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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昆虫饲料技术领域，尤其为一种

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及其方法，包

括箱体，所述箱体顶端面左侧开设有进料口，所

述箱体的顶端面内侧左端固定连接有筛选粉碎

装置，所述筛选粉碎装置的右端面固定有挡板，

所述筛选粉碎装置的正下方设有送料干燥装置，

所述送料干燥装置的正下方设有收集箱，且收集

箱与箱体滑动连接，所述收集箱和筛选粉碎装置

的左端面均固定连接有把手，所述收集箱的右端

面固定连接有成型装置，所述成型装置的顶端面

后侧固定连接有切割装置，本发明中，通过设置

的风机、电热丝、干燥筒和进料管，可以实现对饲

料的全面干燥，以保证饲料的存放，而且可以同

时进混料，有效的节省了其他设备的投入，降低

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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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顶

端面左侧开设有进料口，所述箱体（1）的顶端面内侧左端固定连接有筛选粉碎装置（2），所

述筛选粉碎装置（2）的右端面固定有挡板（3），所述筛选粉碎装置（2）的正下方设有送料干

燥装置（4），所述送料干燥装置（4）的正下方设有收集箱（5），且收集箱（5）与箱体（1）滑动连

接，所述收集箱（5）和筛选粉碎装置（2）的左端面均固定连接有把手（6），所述收集箱（5）的

右端面固定连接有成型装置（7），所述成型装置（7）的顶端面后侧固定连接有切割装置（8），

所述送料干燥装置（4）的右侧设有进料管（9），且进料管（9）与箱体（1）螺旋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筛

选粉碎装置（2）包括第一电动推杆（201）、和十字架（202），所述箱体（1）的顶端面内侧固定

连接有第一电动推杆（201），所述第一电动推杆（201）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十字架（202），

所述十字架（202）的底端面前侧固定连接有粉碎电机（203），所述十字架（202）的底端面左

侧、底端面右侧和底端面后侧均固定连接有搅拌棒（204），所述粉碎电机（203）的下方设有

粉碎板（205），所述粉碎板（205）的底端滑动连接有格栅板（206），所述格栅板（206）的外侧

固定连接有固定环（207），所述固定环（207）的外侧滑动连接滑轨（208），所述固定环（207）

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橡胶垫板（209），且橡胶垫板（209）的左端面与把手（6）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搅

拌棒（204）是由橡胶材质的棒体构成的，所述粉碎电机（203）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限位板

（210），所述限位板（210）的底端面固定连接有套杆（211），所述套杆（211）的底端外侧套接

有套筒（212），所述套杆（211）的外侧套接有压缩弹簧（213），所述套筒（212）的底端与粉碎

板（205）固定连接，且粉碎板（205）的底端面呈圆弧状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送

料干燥装置（4）包括传送带（401）和干燥筒（402），所述传送带（401）的后端面与箱体（1）固

定连接，所述传送带（401）的右侧设有干燥筒（402），所述干燥筒（402）呈细网状设置，且干

燥筒（402）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架（407），所述固定架（407）的外侧转动连接有固定环

（408），左右两侧所述固定环（408）的顶端分别铰接有固定杆（409）和第二电动推杆（410），

且固定杆（409）和第二电动推杆（410）分别与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箱体（1）顶端面内侧固

定连接有风机（411），所述风机（411）的正下方设有电热丝（412），且电热丝（412）位于干燥

筒（402）正上方，所述固定杆（409）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翻转电机（413），所述翻转电机

（413）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翻转齿轮（414），所述翻转齿轮（414）的外侧啮合有齿环

（415），且齿环（415）与干燥筒（402）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

送带（401）的右侧设置在干燥筒（402）内侧，且传送带（401）的带面呈网状设置，所述传送带

（401）呈15度角倾斜设置，所述挡板（3）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水泵（403），所述水泵（403）的

输入端连通有进水管（404），所述水泵（403）的输出端连通有出水管（405），且出水管（405）

的另一端连通有喷头（406），且喷头（406）位于传送带（401）的正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成

型装置（7）包括收料箱（701），所述箱体（1）底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成型电机（702），所述成

型电机（702）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螺旋叶片（703），且螺旋叶片（703）与收料箱（701）转动

连接，所述收料箱（701）的右侧连通有出料桶（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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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切

割装置（8）包括第一电机（801），所述第一电机（801）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第一偏心轮

（802），所述第一偏心轮（802）的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滑动架（803），所述第一滑动架（803）

与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滑动架（803）的底端面固定连接有一字切割刀板（80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切

割装置（8）包括第二电机（805），所述第二电机（805）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第二偏心轮

（806），所述第二偏心轮（806）的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滑动架（807），所述第二滑动架（807）

与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滑动架（807）的底端面固定连接有格栅切割刀板（808）。

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加工步骤：

1）、原料筛选粉碎：将餐厅食物垃圾通过进料口放入箱体（1）内部，然后粉碎电机（203）

接通电源，粉碎电机（203）带动十字架（202）转动，然后带动搅拌棒（204）和粉碎板（205）转

动，实现将食物通过格栅板（206）进行粉碎和筛选，橡胶材质搅拌棒（204）和套筒（212）的设

置，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降低了其他垃圾对设备的损坏，使用一定时间之后，可以断

开粉碎电机（203）的电源，然后第一电动推杆（201）接通电源收缩，带动十字架（202）、搅拌

棒（204）和粉碎板（205）上升，然后抽出固定环（207），带动格栅板（206）抽出，以便于清理其

他垃圾，橡胶垫板（209）的设置，可以保证较好密闭效果；

2）、材料送料烘干：经上述处理之后的垃圾落入到传送带（401）上，然后传送带（401）和

水泵（403）同时接通电源工作，传送带（401）将厨房垃圾不断向右上传送，然后水泵（403）将

外界的水源通过进水管（404）、出水管（405）和喷头（406）喷洒在餐厅垃圾上，然后带走油水

流入到收集箱（5）内，然后传送带（401）将脱去油水的餐厅垃圾传送到干燥筒（402）内，然后

风机（411）、电热丝（412）、翻转电机（413）同时接通电源工作，实现对干燥筒（402）内的餐厅

垃圾进行干燥处理，同时可以通过进料管（9），对干燥筒（402）内进行添加其他饲料，实现充

分的搅拌，最后螺旋拧出进料管（9），然后第二电动推杆（410）伸长，实现将干燥筒（402）倾

斜放置，将材料倒入到成型装置内部；

3）、原料成型：当原料倒入到成型装置的收料箱（701）内部时，成型电机（702）接通电源

工作，带动螺旋叶片（703）转动，将原料挤压到出料桶（704）内部，实现按压成块的效果；

4）饲料成型：第一电机（801）或第二电机（805）接通电源，带动第一偏心轮（802）或第二

偏心轮（806）转动，然后带动第一滑动架（803）或第二滑动架（807）上下移动，从带动一字切

割刀板（804）或格栅切割刀板（808）上下移动，实现对原料的切割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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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昆虫饲料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及

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餐厨垃圾，是指剩饭菜、餐桌废弃物及厨房下角料的总称。其主要成份是米、面、淀

粉类，骨、肉、油、皮、刺、鳞等，其中富含维生素、淀粉、蛋白质、油脂、食用纤维、脂肪酸、糖、

盐等营养物质，以及钙、钠、镁、钾、铁等矿物质，而餐厅垃圾的随意丢弃不仅浪费资源，而且

污染坏境，因此需要对餐厨垃圾进行回收利用，因此，对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

设备及其方法的需求日益增长。

[0003]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大部分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设计较为简单，自动化程

度较低，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人力进行辅助，不仅浪费人力，而且容易使人员感染细菌病毒

等，一些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的使用效果存在缺陷，不仅干燥拌料不够全面彻底，

而且程序较多，不利用使用等，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

设备及其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

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包括箱体，所述箱体顶端面左侧开设有进料

口，所述箱体的顶端面内侧左端固定连接有筛选粉碎装置，所述筛选粉碎装置的右端面固

定有挡板，所述筛选粉碎装置的正下方设有送料干燥装置，所述送料干燥装置的正下方设

有收集箱，且收集箱与箱体滑动连接，所述收集箱和筛选粉碎装置的左端面均固定连接有

把手，所述收集箱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成型装置，所述成型装置的顶端面后侧固定连接有

切割装置，所述送料干燥装置的右侧设有进料管，且进料管与箱体螺旋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筛选粉碎装置包括第一电动推杆、和十字架，所述箱体的顶端面内侧

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推杆，所述第一电动推杆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十字架，所述十字架

的底端面前侧固定连接有粉碎电机，所述十字架的底端面左侧、底端面右侧和底端面后侧

均固定连接有搅拌棒，所述粉碎电机的下方设有粉碎板，所述粉碎板的底端滑动连接有格

栅板，所述格栅板的外侧固定连接有固定环，所述固定环的外侧滑动连接滑轨，所述固定环

的左侧固定连接有橡胶垫板，且橡胶垫板的左端面与把手固定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搅拌棒是由橡胶材质的棒体构成的，所述粉碎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

连接有限位板，所述限位板的底端面固定连接有套杆，所述套杆的底端外侧套接有套筒，所

述套杆的外侧套接有压缩弹簧，所述套筒的底端与粉碎板固定连接，且粉碎板的底端面呈

圆弧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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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送料干燥装置包括传送带和干燥筒，所述传送带的后端面与箱体固

定连接，所述传送带的右侧设有干燥筒，所述干燥筒呈细网状设置，且干燥筒的两侧均固定

连接有固定架，所述固定架的外侧转动连接有固定环，左右两侧所述固定环的顶端分别铰

接有固定杆和第二电动推杆，且固定杆和第二电动推杆分别与箱体固定连接，所述箱体顶

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风机，所述风机的正下方设有电热丝，且电热丝位于干燥筒正上方，所

述固定杆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翻转电机，所述翻转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翻转齿轮，

所述翻转齿轮的外侧啮合有齿环，且齿环与干燥筒固定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传送带的右侧设置在干燥筒内侧，且传送带的带面呈网状设置，所述

传送带呈15度角倾斜设置，所述挡板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水泵，所述水泵的输入端连通有

进水管，所述水泵的输出端连通有出水管，且出水管的另一端连通有喷头，且喷头位于传送

带的正上方。

[0010] 优选的，所述成型装置包括收料箱，所述箱体底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成型电机，所

述成型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螺旋叶片，且螺旋叶片与收料箱转动连接，所述收料箱

的右侧连通有出料桶。

[0011] 优选的，所述切割装置包括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第一偏

心轮，所述第一偏心轮的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滑动架，所述第一滑动架与箱体固定连接，所

述第一滑动架的底端面固定连接有一字切割刀板。

[0012] 优选的，所述切割装置包括第二电机，所述第二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第二偏

心轮，所述第二偏心轮的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滑动架，所述第二滑动架与箱体固定连接，所

述第二滑动架的底端面固定连接有格栅切割刀板。

[0013] 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方法，它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1）、原料筛选粉碎：将餐厅食物垃圾通过进料口放入箱体内部，然后粉碎电机接通电

源，粉碎电机带动十字架转动，然后带动搅拌棒和粉碎板转动，实现将食物通过格栅板进行

粉碎和筛选，橡胶材质搅拌棒和套筒的设置，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降低了其他垃圾对

设备的损坏，使用一定时间之后，可以断开粉碎电机的电源，然后第一电动推杆接通电源收

缩，带动十字架、搅拌棒和粉碎板上升，然后抽出固定环，带动格栅板抽出，以便于清理其他

垃圾，橡胶垫板的设置，可以保证较好密闭效果。

[0014] 2）、材料送料烘干：经上述处理之后的垃圾落入到传送带上，然后传送带和水泵同

时接通电源工作，传送带将厨房垃圾不断向右上传送，然后水泵将外界的水源通过进水管、

出水管和喷头喷洒在餐厅垃圾上，然后带走油水流入到收集箱内，然后传送带将脱去油水

的餐厅垃圾传送到干燥筒内，然后风机、电热丝、翻转电机同时接通电源工作，实现对干燥

筒内的餐厅垃圾进行干燥处理，同时可以通过进料管，对干燥筒内进行添加其他饲料，实现

充分的搅拌，最后螺旋拧出进料管，然后第二电动推杆伸长，实现将干燥筒倾斜放置，将材

料倒入到成型装置内部。

[0015] 3）、原料成型：当原料倒入到成型装置的收料箱内部时，成型电机接通电源工作，

带动螺旋叶片转动，将原料挤压到出料桶内部，实现按压成块的效果。

[0016] 4）饲料成型：第一电机或第二电机接通电源，带动第一偏心轮或第二偏心轮转动，

然后带动第一滑动架或第二滑动架上下移动，从带动一字切割刀板或格栅切割刀板上下移

动，实现对原料的切割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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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筛选粉碎装置，可以自动对原料进行筛选，不仅减轻了人力，

而且保证了较好的卫生程度，有效的防止了对工作人员的危害；

2、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传送带、水泵和收集箱，可以实现对厨房垃圾进行去油的操

作，不仅便于对油水的收集和清理，而且保证了厨房垃圾的质量，以保证饲料的质量；

3、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风机、电热丝、干燥筒和进料管，可以实现对饲料的全面干燥，

以保证饲料的存放，而且可以同时进混料，有效的节省了其他设备的投入，降低了生产成

本；

4、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的成型装置和切割装置，可以实现对饲料进行压缩和切割，并且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饲料切割的大小，以满足于不同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图1剖视图；

图3为本发明筛选粉碎装置安装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图3的A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干燥桶安装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水泵安装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成型装置安装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一字切割刀板安装结构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格栅切割刀板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箱体、2-筛选粉碎装置、201-第一电动推杆、202-十字架、203-粉碎电机、

204-搅拌棒、205-粉碎板、206-格栅板、207-固定环、208-滑轨、209-橡胶垫、210-限位板、

211-套杆、212-套筒、213-压缩弹簧、3-挡板、4-送料干燥装置、401-传送带、402-干燥筒、

403-水泵、404-进水管、405-出水管、406-喷头、407-固定架、408-固定环、409-固定杆、410-

第二电动推杆、411-风机、412-电热丝、413-翻转电机、414-翻转齿轮、415-齿环、5-收集箱、

6-把手、7-成型装置、701-收料箱、702-成型电机、703-螺旋叶片、704-出料桶、8-切割装置、

801-第一电机、802-第一偏心轮、803-第一滑动架、804-一字切割刀板、805-第二电机、806-

第二偏心轮、807-第二滑动架、808-格栅切割刀板、9-进料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1：请参阅图1-8，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包括箱体1，所述箱体1顶端面左侧开设有进

料口，便于物料的进入，所述箱体1的顶端面内侧左端固定连接有筛选粉碎装置2，所述筛选

粉碎装置2的右端面固定有挡板3，可以起到较好遮挡和固定作用，所述筛选粉碎装置2的正

下方设有送料干燥装置4，所述送料干燥装置4的正下方设有收集箱5，且收集箱5与箱体1滑

动连接，便于对油水的排出，所述收集箱5和筛选粉碎装置2的左端面均固定连接有把手6，

所述收集箱5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成型装置7，所述成型装置7的顶端面后侧固定连接有切

割装置8，所述送料干燥装置4的右侧设有进料管9，且进料管9与箱体1螺旋连接，可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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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管9深入干燥筒402的深度，所述筛选粉碎装置2包括第一电动推杆201、和十字架202，

所述箱体1的顶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推杆201，所述第一电动推杆201的主轴末端

固定连接有十字架202，所述十字架202的底端面前侧固定连接有粉碎电机203，所述十字架

202的底端面左侧、底端面右侧和底端面后侧均固定连接有搅拌棒204，所述粉碎电机203的

下方设有粉碎板205，所述粉碎板205的底端滑动连接有格栅板206，所述格栅板206的外侧

固定连接有固定环207，所述固定环207的外侧滑动连接滑轨208，所述固定环207的左侧固

定连接有橡胶垫板209，且橡胶垫板209的左端面与把手6固定连接，通过设置的筛选粉碎装

置2，可以自动对原料进行筛选，不仅减轻了人力，而且保证了较好的卫生程度，有效的防止

了对工作人员的危害，所述搅拌棒204是由橡胶材质的棒体构成的，所述粉碎电机203的主

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限位板210，所述限位板210的底端面固定连接有套杆211，所述套杆211

的底端外侧套接有套筒212，所述套杆211的外侧套接有压缩弹簧213，所述套筒212的底端

与粉碎板205固定连接，且粉碎板205的底端面呈圆弧状设置，这种设置可以针对其他垃圾

时，起到较好而动缓冲效果，所述送料干燥装置4包括传送带401和干燥筒402，所述传送带

401的后端面与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传送带401的右侧设有干燥筒402，所述干燥筒402呈细

网状设置，且干燥筒402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架407，所述固定架407的外侧转动连接有

固定环408，左右两侧所述固定环408的顶端分别铰接有固定杆409和第二电动推杆410，且

固定杆409和第二电动推杆410分别与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箱体1顶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风

机411，所述风机411的正下方设有电热丝412，且电热丝412位于干燥筒402正上方，所述固

定杆409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翻转电机413，所述翻转电机413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翻转

齿轮414，所述翻转齿轮414的外侧啮合有齿环415，且齿环415与干燥筒402固定连接，通过

设置的风机411、电热丝412、干燥筒402和进料管9，可以实现对饲料的全面干燥，以保证饲

料的存放，而且可以同时进混料，有效的节省了其他设备的投入，降低了生产成本，所述传

送带401的右侧设置在干燥筒402内侧，且传送带401的带面呈网状设置，所述传送带401呈

15度角倾斜设置，所述挡板3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水泵403，所述水泵403的输入端连通有进

水管404，所述水泵403的输出端连通有出水管405，且出水管405的另一端连通有喷头406，

且喷头406位于传送带401的正上方，通过设置的传送带401、水泵403和收集箱5，可以实现

对厨房垃圾进行去油的操作，不仅便于对油水的收集和清理，而且保证了厨房垃圾的质量，

以保证饲料的质量，所述成型装置7包括收料箱701，所述箱体1底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成型

电机702，所述成型电机702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螺旋叶片703，且螺旋叶片703与收料箱

701转动连接，所述收料箱701的右侧连通有出料桶704，便于饲料的压缩成块，所述切割装

置8包括第一电机801，所述第一电机801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第一偏心轮802，所述第一偏

心轮802的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一滑动架803，所述第一滑动架803与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第

一滑动架803的底端面固定连接有一字切割刀板804，可以自动对饲料进行切块处理，减少

人工操作，保证了生产效率。

[0021] 第一电动推杆201和第二电动推杆410的型号均为龙翔XTL100-N，粉碎电机203、翻

转电机413、成型电机702和第一电机801的型号均为zhengk  ZGB37RG，水泵403为渝乐

RGB15-15，风机411为SCSAYUU牌SY-FYSJ01型号，电热丝412为钢花牌HRE发热丝。

[0022] 制作大颗粒饲料方法：将餐厅食物垃圾通过进料口放入箱体1内部，然后粉碎电机

203接通电源，粉碎电机203带动十字架202转动，然后带动搅拌棒204和粉碎板205转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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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食物通过格栅板206进行粉碎和筛选，橡胶材质搅拌棒204和套筒212的设置，可以起到

一定的缓冲作用，降低了其他垃圾对设备的损坏，使用一定时间之后，可以断开粉碎电机

203的电源，然后第一电动推杆201接通电源收缩，带动十字架202、搅拌棒204和粉碎板205

上升，然后抽出固定环207，带动格栅板206抽出，以便于清理其他垃圾，橡胶垫板209的设

置，可以保证较好密闭效果，经上述处理之后的垃圾落入到传送带401上，然后传送带401和

水泵403同时接通电源工作，传送带401将厨房垃圾不断向右上传送，然后水泵403将外界的

水源通过进水管404、出水管405和喷头406喷洒在餐厅垃圾上，然后带走油水流入到收集箱

5内，然后传送带401将脱去油水的餐厅垃圾传送到干燥筒402内，然后风机411、电热丝412、

翻转电机413同时接通电源工作，实现对干燥筒402内的餐厅垃圾进行干燥处理，同时可以

通过进料管9，对干燥筒402内进行添加其他饲料，实现充分的搅拌，最后螺旋拧出进料管9，

然后第二电动推杆410伸长，实现将干燥筒402倾斜放置，将材料倒入到成型装置内部，当原

料倒入到成型装置的收料箱701内部时，成型电机702接通电源工作，带动螺旋叶片703转

动，将原料挤压到出料桶704内部，实现按压成块的效果，第一电机801接通电源，带动第一

偏心轮802转动，然后带动第一滑动架803从而带动一字切割刀板804，实现对原料的切割成

型。

[0023] 实施例2：请参阅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9，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一种利用餐厨垃圾制作昆虫饲料的设备，包括箱体1，所述箱体1顶端面左侧开设有进

料口，便于物料的进入，所述箱体1的顶端面内侧左端固定连接有筛选粉碎装置2，所述筛选

粉碎装置2的右端面固定有挡板3，可以起到较好遮挡和固定作用，所述筛选粉碎装置2的正

下方设有送料干燥装置4，所述送料干燥装置4的正下方设有收集箱5，且收集箱5与箱体1滑

动连接，便于对油水的排出，所述收集箱5和筛选粉碎装置2的左端面均固定连接有把手6，

所述收集箱5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成型装置7，所述成型装置7的顶端面后侧固定连接有切

割装置8，所述送料干燥装置4的右侧设有进料管9，且进料管9与箱体1螺旋连接，可以调节

进料管9深入干燥筒402的深度，所述筛选粉碎装置2包括第一电动推杆201、和十字架202，

所述箱体1的顶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第一电动推杆201，所述第一电动推杆201的主轴末端

固定连接有十字架202，所述十字架202的底端面前侧固定连接有粉碎电机203，所述十字架

202的底端面左侧、底端面右侧和底端面后侧均固定连接有搅拌棒204，所述粉碎电机203的

下方设有粉碎板205，所述粉碎板205的底端滑动连接有格栅板206，所述格栅板206的外侧

固定连接有固定环207，所述固定环207的外侧滑动连接滑轨208，所述固定环207的左侧固

定连接有橡胶垫板209，且橡胶垫板209的左端面与把手6固定连接，通过设置的筛选粉碎装

置2，可以自动对原料进行筛选，不仅减轻了人力，而且保证了较好的卫生程度，有效的防止

了对工作人员的危害，所述搅拌棒204是由橡胶材质的棒体构成的，所述粉碎电机203的主

轴末端固定连接有限位板210，所述限位板210的底端面固定连接有套杆211，所述套杆211

的底端外侧套接有套筒212，所述套杆211的外侧套接有压缩弹簧213，所述套筒212的底端

与粉碎板205固定连接，且粉碎板205的底端面呈圆弧状设置，这种设置可以针对其他垃圾

时，起到较好而动缓冲效果，所述送料干燥装置4包括传送带401和干燥筒402，所述传送带

401的后端面与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传送带401的右侧设有干燥筒402，所述干燥筒402呈细

网状设置，且干燥筒402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架407，所述固定架407的外侧转动连接有

固定环408，左右两侧所述固定环408的顶端分别铰接有固定杆409和第二电动推杆410，且

说　明　书 5/7 页

8

CN 110800867 A

8



固定杆409和第二电动推杆410分别与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箱体1顶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风

机411，所述风机411的正下方设有电热丝412，且电热丝412位于干燥筒402正上方，所述固

定杆409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翻转电机413，所述翻转电机413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翻转

齿轮414，所述翻转齿轮414的外侧啮合有齿环415，且齿环415与干燥筒402固定连接，通过

设置的风机411、电热丝412、干燥筒402和进料管9，可以实现对饲料的全面干燥，以保证饲

料的存放，而且可以同时进混料，有效的节省了其他设备的投入，降低了生产成本，所述传

送带401的右侧设置在干燥筒402内侧，且传送带401的带面呈网状设置，所述传送带401呈

15度角倾斜设置，所述挡板3的右端面固定连接有水泵403，所述水泵403的输入端连通有进

水管404，所述水泵403的输出端连通有出水管405，且出水管405的另一端连通有喷头406，

且喷头406位于传送带401的正上方，通过设置的传送带401、水泵403和收集箱5，可以实现

对厨房垃圾进行去油的操作，不仅便于对油水的收集和清理，而且保证了厨房垃圾的质量，

以保证饲料的质量，所述成型装置7包括收料箱701，所述箱体1底端面内侧固定连接有成型

电机702，所述成型电机702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螺旋叶片703，且螺旋叶片703与收料箱

701转动连接，所述收料箱701的右侧连通有出料桶704，便于饲料的压缩成块，所述切割装

置8包括第二电机805，所述第二电机805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第二偏心轮806，所述第二偏

心轮806的外侧固定连接有第二滑动架807，所述第二滑动架807与箱体1固定连接，所述第

二滑动架807的底端面固定连接有格栅切割刀板808，可以自动对饲料进行切块处理，减少

人工操作，保证了生产效率。

[0024] 第一电动推杆201和第二电动推杆410的型号均为龙翔XTL100-N，粉碎电机203、翻

转电机413、成型电机702和第二电机805的型号均为zhengk  ZGB37RG，水泵403为渝乐

RGB15-15，风机411为SCSAYUU牌SY-FYSJ01型号，电热丝412为钢花牌HRE发热丝。

[0025] 制作小颗粒方法：将餐厅食物垃圾通过进料口放入箱体1内部，然后粉碎电机203

接通电源，粉碎电机203带动十字架202转动，然后带动搅拌棒204和粉碎板205转动，实现将

食物通过格栅板206进行粉碎和筛选，橡胶材质搅拌棒204和套筒212的设置，可以起到一定

的缓冲作用，降低了其他垃圾对设备的损坏，使用一定时间之后，可以断开粉碎电机203的

电源，然后第一电动推杆201接通电源收缩，带动十字架202、搅拌棒204和粉碎板205上升，

然后抽出固定环207，带动格栅板206抽出，以便于清理其他垃圾，橡胶垫板209的设置，可以

保证较好密闭效果，经上述处理之后的垃圾落入到传送带401上，然后传送带401和水泵403

同时接通电源工作，传送带401将厨房垃圾不断向右上传送，然后水泵403将外界的水源通

过进水管404、出水管405和喷头406喷洒在餐厅垃圾上，然后带走油水流入到收集箱5内，然

后传送带401将脱去油水的餐厅垃圾传送到干燥筒402内，然后风机411、电热丝412、翻转电

机413同时接通电源工作，实现对干燥筒402内的餐厅垃圾进行干燥处理，同时可以通过进

料管9，对干燥筒402内进行添加其他饲料，实现充分的搅拌，最后螺旋拧出进料管9，然后第

二电动推杆410伸长，实现将干燥筒402倾斜放置，将材料倒入到成型装置内部，当原料倒入

到成型装置的收料箱701内部时，成型电机702接通电源工作，带动螺旋叶片703转动，将原

料挤压到出料桶704内部，实现按压成块的效果，第二电机805接通电源，带动第二偏心轮

806转动，然后带动第二滑动架807上下移动，从而带动格栅切割刀板808上下移动，实现对

原料的切割成型。

[0026]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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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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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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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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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3

CN 110800867 A

13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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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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