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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包括架

体，架体的顶部设置有上架，架体的中部设置有

中架，中架的左右两侧固定设置有多个挂板，上

架上通过螺栓设置有多个称重传感器，称重传感

器的上部设置有多个料斗，料斗的内部设置有左

高右低的滑料板，料斗的右侧下部设置有下料

口，下料口与小绞龙连接，小绞龙与混料斗相连

接，混料斗的左右侧面设置有撑板，混料斗的左

侧中部固定设置有气缸尾座，混料斗的中部的前

后侧面设置有混料轴，混料轴由电机驱动，混料

斗的底部设置有放料门，放料门上通过铰链与放

料气缸相连接，放料气缸的另一端通过销轴与气

缸尾座连接，撑板通过拉杆和重量传感器与挂板

连接；本发明具有混料均匀、使用方便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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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包括架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1）由型材焊接而成，所

述架体（1）的顶部设置有上架（11），所述架体（1）的中部设置有中架（12），所述中架（12）的

左右两侧固定设置有多个挂板（1201），所述上架（11）上通过螺栓设置有多个称重传感器

（8），所述称重传感器（8）的上部通过螺栓设置有多个料斗（2），其中每个料斗（2）的周围均

布设置有四个称重传感器（8），所述料斗（2）的顶部设置有料斗盖（21），所述料斗（2）的右侧

设置有观察口（201），所述料斗（2）的内部设置有滑料板（202），所述滑料板（202）设置为左

高右低，所述料斗（2）的右侧下部设置有下料口（203），所述下料口（203）通过螺栓与小绞龙

（3）的进料端（301）连接，所述小绞龙（3）的出料端（302）通过螺栓与混料斗（4）相连接，所述

混料斗（4）的左右侧面设置有撑板（401），所述混料斗（4）的右侧中部设置有检修口（402），

所述混料斗（4）的左侧中部固定设置有气缸尾座（403），所述混料斗（4）的中部的前后侧面

设置有混料轴（5），所述混料轴（5）通过轴承和螺栓安装在混料斗（4）上，所述混料轴（5）由

电机驱动，所述混料斗（4）的底部设置有放料门（6），所述放料门（6）上通过铰链与放料气缸

（7）相连接，所述放料气缸（7）的另一端通过销轴与气缸尾座（403）连接，所述撑板（401）通

过拉杆和重量传感器（9）与挂板（1201）连接在一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1）的底部通过

螺栓固定设置有行走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观察口（201）处设置

有观察玻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小绞龙（3）的电机采

用伺服电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斗（4）的内部固

定设置有耐磨衬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放料气缸（7）采用标

准DNC气缸，其行程为400mm，所述放料气缸（7）与外部气源装置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称重传感器（8）的型

号为SQC-1T。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重量传感器（9）的型

号为TSC-300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小铰龙（3）、混料轴

（5）的电机、称重传感器（8）和重量传感器（9）通过导线与主电路进行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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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饲料混料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

背景技术

[0002] 青储饲料是一种草料经过发酵后的食草牲畜食用饲料，尽管牲畜一般都喜欢食用

青储饲料，但是不同种类的牲畜对于青储饲料的要求有些差别，需要对青储饲料进行混料

加工，如与中药混合后具有抗病性的饲料、与精料混合的饲料等，但是现在的青储饲料多是

在制作时采用人工混合，这样既不容易混合均匀，又不容易控制各种辅料的量，同时，增加

了操作人员的工作量。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开发一种具有混料均匀、使用方便的牛羊饲料混料机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具有混料均匀、使用方便

的牛羊饲料混料机。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包括架体，所述架体由型材焊

接而成，所述架体的顶部设置有上架，所述架体的中部设置有中架，所述中架的左右两侧固

定设置有多个挂板，所述上架上通过螺栓设置有多个称重传感器，所述称重传感器的上部

通过螺栓设置有多个料斗，其中每个料斗的周围均布设置有四个称重传感器，所述料斗的

顶部设置有料斗盖，所述料斗的右侧设置有观察口，所述料斗的内部设置有滑料板，所述滑

料板设置为左高右低，所述料斗的右侧下部设置有下料口，所述下料口通过螺栓与小绞龙

的进料端连接，所述小绞龙的出料端通过螺栓与混料斗相连接，所述混料斗的左右侧面设

置有撑板，所述混料斗的右侧中部设置有检修口，所述混料斗的左侧中部固定设置有气缸

尾座，所述混料斗的中部的前后侧面设置有混料轴，所述混料轴通过轴承和螺栓安装在混

料斗上，所述混料轴由电机驱动，所述混料斗的底部设置有放料门，所述放料门上通过铰链

与放料气缸相连接，所述放料气缸的另一端通过销轴与气缸尾座连接，所述撑板通过拉杆

和重量传感器与挂板连接在一起。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架体的底部通过螺栓固定设置有行走轮。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观察口处设置有观察玻璃。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小绞龙的电机采用伺服电机。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混料斗的内部固定设置有耐磨衬板。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放料气缸采用标准DNC气缸，其行程为400mm，所述放料气缸与外部

气源装置相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称重传感器的型号为SQC-1T。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重量传感器的型号为TSC-3000。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小铰龙、混料轴的电机、称重传感器和重量传感器通过导线与主电

路进行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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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通过设置的料斗、称重传感器和小绞龙，可实时监测料斗内的各种物料的量，通过

控制小绞龙的电机转速，达到控制饲料的配比，使用简单。

[0015] （2）通过设置的混料斗和混料轴，使得各种物料经过混料轴的混合，达到均匀一

致，再通过放料门将混合好的饲料放出，整个过程操作简单，混合均匀、减轻了操作人员的

工作量；另外，通过设置的重量传感器，便于操作人员通过检修口去检修设备。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的左视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的右视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的部件2的剖面图。

[0022] 图中：1、架体   11、上架   12、中架   2、料斗   21、料斗盖   3、小绞龙   4、混料斗  

5、混料轴   6、放料门   7、放料气缸   8、称重传感器   9、重量传感器   1201、挂板   201、观

察口   202、滑料板   203、下料口   301、进料端   302、出料端   401、撑板   402、检修口  

403、气缸尾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24] 如图1~图6所示，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包括架体1，所述架体1由型材焊接而成，所

述架体1的顶部设置有上架11，所述架体1的中部设置有中架12，所述中架12的左右两侧固

定设置有多个挂板1201，所述挂板1201的数量是四个，所述上架11上通过螺栓设置有多个

称重传感器8，所述称重传感器8的上部通过螺栓设置有多个料斗2，其中每个料斗2的周围

均布设置有四个称重传感器8，所述称重传感器8的型号为SQC-1T，通过称重传感器8可清楚

知道每个料斗2内的物料的重量，所述料斗2的顶部设置有料斗盖21，所述料斗盖21通过铰

链与料斗2连接，所述料斗2的右侧设置有观察口201，所述观察口201处设置有观察玻璃，便

于观察料斗2内部的情况，便于后续的故障检修，所述料斗2的内部设置有滑料板202，所述

滑料板202设置为左高右低，所述滑料板202的倾斜角度大于料斗2内的物料的堆积角度，便

于料斗2内的物料沿滑料板202下滑，不会在料斗2内形成堆积，所述料斗2的右侧下部设置

有下料口203，所述下料口203通过螺栓与小绞龙3的进料端301连接，所述小绞龙3的出料端

302通过螺栓与混料斗4相连接，所述小绞龙3的电机采用伺服电机。

[0025] 如图1~图6所示，一种牛羊饲料混料机，所述混料斗4的左右侧面设置有撑板401，

所述混料斗4的右侧中部设置有检修口402，所述混料斗4的左侧中部固定设置有气缸尾座

403，所述混料斗4的内部固定设置有耐磨衬板，所述混料斗4的中部的前后侧面设置有混料

轴5，所述混料轴5通过轴承和螺栓安装在混料斗4上，所述混料轴5由电机驱动，所述混料斗

4的底部设置有放料门6，所述放料门6上通过铰链与放料气缸7相连接，所述放料气缸7的另

一端通过销轴与气缸尾座403连接，所述放料气缸7采用标准DNC气缸，其行程为400mm，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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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料气缸7与外部气源装置相连接，所述撑板401通过拉杆和重量传感器9与挂板1201连接

在一起，所述重量传感器9的型号为TSC-3000。

[0026] 此外，所述架体1的底部通过螺栓固定设置有行走轮。

[0027] 所述小铰龙3、混料轴5的电机、称重传感器8和重量传感器9通过导线与主电路进

行电连接。

[0028] 本发明在使用时，首先，将待混合的饲料的各种物料放入各个料斗2内，通过饲料

的量的配比设定各料斗2下部的小绞龙3的电机，使电机的转速与配比相匹配；然后，通过小

绞龙3将物料由料斗2落入下方的混料斗4，在混料轴5的作用下，物料混合均匀；最后，通过

控制放料气缸7，使混合好的饲料放出，完成饲料的混合；整个过程，通过称重传感器8，可实

时监测到各个料斗2内的物料的量，做到及时补充物料；通过重量传感器9，用于监测每次放

料是否完全，防止放料不完全而造成的堵塞，从而影响后续的操作，整个过程，不需人工对

物料进行混料，降低了操作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了饲料混合的均匀程度。

[0029]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

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未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任何修改或者等同替换，

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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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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