底面固定有锥形体(43)，锥形体(43)的斜面为从第一搅拌叶片

(41)的中部向两侧倾斜的斜面；所述第二搅拌叶片(42)的顶面为从左下向右上的圆弧斜

面。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料的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搅拌叶片(44)上设有多

个槽，使得第三搅拌叶片(44)呈现钉耙状。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料的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2)的固定机壳固定在

多个漏料装置的漏料斗(61)上。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料的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1)底部外侧固定有多

个对筒体(1)进行支撑的支撑脚(7)。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料的加工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1)内部底部为锥形斜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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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饲料的加工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饲料的加工设备，属于饲料加工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饲料在加工时，需要混合多种原料，利用原料之间的反应或者是利用彼此发酵后

的微生物产物来获得，在饲料进行配比搅拌时，目前通常是采用人工将各种原料全部倒入

搅拌机后进行搅拌，此时，各种原料在搅拌机内就会分层的分布，为了使得原料混合得更加

均匀，往往需要让搅拌机长时间运行搅拌，混合均匀的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饲料的加工设备。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饲料的加工设备，包括：筒体，所述筒体顶部设有盖板，盖板中

部为通孔；所述筒体的底部设有排出口；

[0006] 盖板上固定有电机，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伸入筒体内部的旋转轴，旋转轴上

固定有至少三层拉杆；

[0007] 靠近电机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拉杆上对应倾斜固定有第一搅拌叶片、第二搅拌叶

片，

[0008] 远离电机第三层的拉杆上倾斜固定有第三搅拌叶片；

[0009] 所述盖板间隔安装有多个漏料装置，漏料装置包括漏料斗、堵板、顶力板、顶力座、

弹性件、刹车线、铰接座、翘拉杆，漏料斗中部为由上面向盖板中部中空孔倾斜的中空倾斜

孔，漏料斗设有可活动安装堵板的滑动槽，堵板对中空倾斜孔堵住，控制原料下漏至筒体内

部，位于漏料斗侧边的堵板端两侧上固定顶力板，漏料斗上固定有顶力座，堵板和顶力板在

顶力座的活动空间内，顶力座与顶力板通过弹性件连接，顶力座上固定贯穿有刹车线，刹车

线的内线与堵板固定；

[0010] 盖板的底面固定有铰接座，铰接座上翘拉杆，翘拉杆与刹车线贯穿在盖板的内线

另一端固定，旋转轴上固定有顶杆。

[0011] 所述三层的拉杆每层位于同一个周面上，所述三层的每一根拉杆在同一周面上的

投影彼此分离，三根分布角度间距不超°。

[0012] 所述第一搅拌叶片的底面为由上而下倾斜，第二搅拌叶片的底面为由下而上倾

斜；

[0013] 所述第一搅拌叶片底面固定有锥形体，锥形体的斜面为从第一搅拌叶片的中部向

两侧倾斜的斜面；所述第二搅拌叶片的顶面为从左下向右上的圆弧斜面。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顶杆在旋转轴旋转下会对翘拉杆一端向盖板下压，拉动

刹车线，刹车线的内线拉动堵板在漏料斗的滑动槽靠近顶力座滑动，弹性件变形，原料从漏

料斗中部的中空倾斜孔漏到筒体内部，转轴由右向左旋转时，第一搅拌叶片将原料向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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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第二搅拌叶片将原料向右上推，原料被第一搅拌叶片、第二搅拌叶片在搅拌时立刻对不

同原料层的分层进行破坏进行混合，，锥形体在推动原料向左下推时向两侧分散，第二搅拌

叶片的圆弧斜面将原料向右上中部推刨，推动下层已被搅拌后的混合料上推，顶杆不与翘

拉杆接触后，刹车线的内线释放后，弹性件的变形复位力将堵板顶进漏料斗的滑动槽内对

原料进行堵住，实现不同漏料装置的料斗内的原料，在旋转轴旋转时，即可实现对原料进行

短时间的均匀混合搅拌，提高了混合均匀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透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漏料装置、盖板仰视视角位置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漏料装置、盖板俯视视角位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图4中A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漏料装置俯视示意图；

[0021] 图中：1‑筒体；11‑盖板；2‑电机；3‑旋转轴；4‑拉杆；41‑第一搅拌叶片；42‑第二搅

拌叶片；43‑锥形体；44‑第三搅拌叶片；5‑顶杆；51‑铰接座；52‑翘拉杆；61‑漏料斗；62‑堵

板；63‑顶力板；64‑顶力座；65‑弹性件；66‑刹车线；7‑支撑脚。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所述。

[0023] 参见图1至图6所示。

[0024] 本发明的一种饲料的加工设备，包括：容纳原料进行搅拌的筒体1，所述筒体1顶部

设有盖板11，盖板11中部为供原料排入及供转轴转动的通孔；所述筒体1的底部设有供混合

好的饲料排出的排出口；

[0025] 筒体1的顶部上的盖板11上固定有电机2，电机2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有伸入筒体1内

部的旋转轴3，旋转轴3上固定有至少三层拉杆4；

[0026] 靠近电机2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拉杆4上对应倾斜固定有第一搅拌叶片41、第二搅拌

叶片42，参加图3所示，所述第一搅拌叶片41的底面为由上而下倾斜，第二搅拌叶片42的底

面为由下而上倾斜，当转轴由右向左旋转时，第一搅拌叶片41将原料向左下推，第二搅拌叶

片42将原料向右上推，原料被第一搅拌叶片41、第二搅拌叶片42在搅拌时立刻对不同原料

层的分层进行破坏进行混合；

[0027] 所述第一搅拌叶片41底面固定有锥形体43，锥形体43的斜面为从第一搅拌叶片41

的中部向两侧倾斜的斜面；所述第二搅拌叶片42的顶面为从左下向右上的圆弧斜面，锥形

体43在推动原料向左下推时向两侧分散，第二搅拌叶片42的圆弧斜面将原料向右上中部推

刨，推动下层已被搅拌后的混合料上推，在锥形体43的作用下二次混合搅拌，提高原料的搅

拌混合速度。

[0028] 远离电机2第三层的拉杆4上固定有倾斜状态的第三搅拌叶片44。

[0029] 所述第三搅拌叶片44上设有多个槽，使得第三搅拌叶片44呈现钉耙状，钉耙状的

第三搅拌叶片44对搅拌后的底层混合料进行最后的搅拌，而后从筒体1的底部排出口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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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所述三层的拉杆4每层位于同一个周面上，所述三层的每一根拉杆4在同一周面上

的投影彼此分离，三根分布角度间距不超90°。

[0031] 所述盖板11间隔安装有多个漏料装置，漏料装置包括漏料斗61、堵板62、顶力板

63、顶力座64、弹性件65、刹车线66、铰接座51、翘拉杆52，漏料斗61中部为由上面向盖板11

中部中空孔倾斜的中空倾斜孔，原料从中空倾斜孔漏到筒体1内部被搅拌混合，漏料斗61设

有可活动安装堵板62的滑动槽，堵板62对中空倾斜孔堵住，控制原料下漏至筒体1内部，位

于漏料斗61侧边的堵板62端两侧上固定顶力板63，漏料斗61上固定有顶力座64，堵板62和

顶力板63在顶力座64的活动空间内，顶力座64与顶力板63通过弹性件65连接，顶力座64上

固定贯穿有刹车线66，刹车线66的内线与堵板62固定，刹车线66的内线拉动堵板62在漏料

斗61的滑动槽靠近顶力座64滑动，弹性件65变形，原料从漏料斗61中部的中空倾斜孔漏到

筒体1内部被搅拌混合，当刹车线66的内线释放后，弹性件65的变形复位力将堵板62顶进漏

料斗61的滑动槽内对原料进行堵住；

[0032] 盖板11的底面固定有铰接座51，铰接座51上翘拉杆52，翘拉杆52与刹车线66的内

线另一端固定，旋转轴3上固定有顶杆5，顶杆5在旋转轴3旋转下会对翘拉杆52一端向盖板

11下压，拉动刹车线66的内线进而拉动堵板62在料斗61的滑动槽滑动，旋转轴3一边旋转进

行搅拌，一边控制多个漏料装置对原料进行下漏配制，使用时，只要将不同的原料倒在不同

的漏料装置上的料斗61内，在旋转轴3旋转时，即可实现对原料进行短时间的均匀混合搅

拌，提高了混合均匀效率。

[0033] 所述弹性件65为弹簧；

[0034] 所述顶杆5固定于拉杆4上方的旋转轴3，避免与原料在搅拌发生过多的碰撞。

[0035] 所述电机2的固定机壳固定在多个漏料装置的漏料斗61上，电机2利用本身的重量

对漏料斗61进行压紧，提高漏料斗61的稳定性。

[0036] 所述筒体1底部外侧固定有多个对筒体1进行支撑的支撑脚7。

[0037] 所述筒体1内部底部为锥形斜面，提高原料的下漏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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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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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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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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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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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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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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