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2038006.4

(22)申请日 2018.12.05

(73)专利权人 宋国亮

地址 136000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云鹤胡

同3号

(72)发明人 宋国亮　张国梁　唐有光　张秉胜　

李香子　朱立志　徐春城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7

代理人 罗满

(51)Int.Cl.

A23N 17/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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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TMR粉碎搅拌一体

机，包括搅拌主机，与搅拌主机相连、用以向搅拌

主机连续输送粗料和精料的输料装置，还包括用

以带动搅拌主机连续运行的第一驱动电机；搅拌

主机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的进料斗、与进料斗

相连的用以容纳粗料和精料的筒体，筒体内设有

搅拌单元；搅拌单元在第一驱动电机的带动下高

速转动，以实现将粗料切成棉絮状并将精料嵌入

粗料，形成粗料和精料充分混合的TMR饲料；筒体

的一侧设有用以将TMR饲料连续排出筒体的出料

口。上述TMR粉碎搅拌一体机生产效率提高，功耗

低，设备成本极大降低，提高了TMR饲料的消化率

和养分吸收率，缩短牲畜的育肥时间，增加养殖

户的收入，具有广泛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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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搅拌主机(1)，与所述搅拌主机(1)相连、

用以向所述搅拌主机(1)连续输送粗料和精料的输料装置(5)，还包括用以带动所述搅拌主

机(1)连续运行的第一驱动电机(6)；

所述搅拌主机(1)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的进料斗(2)、与所述进料斗(2)相连的用以

容纳粗料和精料的筒体(3)，所述筒体(3)内设有搅拌单元(4)；

所述搅拌单元(4)在所述第一驱动电机(6)的带动下高速转动，以实现将粗料切成棉絮

状并将精料嵌入粗料，形成粗料和精料充分混合的TMR饲料；

所述筒体(3)的一侧设有用以将TMR饲料连续排出所述筒体(3)的出料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单元(4)包括搅拌

轴(41)、圆盘(42)、刀片底座(43)和用以切割粗料的刀片(44)；

多个所述圆盘(42)相互平行地平行套设于所述搅拌轴(41)，相邻的所述圆盘(42)间沿

其圆周方向均匀设有多个用以固定刀片(44)的刀片底座(43)，所述刀片(44)通过刀片底座

(43)固定于所述圆盘(42)；

所述搅拌轴(41)贯穿至所述筒体(3)外部，并通过传动装置与所述第一驱动电机(6)相

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圆盘(42)焊接于所述

搅拌轴(41)，所述刀片(44)通过紧固件可拆卸地安装于所述刀片底座(4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3)分为上筒体

(31)和下筒体(32)，所述上筒体(31)和所述下筒体(32)铰接，所述出料口设于所述下筒体

(32)的一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于所述出料口、用

以将TMR饲料输送至接料装置的筒状出料槽(13)，且所述出料槽(13)呈抛物线状弯曲。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料槽(13)铰接于所述

出料口，还包括连接所述出料槽(13)中部与所述进料斗(2)的弹性连接组件，以实现所述出

料槽(13)相对所述出料口的角度可调。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于所述搅拌主机

(1)和所述第一驱动电机(6)下方、用以固定二者的底座(14)；

所述底座(14)一端还设有用以控制所述搅拌主机(1)和所述第一驱动电机(6)的运行

的控制箱架(17)。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料装置

(5)包括输料皮带(7)，用以带动所述输料皮带(7)运动的第二驱动电机(8)；

所述输料皮带(7)的第一端设有导料槽，所述输料皮带(7)的第二端连接所述进料斗

(2)，以实现将粗料和精料由导料槽输送至所述进料斗(2)。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槽包括用以容纳

粗料的第一导料槽(20)，还包括固定于所述第一导料槽(20)，用以定量配给精料的精料计

量斗(16)，所述精料计量斗(16)的出口位于所述第一导料槽(20)的上方。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输料皮带(7)的第二

端与所述进料斗(2)之间还设有用以连接二者、防止粗料和精料飞溅的加料斗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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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TMR粉碎搅拌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饲料制备机械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TMR粉碎搅拌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TMR是英文Total  Mixed  Rations(全混合日粮)的简称，所谓全混合日粮(TMR)是

一种将粗料、精料、矿物质、维生素和其它添加剂充分混合，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以满足奶

牛需要的饲养技术。TMR技术将粗饲料切短后再与精料混合，这样物料在物理空间上产生了

互补作用，从而增加了牲畜干物质的采食量。

[0003] 为了适应现代化养殖行业的发展，TMR搅拌机得到了广泛地应用。传统的TMR搅拌

机是利用兼具搅拌功能的切刀对粗料进行切碎并与精料进行低速搅拌混合；且传统的TMR

搅拌机的工作方式为批量间歇式工作，也即将一定量的粗料和精料投入机体搅拌一定时间

后停机排料。传统的TMR搅拌机由机体、绞龙、刀片和传动装置构成，因为搅拌周期长，为了

达到一定的产量，机体通常在5m3以上，相应的绞龙、刀片与此体积相适应，配套动力设备功

率大，且转速低，将粗料和精料混合时间长，加工效率低下且生产单位质量的TMR饲料功耗

较高；TMR搅拌机体积庞大，占用空间较大且设备成本较高；此外，传统的TMR搅拌机绞龙及

刀片体积较大，无法将粗料充分切碎，导致TMR饲料不易被消化且营养转化吸收率较低。

[0004] 因此，如何解决传统TMR搅拌机设备成本高、产量低、功耗高和加工的TMR饲料营养

成分不易被吸收消化的问题成为本领域技术人员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TMR粉碎搅拌一体机，设备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且单

位质量的TMR饲料功耗较低，由上述TMR搅拌机加工的TMR饲料营养吸收转化率高，降低了牲

畜的育肥时间及育肥成本，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并将带来养殖饲料加工设备的巨大变革为

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包括搅拌主机，与所述搅拌主机

相连、用以向所述搅拌主机连续输送粗料和精料的输料装置，还包括用以带动所述搅拌主

机连续运行的第一驱动电机；

[0006] 所述搅拌主机包括自上而下依次设置的进料斗、与所述进料斗相连的用以容纳粗

料和精料的筒体，所述筒体内设有搅拌单元；

[0007] 所述搅拌单元在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的带动下高速转动，以实现将粗料切成棉絮状

并将精料嵌入粗料，形成粗料和精料充分混合的TMR饲料；

[0008] 所述筒体的一侧设有用以将TMR饲料连续排出所述筒体的出料口。

[0009] 优选地，所述搅拌单元包括搅拌轴、圆盘、刀片底座和用以切割粗料的刀片；

[0010] 多个所述圆盘相互平行地平行套设于所述搅拌轴，相邻的所述圆盘间沿其圆周方

向均匀设有多个用以固定刀片的刀片底座，所述刀片通过刀片底座固定于所述圆盘；

[0011] 所述搅拌轴贯穿至所述筒体外部，并通过传动装置与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相连。

[0012] 优选地，所述圆盘焊接于所述搅拌轴，所述刀片通过紧固件可拆卸地安装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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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片底座。

[0013] 优选地，所述筒体分为上筒体和下筒体，所述上筒体和所述下筒体铰接，所述出料

口设于所述下筒体的一侧。

[0014] 优选地，还包括设于所述出料口、用以将TMR饲料输送至接料装置的筒状出料槽，

且所述出料槽呈抛物线状弯曲。

[0015] 优选地，所述出料槽铰接于所述出料口，还包括连接所述出料槽中部与所述进料

斗的弹性连接组件，以实现所述出料槽相对所述出料口的角度可调。

[0016] 优选地，还包括设于所述搅拌主机和所述第一驱动电机下方、用以固定二者的底

座；

[0017] 所述底座一端还设有用以控制所述搅拌主机和所述第一驱动电机的运行的控制

箱架。

[0018] 优选地，所述输料装置包括输料皮带，用以带动所述输料皮带运动的第二驱动电

机；

[0019] 所述输料皮带的第一端设有导料槽，所述输料皮带的第二端连接所述进料斗，以

实现将粗料和精料由导料槽输送至所述进料斗。

[0020] 优选地，所述导料槽包括用以容纳粗料的第一导料槽，还包括固定于所述第一导

料槽，用以定量配给精料的精料计量斗，所述精料计量斗的出口位于所述第一导料槽的上

方。

[0021] 优选地，所述输料皮带的第二端与所述进料斗之间还设有用以连接二者、防止粗

料和精料飞溅的加料斗罩。

[0022] 相对于上述背景技术，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包括搅拌主机，与

搅拌主机相连的、向搅拌主机连续供料输料装置，还包括驱动搅拌主机连续运行的第一驱

动电机；搅拌主机设进料斗、筒体和搅拌单元，筒体设置出料口以便于连续地将TMR饲料排

出；与传统TMR搅拌机间歇式工作不同的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采取连

续工作的方式，也即通过输料装置连续进料，经搅拌单元将粗料和精料搅拌混合均匀后由

出料口连续排出；因此，即使TMR饲料需求量特别大，TMR粉碎搅拌一体机也无需像传统TMR

搅拌机一样设计的体积庞大，设备生产成本显著降低，经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TMR粉碎搅

拌一体机生产制造成本仅为传统TMR搅拌机的15％-20％。

[0023] 此外，由于本实用新型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体积小，用以带动搅拌主机运行

的第一驱动电机的功率也较小，一方面降低设备的生产制造成本，另一方面设备的功耗降

低，运行成本随之下降；传统的TMR搅拌机是利用兼具搅拌功能的切刀，低速转动实现将粗

饲料切短和与精饲料搅拌的功能。以一种传统TMR搅拌机为例，其转速26转/分，功率45KW，

产量2.5-3吨/批(每批约30分钟)。平均每吨耗能7.5千瓦时。本实用新型提供的TMR粉碎搅

拌一体机转速1470转/分(不低于960转/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转速有利于提高粉

碎和搅拌效率)，功率11.75KW，产量12吨/小时，平均每吨耗能0.98千瓦时，生产效率显著提

高，生产单位质量TMR饲料功耗极大降低，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显著。

[0024] 且搅拌单元在第一驱动电机带动下高速旋转，将粗料切成棉絮状并将精料嵌入粗

料中，破坏了包括秸秆在内的粗料表层坚硬致密的纤维结构，而通过对牲畜粪便的研究表

明，粗料表层坚硬致密的纤维结构正是消化不良和营养成本吸收不充分的主要原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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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纤维结构提高牲畜的对粗料的消化吸收，粗料的消化率由60％-70％提高至接近

100％，由精料嵌入粗料的TMR饲料粗料与精料混合均匀，更加有利于牲畜均衡摄取营养；且

经TMR粉碎搅拌一体机生产的TMR饲料适口性更佳，经饲喂肉牛实验，用该设备生产饲料一

是适口性好，采食时间从120分钟缩短到40分钟，减少反刍的能量消耗，而且无剩料。二是消

化率和吸收率高，与饲喂其他饲料的反刍动物相比，粪便排出量减少30％左右，日增重提高

20-25％，有效缩短了牲畜的育肥时间，为养殖户增收。

附图说明

[002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

可以根据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的示意图；

[0027] 图2为图1中搅拌主机及第一驱动电机示意图；

[0028] 图3为图2的俯视图；

[0029] 图4为图3中搅拌单元的示意图；

[0030] 图5为图4中搅拌单元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2]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

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3] 请参考图1至图5，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的示意

图；图2为图1中搅拌主机及第一驱动电机示意图；图3为图2的俯视图；图4为图3中搅拌单元

的示意图；图5为图4中搅拌单元的侧视图。

[003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包括搅拌主机1，与搅拌主机1相连、用来向

搅拌主机1连续输送粗料和精料的输料装置5，还包括用以带动搅拌主机1连续运行以实现

将粗料切碎并与精料混合的第一驱动电机6；搅拌主机1包括进料斗2、连接于进料斗2下方

的用来容纳粗料和精料的筒体3，筒体3提供将粗料粉碎并与精料搅拌的混合的空间，筒体3

内还设置用以将粗料切碎并与精料搅拌混合的搅拌单元4，搅拌单元4在第一驱动电机6的

带动下高速转动，将加入到筒体3内的粗料切成棉絮状并将精料击打嵌入粗料，从而形成粗

料和精料充分混合的TMR饲料，在筒体3的一侧还设有用来连续排出TMR饲料的出料口，以便

于完成连续进料、切碎搅拌混合及连续出料。所谓高速转动，是相对于传统TMR搅拌机而言

的，传统的TMR搅拌机转速一般在几十转/分，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转速

为传统TMR搅拌机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以实现将粗料切成棉絮状并将精料嵌入粗料。通常

来讲，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在第一驱动电机6带动下转速达到1470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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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理论上来讲，能够满足将粗料切成棉絮状的转速都满足要求，经反复试验表明，搅拌单

元4转速不低于960转/分时都能满足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转速有利于提高粉碎

效果和搅拌效率。

[0035] 上述TMR粉碎搅拌一体机能够连续进料并切割混合连续排出TMR饲料，即使TMR饲

料需求量很大，也无需将TMR粉碎搅拌一体机设计得很大，其体积远小于传统的TMR搅拌机，

占地空间小，生产制造成本也仅为传统TMR搅拌机的15％-20％。此外，由于本TMR粉碎搅拌

一体机体积小，其搅拌单元4的体积也远小于传统TMR搅拌机的绞龙、刀片44的体积，相应由

摩擦等产生的机械损失也降低，功耗降低，由前述数据显示，本实用新型提供TMR粉碎搅拌

一体机生产一吨TMR饲料的功耗为0.98千瓦时，远低于传统的TMR搅拌机，经济效益和环保

效益良好；且生产效率也显著提高；此外，由切割成棉絮状的粗料与精料混合形成的TMR饲

料，提高了TMR饲料与牲畜瘤胃内微生物和消化酶的接触面积，TMR饲料的消化率和营养吸

收率显著提高，高速旋转的搅拌单元4将精饲料均匀地击打嵌入粗饲料内，使粗精饲料得到

充分混合，不易分级，更加均匀，更加有利于牲畜均衡采食营养和转化吸收，缩短育肥时间，

为养殖户增收。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进行更加

详细的介绍。请参考图1，在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一种具体实施例中，TMR粉碎搅拌一体机包

括输料装置5、搅拌主机1和第一驱动电机6；第一驱动电机6和搅拌主机1并排设置，并由第

一驱动电机6带动搅拌主机1高速运行；搅拌主机1的结构如图2所示：搅拌主机1包括自上而

下依次设置的进料斗2和筒体3，筒体3内具有将粗料切碎并和精料混合的搅拌单元4，输料

装置5的末端连接搅拌主机1的进料斗2，为搅拌主机1提供TMR饲料原料，也即粗料和精料，

粗料通常为青贮或黄贮秸秆等；筒体3的一侧具体为如图1所示的右侧开设有出料口，用以

将加工好的TMR饲料连续排出，实现TMR饲料的连续生产。为满足上述转速需求，第一驱动电

机6采用四级电机，并通过传动装置和搅拌主机1连接；所谓四级电机，是指电机的电极个数

为四，也即极对数为二，其同步转速为1500转/分，异步转速在1450转左右，很好的满足了搅

拌单元4对转速的需求，当然也可以采用转速符合要求的其它型号的电机作为第一驱动电

机6。

[0037] 上述TMR粉碎搅拌一体机的搅拌单元4可参考图3、图4和图5，其搅拌单元4主要包

括搅拌轴41、圆盘42、刀片底座43和用来切割粉碎粗料的刀片44；包括多个圆盘42，多个圆

盘42相互平行的套设固定于搅拌轴41，搅拌轴41穿过圆盘42的圆心，在相邻的圆盘42上沿

其周向均匀固定多个刀片底座43，任一刀片底座43上固定有两个个刀片44，其中，圆盘42焊

接于搅拌轴41，刀片44通过螺栓等方便拆装的紧固件固定在刀架底座14上，以便于定期更

换刀片44。在一种具体实施例中，圆盘42的个数为3，圆盘42周向固定3组刀片底座43，也即

相邻的刀片底座43与圆心夹角为120°；当然，圆盘42、刀片底座43、刀片44的个数以及一组

刀片底座43上固定刀片44的个数可根据TMR粉碎搅拌一体机的型号及实际生产需要调整。

搅拌轴41贯穿至筒体3的外部，并通过传统装置连接第一驱动电机6带动刀片44进行高速旋

转，以实现对粗料切割，将粗料切成棉絮状，高速旋转的刀片44侧壁击打精料，并将精料嵌

入粗料内，形成TMR饲料并由位于筒体3一侧的出料口连续排出，实现TMR饲料的连续生产。

[0038] 请参考图1，搅拌主机1的筒体3分为上筒体31和下筒体32，上筒体31和下筒体32以

一端为轴铰接固定，另一端可通过紧固螺栓等方式进行固定以便于对筒体3及其内部的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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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单元4进行维护，出料口具体设置在下筒体32的一侧。

[0039] 为防止将TMR饲料从出料口排出时飞溅及可能混合在其中异物伤人，还在出料口

处设置将TMR饲料由出料口输送至接料装置的出料槽13，出料槽13呈套筒状，出料槽13铰接

于出料口，可以以螺栓为轴旋转固定在出料口，出料槽13沿其长度延伸方向呈抛物线状，以

拟合TMR饲料由出料口抛出时的轨迹。同时，由于不同用户采用接料的车具等装置高度不

同，本实用新型还特别设置弹性连接组件连接出料槽13中部与进料斗2，以实现出料槽13相

对出料口的角度也即出料槽13的出口高度可调，能够将TMR饲料排出至各种型号的接料装

置。

[0040] 在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另一种具体实施例中，还包括用以将搅拌主机1和第一驱

动电机6并排固定的底座14，搅拌单元4的搅拌轴41通过调心轴承18和轴承座19支撑，轴承

座19和筒体3均固定在底座14上，第一驱动电机6与搅拌主机1并排设置，固定在底座14的另

一侧，并通过传动装置与搅拌轴41连接。在底座14的一端还设置用以控制第一驱动电机6及

搅拌主机1运行的控制箱架17。

[0041] 上述输料装置5具体可采用传送带组件，输送快捷高效，且成本相对较低；传送带

组件包括输料皮带7、皮带支架11，输料皮带7固定于皮带支架11，皮带支架11的第一端设置

导向滚筒9，第二端设置驱动滚筒10，驱动滚筒连接于用以带动输料皮带7运动的第二驱动

电机8；输料皮带7的第一端的上方设有导料槽，导料槽具体包括输送粗料第一导料槽20和

固定在第一导料槽20，用来定量配给精料的精料计量斗16，精料计量斗16出口位于第一导

料槽20的上方，第一导料槽20和精料计量斗16固定在皮带支架11上，第一导料槽20的下端

口敞开并贴于与输料皮带7(保持一定间隙，防止与输料皮带7发生摩擦)。TMR粉碎搅拌一体

机运行时，利用铲车等机械工具将秸秆等粗料上料至第一导料槽20，通过精料计量斗16定

量配给精料，并通过输料皮带7输送至进料斗2内，因此第一导料槽20的大小与铲车铲斗的

大小匹配。需要说明的是，驱动滚筒10与导向滚筒9的相对位置可适当调整。为防止粗料和

精料在进入进料斗2处飞溅，还在输料皮带7的第二端和进料斗2之间设置密封连接二者的

加料斗罩15，加料斗罩15的形状如图1所示。

[0042]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生产效率高，设备成本低，操作简便，运

行稳定，生产的饲料品质佳易被消化吸收。利用该设备生产的饲料每吨加工成本仅2.5元，

节约能耗30％以上，人工费降低50％，每生产1吨饲料节省电费1.7元，人工费降低12.5元，

每吨饲料降低成本共计14.2元；每天生产10小时计算，1天可节省成本142元。采用本设备生

产TMR饲料，牲畜增肥快，制料成本低。肉牛育肥期每天平均投入TMR饲料成本15元以内，日

增重达2000克以上，改变了养殖业饲料资源匮乏、养殖成本高的重大难题，较传统养殖日增

重提高20％以上，1个育肥期缩短育肥时间48天(育肥期240天)，每头育肥牛节省成本(增加

收入)800-960元。此设备每台售价仅2万元，成本投入低，操作简单，运行稳定，而且效率高，

彻底解决了秸秆因质地粗硬、适口性差、消化率低、不易贮存等因素不能作为优势粗饲料使

用的难题，可部分替代苜蓿和羊草广泛应用于大、中、小型各种规模牛、羊、鹅养殖企业，其

前景十分广阔。使用该设备，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节省人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养殖场(户)

的经济效益，推广前景好。该项技术设备的研发应用将带来养殖设备的巨大变革，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0043]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说明书中，诸如第一和第二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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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与另外几个实体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之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

关系或者顺序。

[0044]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TMR粉碎搅拌一体机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

具体个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

解本实用新型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

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若干改进和修饰，这些改进和修

饰也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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