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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涉及鸡饲养

技术领域，包括食盆、料筒、分隔装置、搅拌装置、

搅动轴和驱动装置，食盆上设有料筒、分隔装置

和搅拌装置，料筒上设有驱动装置，驱动装置上

设有搅动轴，食盆由底板、盆体、支撑块和卡块构

成，分隔装置由第一卡环、第二卡环和支撑杆构

成，搅拌装置由连接板和搅拌块构成，搅动轴由

连接轴、搅动板、第一限位块和第二限位块构成，

驱动装置由盖子、固定杆、连接杆、限位环和把手

构成；本实用新型实用性强，使用起来非常的方

便，不但能有效的翻拌饲料桶和饲料盆内的鸡饲

料，防止饲料板结而造成养殖户饲养成本增加，

提高养殖户的利润率，而且还能缩短养殖户后期

清理饲料盆的时间，减轻养殖户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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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包括食盆、料筒、分隔装置、搅拌装置、搅动轴和驱动

装置，其特征是：在食盆上设有料筒、分隔装置和搅拌装置，料筒上设有驱动装置，驱动装置

上设有搅动轴，食盆由底板、盆体、支撑块和卡块构成，底板上设有盆体和支撑块，支撑块上

设有卡块，分隔装置由第一卡环、第二卡环和支撑杆构成，第一卡环上设有支撑杆，支撑杆

上设有第二卡环，搅拌装置由连接板和搅拌块构成，连接板上设有搅拌块，搅动轴由连接

轴、搅动板、第一限位块和第二限位块构成，连接轴上设有搅动板、第一限位块和第二限位

块，驱动装置由盖子、固定杆、连接杆、限位环和把手构成，盖子上设有固定杆，固定杆上设

有连接杆和限位环，连接杆上设有把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其特征是：所述盖子由边框和

盖板构成，边框上设有盖板，边框为空心圆柱型结构，边框的上方设有盖板，盖板为圆柱型

结构，盖板的下底面与边框的上底面相连接，盖板上设有连接孔，连接孔贯穿盖板的上底面

与下底面，连接孔内设有固定杆，盖子下方设有料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其特征是：所述固定杆为圆柱

型结构，固定杆穿过连接孔，固定杆在盖板下方一端底面设有固定孔，固定孔内设有第二限

位块，固定杆侧面设有两个限位环，两限位环结构相同，限位环为圆环型结构，两限位环均

套在固定杆上，限位环的内壁与固定杆的侧面相连接，两限位环平行设置，一个限位环设置

在盖板的上方，另一个限位环设置在盖板的下方，上方限位环的上方设有连接杆，连接杆为

长方型、圆柱型或棱柱型结构，连接杆的一端与固定杆的侧面相连接，连接杆的另一端设有

把手，固定杆的下方设有连接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其特征是：所述料筒为空心圆

柱型结构，料筒下端设置在盆体内，料筒上端设置在边框内，料筒内设有搅动轴，料筒的侧

面设有分隔装置，料筒下方设有食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其特征是：所述底板为圆柱

型、棱柱型或长方型结构，底板的上部面设有盆体和支撑块，盆体为空心圆柱型或圆台型结

构，盆体的下底面与底板的上部面相连接，盆体内设有支撑块、分隔装置和料筒。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其特征是：所述支撑块为圆台

型结构，支撑块的下底面与底板的上部面相连接，支撑块横截面的圆心与盆体横截面的圆

心设置在同一垂线上，支撑块上设有穿孔，穿孔贯穿支撑块的上底面与下底面，穿孔两侧对

称设有两个限位槽，两限位槽结构相同，限位槽与底板平行设置，限位槽的一端与穿孔相连

接，限位槽的两一端穿过支撑块的侧面，限位槽内设有连接板，限位槽上方设有卡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其特征是：所述支撑块上设有

至少一个卡块，各卡块结构相同，各卡块均匀设置在支撑块的侧面，各卡块设置在同一水平

面上，各卡块上均设有卡槽，料筒的下沿设置在卡槽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其特征是：所述连接板为长方

型结构，连接板与底板平行设置，连接板上设有限位孔，限位孔与穿孔对应设置，限位孔内

设有第一限位块，限位孔两侧对称设有至少两个搅拌块，各搅拌块结构相同，各搅拌块均匀

设置在连接板的上部面，各搅拌块设置在盆体内壁与支撑块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其特征是：所述连接轴为圆柱

型结构，连接轴设置在固定杆的正下方，连接轴侧面对称设有两个搅动板，搅动板为长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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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搅动板的一端与连接轴的侧面相连接，两搅动板结构相同，两搅动板均与底板平行设

置，两搅动板均设置在支撑块上方，连接轴设置在搅动板下方一端设置在穿孔内，连接轴设

置在穿孔一端的底面设有第一限位块，第一限位块为长方型或棱柱型结构，第一限位块的

上部面与连接轴的下底面相连接，连接轴的另一端设有第二限位块，第二限位块为长方型

或棱柱型结构，第二限位块的下部面与连接轴的上底面相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其特征是：所述分隔装置设

置之在盆体与料筒之间，第一卡环为圆环型结构，第一卡环内设有第二卡环，第二卡环为圆

环型结构，第二卡环套在料筒上，第一卡环与第二卡环之间设有至少一个支撑杆，各支撑杆

结构相同，支撑杆为长方型、圆柱型或棱柱型结构，支撑杆的一端与第一卡环的内壁相连

接，支撑杆的另一端与第二卡环的侧面相连接，各支撑杆以第二卡环的圆心为中心均匀设

置在第一卡环与第二卡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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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鸡饲养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公知的，饲料是所有人饲养的动物的食物的总称，比较狭义地一般饲料主要指的

是农业或牧业饲养的动物的食物，饲料包括大豆、豆粕、玉米、鱼粉、氨基酸、杂粕、乳清粉、

油脂、肉骨粉、谷物、饲料添加剂等十余个品种的饲料原料，现有技术中鸡养殖过程中，由于

各地气候不同，添加在饲料桶内的鸡饲料容易潮湿板结，降低鸡饲料的蓬松度，不利于鸡的

进食，对鸡饲料的利用率不理想，进而导致饲料的用量增加，进而增加养殖成本，造成养殖

户的经济损失，养殖户在清洁饲料盆时，花费大量时间来清洁饲料盆内板结的饲料，费时费

力、工作了大，延长了养殖户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劳动强度。

[0005]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为了克服背景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食盆上设置料筒、分隔装置和搅拌装置，料筒上设置驱动装置，驱动装置

上设置搅动轴，以达到防止饲料盆内的鸡饲料潮湿板结，增加饲料蓬松度的目的。

[0007] 为了实现所述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包括食盆、料筒、分隔装置、搅拌装置、搅动轴和驱

动装置，食盆上设有料筒、分隔装置和搅拌装置，料筒上设有驱动装置，驱动装置上设有搅

动轴，食盆由底板、盆体、支撑块和卡块构成，底板上设有盆体和支撑块，支撑块上设有卡

块，分隔装置由第一卡环、第二卡环和支撑杆构成，第一卡环上设有支撑杆，支撑杆上设有

第二卡环，搅拌装置由连接板和搅拌块构成，连接板上设有搅拌块，搅动轴由连接轴、搅动

板、第一限位块和第二限位块构成，连接轴上设有搅动板、第一限位块和第二限位块，驱动

装置由盖子、固定杆、连接杆、限位环和把手构成，盖子上设有固定杆，固定杆上设有连接杆

和限位环，连接杆上设有把手。

[0009] 所述盖子由边框和盖板构成，边框上设有盖板，边框为空心圆柱型结构，边框的上

方设有盖板，盖板为圆柱型结构，盖板的下底面与边框的上底面相连接，盖板上设有连接

孔，连接孔贯穿盖板的上底面与下底面，连接孔内设有固定杆，盖子下方设有料筒。

[0010] 所述固定杆为圆柱型结构，固定杆穿过连接孔，固定杆在盖板下方一端底面设有

固定孔，固定孔内设有第二限位块，固定杆侧面设有两个限位环，两限位环结构相同，限位

环为圆环型结构，两限位环均套在固定杆上，限位环的内壁与固定杆的侧面相连接，两限位

环平行设置，一个限位环设置在盖板的上方，另一个限位环设置在盖板的下方，上方限位环

的上方设有连接杆，连接杆为长方型、圆柱型或棱柱型结构，连接杆的一端与固定杆的侧面

相连接，连接杆的另一端设有把手，固定杆的下方设有连接轴。

[0011] 所述料筒为空心圆柱型结构，料筒下端设置在盆体内，料筒上端设置在边框内，料

筒内设有搅动轴，料筒的侧面设有分隔装置，料筒下方设有食盆。

[0012] 所述底板为圆柱型、棱柱型或长方型结构，底板的上部面设有盆体和支撑块，盆体

为空心圆柱型或圆台型结构，盆体的下底面与底板的上部面相连接，盆体内设有支撑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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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装置和料筒。

[0013] 所述支撑块为圆台型结构，支撑块的下底面与底板的上部面相连接，支撑块横截

面的圆心与盆体横截面的圆心设置在同一垂线上，支撑块上设有穿孔，穿孔贯穿支撑块的

上底面与下底面，穿孔两侧对称设有两个限位槽，两限位槽结构相同，限位槽与底板平行设

置，限位槽的一端与穿孔相连接，限位槽的两一端穿过支撑块的侧面，限位槽内设有连接

板，限位槽上方设有卡块。

[0014] 所述支撑块上设有至少一个卡块，各卡块结构相同，各卡块均匀设置在支撑块的

侧面，各卡块设置在同一水平面上，各卡块上均设有卡槽，料筒的下沿设置在卡槽内。

[0015] 所述连接板为长方型结构，连接板与底板平行设置，连接板上设有限位孔，限位孔

与穿孔对应设置，限位孔内设有第一限位块，限位孔两侧对称设有至少两个搅拌块，各搅拌

块结构相同，各搅拌块均匀设置在连接板的上部面，各搅拌块设置在盆体内壁与支撑块之

间。

[0016] 所述连接轴为圆柱型结构，连接轴设置在固定杆的正下方，连接轴侧面对称设有

两个搅动板，搅动板为长方型结构，搅动板的一端与连接轴的侧面相连接，两搅动板结构相

同，两搅动板均与底板平行设置，两搅动板均设置在支撑块上方，连接轴设置在搅动板下方

一端设置在穿孔内，连接轴设置在穿孔一端的底面设有第一限位块，第一限位块为长方型

或棱柱型结构，第一限位块的上部面与连接轴的下底面相连接，连接轴的另一端设有第二

限位块，第二限位块为长方型或棱柱型结构，第二限位块的下部面与连接轴的上底面相连

接。

[0017] 所述分隔装置设置之在盆体与料筒之间，第一卡环为圆环型结构，第一卡环内设

有第二卡环，第二卡环为圆环型结构，第二卡环套在料筒上，第一卡环与第二卡环之间设有

至少一个支撑杆，各支撑杆结构相同，支撑杆为长方型、圆柱型或棱柱型结构，支撑杆的一

端与第一卡环的内壁相连接，支撑杆的另一端与第二卡环的侧面相连接，各支撑杆以第二

卡环的圆心为中心均匀设置在第一卡环与第二卡环之间。

[0018]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包括食盆、料筒、分隔装置、搅

拌装置、搅动轴和驱动装置，通过在食盆上设置料筒、分隔装置和搅拌装置，料筒上设置驱

动装置，驱动装置上设置搅动轴，以达到防止饲料盆内的鸡饲料潮湿板结，增加饲料蓬松度

的目的；本实用新型实用性强，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但能有效的翻拌饲料桶和饲料盆内

的鸡饲料，防止饲料板结而造成养殖户饲养成本增加，提高养殖户的利润率，而且还能缩短

养殖户后期清理饲料盆的时间，减轻养殖户的劳动强度。

[0020]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食盆截面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支撑块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搅拌装置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搅动轴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的盖子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固定杆、限位环连接示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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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中：1、食盆；2、料筒；3、盖子；4、固定杆；5、连接杆；6、把手；7、第一卡环；8、第二

卡环；9、支撑杆；10、盆体；11、底板；12、支撑块；13、穿孔；14、限位槽；15、卡块；16、卡槽；17、

连接板；18、搅拌块；19、限位孔；20、连接轴；21、第一限位块；22、第二限位块；23、搅动板；

24、边框；25、盖板；26、连接孔；27、限位环；28、固定孔。

[0029]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通过下面的实施例可以详细的解释本实用新型，公开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旨在保护

本实用新型范围内的一切技术改进。

[0031] 结合附图1~7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包括食盆1、料筒2、分隔装置、搅拌装

置、搅动轴和驱动装置，食盆1上设有料筒2、分隔装置和搅拌装置，料筒2上设有驱动装置，

驱动装置上设有搅动轴，食盆1由底板11、盆体10、支撑块12和卡块15构成，底板11上设有盆

体10和支撑块12，支撑块12上设有卡块15，分隔装置由第一卡环7、第二卡环8和支撑杆9构

成，第一卡环7上设有支撑杆9，支撑杆9上设有第二卡环8，搅拌装置由连接板17和搅拌块18

构成，连接板17上设有搅拌块18，搅动轴由连接轴20、搅动板23、第一限位块21和第二限位

块22构成，连接轴20上设有搅动板23、第一限位块21和第二限位块22，驱动装置由盖子3、固

定杆4、连接杆5、限位环27和把手6构成，盖子3上设有固定杆4，固定杆4上设有连接杆5和限

位环27，连接杆5上设有把手6。

[0032] 所述盖子3由边框24和盖板25构成，边框24上设有盖板25，边框24为空心圆柱型结

构，边框24的上方设有盖板25，盖板25为圆柱型结构，盖板25的下底面与边框24的上底面相

连接，盖板25上设有连接孔26，连接孔26贯穿盖板25的上底面与下底面，连接孔26内设有固

定杆4，盖子3下方设有料筒2。

[0033] 所述固定杆4为圆柱型结构，固定杆4穿过连接孔26，固定杆4在盖板25下方一端底

面设有固定孔28，固定孔28内设有第二限位块22，固定杆4侧面设有两个限位环27，两限位

环27结构相同，限位环27为圆环型结构，两限位环27均套在固定杆4上，限位环27的内壁与

固定杆4的侧面相连接，两限位环27平行设置，一个限位环27设置在盖板25的上方，另一个

限位环27设置在盖板25的下方，上方限位环27的上方设有连接杆5，连接杆5为长方型、圆柱

型或棱柱型结构，连接杆5的一端与固定杆4的侧面相连接，连接杆5的另一端设有把手6，固

定杆4的下方设有连接轴20。

[0034] 所述料筒2为空心圆柱型结构，料筒2下端设置在盆体10内，料筒2上端设置在边框

24内，料筒2内设有搅动轴，料筒2的侧面设有分隔装置，料筒2下方设有食盆1。

[0035] 所述底板11为圆柱型、棱柱型或长方型结构，底板11的上部面设有盆体10和支撑

块12，盆体10为空心圆柱型或圆台型结构，盆体10的下底面与底板11的上部面相连接，盆体

10内设有支撑块12、分隔装置和料筒2。

[0036] 所述支撑块12为圆台型结构，支撑块12的下底面与底板11的上部面相连接，支撑

块12横截面的圆心与盆体10横截面的圆心设置在同一垂线上，支撑块12上设有穿孔13，穿

孔13贯穿支撑块12的上底面与下底面，穿孔13两侧对称设有两个限位槽14，两限位槽14结

构相同，限位槽14与底板11平行设置，限位槽14的一端与穿孔13相连接，限位槽14的两一端

穿过支撑块12的侧面，限位槽14内设有连接板17，限位槽14上方设有卡块15。

[0037] 所述支撑块12上设有至少一个卡块15，各卡块15结构相同，各卡块15均匀设置在

支撑块12的侧面，各卡块15设置在同一水平面上，各卡块15上均设有卡槽16，料筒2的下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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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卡槽16内。

[0038] 所述连接板17为长方型结构，连接板17与底板11平行设置，连接板17上设有限位

孔19，限位孔19与穿孔13对应设置，限位孔19内设有第一限位块21，限位孔19两侧对称设有

至少两个搅拌块18，各搅拌块18结构相同，各搅拌块18均匀设置在连接板17的上部面，各搅

拌块18设置在盆体10内壁与支撑块12之间。

[0039] 所述连接轴20为圆柱型结构，连接轴20设置在固定杆4的正下方，连接轴20侧面对

称设有两个搅动板23，搅动板23为长方型结构，搅动板23的一端与连接轴20的侧面相连接，

两搅动板23结构相同，两搅动板23均与底板11平行设置，两搅动板23均设置在支撑块12上

方，连接轴20设置在搅动板23下方一端设置在穿孔13内，连接轴20设置在穿孔13一端的底

面设有第一限位块21，第一限位块21为长方型或棱柱型结构，第一限位块21的上部面与连

接轴20的下底面相连接，连接轴20的另一端设有第二限位块22，第二限位块22为长方型或

棱柱型结构，第二限位块22的下部面与连接轴20的上底面相连接。

[0040] 所述分隔装置设置之在盆体10与料筒2之间，第一卡环7为圆环型结构，第一卡环7

内设有第二卡环8，第二卡环8为圆环型结构，第二卡环8套在料筒2上，第一卡环7与第二卡

环8之间设有至少一个支撑杆9，各支撑杆9结构相同，支撑杆9为长方型、圆柱型或棱柱型结

构，支撑杆9的一端与第一卡环7的内壁相连接，支撑杆9的另一端与第二卡环8的侧面相连

接，各支撑杆9以第二卡环8的圆心为中心均匀设置在第一卡环7与第二卡环8之间。

[0041] 实施例所述的一种防止饲料板结的鸡饲料桶，在使用的时候先将食盆有序摆在地

面上，将料筒2架在支撑块12上方，使得料筒2的下沿卡在各个卡块15的卡槽16内，并使得料

筒2与支撑块12之间留有足够的缝隙，方便饲料进入盆体10内，接着将分隔装置安装在料筒

2与盆体10之间，然后将连接轴20插进支撑块12的穿孔13内，并将第一限位块21插进连接板

17的限位孔19内，使得第一限位块21与限位孔19相互配合，方便连接板17转动，然后就可以

向料筒2内加注饲料了，饲料通过料筒2进入盆体10内，在料筒2内装满饲料后，将盖子3盖在

料筒2上，使得固定杆4的固定孔28套在连接轴20上方的第二限位块22上，使得第二限位块

22与固定孔28相互配合，方便连接轴20转动，鸡吃完饲料离开后，食盆1内还会留有鸡饲料，

然后转动把手6，把手6带动固定杆4转动，固定杆4带动下方的连接轴20转动，连接轴20上的

搅动板23在料筒2内转动，使得鸡饲料蓬松，方便鸡饲料流进食盆1内，连接轴20转动也会带

动下方连接板17转动，连接板17上的搅拌块18将盆体10内的饲料搅拌，保持鸡饲料的蓬松

度，防止饲料潮湿板结，便于鸡的进食。

[0042] 本实用新型未详述部分为现有技术，尽管结合优选实施方案具体展示和介绍了本

实用新型，具体实现该技术方案方法和途径很多，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

式，但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本实用新型的精

神和范围内，在形式上和细节上可以对本实用新型做出各种变化，均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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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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