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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

制装置，包括搅拌机构、第一上料机构、第二上料

机构、粉碎机、暂存料箱、第三上料机构、物料提

升输送机构和控制柜，第一上料机构储存草料并

将草料通过物料提升输送机构添加搅拌机构的

搅拌仓；第二上料机构储存粮食物料，粮食物料

通过粉碎机成粮食粉料后进入到暂存料箱，暂存

料箱输出粮食粉料并通过物料提升输送机构进

入到搅拌仓；第三上料机构储存饲料填料并通过

物料提升输送机构进入到搅拌仓；搅拌机构的侧

壁上设置有出料口，搅拌机构的底部设置有称重

传感器；控制柜监控本装置的运行。本发明肉牛

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能够自动上料，精确

完成饲料的搅拌配制，节省了人力，降低了运行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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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搅拌机构(1)、第一上料机构

(2)、第二上料机构(3)、粉碎机(4)、暂存料箱(5)、第三上料机构(7)、物料提升输送机构(8)

和控制柜(9)，所述第一上料机构(2)储存草料并将所述草料通过所述物料提升输送机构

(8)添加到所述搅拌机构(1)的搅拌仓；所述第二上料机构(3)储存粮食物料，所述粮食物料

通过所述粉碎机(4)成粮食粉料后进入到所述暂存料箱(5)，所述暂存料箱(5)输出所述粮

食粉料并通过所述物料提升输送机构(8)进入到所述搅拌机构(1)的搅拌仓；所述第三上料

机构(7)储存饲料填料，所述饲料填料通过所述物料提升输送机构(8)进入到所述搅拌机构

(1)的搅拌仓；所述搅拌机构(1)的侧壁上设置有出料口(105)，所述搅拌机构(1)的底部设

置有称重传感器(107)；所述控制柜(9)监控所述搅拌机构(1)、第一上料机构(2)、第二上料

机构(3)和粉碎机(4)的运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机

构(1)还包括搅拌机架(101)、驱动单元、绞龙(104)、出料门组件(106)和搅拌机控制器

(108)，所述搅拌仓通过若干均布的所述称重传感器(107)安装在所述搅拌机架(101)上，所

述搅拌仓内设置用于搅拌混合物料的所述绞龙(104)，所述绞龙(104)由设置在底部的所述

驱动单元驱动旋转，所述出料口(105)上设置有能够开闭的出料门组件(106)，所述搅拌机

控制器(108)设置在所述搅拌仓外壁上并电连接所述称重传感器(107)和控制柜(9)。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仓

的侧壁顶部设置有喷水管(109)，所述喷水管(109)为环形整圈设置在所述搅拌仓的侧壁顶

部并通过若干支撑板(110)固定连接，所述喷水管(109)上设置有朝向向内向下的多个喷

头，所述喷头向所述搅拌仓内添加盐水或者蜜糖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仓

的内壁贴合有防腐蚀、耐磨损的内衬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衬层

具体采用不锈钢衬板或者高密度聚乙烯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上

料机构(2)包括第一上料机座(201)、液压缸(202)、推板(203)、储料仓(204)、滑轨(205)、送

料绞龙(206)和第二减速电机(207)，所述储料仓(204)设置在所述第一上料机座(201)上且

为长方体顶部开口仓体，所述储料仓(204)一端短立侧壁设置有连通到所述物料提升输送

机构(8)的草料出口(208)，另一端短立侧壁为推板(203)，所述推板(203)底部设置有滑块，

所述滑块在所述储料仓(204)底壁的滑轨(205)导向滑动，所述推板(203)由安装在后部的

所述液压缸(202)推动做出推料动作；所述储料仓(204)在所述草料出口(208)的一端还安

装有所述送料绞龙(206)，所述送料绞龙(206)由下方的第二减速电机(207)驱动旋转。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缸

(202)具体采用多级伸缩式液压缸。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暂存料

箱(5)包括设置在暂存料箱机架上的存料腔体(502)，所述存料腔体(502)的底部设有输送

带(503)，所述存料腔体(502)顶部的料箱进料口(501)通过管道连通到所述粉碎机(4)的出

口，所述存料腔体(502)下方的料箱出料口(504)连通到所述物料提升输送机构(8)。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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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6)，所述除尘机构(6)的吸尘帽(601)设置在所述存料腔体(502)上方的通风口处，所

述通风口顶部还设置有过滤网布(602)。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柜(9)上设置有触摸屏(901)和按钮面板(902)，所述触摸屏(901)和按钮面板

(902)均电连接到所述控制柜(9)内部的主控制器(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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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储物装备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肉牛即肉用牛，是一类以生产牛肉为主的牛。特点是体躯丰满、增重快、饲料利用

率高、产肉性能好，肉质口感好。肉牛不仅为人们提供肉用品，还为人们提供其他副食品。肉

牛养殖的前景广阔。

[0003] 随着肉牛养殖越来越规模化、规范化和现代化，其配套的养殖设备也越来越多。目

前，肉牛养殖饲料配方主要原料包括青储料、黄储料、玉米面和矿物质浓缩料等等，许多小

型肉牛养殖场大多是人工拌料，费时费力，而且搅拌不均匀，容易浪费，饲料利用效率低；一

些成规模的肉牛养殖场虽然使用饲料搅拌机等机械设备，但是仍然存在需要人工投入原材

料，手动控制搅拌过程，饲料配比不精确等问题。

[0004]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解决上述缺陷，成为本领域人

员亟需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能够按照饲料配方要求

自动上料，精确完成饲料的搅拌配制，节省了人力，降低了运行成本。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包括搅拌机构、第一

上料机构、第二上料机构、粉碎机、暂存料箱、第三上料机构、物料提升输送机构和控制柜，

所述第一上料机构储存草料并将所述草料通过所述物料提升输送机构添加到所述搅拌机

构的搅拌仓；所述第二上料机构储存粮食物料，所述粮食物料通过所述粉碎机成粮食粉料

后进入到所述暂存料箱，所述暂存料箱输出所述粮食粉料并通过所述物料提升输送机构进

入到所述搅拌机构的搅拌仓；所述第三上料机构储存饲料填料，所述饲料填料通过所述物

料提升输送机构进入到所述搅拌机构的搅拌仓；所述搅拌机构的侧壁上设置有出料口，所

述搅拌机构的底部设置有称重传感器；所述控制柜监控所述搅拌机构、第一上料机构、第二

上料机构和粉碎机的运行。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第一上料机构、第二上料机构、第三上料机构和物料提

升输送机构的设置，能够分别从储存有大量草料的第一上料机构，储存大量粮食物料的第

二上料机构和储存大量饲料填料的第三上料机构分别向搅拌机构的搅拌仓输入一定量的

单仓搅拌的饲料原料。只需要定期补充第一上料机构、第二上料机构和第三上料机构的料

仓内物料即可，通过自动化上料减少了人工直接向所述搅拌仓投料的次数，降低了人工成

本。而且通过在搅拌机构的底部设置用于称取重量的称重传感器，便于控制柜控制加入草

料、粮食物料和饲料填料的重量，严格遵照饲料配方进行配比搅拌，提高了肉牛的饲喂质

量。通过粉碎机和暂存料箱设置在第二上料机构的上料流程上，能够实时、及时的将粮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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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粉碎为粮食粉料，避免了现有技术中单次大量加工出粮食粉料，储存时容易引起发霉变

质，保证了饲料中精粮的新鲜品质。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搅拌机构还包括搅拌机架、驱动单元、绞龙、出料门组件和搅拌机

控制器，所述搅拌仓通过若干均布的所述称重传感器安装在所述搅拌机架上，所述搅拌仓

内设置用于搅拌混合物料的所述绞龙，所述绞龙由设置在底部的所述驱动单元驱动旋转，

所述出料口上设置有能够开闭的出料门组件，所述搅拌机控制器设置在所述搅拌仓外壁上

并电连接所述称重传感器和控制柜。

[0009] 优选的，所述搅拌仓的侧壁顶部设置有喷水管，所述喷水管为环形整圈设置在所

述搅拌仓的侧壁顶部并通过若干支撑板固定连接，所述喷水管上设置有朝向向内向下的多

个喷头，所述喷头向所述搅拌仓内添加盐水或者蜜糖水。

[0010] 优选的，所述搅拌仓的内壁贴合有防腐蚀、耐磨损的内衬层。

[0011] 优选的，所述内衬层具体采用不锈钢衬板或者高密度聚乙烯板。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上料机构包括第一上料机座、液压缸、推板、储料仓、滑轨、送

料绞龙和第二减速电机，所述储料仓设置在所述第一上料机座上且为长方体顶部开口仓

体，所述储料仓一端短立侧壁设置有连通到所述物料提升输送机构的草料出口，另一端短

立侧壁为推板，所述推板底部设置有滑块，所述滑块在所述储料仓底壁的滑轨导向滑动，所

述推板由安装在后部的所述液压缸推动做出推料动作；所述储料仓在所述草料出口的一端

还安装有所述送料绞龙，所述送料绞龙由下方的第二减速电机驱动旋转。

[0013] 优选的，所述液压缸具体采用多级伸缩式液压缸。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暂存料箱包括设置在暂存料箱机架上的存料腔体，所述存料腔体

的底部设有输送带，所述存料腔体顶部的料箱进料口通过管道连通到所述粉碎机的出口，

所述存料腔体下方的料箱出料口连通到所述物料提升输送机构。

[0015] 进一步的，还包括除尘机构，所述除尘机构的吸尘帽设置在所述存料腔体上方的

通风口处，所述通风口顶部还设置有过滤网布。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控制柜上设置有触摸屏和按钮面板，所述触摸屏和按钮面板均电

连接到所述控制柜内部的主控制器。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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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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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图1附图为本发明的组成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附图为本发明的搅拌机构的主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附图为本发明的第一上料机构的主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附图为本发明的暂存料箱主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附图为本发明的控制原理示意图；

[0023] 其中，1-搅拌机构，101-搅拌机架，102-第一减速电机，103-减速器，104-绞龙，

105-出料口，106-出料门组件，107-称重传感器，108-搅拌机控制器，109-喷水管，110-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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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111-内衬层，2-第一上料机构，201-第一上料机座，202-液压缸，203-推板，204-储料仓，

205-滑轨，206-送料绞龙，207-第二减速电机，208-草料出口，3-第二上料机构，4-粉碎机，

5-暂存料箱，501-料箱进料口，502-存料腔体，503-输送带，504-料箱出料口，6-除尘机构，

601-吸尘帽，602-过滤网布，7-第三上料机构，8-物料提升输送机构，801-第一螺旋输送机，

802-第二螺旋输送机，803-第三螺旋输送机，9-控制柜，901-触摸屏，902-按钮面板，903-主

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的核心是提供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能够按照饲料配方要求

自动上料，精确完成饲料的搅拌配制，节省了人力，降低了运行成本。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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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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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顶”、

“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

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

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7] 参考附图，图1附图为本发明的组成结构示意图；图2附图为本发明的搅拌机构的

主视剖视结构示意图；图3附图为本发明的第一上料机构的主视剖视结构示意图；图4附图

为本发明的暂存料箱主视剖视结构示意图；图5附图为本发明的控制原理示意图。

[0028] 在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1所示，一种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包括搅拌

机构1、第一上料机构2、第二上料机构3、粉碎机4、暂存料箱5、第三上料机构7、物料提升输

送机构8和控制柜9。所述物料提升输送机构8包括能够独立运行的第一螺旋输送机801、第

二螺旋输送机802和第三螺旋输送机803。第一上料机构2用于储存青储料或者黄储料等草

料，并将所述草料通过第一螺旋输送机801提升输送到搅拌机构1的上方，进而添加到搅拌

机构1的搅拌仓。第二上料机构3用于储存玉米、黄豆等粮食物料，所述粮食物料通过粉碎机

4被加工成粮食粉料后进入到暂存料箱5，暂存料箱5输出粮食粉料并通过第二螺旋输送机

802从上方进入到搅拌机构1的搅拌仓；第三上料机构7用于储存其他的饲料填料，所述饲料

填料通过第三螺旋输送机803从上方进入到搅拌机构1的搅拌仓；搅拌机构1的侧壁上设置

有能够关闭和开启的出料口105，搅拌机构1的底部设置有用于称取重量的称重传感器107；

控制柜9监控搅拌机构1、第一上料机构2、第二上料机构3和粉碎机4的运行。

[0029] 通过第一上料机构2、第二上料机构3、第三上料机构7和物料提升输送机构8的设

置，能够分别从储存有大量草料的第一上料机构2，储存大量粮食物料的第二上料机构3和

储存大量饲料填料的第三上料机构7分别向搅拌机构1的搅拌仓输入一定量的单仓搅拌的

饲料原料。只需要定期补充第一上料机构2、第二上料机构3和第三上料机构7的料仓内物料

即可，通过自动化上料减少了人工直接向所述搅拌仓投料的次数，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通

过在搅拌机构1的底部设置用于称取重量的称重传感器107，便于控制柜9控制加入草料、粮

食物料和饲料填料的重量，严格遵照饲料配方进行配比搅拌，提高了肉牛的饲喂质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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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机4和暂存料箱5设置在第二上料机构3的上料流程上，能够实时、及时的将粮食物料粉

碎为粮食粉料，避免了现有技术中单次大量加工出粮食粉料，储存时容易引起发霉变质，保

证了饲料中精粮的新鲜品质。

[0030] 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1和图2所示，搅拌机构1还包括搅拌机架101、驱

动单元、绞龙104、出料门组件106和搅拌机控制器108，所述搅拌仓通过四个圆周均布的称

重传感器107安装在搅拌机架101上，所述搅拌仓内设置用于搅拌混合物料的绞龙104，绞龙

104边缘设置有切割的刀具，绞龙104由设置在底部的驱动单元驱动旋转，所述驱动单元包

括第一减速电机102和减速器103，第一减速电机102的输出端通过传动轴连接到所述减速

器103的输入端，减速器103的顶部输出端驱动绞龙104旋转。出料口105上设置有能够开闭

的出料门组件106，出料门组件106包括液压缸和活动门板，所述液压缸驱动所述活动门板

打开或者关闭出料口105。搅拌机控制器108设置在搅拌仓外壁上并电连接称重传感器107

和控制柜9，控制柜9控制第一减速电机102和所述液压缸。

[0031] 具体而言，如图2所示，搅拌仓的侧壁顶部设置有喷水管109，喷水管109为环形整

圈设置在所述搅拌仓的侧壁顶部，喷水管109通过若干支撑板110固定连接在所述搅拌仓的

侧壁顶部。喷水管109上设置有朝向向内向下的多个喷头，所述喷头向搅拌仓内添加盐水或

者蜜糖水。喷水管109的外侧设置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连接盐水或者蜜糖水的泵送单元。

[0032] 具体而言，如图2所示，搅拌仓的内壁使用沉头螺钉固定连接有防腐蚀、耐磨损的

内衬层。

[0033] 具体而言，如图2所示，所述内衬层具体采用优质201不锈钢衬板或者高密度聚乙

烯板。所述不锈钢衬板的厚度不低于5毫米。所述高密度聚乙烯板的厚度不低于20毫米。

[0034] 通过带有刀具的绞龙104的设置，便于切割搅拌混合所述搅拌仓内的各种饲料物

料，形成饲料物料在所述搅拌仓内翻滚，使得混料均匀，提高了混料效率；通过环形整圈喷

水管109的设置，能够在混料过程中加入盐水或者蜜糖水，将盐水或者蜜糖水均匀喷洒到翻

滚的饲料上保证了混合湿度均匀，增加了饲料的适口性，有利于增加肉牛的采食量，保证肉

牛健康增肥；通过不锈钢衬板或者高密度聚乙烯板的设置，减少了所述搅拌仓仓壁的腐蚀

和磨损，而且定期维护更换所述内衬层避免了更换整个所述搅拌仓，增加了设备的使用寿

命。

[0035] 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3所示，第一上料机构2包括第一上料机座201、

液压缸202、推板203、储料仓204、滑轨205、送料绞龙206和第二减速电机207，储料仓204设

置在第一上料机座201上且为长方体顶部开口仓体，储料仓204一端短立侧壁设置有连通到

第一螺旋输送机801的草料出口208，另一端短立侧壁为可以前后滑行的推板203，推板203

底部设置有滑块，滑块在储料仓204底壁的滑轨205导向滑动，推板203由安装在后部的液压

缸202推动做出推料动作；储料仓204在草料出口208的一端还安装有送料绞龙206，送料绞

龙206由下方的第二减速电机207驱动旋转。

[0036] 本实施方式中第一上料机构2工作时，推板203在液压缸202的推动下挤压储料仓

204内的草料向送料绞龙206输送，送料绞龙206旋转过程中松动并且输送所述草料到一侧

的草料出口208输出到第一螺旋输送机801的入料口。

[0037] 具体而言，如图3所示，液压缸202具体采用多级伸缩式液压缸。

[0038] 显而易见的，第一上料机构2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推料，例如采用电机丝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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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带动推板推料或者储料仓底部设置输送带等方式向草料出口输送草料。上述变形方式

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可以确定的，第二上料机构3可以采用与第一上料机构2类

似的结构实现所述粮食物料的输出。

[0039] 通过推板203在液压缸202的推动下挤压储料仓204内的草料向送料绞龙206输送

的方式，能够有效防止草料的阻滞卡塞，而且送料绞龙206翻动疏松所述草料，便于第一螺

旋输送机801进行输送，不易堵塞。通过多级伸缩式液压缸的设置，便于增加推板203的活动

行程，能够增加储料仓204的长度进而增大储存量。

[0040] 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1和图4所示，暂存料箱5包括设置在暂存料箱机

架上的存料腔体502，存料腔体502的底部设有输送带503，存料腔体502顶部的料箱进料口

501通过管道连通到粉碎机4的出口，存料腔体502下方的料箱出料口504连通到第二螺旋输

送机802的入料口。输送带503的主动辊驱动电机电连接到控制柜9。

[0041] 具体而言，如图3所示，本发明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还包括除尘机构6，除

尘机构6具体采用普通的布袋除尘器即可。除尘机构6的吸尘帽601设置在存料腔体502上方

的通风口处，所述通风口顶部还设置有用于过滤粉碎所述粮食物料产生的粉尘的过滤网布

602。

[0042] 通过在存料腔体502的底部设置输送带503，粉碎机4粉碎的粮食粉料暂时储存在

存料腔体502内，控制柜9控制粉碎机4停机后，控制输送带503运转向出料口504输出所述粮

食粉料，有利于保证粮食粉料的及时实时供应；通过除尘机构6和过滤网布602的设置，便于

粉碎机4粉碎所述粮食物料时产生的粉尘及时得到处理，避免逸散到车间环境中造成环境

污染，杜绝粉尘爆炸的生产安全事故。

[0043] 在本发明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5所示，控制柜9上设置有触摸屏901和按钮面板

902，触摸屏901和按钮面板902均电连接到控制柜9内部的主控制器903。主控制器903具体

采用具有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PLC，主控制器903的模拟量输入端与称重传感器107电连

接，主控制器903与搅拌机控制器108通过串口通信连接。主控制器903的输出端口分别与第

一减速电机102、第一上料机构2、第二上料机构3、粉碎机4、输送带503、除尘机构6、第一螺

旋输送机801、第二螺旋输送机802和第三螺旋输送机803的电气控制单元连接。

[0044] 通过在控制柜9上设置触摸屏901和按钮面板902，便于集中控制整套装置的各个

运行部件，并且监控她们的运行状态。

[0045] 本发明肉牛养殖用饲料搅拌配制装置的工作过程：控制柜9上控制第一减速电机

102带动绞龙104旋转，按照预先设置的饲料配方，第一上料机构2和第一螺旋输送机801向

所述搅拌仓内投入规定重量的草料；第二上料机构3和粉碎机4启动向暂存料箱5输出粮食

粉料，输送带503和第二螺旋输送机802工作向所述搅拌仓内投入规定重量的粮食粉料；第

三上料机构7内的饲料填料在第三螺旋输送机803输送下向所述搅拌仓内投入规定重量的

饲料填料；第一减速电机102带动绞龙104继续搅拌规定时间，同时盐水或者蜜糖水的泵送

单元通过喷水管109向所述搅拌仓内加入规定重量的盐水或者蜜糖水。达到搅拌时间后，开

启出料门组件106，将配制好的饲料物料输出到转运车上运输到牛棚投喂。

[0046]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对于实施例公开的装置

而言，由于其与实施例公开的方法相对应，所以描述的比较简单，相关之处参见方法部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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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即可。

[0047]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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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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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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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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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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