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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下料装置，
尤其涉及一种畜
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
题是提供一种投放效率高、
投放的较为均匀的畜
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
题，
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
装置，
包括有底板、
万向轮、
横杆、
下料斗、
L型杆、
第一支杆、空心圆筒等；
底板底部四角处安装有
万向轮，
底板顶部右方安装有支板，
底板顶部右
方安装有推手，
推手位于支板右方，
支板左侧上
部安装有横杆，
横杆左端安装有下料斗，
下料斗
左侧上部安装有L型杆。本发明通过下料装置进
行下料，
通过挡料装置进行挡料，
从而达到了投
放效率高、
投放的较为均匀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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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有底板(1)、万向轮(2)、横杆(3)、
下料斗(4) 、L型杆(5) 、第一支杆(6) 、空心圆筒(7) 、出料管(8) 、下料装置(9) 、挡料装置
(10)、支板(11)和推手(12) ，
底板(1)底部四角处安装有万向轮(2) ，
底板(1)顶部右方安装
有支板(11) ，
底板(1)顶部右方安装有推手(12) ，
推手(12)位于支板(11)右方，
支板(11)左
侧上部安装有横杆(3) ，
横杆(3)左端安装有下料斗(4) ，
下料斗(4)左侧上部安装有L型杆
(5) ，
支板(11)左侧中部安装有L型杆(5)底端安装有第一支杆(6) ，
第一支杆(6)左端与L型
杆(5)底部之间连接有空心圆筒(7) ，
下料斗(4)底部与空心圆筒(7)右侧下部连接，
下料斗
(4)与空心圆筒(7)连通，
空心圆筒(7)左侧下部倾斜式安装有出料管(8)，
出料管(8)与空心
圆筒(7)连通，
空心圆筒(7)内设有下料装置(9)，
下料斗(4)内设有挡料装置(10)；
下料装置 (9) 包括有第一轴承座 (901) 、第一转轴(902) 、半圆块 (903) 、第一皮带轮
(905)、
竖板(906)、第一电机(907)、第二转轴(908)、第二皮带轮(909)和平皮带(910)，
空心
圆筒(7)前后两方中部均嵌入式的安装有第一轴承座(901) ，
前后两第一轴承座(901)内的
轴承连接有第一转轴(902) ，
第一转轴(902)中部安装有半圆块(903) ，
半圆块(903)位于空
心圆筒(7)内，
半圆块(903)上均匀间隔的开有凹槽(904)，
凹槽(904)与下料斗(4)和出料管
(8) 配合 ，第一转轴(902) 前端安装有第一皮带轮 (905) ，第一支杆 (6) 底部安装有竖板
(906) ，
竖板(906)上安装有第一电机(907) ，
第一电机(907)的输出轴上通过联轴器连接有
第二转轴(908) ，
第二转轴(908)中部安装有第二皮带轮(909) ，
第一皮带轮(905)与第二皮
带轮(909)之间连接有平皮带(910)，
平皮带(910)位于空心圆筒(7)前方；
挡料装置(10)包括有半圆凸起(101)、第一弹簧(102)、第一挡板(105)、接触轮(106)、
限位板(108)和第二弹簧(109)，
半圆块(903)左方设有半圆凸起(101)，
半圆凸起(101)右侧
与半圆块(903)左侧之间均匀间隔的连接有第一弹簧(102)，
第一弹簧(102)处于压缩状态，
空心圆筒(7)上方开有开口(103)，
半圆凸起(101)与开口(103)配合，
下料斗(4)下部开有通
孔(104) ，
通孔(104)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挡板(105) ，
第一挡板(105)左侧转动式连接有接触
轮(106) ，
第一挡板(105)中部开有出料口(107) ，
半圆凸起(101)在第一转轴的旋转带动下
周期性的与接触轮(106)接触，
第一挡板(105)右端安装有限位板(108) ，
限位板(108)左侧
与下料斗(4)右侧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109)。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有敲打装
置(13)，
敲打装置(13)包括有第二支杆(131)、
滑轨(132)、
滑块(133)、
齿条(134)、第三弹簧
(135)、扇形齿轮(136)、第四弹簧(137)和敲打块(138) ，
底板(1)顶部左方安装有第二支杆
(131) ，
第二支杆(131)顶端与支板(11)左侧下部安装有滑轨(132) ，
滑轨(132)上滑动式设
有滑块(133) ，
滑块(133)顶部安装有齿条(134) ，
齿条(134)右侧与支板(11)之间连接有第
三弹簧(135) ，
第二转轴(908)前端安装有扇形齿轮(136) ，扇形齿轮(136)与齿条(134)啮
合，
齿条(134)左侧连接有第四弹簧(137) ，
第四弹簧(137)上连接有敲打块(138) ，
敲打块
(138)位于出料管(8)右方。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有第二挡
板(14)和斜板(15)，
出料管(8)左侧安装有第二挡板(14)，
第二挡板(14)左侧倾斜式安装有
斜板(15)。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有第五弹
簧(16)、钢珠(17)和铜锣(18) ，
第一转轴(902)后端连接有第五弹簧(16) ，
第五弹簧(16)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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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安装有钢珠(17)，
空心圆筒(7)后方左侧安装有铜锣(18)，
钢珠(17)与铜锣(18)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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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下料装置，
尤其涉及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是指经当地农业、
工商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具有法人资格的
养猪、
奶牛、
蛋鸡、
肉鸡的养殖场。具有一定的规模，
指标是猪出栏大于或等于500口；
奶牛存
栏大于或等于100头；
肉牛出栏大于或等于200头；
胥鸡存栏大于或等于20000羽；
肉鸡出栏
大于或等于50000羽。
[0003] 养殖了大量的牲畜时，
需要投放饲料对牲畜进行喂养，
人工进行投放饲料投放效
率低、
投放不均匀，
因此亟需研发一种投放效率高、
投放的较为均匀的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
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人工进行投放饲料投放效率低、
投放不均匀的缺点，
本发明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投放效率高、
投放的较为均匀的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0006]
(2)技术方案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这样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包括
有底板、
万向轮、
横杆、
下料斗、
L型杆、第一支杆、
空心圆筒、
出料管、
下料装置、挡料装置、
支
板和推手，
底板底部四角处安装有万向轮，
底板顶部右方安装有支板，
底板顶部右方安装有
推手，
推手位于支板右方，
支板左侧上部安装有横杆，
横杆左端安装有下料斗，
下料斗左侧
上部安装有L型杆，
支板左侧中部安装有L型杆底端安装有第一支杆，
第一支杆左端与L型杆
底部之间连接有空心圆筒，
下料斗底部与空心圆筒右侧下部连接，
下料斗与空心圆筒连通，
空心圆筒左侧下部倾斜式安装有出料管，
出料管与空心圆筒连通，
空心圆筒内设有下料装
置，
下料斗内设有挡料装置。
[0008] 优选地，
下料装置包括有第一轴承座、第一转轴、半圆块、第一皮带轮、竖板、第一
电机、第二转轴、第二皮带轮和平皮带，
空心圆筒前后两方中部均嵌入式的安装有第一轴承
座，
前后两第一轴承座内的轴承连接有第一转轴，
第一转轴中部安装有半圆块，
半圆块位于
空心圆筒内，
半圆块上均匀间隔的开有凹槽，
凹槽与下料斗和出料管配合，
第一转轴前端安
装有第一皮带轮，
第一支杆底部安装有竖板，
竖板上安装有第一电机，
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上
通过联轴器连接有第二转轴，
第二转轴中部安装有第二皮带轮，
第一皮带轮与第二皮带轮
之间连接有平皮带，
平皮带位于空心圆筒前方。
[0009] 优选地，
挡料装置包括有半圆凸起、第一弹簧、第一挡板、
接触轮、
限位板和第二弹
簧，
半圆块左方设有半圆凸起，
半圆凸起右侧与半圆块左侧之间均匀间隔的连接有第一弹
簧，
第一弹簧处于压缩状态，
空心圆筒上方开有开口，
半圆凸起与开口配合，
下料斗下部开
有通孔，
通孔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挡板，
第一挡板左侧转动式连接有接触轮，
第一挡板中部开
4

CN 108271705 B

说

明

书

2/7 页

有出料口，
接触轮与半圆凸起接触，
第一挡板右端安装有限位板，
限位板左侧与下料斗右侧
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
[0010] 优选地，
还包括有敲打装置，
敲打装置包括有第二支杆、滑轨、滑块、齿条、第三弹
簧、扇形齿轮、第四弹簧和敲打块，
底板顶部左方安装有第二支杆，
第二支杆顶端与支板左
侧下部安装有滑轨，
滑轨上滑动式设有滑块，
滑块顶部安装有齿条，
齿条右侧与支板之间连
接有第三弹簧，
第二转轴前端安装有扇形齿轮，
扇形齿轮与齿条啮合，
齿条左侧连接有第四
弹簧，
第四弹簧上连接有敲打块，
敲打块位于出料管右方。
[0011] 优选地，
还包括有第二挡板和斜板，
出料管左侧安装有第二挡板，
第二挡板左侧倾
斜式安装有斜板。
[0012] 优选地，
还包括有第五弹簧、钢珠和铜锣，
第一转轴后端连接有第五弹簧，
第五弹
簧末端安装有钢珠，
空心圆筒后方左侧安装有铜锣，
钢珠与铜锣配合。
[0013] 工作原理：
使用本发明时，
操作人员先将饲料放置在下料斗内，
操作人员再握住推
手通过万向轮推动本发明，
再启动下料装置，
下料装置同时驱动挡料装置，
饲料即可通过出
料管流出到容器内，
下料完毕后，
操作人员关闭下料装置即可。
[0014] 因为下料装置包括有第一轴承座、
第一转轴、半圆块、第一皮带轮、竖板、第一电
机、第二转轴、第二皮带轮和平皮带，
空心圆筒前后两方中部均嵌入式的安装有第一轴承
座，
前后两第一轴承座内的轴承连接有第一转轴，
第一转轴中部安装有半圆块，
半圆块位于
空心圆筒内，
半圆块上均匀间隔的开有凹槽，
凹槽与下料斗和出料管配合，
第一转轴前端安
装有第一皮带轮，
第一支杆底部安装有竖板，
竖板上安装有第一电机，
第一电机的输出轴上
通过联轴器连接有第二转轴，
第二转轴中部安装有第二皮带轮，
第一皮带轮与第二皮带轮
之间连接有平皮带，
平皮带位于空心圆筒前方。所以操作人员启动第一电机顺时针旋转，
第
一电机带动第二转轴顺时针旋转，
第二转轴带动第二皮带轮顺时针旋转，
第二皮带轮通过
平皮带带动第一皮带轮顺时针旋转，
第一皮带轮带动第一转轴顺时针旋转，
第一转轴带动
半圆块顺时针旋转，
当半圆块带动凹槽转到下料斗下方时，
饲料即可流入凹槽内，
半圆块继
续带动凹槽顺时针旋转，
当凹槽位于下料管下方时，
凹槽内的饲料即可通过出料管流出，
如
此反复便可进行定量下料，
待下料完毕后，
操作人员关闭第一电机即可。
[0015] 因为挡料装置包括有半圆凸起、
第一弹簧、第一挡板、
接触轮、
限位板和第二弹簧，
半圆块左方设有半圆凸起，
半圆凸起右侧与半圆块左侧之间均匀间隔的连接有第一弹簧，
第一弹簧处于压缩状态，
空心圆筒上方开有开口，
半圆凸起与开口配合，
下料斗下部开有通
孔，
通孔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挡板，
第一挡板左侧转动式连接有接触轮，
第一挡板中部开有出
料口，
接触轮与半圆凸起接触，
第一挡板右端安装有限位板，
限位板左侧与下料斗右侧之间
连接有第二弹簧。所以半圆块顺时针旋转带动半圆凸起顺时针旋转，
半圆凸起位于开口内
时，
在第一弹簧的作用下，
半圆凸起即可往外移动，
半圆凸起即可通过接触轮带动第一挡板
往右移动，
第二弹簧随之拉伸，
出料口即移出下料斗，
下料斗上方的饲料就不会继续往下
流，
当半圆凸起旋转入空心圆筒内后，
第一弹簧随之压缩，
在第二弹簧的作用下，
挡料板随
之往左移动。
[0016] 因为还包括有敲打装置，
敲打装置包括有第二支杆、滑轨、滑块、齿条、第三弹簧、
扇形齿轮、第四弹簧和敲打块，
底板顶部左方安装有第二支杆，
第二支杆顶端与支板左侧下
部安装有滑轨，
滑轨上滑动式设有滑块，
滑块顶部安装有齿条，
齿条右侧与支板之间连接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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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弹簧，
第二转轴前端安装有扇形齿轮，扇形齿轮与齿条啮合，
齿条左侧连接有第四弹
簧，
第四弹簧上连接有敲打块，
敲打块位于出料管右方。所以第二转轴顺时针旋转带动扇形
齿轮顺时针旋转，
扇形齿轮带动齿条往左移动，
第三弹簧随之拉伸，
齿条带动敲打块往左移
动，
敲打块即可敲打出料管，
从而使得出料管内的饲料不会堆积，
当扇形齿轮不与齿条啮合
时，
在第三弹簧的作用下，
齿条即可往右移动，
滑轨和滑块起导向作用。
[0017]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挡板和斜板，
出料管左侧安装有第二挡板，
第二挡板左侧倾斜
式安装有斜板。
所以进行下料时，
在第二挡板和斜板的作用下，
饲料不会洒出。
[0018] 因为还包括有第五弹簧、
钢珠和铜锣，
第一转轴后端连接有第五弹簧，
第五弹簧末
端安装有钢珠，
空心圆筒后方左侧安装有铜锣，
钢珠与铜锣配合。所以第一转轴旋转带动第
五弹簧旋转，
第五弹簧带动钢珠旋转，
钢珠即可对铜锣进行敲打，
进而可发出声响，
从而可
提醒牲畜进食时间到了。
[0019]
(3)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通过下料装置进行下料，
通过挡料装置进行挡料，
从而达到了投放效率高、
投放的较为均匀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第二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第三种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中的标记为：
1-底板，
2-万向轮，
3-横杆，
4-下料斗，
5-L型杆，
6-第一支杆，
7空心圆筒，
8-出料管，
9-下料装置，
10-挡料装置，
901-第一轴承座，
902-第一转轴，
903-半圆
块，
904-凹槽，
905-第一皮带轮，
906-竖板，
907-第一电机，
908-第二转轴，
909-第二皮带轮，
910-平皮带，
101-半圆凸起，
102-第一弹簧，
103-开口，
104-通孔，
105-第一挡板，
106-接触
轮，
107-出料口，
108-限位板，
109-第二弹簧，
11-支板，
12-推手，
13-敲打装置，
131-第二支
杆，
132-滑轨，
133-滑块，
134-齿条，
135-第三弹簧，
136-扇形齿轮，
137-第四弹簧，
138-敲打
块，
14-第二挡板，
15-斜板，
16-第五弹簧，
17-钢珠，
18-铜锣。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如图1-3所示，
包括有底板1、
万向轮2、
横杆3、
下料
斗4、
L型杆5、第一支杆6、
空心圆筒7、
出料管8、
下料装置9、挡料装置10、
支板11和推手12，
底
板1底部四角处安装有万向轮2，
底板1顶部右方安装有支板11，
底板1顶部右方安装有推手
12，
推手12位于支板11右方，
支板11左侧上部安装有横杆3，
横杆3左端安装有下料斗4，
下料
斗4左侧上部安装有L型杆5，
支板11左侧中部安装有L型杆5底端安装有第一支杆6，
第一支
杆6左端与L型杆5底部之间连接有空心圆筒7，
下料斗4底部与空心圆筒7右侧下部连接，
下
料斗4与空心圆筒7连通，
空心圆筒7左侧下部倾斜式安装有出料管8，
出料管8与空心圆筒7
连通，
空心圆筒7内设有下料装置9，
下料斗4内设有挡料装置10。
[0028]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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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如图1-3所示，
包括有底板1、
万向轮2、
横杆3、
下料
斗4、
L型杆5、第一支杆6、
空心圆筒7、
出料管8、
下料装置9、挡料装置10、
支板11和推手12，
底
板1底部四角处安装有万向轮2，
底板1顶部右方安装有支板11，
底板1顶部右方安装有推手
12，
推手12位于支板11右方，
支板11左侧上部安装有横杆3，
横杆3左端安装有下料斗4，
下料
斗4左侧上部安装有L型杆5，
支板11左侧中部安装有L型杆5底端安装有第一支杆6，
第一支
杆6左端与L型杆5底部之间连接有空心圆筒7，
下料斗4底部与空心圆筒7右侧下部连接，
下
料斗4与空心圆筒7连通，
空心圆筒7左侧下部倾斜式安装有出料管8，
出料管8与空心圆筒7
连通，
空心圆筒7内设有下料装置9，
下料斗4内设有挡料装置10。
[0030] 下料装置9包括有第一轴承座901、
第一转轴902、
半圆块903、第一皮带轮905、
竖板
906、第一电机907、第二转轴908、第二皮带轮909和平皮带910，
空心圆筒7前后两方中部均
嵌入式的安装有第一轴承座901，
前后两第一轴承座901内的轴承连接有第一转轴902，
第一
转轴902中部安装有半圆块903，
半圆块903位于空心圆筒7内，
半圆块903上均匀间隔的开有
凹槽904，
凹槽904与下料斗4和出料管8配合，
第一转轴902前端安装有第一皮带轮905，
第一
支杆6底部安装有竖板906，
竖板906上安装有第一电机907，
第一电机907的输出轴上通过联
轴器连接有第二转轴908，
第二转轴908中部安装有第二皮带轮909，
第一皮带轮905与第二
皮带轮909之间连接有平皮带910，
平皮带910位于空心圆筒7前方。
[0031] 实施例3
[0032] 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如图1-3所示，
包括有底板1、
万向轮2、
横杆3、
下料
斗4、
L型杆5、第一支杆6、
空心圆筒7、
出料管8、
下料装置9、挡料装置10、
支板11和推手12，
底
板1底部四角处安装有万向轮2，
底板1顶部右方安装有支板11，
底板1顶部右方安装有推手
12，
推手12位于支板11右方，
支板11左侧上部安装有横杆3，
横杆3左端安装有下料斗4，
下料
斗4左侧上部安装有L型杆5，
支板11左侧中部安装有L型杆5底端安装有第一支杆6，
第一支
杆6左端与L型杆5底部之间连接有空心圆筒7，
下料斗4底部与空心圆筒7右侧下部连接，
下
料斗4与空心圆筒7连通，
空心圆筒7左侧下部倾斜式安装有出料管8，
出料管8与空心圆筒7
连通，
空心圆筒7内设有下料装置9，
下料斗4内设有挡料装置10。
[0033] 下料装置9包括有第一轴承座901、
第一转轴902、
半圆块903、第一皮带轮905、
竖板
906、第一电机907、第二转轴908、第二皮带轮909和平皮带910，
空心圆筒7前后两方中部均
嵌入式的安装有第一轴承座901，
前后两第一轴承座901内的轴承连接有第一转轴902，
第一
转轴902中部安装有半圆块903，
半圆块903位于空心圆筒7内，
半圆块903上均匀间隔的开有
凹槽904，
凹槽904与下料斗4和出料管8配合，
第一转轴902前端安装有第一皮带轮905，
第一
支杆6底部安装有竖板906，
竖板906上安装有第一电机907，
第一电机907的输出轴上通过联
轴器连接有第二转轴908，
第二转轴908中部安装有第二皮带轮909，
第一皮带轮905与第二
皮带轮909之间连接有平皮带910，
平皮带910位于空心圆筒7前方。
[0034]
挡料装置10包括有半圆凸起101、第一弹簧102、第一挡板105、接触轮106、
限位板
108和第二弹簧109，
半圆块903左方设有半圆凸起101，
半圆凸起101右侧与半圆块903左侧
之间均匀间隔的连接有第一弹簧102，
第一弹簧102处于压缩状态，
空心圆筒7上方开有开口
103，
半圆凸起101与开口103配合，
下料斗4下部开有通孔104，
通孔104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挡
板105，
第一挡板105左侧转动式连接有接触轮106，
第一挡板105中部开有出料口107，
接触
轮106与半圆凸起101接触，
第一挡板105右端安装有限位板108，
限位板108左侧与下料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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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109。
[0035] 实施例4
[0036] 一种畜牧养殖用定量下料装置，
如图1-3所示，
包括有底板1、
万向轮2、
横杆3、
下料
斗4、
L型杆5、第一支杆6、
空心圆筒7、
出料管8、
下料装置9、挡料装置10、
支板11和推手12，
底
板1底部四角处安装有万向轮2，
底板1顶部右方安装有支板11，
底板1顶部右方安装有推手
12，
推手12位于支板11右方，
支板11左侧上部安装有横杆3，
横杆3左端安装有下料斗4，
下料
斗4左侧上部安装有L型杆5，
支板11左侧中部安装有L型杆5底端安装有第一支杆6，
第一支
杆6左端与L型杆5底部之间连接有空心圆筒7，
下料斗4底部与空心圆筒7右侧下部连接，
下
料斗4与空心圆筒7连通，
空心圆筒7左侧下部倾斜式安装有出料管8，
出料管8与空心圆筒7
连通，
空心圆筒7内设有下料装置9，
下料斗4内设有挡料装置10。
[0037] 下料装置9包括有第一轴承座901、
第一转轴902、
半圆块903、第一皮带轮905、
竖板
906、第一电机907、第二转轴908、第二皮带轮909和平皮带910，
空心圆筒7前后两方中部均
嵌入式的安装有第一轴承座901，
前后两第一轴承座901内的轴承连接有第一转轴902，
第一
转轴902中部安装有半圆块903，
半圆块903位于空心圆筒7内，
半圆块903上均匀间隔的开有
凹槽904，
凹槽904与下料斗4和出料管8配合，
第一转轴902前端安装有第一皮带轮905，
第一
支杆6底部安装有竖板906，
竖板906上安装有第一电机907，
第一电机907的输出轴上通过联
轴器连接有第二转轴908，
第二转轴908中部安装有第二皮带轮909，
第一皮带轮905与第二
皮带轮909之间连接有平皮带910，
平皮带910位于空心圆筒7前方。
[0038]
挡料装置10包括有半圆凸起101、第一弹簧102、第一挡板105、接触轮106、
限位板
108和第二弹簧109，
半圆块903左方设有半圆凸起101，
半圆凸起101右侧与半圆块903左侧
之间均匀间隔的连接有第一弹簧102，
第一弹簧102处于压缩状态，
空心圆筒7上方开有开口
103，
半圆凸起101与开口103配合，
下料斗4下部开有通孔104，
通孔104内滑动式设有第一挡
板105，
第一挡板105左侧转动式连接有接触轮106，
第一挡板105中部开有出料口107，
接触
轮106与半圆凸起101接触，
第一挡板105右端安装有限位板108，
限位板108左侧与下料斗4
右侧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109。
[0039] 还包括有敲打装置13，
敲打装置13包括有第二支杆131、滑轨132、滑块133、齿条
134、第三弹簧135、扇形齿轮136、第四弹簧137和敲打块138，
底板1顶部左方安装有第二支
杆131，第二支杆131顶端与支板11左侧下部安装有滑轨132，
滑轨132上滑动式设有滑块
133，
滑块133顶部安装有齿条134，
齿条134右侧与支板11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135，
第二转
轴908前端安装有扇形齿轮136，
扇形齿轮136与齿条134啮合，
齿条134左侧连接有第四弹簧
137，
第四弹簧137上连接有敲打块138，
敲打块138位于出料管8右方。
[0040] 还包括有第二挡板14和斜板15，
出料管8左侧安装有第二挡板14，
第二挡板14左侧
倾斜式安装有斜板15。
[0041] 还包括有第五弹簧16、
钢珠17和铜锣18，
第一转轴902后端连接有第五弹簧16，
第
五弹簧16末端安装有钢珠17，
空心圆筒7后方左侧安装有铜锣18，
钢珠17与铜锣18配合。
[0042] 工作原理：
使用本发明时，
操作人员先将饲料放置在下料斗4内，
操作人员再握住
推手12通过万向轮2推动本发明，
再启动下料装置9，
下料装置9同时驱动挡料装置10，
饲料
即可通过出料管8流出到容器内，
下料完毕后，
操作人员关闭下料装置9即可。
[0043] 因为下料装置9包括有第一轴承座901、
第一转轴902、
半圆块903、第一皮带轮90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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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板906、第一电机907、第二转轴908、第二皮带轮909和平皮带910，
空心圆筒7前后两方中
部均嵌入式的安装有第一轴承座901，
前后两第一轴承座901内的轴承连接有第一转轴902，
第一转轴902中部安装有半圆块903，
半圆块903位于空心圆筒7内，
半圆块903上均匀间隔的
开有凹槽904，
凹槽904与下料斗4和出料管8配合，
第一转轴902前端安装有第一皮带轮905，
第一支杆6底部安装有竖板906，
竖板906上安装有第一电机907，
第一电机907的输出轴上通
过联轴器连接有第二转轴908，
第二转轴908中部安装有第二皮带轮909，
第一皮带轮905与
第二皮带轮909之间连接有平皮带910，
平皮带910位于空心圆筒7前方。所以操作人员启动
第一电机907顺时针旋转，
第一电机907带动第二转轴908顺时针旋转，
第二转轴908带动第
二皮带轮909顺时针旋转，
第二皮带轮909通过平皮带910带动第一皮带轮905顺时针旋转，
第一皮带轮905带动第一转轴902顺时针旋转，
第一转轴902带动半圆块903顺时针旋转，
当
半圆块903带动凹槽904转到下料斗4下方时，
饲料即可流入凹槽904内，
半圆块903继续带动
凹槽904顺时针旋转，
当凹槽904位于下料管下方时，
凹槽904内的饲料即可通过出料管8流
出，
如此反复便可进行定量下料，
待下料完毕后，
操作人员关闭第一电机907即可。
[0044] 因为挡料装置10包括有半圆凸起101、
第一弹簧102、第一挡板105、接触轮106、
限
位板108和第二弹簧109，
半圆块903左方设有半圆凸起101，
半圆凸起101右侧与半圆块903
左侧之间均匀间隔的连接有第一弹簧102，
第一弹簧102处于压缩状态，
空心圆筒7上方开有
开口103，
半圆凸起101与开口103配合，
下料斗4下部开有通孔104，
通孔104内滑动式设有第
一挡板105，
第一挡板105左侧转动式连接有接触轮106，
第一挡板105中部开有出料口107，
接触轮106与半圆凸起101接触，
第一挡板105右端安装有限位板108，
限位板108左侧与下料
斗4右侧之间连接有第二弹簧109。所以半圆块903顺时针旋转带动半圆凸起101顺时针旋
转，
半圆凸起101位于开口103内时，
在第一弹簧102的作用下，
半圆凸起101即可往外移动，
半圆凸起101即可通过接触轮106带动第一挡板105往右移动，
第二弹簧109随之拉伸，
出料
口107即移出下料斗4，
下料斗4上方的饲料就不会继续往下流，
当半圆凸起101旋转入空心
圆筒7内后，
第一弹簧102随之压缩，
在第二弹簧109的作用下，
挡料板随之往左移动。
[0045] 因为还包括有敲打装置13，
敲打装置13包括有第二支杆131、
滑轨132、
滑块133、
齿
条134、第三弹簧135、扇形齿轮136、第四弹簧137和敲打块138，
底板1顶部左方安装有第二
支杆131，
第二支杆131顶端与支板11左侧下部安装有滑轨132，
滑轨132上滑动式设有滑块
133，
滑块133顶部安装有齿条134，
齿条134右侧与支板11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135，
第二转
轴908前端安装有扇形齿轮136，
扇形齿轮136与齿条134啮合，
齿条134左侧连接有第四弹簧
137，
第四弹簧137上连接有敲打块138，
敲打块138位于出料管8右方。所以第二转轴908顺时
针旋转带动扇形齿轮136顺时针旋转，扇形齿轮136带动齿条134往左移动，
第三弹簧135随
之拉伸，
齿条134带动敲打块138往左移动，
敲打块138即可敲打出料管8，
从而使得出料管8
内的饲料不会堆积，
当扇形齿轮136不与齿条134啮合时，
在第三弹簧135的作用下，
齿条134
即可往右移动，
滑轨132和滑块133起导向作用。
[0046] 因为还包括有第二挡板14和斜板15，
出料管8左侧安装有第二挡板14，
第二挡板14
左侧倾斜式安装有斜板15。所以进行下料时，
在第二挡板14和斜板15的作用下，
饲料不会洒
出。
[0047] 因为还包括有第五弹簧16、
钢珠17和铜锣18，
第一转轴902后端连接有第五弹簧
16，
第五弹簧16末端安装有钢珠17，
空心圆筒7后方左侧安装有铜锣18，
钢珠17与铜锣18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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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以第一转轴902旋转带动第五弹簧16旋转，
第五弹簧16带动钢珠17旋转，
钢珠17即可
对铜锣18进行敲打，
进而可发出声响，
从而可提醒牲畜进食时间到了。
[004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
改进及替代，
这些都属于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
因此，
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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