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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

产装置及其工作方法。本发明提供的生物蛆蛋白

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其包括依次连接的储粪

罐、脱水机、粪料转移单元、产蛆单元、搅拌机和

发酵塔。本发明带来的有效效益的关键技术与现

有技术相比，现有技术摆脱不了小作坊式、大棚

温室、水泥池中养蛆、蚊帐中养苍蝇和十几层盒

装蛆粪分离装置，成本高效率低，大小各类设备

繁多，费钱、费工、费时、脏、乱、差，管理失控，污

染环境容易造成新的传染污染源，而本发明的项

目显著特点是罐、箱、塔形成一条龙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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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接的储粪罐、脱水

机、粪料转移单元、产蛆单元、搅拌机和发酵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储粪罐具有第一罐体、入料单元和绞龙结构，所述入料单元的入粪料口设置在所

述第一罐体的中部区域，所述绞龙结构设置在所述第一罐体下部区域，所述绞龙结构具有

左侧绞龙段和右侧绞龙段，所述左侧绞龙段和右侧绞龙的驱动力方向相反；

所述脱水机具有抽粪管和干料出口，所述抽粪管的一端设置在所述储粪罐的第一罐体

内，所述脱水机用于对粪料进行脱水处理；所述抽粪管内设置有切割刀片，所述切割刀片与

切割电机连接，且所述脱水机还通过回料管与所述抽粪管连接；

所述粪料转移单元具有容纳桶，所述容纳桶设置在所述干料出口位置，所述容纳桶具

有进口端和出口端，所述出口端具有送料通道，所述送料通道内具有旋转件，所述旋转件具

有拨动板和第一转轴；

所述产蛆单元具有网式箱体，在所述网式箱体内设置有支架，所述支架在竖直方向上

设置多层的层板结构，所述层板结构包括传送带和挡板，所述挡板设置在所述传送带周围，

且所述挡板的下端与传送带之间有间隔；蛆体收集槽设置在所述层板结构的下方位置，所

述传送带的一侧设置有刮刀；

所述容纳桶可移动地设置在所述支架的轨道上，且所述容纳桶具有翻转功能，所述容

纳桶包括支撑体和主体部，所述支撑体可移动地设置在所述轨道上，所述主体部与所述支

撑体铰接，且通过限定结构对所述主体部与所述支撑体之间的铰接关系进行限制；

多个驱动结构，驱动结构包括电机和传动组件，所述传动组件与所述传送带连接，且所

述传动组件可分离地与所述第一转轴连接；

所述传动组件包括电机、输出轴、第一主动齿轮和第二主动齿轮，所述输出轴与所述传

送带的驱动辊连接，所述第二主动齿轮与第一从动齿轮连接，所述第一从动齿轮通过第二

转轴与所述第一转轴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架上还设置有营养液供应组件，所述营养液供应组件包括营养液存储罐、固定

架和多个喂养瓶体，多个喂养瓶体设置在所述固定架上，所述喂养瓶体之间通过管道连接，

所述喂养瓶体的一端具有出口部，所述出口部设置有网状出口端；

所述储粪罐包括浮标、第一温度计和第一压力检测器，所述浮标用于检测所述第一罐

体内的物料高度，所述温度计用于检测所述第一罐体内的物料温度，所述第一压力检测器

用于检测所述第一罐体内的压力；所述第一罐体内还设置有碳纤维加热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蛆蛋

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还包括粪水沉淀罐，所述粪水沉淀罐具有第二罐体、入水管、出水管

和第二支架，所述第二罐体设置在所述第二支架上，所述入水管与所述脱水机连接，且所述

第二罐体内还设置有第二压力检测器和第二温度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式箱体

上设置有喷雾管道；所述搅拌机包括机体，所述机体内设置有搅拌爪，所述搅拌爪与驱动电

机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酵塔具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051021 A

2



有塔体，所述塔体上设置有提升轨道和料斗体，发酵塔为饲料发酵塔或者肥料发酵塔。

7.生物蛆蛋白工业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面的步骤：

S1：把粪便物进行发酵，得到沼气和剩余粪便物；

S2：把剩余粪便物进行脱水处理，得到脱水后的粪便物并回收粪便水；

S3：把脱水后的粪便物转移至多层养蛆层板结构上；

S4：在养蛆层板结构周围提供网式封闭结构，使得苍蝇在层板结构上产卵、繁殖，向苍

蝇提供营养液；

S5：在层板结构上繁殖的蛆逐渐向上爬动，翻越挡板后掉落在下方设置的蛆体收集槽

内；

S6：把层板结构上残留的蛆粪、粪便物和残留蛆体转移至发酵塔进行发酵形成饲料或

者肥料。

8.生物蛆蛋白工业化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面的步骤：在所述S1中，通过碳纤

维加热层加热，使得所述第一罐体内物料的温度在35℃以上；所述干料出口排出的物料的

水分含量在6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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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环保以及生物蛆蛋白加工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物蛆蛋白

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及其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在明朝就把苍蝇蛆入药"五谷子"。在上世纪80年代就兴起养苍蝇热潮，因成

本高、效率低、投资大，处理不当造成周边环境的破坏和增大传染疾病风险而终止。

[0003] 另外，我国不同省份的不少农民都在养殖苍蝇，并将蝇蛆用作禽畜、水生动物的蛋

白饲料，养殖废料用作有机肥料，这种自产自销的小农养殖户模式虽然给农民带来了一定

的好处，但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成本高，效率低，蝇蛆养殖和利用技术难以

提升，蝇蛆的加工利用不充分，养殖废物的不适当处理给养殖场周边环境造成破坏，同时也

存在着苍蝇扩散到养殖场以外，而增大传染疾病风险，尤其重要的是，由于生产规模小，资

金和技术不集中，管理水平低，很难得到足够质和量的蝇蛆满足饲料厂大量安全生产饲料

的需要，这不仅不利于蝇蛆蛋白在畜牧业中的应用，也限制了蝇蛆深层次开发利用。特别是

成本过高，许多工作还没走出实验室。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提高粪便处理效率，并且对粪便处理得到生物蛆蛋

白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及其工作方法。

[0005] 为了完成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其包括

依次连接的储粪罐、脱水机、粪料转移单元、产蛆单元、搅拌机和发酵塔。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粪便经过存储和脱水后，在产蛆单元上繁殖形成大量的活

蛆，活蛆可以作为生物蛆蛋白使用；同时，残留的粪便物可以发酵转化为饲料或者肥料。

[0007] 一个优选的方案是，储粪罐具有第一罐体、入料单元和绞龙结构，入料单元的入粪

料口设置在罐体的中部区域，绞龙结构具有左侧绞龙段和右侧绞龙段，左侧绞龙段和右侧

绞龙的驱动力方向相反；

[0008] 脱水机具有抽粪管和干料出口，抽粪管的一端设置在储粪罐的第一罐体内，脱水

机用于对粪料进行脱水处理；抽粪管内设置有切割刀片，切割刀片与切割电机连接，且脱水

机还通过回料管与抽粪管连接。

[0009] 粪料转移单元具有容纳桶，容纳桶设置在干料出口位置，容纳桶具有进口端和出

口端，出口端具有送料通道，送料通道内具有旋转件，旋转件具有拨动板和第一转轴；

[0010] 产蛆单元具有网式箱体，在网式箱体内设置有支架，支架在竖直方向上设置多层

的层板结构，层板结构包括传送带和挡板，挡板设置在传送带周围，且挡板的下端与传送带

之间有间隔；蛆体收集槽设置在层板结构的下方位置，传送带的一侧设置有刮刀；容纳桶可

移动地设置在支架的轨道上，且容纳桶具有翻转结构，翻转结构包括包括支撑体和主体部，

主体部与支撑体铰接，且通过限定结构对主体部与支撑体之间的铰接关系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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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多个驱动结构，驱动结构包括电机和传动组件，传动组件与传送带连接，且传动组

件可分离地与第一转轴连接。

[0012] 一个优选的方案是，传动组件包括电机、输出轴、第一主动齿轮和第二主动齿轮，

输出轴与传送带的驱动辊连接，第二主动齿轮与第一从动齿轮连接，第一从动齿轮通过第

二转轴与第一转轴连接。

[0013] 一个优选的方案是，支架上还设置有营养液供应组件，营养液供应组件包括营养

液存储罐、固定架和多个喂养瓶体，喂养瓶体之间通过管道连接，喂养瓶体的一端具有出口

部，出口部设置有网状出口端。

[0014] 储粪罐包括浮标、第一温度计和第一压力检测器，浮标用于检测第一罐体内的物

料高度，温度计用于检测第一罐体内的物料温度，第一压力检测器用于检测第一罐体内的

压力；第一罐体内还设置有碳纤维加热层；

[0015] 一个优选的方案是，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还包括粪水沉淀罐，粪水沉

淀罐具有第二罐体、入水管、出水管和第二支架，第二罐体设置在第二支架上，入水管与脱

水机连接，且第二罐体内还设置有第二压力检测器和第二温度计。

[0016] 一个优选的方案是，网式箱体上设置有喷雾管道；上料装置内设置有上料绞龙；搅

拌机包括机体，机体内设置有搅拌爪，搅拌爪与驱动电机连接。发酵塔具有塔体，塔体内设

置有提升轨道和料斗体。

[0017] 本发明提供的生物蛆蛋白工业化生产方法，其包括下面的步骤：

[0018] S1：把粪便物进行发酵，得到沼气和剩余粪便物；

[0019] S2：把剩余粪便物进行脱水处理，得到脱水后的粪便物并回收粪便水；

[0020] S3：把脱水后的粪便物转移至多层养蛆层板结构上；

[0021] S4：在养蛆层板结构周围提供网式封闭结构，使得苍蝇在层板结构上产卵、繁殖，

向苍蝇提供营养液；

[0022] S5：在层板结构上繁殖的蛆逐渐向上爬动，翻越挡板后掉落在下方设置的蛆体收

集槽内；

[0023] S6：把层板结构上残留的蛆粪、粪便物和残留蛆体转移至发酵塔进行发酵形成饲

料。

[0024] 一个优选的方案是，其包括下面的步骤：在S1中，通过碳纤维加热层加热，使得第

一罐体内物料的温度在35℃以上；干料出口排出的物料的水分含量在60％以下；通过水流

的方式把挡板上的活蛆冲入蛆体收集槽内。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示意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储粪罐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粪料转移单元与传送带

连接第一状态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粪料转移单元与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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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第二状态示意图。

[0031] 图6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粪料转移单元与轨道连

接示意图。

[0032] 图7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驱动结构的示意图。

[0033] 图8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网式箱体的示意图。

[0034] 图9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营养液供应组件的第一

状态的示意图。

[0035] 图10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营养液供应组件的第

二状态的示意图。

[0036] 图11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营养液供应组件的喂

养瓶体的第一状态示意图。

[0037] 图12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营养液供应组件的喂

养瓶体的第二状态示意图。

[0038] 图13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营养液供应组件的多

个喂养瓶体连接的示意图。

[0039] 图14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传送带、蛆粪料斗和搅

拌机连接的示意图。

[0040] 图15是本发明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实施例的粪料转移单元、滑轮组

件与轨道连接示意图。

[0041] 附图标记说明

[0042] 10、储粪罐；11、第一罐体；12、入料单元；13、绞龙结构；15、入粪料口；16、浮标；17、

第一温度计；18、第一压力检测器；19、碳纤维加热层；20、脱水机；21、抽粪管；22、干料出口；

23、蛆体收集槽；25、切割刀片；26、回料管；30、粪料转移单元；31、容纳桶；32、滚轮；33、进口

端；34、出口端；35、送料通道；36、拨动板；37、第一转轴；39、间隔距离；40、产蛆单元；41、网

式箱体；42、支架；43、层板结构；44、传送带；  45、挡板；47、营养液管道；48、营养液存储罐；

49、第四绞龙结构；51、蛆粪料斗；60、发酵塔；65、上料装置；66、上料绞龙；70、驱动结构；71、

电机；75、输出轴；76、第一主动齿轮；77、第二主动齿轮；78、第一从动齿轮；79、第二转轴；

80、搅拌机；81、机体内；82、搅拌爪；83、驱动电机；84、第三塔体；90、粪水沉淀罐；91、第二罐

体；92、入水管；93、出水管；94、第二支架；95、第二压力检测器；96、第二温度计；98、提升轨

道；99、料斗体；131、左侧绞龙段；132、右侧绞龙段；247、刮刀；137、照明装置；148、集装网

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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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还可以

采用其他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

情况下做类似推广，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44] 第一实施例：

[0045]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生产装置，其包括依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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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储粪罐10、脱水机20、粪料转移单元30、产蛆单元40、搅拌机50和生物饲料发酵塔60。

[0046] 本实施例的生物蛆蛋白工业化生产方法，其包括下面的步骤：

[0047] S1：把粪便物进行发酵，得到沼气和剩余粪便物。具体地，先把粪便回收后加入到

储粪罐10内，粪便在储粪罐10内进行发酵后产生沼气；

[0048] S2：把剩余粪便物进行脱水处理，得到脱水后的粪便物并回收粪便水，具体地，把

剩余粪便物导入到脱水机20内进行脱水处理，得到水分含量较低的粪便物，优选水分含量

控制在60％以下，把这些粪便物排出至转移单元  30；

[0049] S3：把粪便物转移至产蛆单元40上，向苍蝇提供营养液，苍蝇进行产卵，形成活蛆；

[0050] S4：活蛆和蛆粪分离，蛆粪转移至搅拌机50内，并且加入原粮、菌种或者其它配料，

把这些物料进行搅拌均匀，这些物料的配比和选取采用现有技术的方案，本发明不多做阐

述，把这些搅拌均匀后的物料转移至生物发酵塔60进行发酵，得到生物饲料或者肥料。

[0051] 第二实施例：

[0052] 在第一实施例的基础，本实施例做出了进一步的优化改进，具体方案如下。

[0053] 结合图3所示，储粪罐10具有第一罐体11、入料单元12、绞龙结构13、浮标16、第一

温度计17和第一压力检测器18。并且，第一罐体11内还设置有碳纤维加热层19，碳纤维加热

层19能够对第一罐体11内的粪便物进行加热，使得温度控制在35℃左右，这样能够加快沼

气的产生速率，碳纤维加热的方式方便、节能且温度容易控制。

[0054] 入料单元12的入粪料口15设置在罐体11的中部区域，把罐体11的容纳空间在竖直

方向上分割为等分的上部区域、中部区域和下部区域。绞龙结构13设置在罐体11下部区域

的两侧位置。具体地，绞龙结构13具有左侧绞龙段131和右侧绞龙段132，左侧绞龙段131和

右侧绞龙段132的驱动力方向相反。左侧绞龙段131和右侧绞龙段132通过电机驱动旋转，而

其旋转时，会带动粪便物向左侧绞龙段131和右侧绞龙段132之间的夹持位置A推动物料，这

样能够防止在第一罐体11的下部沉淀堆积过多的固体物料，使得粪便物在第一罐体11内更

加均一地分布，也有利于把粪便物排入到脱水机中。浮标16用于检测第一罐体11内的物料

高度，温度计17用于检测第一罐体11内的物料温度，第一压力检测器18用于检测第一罐体

11内的压力。

[0055] 脱水机20具有抽粪管21、干料出口22和切割刀片25，抽粪管21的一端设置在储粪

罐10的第一罐体11内，切割刀片25设置在抽粪管21内，脱水机20用于对粪料进行脱水处理。

切割刀片25与切割电机连接。且脱水机  20还通过回料管26与抽粪管21连接。切割电机驱动

切割刀片25旋转，使得物料较大的固体被切割为细小的物料，防止对于抽粪管21的堵塞，在

给予一定的负压条件时，抽粪管21会吸取第一罐体11的粪便物进入到脱水机  20内进行脱

水处理，脱水处理的方式较多，例如采用离心、过滤的脱水方式。在脱水机20内完成脱水动

作后，得到的干粪便物由干料出口22排出，而粪水则排入至粪水沉淀罐90。

[0056] 结合图4至图6所示，粪料转移单元30具有容纳桶31，容纳桶31设置在干料出口22

位置，且容纳桶31的下部设置有滚轮32。容纳桶31具有进口端33和出口端34，出口端34具有

送料通道35，送料通道35内具有旋转件，旋转件具有拨动板36和第一转轴37。容纳桶31的底

板为斜置底板315，斜置底板315的设置有助于把容纳桶31内的物料快速排出。容纳桶31可

移动地设置在支架42的轨道421上，容纳桶31具有翻转功能，容纳桶31包括支撑体311和主

体部312，主体部312与支撑体311铰接，支撑体311可移动地设置在轨道421上，且通过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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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对主体部312与支撑体311之间的铰接关系进行限制。干料出口22排出的粪便由进口端

33进入到容纳桶31 内，干料出口22排出的物料的水分含量在60％以下，当第一转轴37旋转

时会带动拨动板36旋转，从而使得容纳桶31内的物料逐渐拨动至传送带44  上，传送带44也

处于旋转状态，从而在传送带44上形成一层层的粪便物。另外，传送带44在竖直方向上具有

多层，容纳桶31通过沿着轨道421移动，从而移动至任一个传送带44的一侧，然后把这些粪

便物排出至指定的传送带44上。另外，当限定结构对铰接关系进行限制的时候，即处于如图

4和图6所示的状态，此时，通过拨动板36的持续旋转而把容纳桶31内的物料持续移送至传

送带44上。这里的支架42上设置了多个层的传送带44，当需要对不同高度的传送带进行物

料转移的时候，则需要驱动容纳桶31沿着轨道421移动，具体地，可以通过电机驱动丝杆的

方式而带动容纳桶31移动，或者通过电机驱动齿轮和链条的方式，使得链条带动容纳桶31

在竖直方向移动。另外，当需要把传送带44上的物料反向转移至容纳桶31内的时候，则先解

除限制结构，使得容纳桶31进行旋转，达到如图5所示的状态，使得出口端34向上并形成进

料口部，传送带44在电机的驱动下反向转动，并且通过刮刀247把传送带44上的物料再刮入

容纳桶31内。

[0057] 限制结构的类型有多种方式，例如通过紧固件对铰接位置限制，当解除紧固件的

限定作用后，则可解除限定作用。结合图15所示，通过一个定滑轮组55形成限制结构，定滑

轮组55的移动绳体56的一端与容纳桶31连接，当移动绳体55延长后，定滑轮组55对于容纳

桶31的位置限定作用消失，从而使得容纳桶31的主体部即可绕着铰接位置进行旋转。

[0058] 结合图7所示，本实施例具有多个驱动结构70，驱动结构70包括电机71和传动组

件，传动组件与传送带44连接，且传动组件可分离地与第一转轴37连接。优选地，传动组件

包括输出轴75、第一主动齿轮76和第二主动齿轮77，输出轴75与传送带44的驱动辊147连

接，第二主动齿轮77与第一从动齿轮78连接，第一从动齿轮78通过第二转轴79与第一转轴

37连接。每一个驱动结构70与一个传送带44匹配。当电机71工作时，会通过输出轴75带动传

送带44转动，同时，第二转轴79能够带动第一转轴37运动，从而使得拨动板36带动容纳桶31

内粪便逐渐排出至传送带44上，由此实现了传送带44和拨动板36的协同联动作用。另外一

种方案中，通过电机驱动传送带44的辊体旋转运动，并且辊体通过链条或者皮带而与第一

转轴37 连接，这样通过一个电机的驱动，也能够实现拨动板36和传送带44的联动。

[0059] 结合图8至图9所示，产蛆单元40具有网式箱体41，在网式箱体41  内设置有支架

42。如图9-13所示，支架42上还设置有营养液供应组件，营养液供应组件包括营养液存储罐

48、固定架481和多个喂养瓶体482，喂养瓶体482之间通过管道483连接，喂养瓶体482的一

端具有出口部484，出口部484设置有网状出口端485。另外，在固定架481的一端设置有旋转

把手486。当需要对喂养瓶体482进行液体补充的时候，保持喂养瓶体482处于如图9和图11

所示的状态，此时，通过营养液存储罐48向喂养瓶体482  供应营养液，并且喂养瓶体482之

间通过管道483的设置而实现营养液的流通，从而使得每一个喂养瓶体482均充满了营养

液。旋转把手486旋转180°，达到如图10和图12的状态，此时，出口部484位于下端，网状出口

端485  上具有多个密集排布的针孔状出口，由于受到表面张力和大气压的存在，喂养瓶体

482内的营养液不会直接向下流出，而在网状出口端485上可以供苍蝇进行进食，并且逐渐

向出口端485供应营养液，保持了液体的新鲜性，避免了在槽体一次性加入营养液容易发生

污染的问题。另外，还可以在网状出口端485上罩上一个纱布，营养液分布弥散在纱布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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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苍蝇的进食用。支架42在竖直方向上设置多层的层板结构43，层板结构43包括传

送带44和挡板45，挡板45设置在传送带44周围，挡板45与传送带44之间具有间隔距离39。蛆

体收集槽23设置在层板结构43的下方位置。另外，网式箱体41上设置有喷雾管道136，并且

设置了照明装置137。其工作过程为：在网式箱体41内，网式箱体41具有透气性，但是网孔的

直径较小，苍蝇只能在网式箱体41的容纳空间内活动而无法飞出。通过营养液管道47上的

开口，可以供苍蝇吸取食物，在营养液存储罐48内存储有大量营养液体，其与营养液管道47

形成连通器结构，当营养液管道47的液位下降后，营养液存储罐48自动向营养液管道47内

补充液体，这样不会污染营养液存储罐48 内的液体。

[0060] 苍蝇在传送带44的粪便层上产卵，粪便上逐渐繁殖形成很多活蛆，这些活蛆的数

量会逐渐增多，其可以通过间隔距离39而掉落在下面的蛆体收集槽23内，而还有一部分活

蛆则翻越挡板45掉落在下面的蛆体收集槽23  内。另外，还设置有冲洗结构，向蛆体收集槽

23内供应水流，从而把槽内的活蛆冲入到集装网箱148内，这些单独分离出来的活蛆可以作

为生产蛆蛋白的物质，例如通过发酵塔形成生物蛆蛋白饲料。

[0061] 另一种实施方式中，结合图14所示，传送带44的一侧设置有刮刀247，在层板结构

43的下方还设置有蛆粪料斗51，蛆粪料斗51设置在传送带44 的一侧，蛆粪料斗51用于承接

传送带44上的蛆粪，蛆粪料斗51内设置有第四绞龙结构49，第四绞龙结构49用于把蛆粪料

斗51的粪料移动至上料装置65的位置，上料装置65内具有上料绞龙66，上料装置65的上端

与搅拌机80连接。当活蛆的繁殖达到一定时间之后，传送带44上的粪便就需要被清理掉，此

时，反向转动电机71，使得传送带44反向转动，刮刀247对于传送带44上的粪便和蛆粪进行

刮动，使得这些物料进入到下面放置的蛆粪料斗51内，从而完成对于这些粪料的收集，这些

粪料由第四绞龙结构49和上料绞龙66协同工作，从而使得粪料移送至搅拌机80内。搅拌机

80包括机体81，机体81内设置有搅拌爪82，搅拌爪82与驱动电机83连接。另外，蛆粪料斗51

也可以是上述容纳桶31的一部分，这样就能够把容纳桶31回收到的传送带44上的蛆粪直接

通过绞龙转移至搅拌机内。

[0062] 粪水沉淀罐90具有第二罐体91、入水管92、出水管93和第二支架94，第二罐体91设

置在第二支架94上，入水管92与脱水机20连接，且第二罐体91内还设置有第二压力检测器

95和第二温度计96。对于由脱水机20排出的粪便水，则由入水管92流入到第二罐体91内，在

第二罐体91进行过滤和发酵，把水分排出，剩余的固体形成沼气，从而对于固体物进行进一

步的利用。

[0063] 生物饲料发酵塔60具有第三塔体84，第三塔体84上设置有提升轨道  98和料斗体

99，具体地，提升轨道98可以是链条，电机驱动链条转动，从而带动料斗体99在竖直方向上

移动，当把料斗体99移动至第三塔体顶部的开口时，料斗体99进行一定角度的倾斜旋转，即

可把物料倾倒至第三塔体  84内，在第三塔体84内发酵形成生物饲料。另外，生物饲料发酵

塔60的内部具有可升降的反应罐，通过电机104驱动丝杆103升降，从而带动反应罐在竖直

方向上的升降。此外，生物肥料发酵塔101内设置有压盖107，通过电机106驱动丝杆105升

降，从而带动压盖107在竖直方向上的升降，压盖  107向下移动时，可以加快把物料由下部

开口排出。

[0064] 另外，还可以把搅拌机80内的物料转移至生物肥料发酵塔101内，进行生物发酵。

对于生物发酵的具体配料、工艺参数等均采用现有技术，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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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此外，本发明的储粪罐10、脱水机20和生物发酵塔60等设备的罐体结构采用分离

式拆卸结构，即罐体的顶部和底部均可以和主体部进行拆卸分离，这样便于在运输过程中，

进行叠加放置，以节省空间。

[0066] 在其它的实施方式中，生物蛆蛋白标准工业化装置具有2台存储罐、粪水沉淀罐，6

组蝇蛆恒温网箱(层板结构)，2座生物饲料和生物肥料发酵塔，即概况为"262"生物工程项

目。该项目标准可以按照自然村养殖大户500头猪或7500只鸡每日2吨粪料(包括其它废弃

物)，可产出200公斤活蛆，活蛆10％匹配可产出生物饲料2吨，每日可供应700头猪或1万只

鸡的蛆蛋白生物饲料。每日可产出1吨生物蛆粪蛋白肥，年可满足360亩土壤净化改良，并产

出高质量的有机动植物农产品供应市场。发酵罐、塔还可以按原标准循环生产，每日吞粪料

10吨以上，产活蛆2吨，配制蛆蛋白生物饲料20吨，满足7000头猪或10000只鸡饲料供应，年

改良净化土壤3600亩。

[0067] 本发明带来的有效效益的关键技术与现有技术相比，现有技术摆脱不了小作坊

式、大棚温室、水泥池中养蛆、蚊帐中养苍蝇和十几层盒装蛆粪分离装置，成本高效率低，大

小各类设备繁多，费钱、费工、费时、脏、乱、差，管理失控，污染环境容易造成新的传染污染

源，而本发明的项目显著特点是罐、箱、塔形成一条龙生产线，只要是有臭味的养殖场安装

了这套装置周围的臭味立刻消失，立杆见影产出大量沼气能源，由于采用使用了二次配菌

种塔发酵，装载料时场内外酒醋味漂香是难免的，再加上集装箱式的蝇蛆笼养装置，匹配传

送带池养、中部管道虹吸流食供给、周围适时枯草菌液喷雾净化，网笼中蝇蛆繁殖旺盛而室

内无一蝇蛆，无论是上料入密封口，还是从传送带密封出料搅拌上塔，塔周期厌氧发酵都是

自动化设备，也可以与电脑相匹配，每日所吞进的粪便迅速变为高挡原料、饲料、肥料等都

呈数据化、程序化，使用了该装置后，方圆千亩良田的动植物直接遗传了蛆蛋白抗常见病菌

基因，动植物使用蛆蛋白生物料优质优产，化肥抗生素望尘望莫及被掏汰，不但土壤动植物

增强了免疫力，该辖区动植物有机农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市场供应紧俏，村民也分享了增

强免疫功能的大健康和精准科技致富的红利。

[0068] 综上，本发明提供的生物蛆蛋白产业链完整地解决了蝇蛆的负面影响，全自动化

设备完整地将苍蝇的两巨大功能高质量蛋白质、高强度免疫力发挥出来，再加上罐、塔的生

物发酵灭有害菌的功能，是蝇蛆产生蛋白的数万倍核裂变效益也体現出来，该项目可为该

区域饲料、肥料、医药、食品等农工商一体化大健康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0069]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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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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