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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收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收处理

装置，其结构设有支撑座、撑板、处理机、电机、控

速机，撑板嵌固位于支撑座顶端，处理机安装在

撑板上方，电机与控速机相连接且相配合，控速

机与处理机贯穿连接且活动配合，通过粪便流经

筛通口时对活动体产生驱动力，使摆架有所摆

折，轴承配合限制其折动角度，杆架折动令弹簧

受动，其弹性力带动顶块往复位移，令顶块对转

球产生撞击，且对其造成驱转力，进一步使转球

随摆架变动位置的同时，能进行自转，进一步将

其含裹着的小颗粒粪便产生一定拦截，其在其自

转中，对颗粒物有相互击打力，便于将小颗粒物

粪便击碎再随液体流入集液室中被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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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收处理装置，其结构设有支撑座(1)、撑板(2)、处理机(3)、电机

(4)、控速机(5)，所述撑板(2)嵌固位于支撑座(1)顶端，所述处理机(3)安装在撑板(2)上

方，所述电机(4)与控速机(5)相连接且相配合，所述控速机(5)与处理机(3)贯穿连接且活

动配合，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机(3)设有机箱(31)、观察口(32)、入料口(33)、排渣口(34)、出液口(35)，所

述机箱(31)与处理机(3)为一体化结构且位于其内部，所述观察口(32)与入料口(33)相邻

设置，所述观察口(32)、入料口(33)均贯通设置在机箱(31)顶端，所述排渣口(34)贯通设置

在机箱(31)底端中间位置处，所述出液口(35)位于排渣口(34)的旁侧；

所述机箱(31)设有废料室(311)、集液室(312)、筛板(313)、螺旋绞龙(314)、转动架

(315)、密接柱(316)，所述废料室(311)与集液室(312)相邻设置，所述筛板(313)嵌固安装

在废料室(311)、集液室(312)之间，所述螺旋绞龙(314)嵌入活动于机箱(31)内部，所述转

动架(315)活动在废料室(311)外侧端，所述密接柱(316)连接在集液室(312)外侧；所述废

料室(311)、集液室(312)内部均呈空槽状态，所述螺旋绞龙(314)左侧区段部分外有螺旋

板，所述密接柱(316)为橡胶材质，具有良好的紧密贴合性质，所述螺旋绞龙(314)在转动架

(315)、密接柱(316)的带动配合下，将废料室(311)中的粪便原液进行螺旋输送挤压，经由

筛板(313)的筛选过滤，便于液态物料进入集液室(312)中得以排出，粪便渣料被拦截在废

料室(311)中而能继续加工成固体废料进行二次利用；

所述筛板(313)设有实板(a1)、筛通口(a2)、活动体(a3)，所述筛通口(a2)与实板(a1)

为一体化结构且贯通设置，所述活动体(a3)活动在筛通口(a2)中，所述筛通口(a2)为左右

通透的径腔口，所述活动体(a3)设有五个，且关于实板(a1)呈竖向均匀布列，所述活动体

(a3)在液体废料流经筛通口(a2)时，受到作用力而活动，便于在筛通口(a2)处进一步产生

阻挡筛选效果；

所述活动体(a3)设有横板(a31)、轴承(a32)、摆架(a33)，所述轴承(a32)穿接在横板

(a31)中间位置，所述摆架(a33)与轴承(a32)铰接连接且活动配合，所述摆架(a33)设有两

个，且关于轴承(a32)呈对称结构，做支点式摆折活动，所述轴承(a32)为摆架(a33)提供定

点支撑，便于摆架(a33)相互绕着轴承(a32)做一定角度的摆折运动；

所述摆架(a33)设有杆架(q1)、转球(q2)、顶块(q3)、弹簧(q4)，所述杆架(q1)穿接入转

球(q2)内部且活动配合，所述顶块(q3)底端与弹簧(q4)相连接且活动配合，所述顶块(q3)

嵌入活动在杆架(q1)内部，所述杆架(q1)内部呈空心状态，所述转球(q2)呈圆球结构且设

有两个，分布在杆架(q1)前后两端，且两个转球(q2)可进行大小变动，所述顶块(q3)与弹簧

(q4)为一组做配合活动，设有两组，做相对活动，所述顶块(q3)在弹簧(q4)的弹性配合下对

转球(q2)产生顶击作用，便于转球(q2) 形变，更好的作用于外周；

所述转球(q2)设有内环架(q21)、外环块(q22)，所述内环架(q21)位于外环块(q22)内

侧端且活动配合，所述内环架(q21)呈圆形结构，所述外环块(q22)呈圆环状态，所述外环块

(q22)在内环架(q21)的配合下，向其外周侧产生动力；

所述内环架(q21)设有衔接块(c1)、连接杆(c2)、顶压球(c3)、撑顶簧(c4)，所述连接杆

(c2)一端连接在衔接块(c1)内侧端，所述顶压球(c3)与衔接块(c1)贯通连接，所述撑顶簧

(c4)缠绕在连接杆(c2)外周，所述撑顶簧(c4)一端与顶压球(c3)相连接且活动配合，所述

连接杆(c2)顶压球(c3)、撑顶簧(c4)为一组做配合活动，设有四组，且呈环形均匀分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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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撑顶簧(c4)为有一定重压力的球体，所述撑顶簧(c4)在顶压球(c3)的弹性配合下，贯穿

着连接杆(c2)循环位移，经衔接块(c1)的韧性便于向外侧施加挤压力；

所述外环块(q22)设有环板(w1)、气垫块(w2)、颤动架(w3)，所述环板(w1)与外环块

(q22)为一体化结构，所述气垫块(w2)与环板(w1)相邻设置，所述颤动架(w3)连接在气垫块

(w2)外侧且活动配合，所述气垫块(w2)呈瓣状形态，为塑性弹性体材质块状物，具有较好的

弹性形变力，且其外侧端口自带密集气口，设有四个，且呈环状均匀分布，所述颤动架(w3)

呈翅状结构，设有八个，且环状分布，所述气垫块(w2)受压后形变，内部负压而使气体被挤

兑，对颤动架(w3)产生气吹效果，使其灵活转摆，便于对外物的进一步筛分拦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收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通过将畜禽粪

便原料从入料口(33)投放进机箱(31)中，启动电机(4)并控制控速机(5)的转速，让转动架

(315受控而转动，驱带螺旋绞龙(314)自转，使得废料室(311)中的粪便受其绞龙活动向筛

板(313)推移，令筛板(313)对粪便有所阻挡，粪便在螺旋绞龙(314)的持续挤压下，其中的

液态粪便物质经筛通口(a2)的通口结构向集液室(312)流通并被收集，而实现粪便的固液

分离处理，再通由排渣口(34)、出液口(35)分别排出固态粪便和液态粪液，通过粪便在筛板

(313)处受到挤压时，物质较大的粪料被实板(a1)拦截在其侧端，液态及小颗粒粪料流经筛

通口(a2)，对活动体(a3)产生液体流动驱动力，使摆架(a33)有所摆折，轴承(a32)作为其支

点，配合限制其折动角度，由杆架(q1)折动令弹簧(q4)受动，其弹性性质便于带动顶块(q3)

往复进行位移，使得顶块(q3)对转球(q2)产生撞击，且对其造成驱转力，进一步使转球(q2)

随摆架(a33)变动位置的同时，能进行自转，其自身形变性质便于其在自转中有一定的形态

变化，从而利于液体流通时，进一步将其含裹着的小颗粒粪便产生一定拦截，其在其自转

中，对颗粒物有相互击打力，便于将小颗粒物粪便击碎再随液体流入集液室(312)中被收

集；

通过衔接块(c1)的韧性性质，其衔接在外环块(q22)的环状圈上，便于内环架(q21)能

有作用力作用在外环块(q22)中，由顶压球(c3)具有的重压力，其随转球(q2)受动而活动，

与撑顶簧(c4)的弹性作用相互配合，便于顶压球(c3)在连接杆(c2)上来回位移，通由衔接

块(c1)的韧性辅助，将冲压力向气垫块(w2)挤向，使得气垫块(w2)受挤压而凹陷形变，将气

体向外挤兑，作用于颤动架(w3)，使其受到气吹作用而能产生颤摆，进一步将流经筛通口

(a2)的液体产生扰流效果，同时与颗粒粪便接触而将其搅碎，便于小颗粒状的粪便物料能

在足够细碎的状态下得以同液压粪液一起被分离收集。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3368560 B

3



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收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粪便回收处理领域，更具体地说，尤其是涉及到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

收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畜禽的粪便成了污染源之一，造成对水源、空气、环

境的污染，为解决这类问题，人们利用回收处理机进行粪便处理，将粪便分离为液态和固

体，使其能作为有机肥料得以被利用。

[0003] 基于上述本发明人发现，现有的畜牧养殖粪便回收处理装置存在以下不足：

[0004] 粪便原料在螺旋绞龙的输送下，向筛板推移并挤压，使液态粪便与固态粪便分离，

由于各畜禽粪便形态有不同，粪便中含裹有例如兔子粪便这类的颗粒状粪便，在流经筛板，

会因为粪便颗粒大小不同，小颗粒状态的粪便会进入液态粪便收集槽中，导致液态粪便中

扔掺和大物质粪便，使固液分离效率不佳。

[0005] 因此需要提出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收处理装置。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收处理装置，

以解决现有技术的问题。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

收处理装置，其结构设有支撑座、撑板、处理机、电机、控速机，所述撑板嵌固位于支撑座顶

端，所述处理机安装在撑板上方，所述电机与控速机相连接且相配合，所述控速机与处理机

贯穿连接且活动配合。

[0008] 所述处理机设有机箱、观察口、入料口、排渣口、出液口，所述机箱与处理机为一体

化结构且位于其内部，所述观察口与入料口相邻设置，所述观察口、入料口均贯通设置在机

箱顶端，所述排渣口贯通设置在机箱底端中间位置处，所述出液口位于排渣口的旁侧。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机箱设有废料室、集液室、筛板、螺旋绞龙、转动

架、密接柱，所述废料室与集液室相邻设置，所述筛板嵌固安装在废料室、集液室之间，所述

螺旋绞龙嵌入活动于机箱内部，所述转动架活动在废料室外侧端，所述密接柱连接在集液

室外侧，所述废料室、集液室内部均呈空槽状态，所述螺旋绞龙左侧区段部分外有螺旋板，

所述密接柱为橡胶材质，具有良好的紧密贴合性质。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筛板设有实板、筛通口、活动体，所述筛通口与实

板为一体化结构且贯通设置，所述活动体活动在筛通口中，所述筛通口为左右通透的径腔

口，所述活动体设有五个，且关于实板呈竖向均匀布列。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活动体设有横板、轴承、摆架，所述轴承穿接在横

板中间位置，所述摆架与轴承铰接连接且活动配合，所述摆架设有两个，且关于轴承呈对称

结构，做支点式摆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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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摆架设有杆架、转球、顶块、弹簧，所述杆架穿接入

转球内部且活动配合，所述顶块底端与弹簧相连接且活动配合，所述顶块嵌入活动在杆架

内部，所述杆架内部呈空心状态，所述转球呈圆球结构且设有两个，分布在杆架前后两端，

且两个转球可进行大小变动，所述顶块与弹簧为一组做配合活动，设有两组，做相对活动。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转球设有内环架、外环块，所述内环架位于外环块

内侧端且活动配合，所述内环架呈圆形结构，所述外环块呈圆环状态。

[001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内环架设有衔接块、连接杆、顶压球、撑顶簧，所述

连接杆一端连接在衔接块内侧端，所述顶压球与衔接块贯通连接，所述撑顶簧缠绕在连接

杆外周，所述撑顶簧一端与顶压球相连接且活动配合，所述连接杆顶压球、撑顶簧为一组做

配合活动，设有四组，且呈环形均匀分布，所述撑顶簧为有一定重压力的球体。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外环块设有环板、气垫块、颤动架，所述环板与外

环块为一体化结构，所述气垫块与环板相邻设置，所述颤动架连接在气垫块外侧且活动配

合，所述气垫块呈瓣状形态，为塑性弹性体材质块状物，具有较好的弹性形变力，且其外侧

端口自带密集气口，设有四个，且呈环状均匀分布，所述颤动架呈翅状结构，设有八个，且环

状分布。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7] 1 .通过粪便流经筛通口时对活动体产生驱动力，使摆架有所摆折，轴承配合限制

其折动角度，杆架折动令弹簧受动，其弹性力带动顶块往复位移，令顶块对转球产生撞击，

且对其造成驱转力，进一步使转球随摆架变动位置的同时，能进行自转，进一步将其含裹着

的小颗粒粪便产生一定拦截，其在其自转中，对颗粒物有相互击打力，便于将小颗粒物粪便

击碎再随液体流入集液室中被收集。

[0018] 2.通过顶压球的重压力，其随转球受动而活动，与撑顶簧的弹性相互配合，便于顶

压球在连接杆上来回位移，通由衔接块的韧性辅助，将冲压力向气垫块挤向，使得气垫块受

挤压而凹陷形变，气体向外作用于颤动架，使其受到气吹而产生颤摆，进一步将流经筛通口

的液体产生扰流效果，同时与颗粒粪便接触而将其搅碎，便于小颗粒状的粪便能在足够细

碎的状态下得以同液压粪液一起被分离收集。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收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一种处理机的内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一种机箱的内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一种筛板的内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一种活动体的内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一种摆架的内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本发明一种转球的内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为本发明一种内环架的内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9为本发明一种外环块的内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支撑座‑1、撑板‑2、处理机‑3、电机‑4、控速机‑5、机箱‑31、观察口‑32、入料

口‑33、排渣口‑34、出液口‑35、废料室‑311、集液室‑312、筛板‑313、螺旋绞龙‑314、转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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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密接柱‑316、实板‑a1、筛通口‑a2、活动体‑a3、横板‑a31、轴承‑a32、摆架‑a33、杆架‑

q1、转球‑q2、顶块‑q3、弹簧‑q4、内环架‑q21、外环块‑q22、衔接块‑c1、连接杆‑c2、顶压球‑

c3、撑顶簧‑c4、环板‑w1、气垫块‑w2、颤动架‑w3。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30] 实施例1：

[0031] 如附图1至附图6所示：

[0032] 本发明提供一种畜牧养殖粪便回收处理装置，其结构设有支撑座1、撑板2、处理机

3、电机4、控速机5，所述撑板2嵌固位于支撑座1顶端，所述处理机3安装在撑板2上方，所述

电机4与控速机5相连接且相配合，所述控速机5与处理机3贯穿连接且活动配合。

[0033] 所述处理机3设有机箱31、观察口32、入料口33、排渣口34、出液口35，所述机箱31

与处理机3为一体化结构且位于其内部，所述观察口32与入料口33相邻设置，所述观察口

32、入料口33均贯通设置在机箱31顶端，所述排渣口34贯通设置在机箱31底端中间位置处，

所述出液口35位于排渣口34的旁侧。

[0034] 其中，所述机箱31设有废料室311、集液室312、筛板313、螺旋绞龙314、转动架315、

密接柱316，所述废料室311与集液室312相邻设置，所述筛板313嵌固安装在废料室311、集

液室312之间，所述螺旋绞龙314嵌入活动于机箱31内部，所述转动架315活动在废料室311

外侧端，所述密接柱316连接在集液室312外侧，所述废料室311、集液室312内部均呈空槽状

态，所述螺旋绞龙314左侧区段部分外有螺旋板，所述密接柱316为橡胶材质，具有良好的紧

密贴合性质，所述螺旋绞龙314在转动架315、密接柱316的带动配合下，将废料室311中的粪

便原液进行螺旋输送挤压，经由筛板313的筛选过滤，便于液态物料进入集液室312中得以

排出，粪便渣料被拦截在废料室311中而能继续加工成固体废料进行二次利用。

[0035] 其中，所述筛板313设有实板a1、筛通口a2、活动体a3，所述筛通口a2与实板a1为一

体化结构且贯通设置，所述活动体a3活动在筛通口a2中，所述筛通口a2为左右通透的径腔

口，所述活动体a3设有五个，且关于实板a1呈竖向均匀布列，所述活动体a3在液体废料流经

筛通口a2时，受到作用力而活动，便于在筛通口a2处进一步产生阻挡筛选效果。

[0036] 其中，所述活动体a3设有横板a31、轴承a32、摆架a33，所述轴承a32穿接在横板a31

中间位置，所述摆架a33与轴承a32铰接连接且活动配合，所述摆架a33设有两个，且关于轴

承a32呈对称结构，做支点式摆折活动，所述轴承a32为摆架a33提供定点支撑，便于摆架a33

相互绕着轴承a32做一定角度的摆折运动。

[0037] 其中，所述摆架a33设有杆架q1、转球q2、顶块q3、弹簧q4，所述杆架q1穿接入转球

q2内部且活动配合，所述顶块q3底端与弹簧q4相连接且活动配合，所述顶块q3嵌入活动在

杆架q1内部，所述杆架q1内部呈空心状态，所述转球q2呈圆球结构且设有两个，分布在杆架

q1前后两端，且两个转球q2可进行大小变动，所述顶块q3与弹簧q4为一组做配合活动，设有

两组，做相对活动，所述顶块q3在弹簧q4的弹性配合下对转球q2产生顶击作用，便于转球q2

形变，更好的作用于外周。

[0038]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人员通过将畜禽粪便原料从入料口33投放进机

箱31中，启动电机4并控制控速机5的转速，让转动架315受控而转动，驱带螺旋绞龙31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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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使得废料室311中的粪便受其绞龙活动向筛板313推移，令筛板313对粪便有所阻挡，粪

便在螺旋绞龙314的持续挤压下，其中的液态粪便物质经筛通口a2的通口结构向集液室312

流通并被收集，而实现粪便的固液分离处理，再通由排渣口34、出液口35分别排出固态粪便

和液态粪液，通过粪便在筛板313处受到挤压时，物质较大的粪料被实板a1拦截在其侧端，

液态及小颗粒粪料流经筛通口a2，对活动体a3产生液体流动驱动力，使摆架a33有所摆折，

轴承a32作为其支点，配合限制其折动角度，由杆架q1折动令弹簧q4受动，其弹性性质便于

带动顶块q3往复进行位移，使得顶块q3对转球q2产生撞击，且对其造成驱转力，进一步使转

球q2随摆架a33变动位置的同时，能进行自转，其自身形变性质便于其在自转中有一定的形

态变化，从而利于液体流通时，进一步将其含裹着的小颗粒粪便产生一定拦截，其在其自转

中，对颗粒物有相互击打力，便于将小颗粒物粪便击碎再随液体流入集液室312中被收集。

[0039] 实施例2：

[0040] 如附图7至附图9所示：

[0041] 其中，所述转球q2设有内环架q21、外环块q22，所述内环架q21位于外环块q22内侧

端且活动配合，所述内环架q21呈圆形结构，所述外环块q22呈圆环状态，所述外环块q22在

内环架q21的配合下，向其外周侧产生动力。

[0042] 其中，所述内环架q21设有衔接块c1、连接杆c2、顶压球c3、撑顶簧c4，所述连接杆

c2一端连接在衔接块c1内侧端，所述顶压球c3与衔接块c1贯通连接，所述撑顶簧c4缠绕在

连接杆c2外周，所述撑顶簧c4一端与顶压球c3相连接且活动配合，所述连接杆c2顶压球c3、

撑顶簧c4为一组做配合活动，设有四组，且呈环形均匀分布，所述撑顶簧c4为有一定重压力

的球体，所述撑顶簧c4在顶压球c3的弹性配合下，贯穿着连接杆c2循环位移，经衔接块c1的

韧性便于向外侧施加挤压力。

[0043] 其中，所述外环块q22设有环板w1、气垫块w2、颤动架w3，所述环板w1与外环块q22

为一体化结构，所述气垫块w2与环板w1相邻设置，所述颤动架w3连接在气垫块w2外侧且活

动配合，所述气垫块w2呈瓣状形态，为塑性弹性体材质块状物，具有较好的弹性形变力，且

其外侧端口自带密集气口，设有四个，且呈环状均匀分布，所述颤动架w3呈翅状结构，设有

八个，且环状分布，所述气垫块w2受压后形变，内部负压而使气体被挤兑，对颤动架w3产生

气吹效果，使其灵活转摆，便于对外物的进一步筛分拦截。

[0044]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通过衔接块c1的韧性性质，其衔接在外环块q22

的环状圈上，便于内环架q21能有作用力作用在外环块q22中，由顶压球c3具有的重压力，其

随转球q2受动而活动，与撑顶簧c4的弹性作用相互配合，便于顶压球c3在连接杆c2上来回

位移，通由衔接块c1的韧性辅助，将冲压力向气垫块w2挤向，使得气垫块w2受挤压而凹陷形

变，将气体向外挤兑，作用于颤动架w3，使其受到气吹作用而能产生颤摆，进一步将流经筛

通口a2的液体产生扰流效果，同时与颗粒粪便接触而将其搅碎，便于小颗粒状的粪便物料

能在足够细碎的状态下得以同液压粪液一起被分离收集。

[0045]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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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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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1

CN 113368560 B

11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2

CN 113368560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