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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料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

剂的饲料混料装置，包括烘干组件、切碎组件和

混料组件。所述烘干组件用于对植物添加物烘

干，切碎组件用于对植物进行进一步切碎，混料

组件用于将添加剂和饲料充分混合。本实用新型

能够实现饲料植物添加物的烘干、切碎与混合，

使得植物添加物与饲料混合更加均匀，且经过本

实用新型切割后植物碎片更小，更利于添加物效

果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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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料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烘干组件、切碎组件和

混料组件，所述烘干组件包括传送带、挡板和烘干箱，所述挡板设有互相平行的两块，所述

传送带安装在两块挡板之间，所述烘干箱和两块挡板固定连接，烘干箱包括进料口、出料口

和电热棒，所述传送带由所述进料口穿入烘干箱内再由所述出料口穿出，所述电热棒安装

在烘干箱的腔体内，电热棒通过导线连接外部电源，所述切碎组件安装在所述传送带前端

的正下方，切碎组件包括箱体和电动机，所述箱体内安装有三根互相平行的转轴，所述转轴

通过轴承座架设安装在箱体内，每根转轴上均安装有滚筒，三个所述滚筒呈“倒品字形”设

于箱体内，滚筒的外表面安装有切碎刀片，每根所述转轴的一端均伸出所述箱体外部安装

有从动齿轮，所述电动机通过导线连接外部电源为电动机供电，电动机的转轴上安装有主

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安装在各从动齿轮中间，主动齿轮与各从动齿轮均啮合，所述箱体的

底部开口，箱体底部开口处安装有卸料板，所述卸料板一侧与箱体铰接，另一侧通过卡扣可

拆卸式地连接在箱体上，实现卸料板的开启或关闭箱体底部开口，卸料板两边的边缘设有

竖板，所述混料组件安装在所述切碎组件的下方，混料组件包括混料箱和混料电动机，所述

混料箱的顶部安装有液态添加剂加料管、饲料斗和所述混料电动机，所述液态添加剂加料

管和所述饲料斗伸入混料箱的内腔内，所述混料电动机通过导线连接外部电源为混料电动

机供电，混料电动机的转轴伸入混料箱内，转轴上安装有搅拌主齿轮，所述混料箱内设有搅

拌轴，所述搅拌轴的上端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混料箱上，搅拌轴上还设有搅拌从齿轮和搅拌

桨，所述搅拌从齿轮和所述搅拌主齿轮啮合，所述混料箱的上板还加工有植物添加剂入料

口，所述植物添加剂入料口的边缘还设有引料斜板，所述引料斜板设于所述卸料板的正下

方，所述混料箱的侧壁还开设有取料口，所述取料口上盖设有盖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烘干箱进料口的外侧设有滚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烘干箱内还设有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和电热棒均通过导线连接PLC控制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温度传感器的感应头上包覆有金属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卡扣包括卡块、固定轴和转动块，所述卡块固定在所述箱体上，所述固定轴一端固定在所述

卸料板，另一端焊接有块体，所述固定轴上套装有所述转动块，所述转动块能够绕固定轴转

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料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液态添加剂加料管上安装有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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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料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饲料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

料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饲料添加剂是人们为了提高饲料和动物源性食品质量的一类物质，能够提高动物

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强化基础饲料营养价值，为养殖户和企业带来丰厚的效益。植物作

为饲料添加剂目前已经取得了广泛使用，例如发明专利CN105831392A公开了一种改善猪生

产性能及提高猪肉品质的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及饲料，属于饲料添加剂领域。本发明提供的

改善猪生产性能及提高猪肉品质的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其含有活性成分，所述活性成分由

藿香、佩兰、黄芩、黄柏、黄连、滑石、甘草、芦根、淡竹叶和钩藤制成。该专利就是典型的以植

物作为添加剂制备饲料的例子。

[0003] 目前现有技术中没有很好的方便植物添加饲料的混料装置，都是采用人工将植物

干燥切碎并混入饲料中，这就容易造成混料不均匀；也容易造成植物切碎不充分，碎片尺寸

太大，作为添加剂的效果发挥不充分。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基于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料装

置，包括烘干组件、切碎组件和混料组件，所述烘干组件包括传送带、挡板和烘干箱，所述挡

板设有互相平行的两块，所述传送带安装在两块挡板之间，所述烘干箱和两块挡板固定连

接，烘干箱包括进料口、出料口和电热棒，所述传送带由所述进料口穿入烘干箱内再由所述

出料口穿出，所述电热棒安装在烘干箱的腔体内，电热棒通过导线连接外部电源，所述切碎

组件安装在所述传送带前端的正下方，切碎组件包括箱体和电动机，所述箱体内安装有三

根互相平行的转轴，所述转轴通过轴承座架设安装在箱体内，每根转轴上均安装有滚筒，三

个所述滚筒呈“倒品字形”设于箱体内，滚筒的外表面安装有切碎刀片，每根所述转轴的一

端均伸出所述箱体外部安装有从动齿轮，所述电动机通过导线连接外部电源为电动机供

电，电动机的转轴上安装有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安装在各从动齿轮中间，主动齿轮与各

从动齿轮均啮合，所述箱体的底部开口，箱体底部开口处安装有卸料板，所述卸料板一侧与

箱体铰接，另一侧通过卡扣可拆卸式地连接在箱体上，实现卸料板的开启或关闭箱体底部

开口，卸料板两边的边缘设有竖板，所述混料组件安装在所述切碎组件的下方，混料组件包

括混料箱和混料电动机，所述混料箱的顶部安装有液态添加剂加料管、饲料斗和所述混料

电动机，所述液态添加剂加料管和所述饲料斗伸入混料箱的内腔内，所述混料电动机通过

导线连接外部电源为混料电动机供电，混料电动机的转轴伸入混料箱内，转轴上安装有搅

拌主齿轮，所述混料箱内设有搅拌轴，所述搅拌轴的上端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混料箱上，搅拌

轴上还设有搅拌从齿轮和搅拌桨，所述搅拌从齿轮和所述搅拌主齿轮啮合，所述混料箱的

上板还加工有植物添加剂入料口，所述植物添加剂入料口的边缘还设有引料斜板，所述引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8972644 U

3



料斜板设于所述卸料板的正下方，所述混料箱的侧壁还开设有取料口，所述取料口上盖设

有盖子。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烘干箱进料口的外侧设有滚轮。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烘干箱内还设有温度传感器，所述温度传感器和电热棒均通过导

线连接PLC控制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温度传感器的感应头上包覆有金属网。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卡扣包括卡块、固定轴和转动块，所述卡块固定在所述箱体上，所

述固定轴一端固定在所述卸料板，另一端焊接有块体，所述固定轴上套装有所述转动块，所

述转动块能够绕固定轴转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液态添加剂加料管上安装有阀门。

[0010] 从以上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

[0011] 本实用新型能够实现饲料植物添加物的烘干、切碎与混合，使得植物添加物与饲

料混合更加均匀，且经过本实用新型切割后植物碎片更小，更利于添加物效果的充分发挥。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图1中A-A处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图1中B-B处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图1中C处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图1中D处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主动齿轮与各从动齿轮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0018] 图7为卸料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实施例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0] 如图1～7所示，一种用于添加饲料添加剂的饲料混料装置，包括烘干组件、切碎组

件和混料组件。所述烘干组件包括传送带、挡板1和烘干箱2，传送带包括主传动轮3、副传动

轮4和皮带5，所述主传动轮连接传动电动机6，皮带5连接主传动轮3和副传动轮4，传动电动

机6带动主传动轮3转动，进而带动皮带5传动，实现物料的传送。挡板1设有互相平行的两

块，传送带安装在两块挡板1之间，烘干箱2和两块挡板1固定连接，烘干箱2包括进料口7、出

料口8和电热棒9，传送带的皮带5由进料口7穿入烘干箱内再由出料口8穿出，烘干箱进料口

7的外侧设有滚轮13，使得植物在进料口7累积时进料口7不会刮伤植物。电热棒9安装在烘

干箱的腔体内，电热棒9通过导线10连接外部电源为电热棒供电。烘干箱2内还设有温度传

感器11，温度传感器11的感应头靠近皮带5，用于测量皮带上表面附近的温度，温度传感器

的感应头上包覆有金属网42，防止植物直接磨损温度传感器的感应头造成温度传感器使用

寿命下降或灵敏度(长时间使用后)下降。温度传感器11和电热棒9均通过导线连接PLC控制

器12。使用时通过PLC控制器12设定烘干温度，开启电热棒9对烘干箱2内部环境进行加热，

对烘干箱内部皮带5上的植物进行烘干，同时温度传感器11实时测量温度，并将温度值传输

到PLC控制器中，当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测定值高于设定的烘干温度时，PLC控制器切断电热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8972644 U

4



棒9的电流，停止加热，烘干箱内的温度逐渐下降，当温度下降到低于烘干温度后，PLC控制

器通过温度传感器感知温度较低，重新开启电热棒9加热，从而起到稳定温度的目的。所述

切碎组件安装在传送带前端的正下方，切碎组件包括箱体14和电动机15，箱体14内安装有

三根互相平行的转轴16，转轴16通过轴承座17架设安装在箱体14内，每根转轴16上均安装

有滚筒18，三个滚筒18呈“倒品字形”设于箱体内，滚筒18的外表面安装有切碎刀片19，三个

滚筒18上的切碎刀片19互相沿轴向错开，转动时不会相互干扰。每根转轴16的一端均伸出

箱体外部安装有从动齿轮20，电动机15通过导线连接外部电源为电动机供电，电动机的转

轴上安装有主动齿轮21，主动齿轮21安装在各从动齿轮20中间，主动齿轮21与各从动齿轮

20均啮合，开启电动机15带动主动齿轮21转动，进而从动齿轮20转动，转轴16转动，带动滚

筒18转动，切碎刀片19对植物进行切料。箱体14的底部开口，箱体14底部开口处安装有卸料

板22，卸料板22一侧与箱体铰接23，另一侧通过卡扣可拆卸式地连接在箱体上，实现卸料板

的开启或关闭箱体底部开口。所述卡扣包括卡块24、固定轴25和转动块26，卡块24固定在箱

体上，固定轴25一端固定在卸料板22，另一端焊接有块体27，固定轴25上套装有转动块26，

转动块26能够绕固定轴转动。块体27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转动块26从固定轴25上脱出。当将

卸料板22关闭箱体底部开口时，转动转动块26搭接在卡块24上，卸料板22就被固定在箱体

上；当需要将卸料板开启箱体底部开口时，转动转动块26使得转动块26脱离卡块24，则卸料

板22可绕铰接点23打开。卸料板22两边的边缘设有竖板28，竖板28的作用在于：当打开卸料

板22将箱体内切碎的植物碎片导入混料组件时，植物碎片在卸料板22上滑下，设置竖板28

可防止植物碎片在滑下的过程中从卸料板22的两侧掉出。所述混料组件安装在所述切碎组

件的下方，混料组件包括混料箱29和混料电动机30，混料箱29的顶部安装有液态添加剂加

料管31、饲料斗32和混料电动机30，液态添加剂加料管31上安装有阀门33。液态添加剂加料

管31和饲料斗32伸入混料箱29的内腔内，混料电动机30通过导线连接外部电源为混料电动

机供电，混料电动机的转轴伸入混料箱29内，转轴上安装有搅拌主齿轮34，混料箱29内设有

两根搅拌轴35，两根搅拌轴35的上端均通过轴承座安装在混料箱29上，每根搅拌轴35上都

还设有搅拌从齿轮36和搅拌桨37，两个搅拌从齿轮分设在搅拌主齿轮34的两侧，两侧的搅

拌从齿轮36分别和搅拌主齿轮34啮合。混料箱29的上板还加工有植物添加剂入料口38，植

物添加剂入料口38的边缘还设有引料斜板39，引料斜板39设于卸料板22的正下方。混料箱

的侧壁还开设有取料口40，取料口40上盖设有盖子41。

[0021] 使用时，先对待添加的植物43进行预切（人工手动切碎），将预切成条状、梗状或片

状的植物堆放在皮带5上，开启传动电动机6，皮带5开始传动，带动植物堆向前传输，当植物

堆碰到滚轮13时，高出滚轮13的植物堆被推平进入烘干箱2内。有些加工场合植物不需要烘

干脱水，则不进行烘干直接将植物导入切碎组件即可，当需要对植物进行烘干时，待植物完

全进入烘干箱2后，关闭传动电动机6，开启PLC控制器对烘干箱内进行升温烘干。当烘干时

间到达后，继续开启传动电动机，烘干后的植物从出料口8出来，并从皮带5的尽头掉入箱体

14内。开启电动机15，切碎刀片19对植物进行切料，切料时间到达后，关闭电动机15，打开卸

料板22，将卸料板22放在引料斜板39上，箱体14内切碎加工后的植物由于重力作用沿卸料

板滑入混料箱29内。将饲料通过饲料斗32加入混料箱29内，当混料时需要添加液态添加剂

时，通过液态添加剂加料管31添加即可。开启混料电动机30，搅拌桨37对物料进行搅拌，实

现饲料与添加剂的充分混合。混料完成后，打开盖子41，将混料箱29内的饲料从取料口40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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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即可。

[0022]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

员，依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

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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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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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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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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