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192563.X

(22)申请日 2018.10.13

(71)申请人 徐巍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

蓝堡蓝二期一号楼

(72)发明人 徐巍　

(51)Int.Cl.

F26B 11/16(2006.01)

F26B 21/00(2006.01)

F26B 25/00(2006.01)

F26B 25/04(2006.01)

F26B 25/2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

干机，包括支架、底板和烘干箱，所述支架上侧设

置有所述底板，所述底板上侧设置有所述烘干

箱，所述烘干箱下侧设置有下料斗。有益效果在

于：通过设置的测温探头和显示屏，使得饲料的

温度得到实时测量并及时显示出来，进而使得操

作人员对饲料的烘干过程进行精准控制，通过设

置的水分测定仪，使得饲料的水分含量得到精准

控制，进而保证饲料的质量，通过设置的继电器

开关和控制器，使得饲料的倾倒工作自动完成，

降低人工劳动强度，提高饲料烘干效率，通过设

置的指示灯和扬声器，使得饲料在烘干完成后及

时进行明灯和语音提醒，使得操作人员及时得知

烘干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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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1）、底板（5）和烘干箱

（12），所述支架（1）上侧设置有所述底板（5），所述底板（5）上侧设置有所述烘干箱（12），所

述烘干箱（12）下侧设置有下料斗（4），所述下料斗（4）下侧设置有挡板（3），所述下料斗（4）

一侧壁设置有继电器开关（17），所述挡板（3）下侧设置有下料槽（2），所述底板（5）远离所述

烘干箱（12）一侧设置有支撑架（6），所述支撑架（6）上侧设置有一号电动机（7），所述一号电

动机（7）靠近所述烘干箱（12）一侧设置有转动轴（8），所述烘干箱（12）外侧设置有操作面板

（9），所述操作面板（9）外侧设置有显示屏（10），所述操作面板（9）远离所述显示屏（10）一侧

设置有调节钮（11），所述操作面板（9）下侧设置有扬声器（30），所述操作面板（9）内设置有

控制器（29），所述烘干箱（12）远离所述操作面板（9）一侧设置有提示灯（28），所述烘干箱

（12）上侧设置有风箱（13），所述风箱（13）上侧设置有进风管（14），所述进风管（14）内设置

有电热丝（18），所述电热丝（18）下侧设置有二号电动机（19），所述二号电动机（19）下侧设

置有风扇（20），所述风箱（13）内设置有进风孔（21），所述烘干箱（12）远离所述风箱（13）一

侧设置有进料斗（15），所述烘干箱（12）远离所述一号电动机（7）一侧设置有出风管（16），所

述烘干箱（12）内设置有搅拌辊（24），所述搅拌辊（24）下侧设置有下料口（25），所述进料斗

（15）内设置有进料口（22），所述烘干箱（12）内靠近所述出风管（16）一侧设置有测温探头

（26），所述测温探头（26）下侧设置有水分测定仪（27），所述转动轴（8）外侧设置有轴承

（2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

与所述底板（5）焊接，所述下料斗（4）与所述烘干箱（12）焊接，所述底板（5）与所述支撑架

（6）焊接，所述支撑架（6）与所述一号电动机（7）通过螺栓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一号电动

机（7）与所述转动轴（8）通过花键连接，所述转动轴（8）与所述烘干箱（12）通过所述轴承

（23）连接，所述轴承（23）与所述烘干箱（12）通过卡槽连接，所述操作面板（9）与所述烘干箱

（12）通过螺栓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显示屏

（10）与所述操作面板（9）通过卡槽连接，所述调节钮（11）与所述操作面板（9）通过卡槽连

接，所述扬声器（30）与所述操作面板（9）通过螺栓连接，所述提示灯（28）与所述烘干箱（12）

通过螺纹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箱

（12）与所述风箱（13）焊接，所述进风管（14）与所述风箱（13）焊接，所述电热丝（18）与所述

进风管（14）通过卡槽连接，所述二号电动机（19）与所述风扇（20）通过花键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斗

（15）与所述烘干箱（12）焊接，所述出风管（16）与所述烘干箱（12）焊接，所述挡板（3）与所述

下料斗（4）通过所述继电器开关（17）和合页连接，所述下料槽（2）与所述烘干箱（12）焊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

（29）与所述操作面板（9）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转动轴（8）与所述搅拌辊（24）焊接，所述测温

探头（26）与所述烘干箱（12）通过螺栓连接，所述水分测定仪（27）与所述烘干箱（12）通过螺

栓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测温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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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的型号为PT100，所述水分测定仪（27）的型号为JT-C50，所述控制器（29）的型号为MAM-

30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斗

（15）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进风管（14）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出风管（16）的材料为不锈钢。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箱

（12）的材料为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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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烘干机领域，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

背景技术

[0002] 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养殖饲料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水产饲料的加工需要将

饲料进行烘干，使得饲料的水分减少，保证饲料的质量。现有的水产饲料烘干装置在进行烘

干时，缺少检测饲料水分的装置，使得饲料的烘干质量得不到保证，同时，现有的装置缺少

检测烘干箱温度的装置，使得饲料的烘干过程得不到控制，而且，现有的装置在完成烘干

后，需要手动将烘干箱的箱门打开，然后进行饲料倾倒，使得饲料的烘干效率低，同时，现有

的装置在完成烘干后缺少提示装置，使得操作人员无法及时得知烘干进度，因此需要一种

新型的装置来解决现有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

[0004]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目的：

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包括支架、底板和烘干箱，所述支架上侧设置有所述

底板，所述底板上侧设置有所述烘干箱，所述烘干箱下侧设置有下料斗，所述下料斗下侧设

置有挡板，所述下料斗一侧壁设置有继电器开关，所述挡板下侧设置有下料槽，所述底板远

离所述烘干箱一侧设置有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侧设置有一号电动机，所述一号电动机靠

近所述烘干箱一侧设置有转动轴，所述烘干箱外侧设置有操作面板，所述操作面板外侧设

置有显示屏，所述操作面板远离所述显示屏一侧设置有调节钮，所述操作面板下侧设置有

扬声器，所述操作面板内设置有控制器，所述烘干箱远离所述操作面板一侧设置有提示灯，

所述烘干箱上侧设置有风箱，所述风箱上侧设置有进风管，所述进风管内设置有电热丝，所

述电热丝下侧设置有二号电动机，所述二号电动机下侧设置有风扇，所述风箱内设置有进

风孔，所述烘干箱远离所述风箱一侧设置有进料斗，所述烘干箱远离所述一号电动机一侧

设置有出风管，所述烘干箱内设置有搅拌辊，所述搅拌辊下侧设置有下料口，所述进料斗内

设置有进料口，所述烘干箱内靠近所述出风管一侧设置有测温探头，所述测温探头下侧设

置有水分测定仪，所述转动轴外侧设置有轴承。

[0005] 进一步的，所述支架与所述底板焊接，所述下料斗与所述烘干箱焊接，所述底板与

所述支撑架焊接，所述支撑架与所述一号电动机通过螺栓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一号电动机与所述转动轴通过花键连接，所述转动轴与所述烘干

箱通过所述轴承连接，所述轴承与所述烘干箱通过卡槽连接，所述操作面板与所述烘干箱

通过螺栓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显示屏与所述操作面板通过卡槽连接，所述调节钮与所述操作面

板通过卡槽连接，所述扬声器与所述操作面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提示灯与所述烘干箱通

过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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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的，所述烘干箱与所述风箱焊接，所述进风管与所述风箱焊接，所述电热丝

与所述进风管通过卡槽连接，所述二号电动机与所述风扇通过花键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进料斗与所述烘干箱焊接，所述出风管与所述烘干箱焊接，所述挡

板与所述下料斗通过所述继电器开关和合页连接，所述下料槽与所述烘干箱焊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器与所述操作面板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转动轴与所述搅拌辊

焊接，所述测温探头与所述烘干箱通过螺栓连接，所述水分测定仪与所述烘干箱通过螺栓

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测温探头的型号为PT100，所述水分测定仪的型号为JT-C50，所述

控制器的型号为MAM-300。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进料斗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进风管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出风管

的材料为不锈钢。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烘干箱的材料为不锈钢。

[0014] 具体工作原理为：在使用时，操作人员将需要烘干的饲料装入所述进料斗，饲料通

过所述进料口进入到所述烘干箱内，然后根据烘干需求对所述操作面板上的所述调节钮进

行调节，所述一号电动机开始转动，通过所述转动轴使得所述搅拌辊进行转动，进而对所述

烘干箱内的饲料进行搅拌，同时所述风箱内的所述二号电动机开始转动，通过所述风扇向

所述烘干箱内吹风，所述电热丝开始对进入所述烘干箱的空气进行加热，使得饲料的烘干

速度大大提高，所述测温探头可以实时测量饲料的温度，并通过所述显示屏显示出来，使得

操作人员可以对烘干过程进行精准控制，同时所述水分测定仪实时检测饲料中的水分含

量，并通过所述显示屏显示出来，使得饲料的烘干质量得到保证，当饲料中的水分满足烘干

要求时，所述水分测定仪检测到水量信息，并通过所述提示灯和所述扬声器对操作人员进

行提示，使得操作人员及时得知烘干进度，同时所述水分测定仪将检测到的信息发送给所

述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对所述继电器开关进行调节，使得所述继电器开关打开，进而使得所

述挡板在饲料重力的作用下自动打开，所述烘干箱内的饲料通过所述下料斗和所述下料槽

进行排放，降低人工劳动强度，提高饲料的烘干效率。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通过设置的测温探头和显示屏，使得饲料的温度得到实时测量并及时显示出来，进

而使得操作人员对饲料的烘干过程进行精准控制；

2、通过设置的水分测定仪，使得饲料的水分含量得到精准控制，进而保证饲料的质量；

3、通过设置的继电器开关和控制器，使得饲料的倾倒工作自动完成，降低人工劳动强

度，提高饲料烘干效率；

4、通过设置的指示灯和扬声器，使得饲料在烘干完成后及时进行明灯和语音提醒，使

得操作人员及时得知烘干进度。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的主视图；

图2是本发明所述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中烘干箱的主剖视图；

图3是本发明所述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中风箱的俯视图；

图4是本发明所述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中操作面板的左侧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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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是本发明所述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中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1、支架；2、下料槽；3、挡板；4、下料斗；5、底板；6、支撑架；7、一号电动机；8、转动轴；9、

操作面板；10、显示屏；11、调节钮；12、烘干箱；13、风箱；14、进风管；15、进料斗；16、出风管；

17、继电器开关；18、电热丝；19、二号电动机；20、风扇；21、进风孔；22、进料口；23、轴承；24、

搅拌辊；25、下料口；26、测温探头；27、水分测定仪；28、提示灯；29、控制器；30、扬声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如图1-图5所示，一种水产饲料生产用高效烘干机，包括支架1、底板5和烘干箱12，所述

支架1上侧设置有所述底板5，所述底板5上侧设置有所述烘干箱12，所述烘干箱12下侧设置

有下料斗4，所述下料斗4下侧设置有挡板3，所述下料斗4一侧壁设置有继电器开关17，所述

继电器开关17控制着所述挡板3的启闭，所述挡板3下侧设置有下料槽2，所述下料槽2可以

使得饲料进行排放，所述底板5远离所述烘干箱12一侧设置有支撑架6，所述支撑架6上侧设

置有一号电动机7，所述支撑架6将所述一号电动机7进行支撑，所述一号电动机7靠近所述

烘干箱12一侧设置有转动轴8，所述烘干箱12外侧设置有操作面板9，所述操作面板9外侧设

置有显示屏10，所述显示屏10可以显示温度信息和含水量信息，所述操作面板9远离所述显

示屏10一侧设置有调节钮11，所述操作面板9下侧设置有扬声器30，所述扬声器30可以在烘

干完成时进行语音提醒，所述操作面板9内设置有控制器29，所述烘干箱12远离所述操作面

板9一侧设置有提示灯28，所述烘干箱12上侧设置有风箱13，所述风箱13上侧设置有进风管

14，所述进风管14内设置有电热丝18，所述电热丝18下侧设置有二号电动机19，所述二号电

动机19下侧设置有风扇20，所述风扇20的转动可以将空气送入到所述烘干箱12内，所述风

箱13内设置有进风孔21，所述烘干箱12远离所述风箱13一侧设置有进料斗15，所述烘干箱

12远离所述一号电动机7一侧设置有出风管16，所述烘干箱12内设置有搅拌辊24，所述搅拌

辊24下侧设置有下料口25，所述进料斗15内设置有进料口22，所述烘干箱12内靠近所述出

风管16一侧设置有测温探头26，所述测温探头26下侧设置有水分测定仪27，所述转动轴8外

侧设置有轴承23。

[0019] 本实施例中，所述支架1与所述底板5焊接，所述下料斗4与所述烘干箱12焊接，所

述下料斗4可以进行饲料的下料，所述底板5与所述支撑架6焊接，所述支撑架6与所述一号

电动机7通过螺栓连接。

[0020] 本实施例中，所述一号电动机7与所述转动轴8通过花键连接，所述转动轴8与所述

烘干箱12通过所述轴承23连接，所述轴承23与所述烘干箱12通过卡槽连接，所述轴承23可

以使得所述转动轴8与所述烘干箱12进行连接，所述操作面板9与所述烘干箱12通过螺栓连

接。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显示屏10与所述操作面板9通过卡槽连接，所述调节钮11与所述

操作面板9通过卡槽连接，所述扬声器30与所述操作面板9通过螺栓连接，所述扬声器30在

烘干完成时可以进行语音提醒，使得操作人员及时得知烘干进度，所述提示灯28与所述烘

干箱12通过螺纹连接。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烘干箱12与所述风箱13焊接，所述进风管14与所述风箱13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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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电热丝18与所述进风管14通过卡槽连接，所述电热丝18可以将进入到所述进风管14内

的空气进行加热，所述二号电动机19与所述风扇20通过花键连接。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进料斗15与所述烘干箱12焊接，所述出风管16与所述烘干箱12

焊接，所述出风管16可以将所述烘干箱12内的加热空气排出，所述挡板3与所述下料斗4通

过所述继电器开关17和合页连接，所述下料槽2与所述烘干箱12焊接。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弹簧32与所述橡胶板29通过卡槽连接，所述底座14与所述控制

器29与所述操作面板9通过螺栓连接，所述转动轴8与所述搅拌辊24焊接，所述测温探头26

与所述烘干箱12通过螺栓连接，所述水分测定仪27与所述烘干箱12通过螺栓连接，所述水

分测定仪27可以测定饲料中的水分含量。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测温探头26的型号为PT100，所述水分测定仪27的型号为JT-

C50，所述控制器29的型号为MAM-300，所述测温探头26可以实时测量所述烘干箱12内的温

度。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进料斗15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进风管14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

出风管16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进风管14可以使得外部空气进入。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烘干箱12的材料为不锈钢，所述烘干箱12为饲料的烘干提供空

间。

[0028] 具体工作原理为：在使用时，操作人员将需要烘干的饲料装入所述进料斗15，饲料

通过所述进料口22进入到所述烘干箱12内，然后根据烘干需求对所述操作面板9上的所述

调节钮11进行调节，所述一号电动机7开始转动，通过所述转动轴8使得所述搅拌辊24进行

转动，进而对所述烘干箱12内的饲料进行搅拌，同时所述风箱13内的所述二号电动机19开

始转动，通过所述风扇20向所述烘干箱12内吹风，所述电热丝18开始对进入所述烘干箱12

的空气进行加热，使得饲料的烘干速度大大提高，所述测温探头26可以实时测量饲料的温

度，并通过所述显示屏10显示出来，使得操作人员可以对烘干过程进行精准控制，同时所述

水分测定仪27实时检测饲料中的水分含量，并通过所述显示屏10显示出来，使得饲料的烘

干质量得到保证，当饲料中的水分满足烘干要求时，所述水分测定仪27检测到水量信息，并

通过所述提示灯28和所述扬声器30对操作人员进行提示，使得操作人员及时得知烘干进

度，同时所述水分测定仪27将检测到的信息发送给所述控制器29，所述控制器29对所述继

电器开关17进行调节，使得所述继电器开关17打开，进而使得所述挡板3在饲料重力的作用

下自动打开，所述烘干箱12内的饲料通过所述下料斗4和所述下料槽2进行排放，降低人工

劳动强度，提高饲料的烘干效率。

[002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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