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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黑水虻养殖技术领域，涉及

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包括工作

台，工作台通过固定架固定于地面，工作台上方

设有进料室，进料室的两端开口，进料室的一侧

设有进料漏斗，进料漏斗贯穿进料室顶部后伸入

进料室，所述工作台台面设有传送带，传送带表

面均匀的开设有若干个废料出口，传送带下方设

有出料斗，出料斗的上端与工作台底部固定连

接，出料斗的一个连接有成虫尸体挡板，成虫尸

体挡板设置于远离进料漏斗的一侧，成虫尸体挡

板下方设有成虫尸体收集车；本实用新型中黑水

虻成虫尸体可自动收集，收集效高且收集所需劳

动强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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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包括工作台(1)，工作台(1)通过固定架(2)固定

于地面，其特征在于：

所述工作台(1)上方设有进料室(3)，进料室(3)的两端开口，进料室(3)的一侧设有进

料漏斗(4)，进料漏斗(4)贯穿进料室(3)顶部后伸入进料室(3)，所述工作台(1)台面设有传

送带(5)，传送带(5)表面均匀的开设有若干个废料出口(5.1)，传送带(5)下方设有出料斗

(6)，出料斗(6)的上端与工作台(1)底部固定连接，所述出料斗(6)的一侧连接有成虫尸体

挡板(7)，成虫尸体挡板(7)设置于远离进料漏斗(4)的一侧，成虫尸体挡板(7)下方设有成

虫尸体收集车(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

(1)为矩形边框，矩形边框的两端分别设有主动轮(1.1)和从动轮(1.2)，所述主动轮(1.1)

和从动轮(1.2)带动传送带(5)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料室(3)顶部均匀的设有若干组分离组件(9)，分离组件(9)包括竖直固定杆(9.1)，竖直固

定杆(9.1)的一端与进料室(3)顶部固定连接，竖直固定杆(9.1)的另一端连接有水平固定

杆(9.2)，水平固定杆(9.2)的长度方向与传送带(5)的传送方向垂直，水平固定杆(9.2)上

沿水平固定杆(9.2)的长度方向均匀的设有若干块刮板(9.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板

(9.3)与进料漏斗(4)相对的一侧为弧形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任意两组相

邻分离组件(9)间的刮板(9.3)交错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料出

口(5.1)的直径为10-1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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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黑水虻养殖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黑水虻

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黑水虻，腐生性的水虻科昆虫，能够取食禽畜粪便和生活垃圾，生产高价值的动物

蛋白饲料，因其繁殖迅速，生物量大，食性广泛、吸收转化率高，容易管理、饲养成本低，动物

适口性好等特点，从而进行资源化利用，其幼虫被称为“凤凰虫”，成为与蝇蛆、黄粉虫、大麦

虫等齐名的资源昆虫，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原产于美洲，目前为全世界广泛分布(南

北纬40度之间)。近些年传入我国，目前已广布于贵州、广西、广东、上海、云南、台湾、湖南、

湖北等地。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处理鸡粪、猪粪及餐厨垃圾等废弃物方面。黑水虻成虫是灰黑

翅，口器退化，体长15～20mm，身体主要为黑色，雌虫腹部略显红色，第二腹节两端各具一白

色半透明的斑点。雄虫腹部偏青铜色。黑水虻个体较大。黑水虻成熟幼虫个重是家蝇蛆的十

倍左右。

[0003] 黑水虻养殖过程中黑水虻成虫会存在死亡现象，现有技术中黑水虻成虫尸体的收

集主要通过人工收集的方式进行收集，但是这样的收集方式收集效率低，劳动强度大，浪费

人力物力，不适合工业化养殖。

[0004] 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基于以上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从而

解决了以往黑水虻成虫尸体收集效率低、收集所需劳动强度大的技术问题。

[0006] 为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包括工作台，工作台通过固定架固定于地面，

[0008] 所述工作台上方设有进料室，进料室的两端开口，进料室的一侧设有进料漏斗，进

料漏斗贯穿进料室顶部后伸入进料室，所述工作台台面设有传送带，传送带表面均匀的开

设有若干个废料出口，传送带下方设有出料斗，出料斗的上端与工作台底部固定连接，所述

出料斗的一个连接有成虫尸体挡板，成虫尸体挡板设置于远离进料漏斗的一侧，成虫尸体

挡板下方设有成虫尸体收集车。

[0009] 在以上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工作台为矩形边框，矩形边框的两端分别设有主动

轮和从动轮，所述主动轮和从动轮带动传送带转动。

[0010] 在以上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进料室顶部均匀的设有若干组分离组件，分离组件

包括竖直固定杆，竖直固定杆的一端与进料室顶部固定连接，竖直固定杆的另一端连接有

水平固定杆，水平固定杆的长度方向与传送带的传送方向垂直，水平固定杆上沿水平固定

杆的长度方向均匀的设有若干块刮板。

[0011] 在以上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刮板与进料漏斗相对的一侧为弧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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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在以上技术方案基础上：任意两组相邻分离组件间的刮板交错设置。

[0013] 在以上技术方案基础上：所述废料出口的直径为10-13mm。

[0014]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本实用新型可以实现黑水虻成虫与黑水虻成虫尸体的自动分离，并对分离后的

黑水虻成虫尸体进行集中收集，从而实现黑水虻成虫尸体的自动收集，减小人工收集黑水

虻尸体的劳动强度，节省人力物力，提高黑水虻成虫尸体的收集效率；

[0016] 2、本实用新型中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过程中可以将黑水虻成虫尸体与其他

杂质进行分离，保证收集到的黑水虻尸体中不含有其他杂质，减少后续的筛分环节，收集到

的黑水虻成虫尸体可直接用作引诱剂等其他用途，节省工序，提高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立体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分离组件的侧视图；

[0020] 图4是刮板的俯视图；

[0021] 图5是工作台的俯视图；

[0022] 图中标记：1-工作台；1.1-主动轮；1.2-从动轮；2-固定架；3-进料室；4-进料漏斗；

5-传送带；5.1-废料出口；6-出料斗；7-成虫尸体挡板；8-成虫尸体收集车；9-分离组件；

9.1-竖直固定杆；9.2-水平固定杆；9.3-刮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下列实施例。

[0024] 具体实施例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5所示，一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系统，包括工作台1，工作台1通过固

定架2固定于地面，

[0027] 所述工作台1上方设有进料室3，进料室3的两端开口，进料室3的一侧设有进料漏

斗4，进料漏斗4贯穿进料室3顶部后伸入进料室3，所述工作台1台面设有传送带5，传送带5

表面均匀的开设有若干个废料出口5.1，传送带5下方设有出料斗6，出料斗6的上端与工作

台1底部固定连接，所述出料斗6的一个连接有成虫尸体挡板7，成虫尸体挡板7设置于远离

进料漏斗4的一侧，成虫尸体挡板7下方设有成虫尸体收集车8；

[0028] 本实施例使用时，将黑水虻成虫通过进料漏斗4加入到进料室3内，黑水虻成虫通

过进料漏斗4后掉落到传送带5上，传送带5运动带动黑水虻成虫运动，运动过程中，黑水虻

成虫中的杂质通过废料出口5.1掉落到出料斗6中进行收集，同时，活的黑水虻成虫飞行通

过进料室3两端的开口飞出，黑水虻成虫尸体随传送带5运送到传送带5边缘掉落到成虫尸

体挡板7上，沿成虫尸体挡板7运动到成虫尸体收集车8中进行收集；因此，本实施例可以实

现黑水虻成虫与黑水虻成虫尸体的自动分离，并对分离后的黑水虻成虫尸体进行集中收

集，从而实现黑水虻成虫尸体的自动收集，减小人工收集黑水虻尸体的劳动强度，节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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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提高黑水虻成虫尸体的收集效率。

[0029] 实施例2

[0030]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如图1-5所示，所述工作台1为矩形边框，矩形边框的两端分

别设有主动轮1.1和从动轮1.2，所述主动轮1.1和从动轮1.2带动传送带5转动；

[0031] 本实施例使用时，主动轮1.1通过转动电机进行驱动，主动轮1.1和从动轮1.2分别

设置在矩形边框的两端可以保证主动轮1.1和从动轮1.2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传送带5能够

稳定运行；工作台1为矩形边框可以保证穿过废料出口5.1的杂质能够通过传送带5的两面

后进入到出料斗6中进行收集。

[0032] 实施例3

[0033] 在实施例1-2的基础上，如图1-5所示，所述进料室3顶部均匀的设有若干组分离组

件9，分离组件9包括竖直固定杆9.1，竖直固定杆9.1的一端与进料室3顶部固定连接，竖直

固定杆9.1的另一端连接有水平固定杆9.2，水平固定杆9.2的长度方向与传送带5的传送方

向垂直，水平固定杆9.2上沿水平固定杆9.2的长度方向均匀的设有若干块刮板9.3；

[0034] 本实施例使用时，在传送带5运动过程中，刮板9.3与传送带5上的黑水虻成虫接

触，活的黑水虻成虫在刮板9.3的阻力作用下飞起离开传送带5表面并从进料室3的两端飞

出，而黑水虻成虫的尸体越过刮板9.3后继续随传送带5运动而掉落到成虫尸体收集车8中

进行自动收集；同时，此过程中，刮板9.3还可以对黑水虻成虫尸体和杂质起到一个分离作

用，使杂质通过废料出口5.1掉落，保证收集到的黑水虻成虫尸体中不含杂质；

[0035] 本实施例中，刮板9.3的下端与传送带5表面接触。

[0036] 实施例4

[0037] 在实施例1-3础上，如图1-5所示，所述刮板9.3与进料漏斗4相对的一侧为弧形面；

[0038] 本实施例使用时，刮板9.3与进料漏斗4相对的一侧为弧形面可以防止刮板9.3对

活的黑水虻成虫造成伤害，避免黑水虻成虫尸体自动收集过程中对活的黑水虻成虫造成伤

害，同时，弧形面还可以减小黑水虻成虫尸体与刮板9.3之间的阻力，使黑水虻成虫尸体能

顺利通过刮板9.3并继续随传送带5的运动而运动，实现黑水虻成虫尸体的自动收集。

[0039] 实施例5

[0040] 在实施例1-4础上，如图1-5所示，任意两组相邻分离组件9间的刮板9.3交错设置；

[0041] 本实施例使用时，任意两组相邻分离组件9间的刮板9.3交错设置可以增加刮板

9.3在传送带5上的分布面积，使传送带5上各处的黑水虻成虫都能与刮板9.3接触，从而保

证所有的活的黑水虻成虫都能在刮板9.3的作用下飞走，防止活的黑水虻成虫进入到成虫

尸体收集车8中造成黑水虻的死亡；同时，还可以使黑水虻成虫尸体中的杂质最大限度的通

过废料出口5.1与黑水虻成虫尸体分离。

[0042] 实施例6

[0043] 在实施例1-5础上，如图1-5所示，所述废料出口5.1的直径为10-13mm；

[0044] 本实施例使用时，黑水虻成虫的体长为15～20mm，废料出口5.1的直径为10-13mm

可以使黑水虻成虫尸体中的杂质通过废料出口5.1进入到出料斗6进行收集，还可以防止黑

水虻成虫尸体通过废料出口5.1进入到出料斗6中，从而实现黑水虻成虫尸体与杂质的分

离。

[0045] 如上所述即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前文所述为本实用新型的各个优选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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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优选实施例中的优选实施方式如果不是明显自相矛盾或以某一优选实施方式为前提，

各个优选实施方式都可以任意叠加组合使用，所述实施例以及实施例中的具体参数仅是为

了清楚表述实用新型人的实用新型验证过程，并非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

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仍然以其权利要求书为准，凡是运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及附

图内容所作的等同结构变化，同理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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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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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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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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