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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浓缩饲料生产领域，具体为

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包括固定机

构、粉碎机构、振动机构，述振动机构包含底座、

限位柱、支撑弹簧、筛箱、转轴、偏向锤、第一齿

轮、第二齿轮、第二电机、筛网，所述底座上方四

角设置有所述限位柱，所述限位柱上方设置有所

述支撑弹簧，所述支撑弹簧上方设置有所述筛

箱，所述筛箱中间下方设置有所述转轴，所述转

轴前侧设置有所述偏向锤。通过本实用新型采用

振动机构，启动电机带动第二齿轮与第一齿轮和

转轴转动，在转轴带动偏心锤与支撑弹簧的作用

下，将粉碎机粉碎后原料进行筛分，筛分出不同

大小颗粒的原料分开装袋，可以制造不同种类的

饲料，减少了人为操作，提供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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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固定机构(1)、粉碎机构(2)、

振动机构(3)，所述固定机构(1)包含固定架(11)、粉碎机壳(12)、挡板(13)、进料口(14)、出

料口(15)，所述固定架(11)上方内侧设置有所述粉碎机壳(12)，所述粉碎机壳(12)上方内

侧设置有所述挡板(13)，所述粉碎机壳(12)一侧设置有所述进料口(14)，所述粉碎机壳

(12)下方设置有所述出料口(15)，所述粉碎机构(2)包含传动轴(21)、皮带轮(22)、皮带

(23)、第一电机(24)、转盘(25)、锤头轴(26)、锤头(27)，所述传动轴(21)前侧设置有所述皮

带轮(22)，所述皮带轮(22)外侧设置有所述皮带(23)，所述皮带(23)后侧设置有所述第一

电机(24)，所述传动轴(21)外侧设置有所述转盘(25)，所述转盘(25)内侧设置有所述锤头

轴(26)，所述锤头轴(26)后侧设置有所述锤头(27)，所述振动机构(3)包含底座(301)、限位

柱(302)、支撑弹簧(303)、筛箱(304)、转轴(305)、偏向锤(306)、第一齿轮(307)、第二齿轮

(308)、第二电机(309)、筛网(310)，所述底座(301)上方四角设置有所述限位柱(302)，所述

限位柱(302)上方设置有所述支撑弹簧(303)，所述支撑弹簧(303)上方设置有所述筛箱

(304)，所述筛箱(304)中间下方设置有所述转轴(305)，所述转轴(305)前侧设置有所述偏

向锤(306)，所述偏向锤(306)前侧设置有所述第一齿轮(307)，所述第一齿轮(307)一侧设

置有所述第二齿轮(308)，所述第二齿轮(308)后侧设置有所述第二电机(309)，所述筛箱

(304)内侧设置有所述筛网(3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架

(11)与所述粉碎机壳(12)通过焊接连接，所述粉碎机壳(12)与所述挡板(13)通过螺栓连

接，所述粉碎机壳(12)与所述进料口(14)通过焊接连接，所述粉碎机壳(12)与所述出料口

(15)通过焊接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轴

(21)与所述皮带轮(22)通过焊接连接，所述皮带轮(22)通过所述皮带(23)连接，所述传动

轴(21)与所述转盘(25)通过焊接连接，所述转盘(25)与所述锤头轴(26)通过焊接连接，所

述锤头轴(26)与所述锤头(27)通过焊接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301)与所述限位柱(302)通过焊接连接，所述限位柱(302)与所述支撑弹簧(303)通过焊接

连接，所述支撑弹簧(303)与所述筛箱(304)通过焊接连接，所述筛箱(304)与所述转轴

(305)通过轴承连接，所述转轴(305)与所述偏向锤(306)通过焊接连接，所述偏向锤(306)

与所述第一齿轮(307)通过焊接连接，所述第一齿轮(307)与所述第二齿轮(308)啮合传动，

所述第二齿轮(308)与所述第二电机(309)输出轴键连接，所述筛箱(304)与所述筛网(310)

通过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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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浓缩饲料生产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

机。

背景技术

[0002] 浓缩饲料又称为蛋白质补充饲料，是由蛋白质饲料(鱼粉、豆饼等)、矿物质饲料

(骨粉石粉等)及添加剂预混料配制而成的配合饲料半成品，按照使畜禽生快发育良好、肉

质好、营养价值高所需的营养标准进行计算，采用现代化的加工设备，将以上原料充分混合

而制成的。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一种饲料加工设备是锤片式粉碎机，这种粉碎机再粉碎原料

过程中，对同一种原料粉碎出不同种类的饲料时，往往需要人工更换锤片或者筛网来粉碎

原料，比较浪费时间，工作效率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

[0004]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包括固定机构、粉碎机构、振动机构，所述固

定机构包含固定架、粉碎机壳、挡板、进料口、出料口，所述固定架上方内侧设置有所述粉碎

机壳，所述粉碎机壳上方内侧设置有所述挡板，所述粉碎机壳一侧设置有所述进料口，所述

粉碎机壳下方设置有所述出料口，所述粉碎机构包含传动轴、皮带轮、皮带、第一电机、转

盘、锤头轴、锤头，所述传动轴前侧设置有所述皮带轮，所述皮带轮外侧设置有所述皮带，所

述皮带后侧设置有所述第一电机，所述传动轴外侧设置有所述转盘，所述转盘内侧设置有

所述锤头轴，所述锤头轴后侧设置有所述锤头，所述振动机构包含底座、限位柱、支撑弹簧、

筛箱、转轴、偏向锤、第一齿轮、第二齿轮、第二电机、筛网，所述底座上方四角设置有所述限

位柱，所述限位柱上方设置有所述支撑弹簧，所述支撑弹簧上方设置有所述筛箱，所述筛箱

中间下方设置有所述转轴，所述转轴前侧设置有所述偏向锤，所述偏向锤前侧设置有所述

第一齿轮，所述第一齿轮一侧设置有所述第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后侧设置有所述第二电

机，所述筛箱内侧设置有所述筛网。

[0006] 上述结构中，将原料从所述进料口与所述挡板下进入所述粉碎机壳内，启动所述

第一电机带动所述皮带轮通过所述皮带连接传动，所述皮带轮带动所述传动轴和所述转盘

以及所述锤头轴以及所述锤头旋转运动，将原料进行粉碎处理，粉碎后从所述出料口送至

所述振动机构上，同时启动所述第二电机带动所述第二齿轮和所述第一齿轮转动，所述第

一齿轮带动所述转轴以及所述偏向锤转动，在所述偏向锤和所述支撑弹簧相互作用下，将

所述筛网上的原料进行振动筛分大小颗粒进行装袋，进行不同种类饲料的加工。

[0007] 优选地：所述固定架与所述粉碎机壳通过焊接连接，所述粉碎机壳与所述挡板通

过螺栓连接，所述粉碎机壳与所述进料口通过焊接连接，所述粉碎机壳与所述出料口通过

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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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地：所述传动轴与所述皮带轮通过焊接连接，所述皮带轮通过所述皮带连接，

所述传动轴与所述转盘通过焊接连接，所述转盘与所述锤头轴通过焊接连接，所述锤头轴

与所述锤头通过焊接连接。

[0009] 优选地：所述底座与所述限位柱通过焊接连接，所述限位柱与所述支撑弹簧通过

焊接连接，所述支撑弹簧与所述筛箱通过焊接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筛箱与所述转轴通过轴承连接，所述转轴与所述偏向锤通过焊接连

接，所述偏向锤与所述第一齿轮通过焊接连接，所述第一齿轮与所述第二齿轮啮合传动，所

述第二齿轮与所述第二电机输出轴键连接，所述筛箱与所述筛网通过焊接连接。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采用振动机构，启动电机带动第二齿轮与第一齿轮和

转轴转动，在转轴带动偏心锤与支撑弹簧的作用下，将粉碎机粉碎后原料进行筛分，筛分出

不同大小颗粒的原料分开装袋，可以制造不同种类的饲料，减少了人为操作，提供工作效

率。

附图说明

[0012]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

的具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的正视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的立体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的固定机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的粉碎机构示意图；

[0017] 图5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的振动机构示意图。

[0018]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19] 1、固定机构；2、粉碎机构；3、振动机构；11、固定架；12、粉碎机壳；13、挡板；14、进

料口；15、出料口；21、传动轴；22、皮带轮；23、皮带；24、第一电机；25、转盘；26、锤头轴；27、

锤头；301、底座；302、限位柱；303、支撑弹簧；304、筛箱；305、转轴；306、偏向锤；307、第一齿

轮；308、第二齿轮；309、第二电机；310、筛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

[0021] 如图1‑图5所示，一种浓缩饲料生产的锤片式粉碎机，包括固定机构1、粉碎机构2、

振动机构3，固定机构1包含固定架11、粉碎机壳12、挡板13、进料口14、出料口15，固定架11

上方内侧设置有粉碎机壳12，粉碎机壳12上方内侧设置有挡板13，粉碎机壳12一侧设置有

进料口14，粉碎机壳12下方设置有出料口15，粉碎机构2包含传动轴21、皮带轮22、皮带23、

第一电机24、转盘25、锤头轴26、锤头27，传动轴21前侧设置有皮带轮22，皮带轮22外侧设置

有皮带23，皮带23后侧设置有第一电机24，传动轴21外侧设置有转盘25，转盘25内侧设置有

锤头轴26，锤头轴26后侧设置有锤头27，振动机构3包含底座301、限位柱302、支撑弹簧303、

筛箱304、转轴305、偏向锤306、第一齿轮307、第二齿轮308、第二电机309、筛网310，底座301

上方四角设置有限位柱302，限位柱302上方设置有支撑弹簧303，支撑弹簧303上方设置有

筛箱304，筛箱304中间下方设置有转轴305，转轴305前侧设置有偏向锤306，偏向锤306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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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第一齿轮307，第一齿轮307一侧设置有第二齿轮308，第二齿轮308后侧设置有第二

电机309，筛箱304内侧设置有筛网310。

[0022] 工作原理：将原料从进料口14与挡板13下进入粉碎机壳12内，启动第一电机24带

动皮带轮22通过皮带23连接传动，皮带轮22带动传动轴21和转盘25以及锤头轴26以及锤头

27旋转运动，将原料进行粉碎处理，粉碎后从出料口15送至振动机构3上，同时启动第二电

机309带动第二齿轮308和第一齿轮307转动，第一齿轮307带动转轴305以及偏向锤306转

动，在偏向锤306和支撑弹簧303相互作用下，将筛网310上的原料进行振动筛分大小颗粒进

行装袋，进行不同种类饲料的加工。

[0023] 优选地：固定架11与粉碎机壳12通过焊接连接，粉碎机壳12与挡板13通过螺栓连

接，粉碎机壳12与进料口14通过焊接连接，粉碎机壳12与出料口15通过焊接连接；传动轴21

与皮带轮22通过焊接连接，皮带轮22通过皮带23连接，传动轴21与转盘25通过焊接连接，转

盘25与锤头轴26通过焊接连接，锤头轴26与锤头27通过焊接连接；底座301与限位柱302通

过焊接连接，限位柱302与支撑弹簧303通过焊接连接，支撑弹簧303与筛箱304通过焊接连

接；筛箱304与转轴305通过轴承连接，转轴305与偏向锤306通过焊接连接，偏向锤306与第

一齿轮307通过焊接连接，第一齿轮307与第二齿轮308啮合传动，第二齿轮308与第二电机

309输出轴键连接，筛箱304与筛网310通过焊接连接。

[0024]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做了详细说明，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

于上述实施方式，在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

新型宗旨的前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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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7

CN 217042815 U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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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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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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