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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常规的铺地式养殖方式

占地面积大、空间利用率低、不易收集等问题，提

供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包括架

体、旋转辊轴、传送带和进料斗，架体上平行枢接

有旋转辊轴，传送带套设在旋转辊轴上，传送带

的两侧边缘设有裙边式围挡，进料斗设在传送带

一端的上方，所述的进料斗的后部设有数个等间

距并列设置的拌料铲；本实用新型具有空间利用

率高、虫料混合均匀、铺平效果好、自动化程度

高、易收集等优势，方便对黑水虻幼虫的管理，无

需人工手动混拌和铺平，极大提高铺置效率和效

果，适合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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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架体、旋转辊轴、传送带和进

料斗，所述的架体上平行枢接有旋转辊轴，所述的传送带套设在旋转辊轴上，一侧的旋转辊

轴通过传动组件与动力系统相连；所述的传送带的两侧边缘设有裙边式围挡；所述的进料

斗设在传送带一端的上方，进料斗的一侧设有数个等间距并列设置的拌料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架体

上设有至少两层传送带，每条传送带分别套设在两端的旋转辊轴上；传送带的一端为进料

端，另一端为出料端；每相邻的两条传送带水平错位设置，且相邻的两条传送带的运转方向

相反，即上层传送带的出料端位于其下层传送带的进料端的上方；所述的进料斗设在最上

层传送带的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每层传送带

的进料端均设有数个等间距并列设置的拌料铲；所述拌料铲的铲头朝向进料端方向。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拌料铲包括弧形柄和铲头，所述的弧形柄上部设有条形孔，通过螺栓穿过条形孔及架体上

的横梁将拌料铲与横梁紧固连接，弧形柄下端部与铲头相连；所述的铲头呈三角锥状，前端

和两侧低，中后部逐渐升高；所述铲头贴近传送带表面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进料斗与架体之间通过转轴枢接；进料斗的上部设有进料口，下部设有出料口；进料斗内部

设有隔板，所述的隔板设置方向与旋转辊轴平行，隔板将进料斗内部空间分隔成至少两个

料仓。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旋转辊轴包括辊轴和轴座，所述的辊轴两端通过轴承与两端的轴座枢接；每层的旋转辊轴

分为固定旋转辊轴和活动旋转辊轴，所述的固定旋转辊轴两端的轴座固定设置在架体上，

所述的活动旋转辊轴的轴座下部设有凹槽，轴座一端设有螺杆，架体的另一端对应活动旋

转辊轴处设有轴座安装框，所述的轴座安装框内设有凸楞，轴座安装框的一端设有通孔，活

动旋转辊轴的轴座下部的凹槽嵌接在轴座安装框的凸楞上，轴座的螺杆穿过轴座安装框的

通孔，外侧通过螺母紧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动

组件为齿轮减速器，所述的动力系统为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与齿轮减速器的输入

端相连，齿轮减速器的输出端与旋转辊轴的一端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送

带上设有活动挡板，所述的活动挡板插设在传送带两侧裙边式围挡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其特征在于：每条传送带

的出料端外部设有承接挡板，所述的承接挡板固定在架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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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养殖装置，特别涉及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黑水虻是一种腐生性的水虻科昆虫，能够取食禽畜粪便和餐厨垃圾，生产高价值

的动物蛋白饲料，因其繁殖迅速、生物量大、食性广泛、吸收转化率高、饲养成本低等优势，

近年来被大量养殖繁育等资源化利用。目前主要的资源利用是对黑水虻幼虫的养殖和利

用，需在养殖槽内将黑水虻幼虫和禽畜粪便或餐厨垃圾等物料进行混合，待其生长至一定

时间或规格后收集起来，进行幼虫与物料的分筛，然后对筛选出的幼虫进一步加工；随着养

殖量增加，常规的铺地式养殖方式占地面积大、空间利用率低、不易收集等缺陷严重影响了

养殖的规模和效率；因此需要提供一种具有空间利用率高、虫料混合均匀、铺平效果好、自

动化程度高、易收集等优势的黑水虻幼虫养殖设备。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包

括架体、旋转辊轴、传送带和进料斗，所述的架体上平行枢接有旋转辊轴，所述的传送带套

设在旋转辊轴上，一侧的旋转辊轴通过传动组件与动力系统相连；所述的传送带的两侧边

缘设有裙边式围挡；所述的进料斗设在传送带一端的上方，所述的进料斗的后部设有数个

等间距并列设置的拌料铲；所述的裙边式围挡为橡胶等有弹性的材料，在传送带运转过程

中，在旋转辊轴处能够伸展开，方便旋转。

[0004] 所述的架体上设有至少两层传送带，每条传送带分别套设在两端的旋转辊轴上；

所述传送带的一端为进料端，另一端为出料端；每相邻的两条传送带水平错位设置，且相邻

的两条传送带的运转方向相反，即上层传送带的出料端位于其下层传送带的进料端的上

方；所述的进料斗设在最上层传送带的上方。

[0005] 优选的，每层传送带的进料端均设有数个等间距并列设置的拌料铲；所述拌料铲

的铲头朝向进料端方向。

[0006] 所述的拌料铲包括弧形柄和铲头，所述的弧形柄上部设有条形孔，通过螺栓穿过

条形孔及架体上的横梁将拌料铲与横梁紧固连接，弧形柄下端部与铲头相连；所述的铲头

呈三角锥状，前端和两侧低，中后部逐渐升高；所述拌料铲的铲头朝向传送带进料端，铲头

贴近传送带表面设置。可以根据需求，通过调节拌料铲的弧形柄与横梁的连接位置进而调

整铲头与传送带表面的距离，可以用于深翻物料，也可以用于平整表面。

[0007] 优选的，所述的进料斗与架体之间通过转轴枢接，进料斗内多余的物料可以通过

翻转进料斗倒出。进料斗上部设有进料口，下部设有出料口；进料斗内部设有隔板，所述的

隔板设置方向与旋转辊轴平行，即沿传送带的宽度方向设置；所述的隔板将进料斗内部空

间分隔成至少两个料仓，即每个料仓的下部均连通出料口。

[0008] 优选的，所述的旋转辊轴包括辊轴和轴座，所述的辊轴两端通过轴承与两端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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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枢接；每层的旋转辊轴分为固定旋转辊轴和活动旋转辊轴，所述的固定旋转辊轴两端的

轴座固定设置在架体上，所述的活动旋转辊轴的轴座下部设有凹槽，轴座一端设有螺杆，架

体的另一端对应活动旋转辊轴处设有轴座安装框，所述的轴座安装框内设有凸楞，轴座安

装框的一端设有通孔，活动旋转辊轴的轴座下部的凹槽嵌接在轴座安装框的凸楞上，轴座

的螺杆穿过轴座安装框的通孔，外侧通过螺母紧固。如果传送带松弛，可以调整活动旋转辊

轴在轴座安装框内的位置，并通过螺母调节和固定。

[0009] 所述的传动组件为齿轮减速器，所述的动力系统为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输出轴

与齿轮减速器的输入端相连，齿轮减速器的输出端与旋转辊轴的一端相连；具体的，齿轮减

速器的输出端与固定旋转辊轴的一端相连。

[0010] 所述的传送带上设有活动挡板，所述的活动挡板插设在传送带两侧裙边式围挡之

间。

[0011] 每条传送带的出料端外部设有承接挡板，所述的承接挡板固定在架体上，承接挡

板的下端口对准下层传送带的进料端或外设的接料装置。承接挡板的作用是防止物料飞

溅，保证上层物料能落入下层传送带。

[0012]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13] 控制动力系统即步进电机的运转，通过传动组件即齿轮减速器的传动，驱动固定

旋转辊轴旋转，带动传送带绕着两端的旋转辊轴运转，相邻的上下两层的传动带同步运转，

且运转方向相反，上层传送带的出料端位于其下层传送带的进料端的上方，可以保证上层

传送带上的物料能够落在下层传送带上；

[0014] 在传送带运转的过程中，通过进料斗上方进料口向进料斗的两个料仓内分别添加

黑水虻虫卵和养殖物料，所述的养殖物料包括发酵并粉碎的禽畜粪便或餐厨垃圾等；随着

传送带的运转，虫卵和物料同时从进料斗的下端出料口排出到传送带表面，进料斗后部设

置的拌料铲将虫卵和物料混拌均匀并搂平，使混合物均匀平铺在传送带表面；根据养殖量

确定所需的传送带的层数，当一层传送带铺满后，传送带继续运转，混合物料从上层传送带

的出料端掉落到其下层的传送带的进料端，并通过下层传送带进料端设置的拌料铲重新将

物料混拌均匀并铲平，直至铺满所有传送带后控制动力系统停止运转；在每层传送带的两

端分别插上活动挡板，活动挡板和裙边式围挡共同组成养殖槽，防止幼虫爬越。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充分利用立体空间，结合传

送带的使用，更加便于物料的铺设和收集，方便对黑水虻幼虫的管理；本实用新型中的拌料

铲能够将物料和幼虫充分混拌均匀，并平整铺设于传送带上，无需人工手动混拌和铺平，极

大提高铺置效率和效果；本实用新型的拌料铲的铲头与传送带表面距离可调，传送带张紧

度可调，使用更便利，使用效果更好，适合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传送带局部裙边式围挡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架体局部及拌料铲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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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拌料铲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拌料铲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实用新型活动旋转辊轴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为本实用新型轴座安装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为本实用新型架体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6] 1、架体   2、旋转辊轴   3、传送带   4、进料斗   5、传动组件   6、动力系统   7、裙

边式围挡   8、拌料铲   9、弧形柄   10、铲头   11、条形孔   12、横梁   13、转轴   14、隔板  

15、辊轴   16、轴座   17、固定旋转辊轴   18、活动旋转辊轴   19、凹槽   20、螺杆  21、轴座

安装框   22、凸楞   23、通孔   24、活动挡板   25、承接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请参阅图1-9所示：

[002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传送带式黑水虻幼虫养殖装置，包括架体1、旋转辊轴2、传

送带3和进料斗4，所述的架体1上平行枢接有旋转辊轴2，所述的传送带3套设在旋转辊轴2

上，一侧的旋转辊轴2通过传动组件5与动力系统6相连；所述的传送带3的两侧边缘设有裙

边式围挡7；所述的进料斗4设在传送带3一端的上方，所述的进料斗4的后部设有数个等间

距并列设置的拌料铲8；所述的裙边式围挡7为橡胶等有弹性的材料，在传送带3运转过程

中，在旋转辊轴2处能够伸展开，方便旋转。

[0029] 所述的架体1上设有至少两层传送带3，每条传送带3分别套设在两端的旋转辊轴2

上；所述传送带3的一端为进料端，另一端为出料端；每相邻的两条传送带3水平错位设置，

且相邻的两条传送带3的运转方向相反，即上层传送带3的出料端位于其下层传送带3的进

料端的上方；所述的进料斗4设在最上层传送带3的上方。

[0030] 优选的，每层传送带3的进料端均设有数个等间距并列设置的拌料铲8；所述拌料

铲8的铲头10朝向进料端方向。

[0031] 所述的拌料铲8包括弧形柄9和铲头10，所述的弧形柄9上部设有条形孔11，通过螺

栓穿过条形孔11及架体1上的横梁12将拌料铲8与横梁12紧固连接，弧形柄9下端部与铲头

10相连；所述的铲头10呈三角锥状，前端和两侧低，中后部逐渐升高；所述拌料铲8的铲头10

朝向传送带进料端方向，铲头10贴近传送带3表面设置。可以根据需求，通过调节拌料铲8的

弧形柄9与横梁12的连接位置进而调整铲头10与传送带3表面的距离，可以用于深翻物料，

也可以用于平整表面。

[0032] 优选的，所述的进料斗4与架体1之间通过转轴13枢接，进料斗4内多余的物料可以

通过翻转进料斗4倒出。进料斗4上部设有进料口，下部设有出料口；进料斗4内部设有隔板

14，所述的隔板14设置方向与旋转辊轴2平行，即沿传送带3的宽度方向设置；所述的隔板14

将进料斗4内部空间分隔成至少两个料仓，即每个料仓的下部均连通出料口。

[0033] 优选的，所述的旋转辊轴2包括辊轴15和轴座16，所述的辊轴15两端通过轴承与两

端的轴座16枢接；每层的旋转辊轴2分为固定旋转辊轴17和活动旋转辊轴18，所述的固定旋

转辊轴17两端的轴座16固定设置在架体1上，所述的活动旋转辊轴18的轴座16下部设有凹

槽19，轴座16一端设有螺杆20，架体1的另一端对应活动旋转辊轴18处设有轴座安装框21，

所述的轴座安装框21内设有凸楞22，轴座安装框21的一端设有通孔23，活动旋转辊轴1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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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座16下部的凹槽19嵌接在轴座安装框21的凸楞22上，轴座16的螺杆20穿过轴座安装框21

的通孔23，外侧通过螺母紧固。如果传送带3松弛，可以调整活动旋转辊轴18在轴座安装框

21内的位置，并通过螺母调节和固定。

[0034] 所述的传动组件5为齿轮减速器，所述的动力系统6为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输出

轴与齿轮减速器的输入端相连，齿轮减速器的输出端与旋转辊轴2的一端相连，具体的，齿

轮减速器的输出端与固定旋转辊轴17的一端相连。

[0035] 所述的传送带3上设有活动挡板24，所述的活动挡板24插设在传送带3两侧裙边式

围挡7之间。

[0036] 每条传送带3的出料端外部设有承接挡板25，所述的承接挡板25固定在架体1上，

承接挡板25的下端口对准下层传送带3的进料端或外设的接料装置；承接挡板25的作用是

防止物料飞溅，保证上层物料能落入下层传送带3或外设的接料装置以便对物料进行收集。

[0037]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38] 控制动力系统6即步进电机的运转，通过传动组件5即齿轮减速器的传动，驱动固

定旋转辊轴17旋转，带动传送带3绕着两端的旋转辊轴2运转，相邻的上下两层的传送带3同

步运转，且运转方向相反，上层传送带3的出料端位于其下层传送带3的进料端的上方，可以

保证上层传送带3上的物料能够落在下层传送带3上；

[0039] 在传送带3运转的过程中，通过进料斗4上方进料口向进料斗4的两个料仓内分别

添加黑水虻虫卵和养殖物料，所述的养殖物料包括发酵并粉碎的禽畜粪便或餐厨垃圾等；

随着传送带3的运转，虫卵和物料同时从进料斗4的下端出料口排出到传送带3表面，进料斗

4后部设置的拌料铲8将虫卵和物料混拌均匀并搂平，使混合物均匀平铺在传送带3表面；根

据养殖量确定所需的传送带3的层数，当一层传送带3铺满后，传送带3继续运转，混合物料

从上层传送带3的出料端掉落到其下层的传送带3的进料端，并通过下层传送带3进料端设

置的拌料铲8重新将物料混拌均匀并铲平，直至铺满所有传送带3后控制动力系统6停止运

转；在每层传送带3的两端分别插上活动挡板24，活动挡板24和裙边式围挡7共同组成养殖

槽，防止幼虫爬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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