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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及其清洗机构和排

料机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及其清

洗机构和排料机构涉及畜牧技术领域；所述清洗

装置包括清洗箱体和支撑架，清洗箱体的内部设

置有清洗机构，支撑架的顶部设置有排料机构，

清洗机构包括两个圆筒侧板和排污管以及操作

窗口板，两个圆筒侧板之间固定连接有圆筒网

罩，圆筒网罩的外侧壁顶部和底部位置处分别开

设有进料口和出料口，两个圆筒侧板之间中心位

置处贯穿设置有中轴，中轴的一端延伸于圆筒侧

板的外部并固定连接有电机，中轴上固定套接有

轴外包套，轴外包套的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若干

个搅拌杆。该用于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具备效率

高等优点，解决了现有的清洗装置效率低，费时

费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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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包括：清洗箱体(1)和支撑架(2)，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

(2)固定连接于清洗箱体(1)的外侧壁上，所述清洗箱体(1)的内部设置有清洗机构(3)，所

述支撑架(2)的顶部设置有排料机构(4)；

所述清洗机构(3)包括：圆筒侧板(301)、圆筒网罩(302)、中轴(303)、电机(304)、轴外

包套(305)、搅拌杆(306)、进料口(308)、出料口(309)、分液板(313)、高压喷头(314)、排污

管(315)和操作窗口板(316)，两个所述圆筒侧板(301)之间固定连接有圆筒网罩(302)，所

述圆筒网罩(302)的外侧壁顶部和底部位置处分别开设有进料口(308)和出料口(309)，两

个所述圆筒侧板(301)之间中心位置处贯穿设置有中轴(303)，所述中轴(303)的一端延伸

于圆筒侧板(301)的外部并固定连接有电机(304)，所述中轴(303)上固定套接有轴外包套

(305)，轴外包套(305)的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若干个搅拌杆(306)，所述圆筒网罩(302)外

侧设置有分液板(313)，所述分液板(313)的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若干个高压喷头(314)；

所述排料机构(4)包括：侧开口(401)、支撑框(402)、滑槽(403)、料框(404)、底板(405)

和锁扣二(406)，所述侧开口(40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框(402)，所述支撑框(402)的顶

部开设有滑槽(403)，所述滑槽(403)的顶部活动连接有料框(404)，所述料框(404)的底部

活动连接有底板(405)，所述底板(40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锁扣二(4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圆筒侧板(301)以

及圆筒网罩(302)均位于清洗箱体(1)的内部，所述中轴(303)的两端与清洗箱体(1)的内侧

壁之间活动连接，所述排污管(315)固定连接于清洗箱体(1)的外侧壁靠近底部位置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液板(313)固定

连接于清洗箱体(1)的两个区别于中轴(303)的内侧壁上，两个所述分液板(313)分别设置

于圆筒网罩(302)的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若干个所述搅拌杆

(306)分为三组，三组所述搅拌杆(306)于轴外包套(305)的外侧壁上呈环形阵列分布，三组

所述搅拌杆(306)上远离轴外包套(305)的一端均固定连接有刮板(307)，三个所述刮板

(307)均与圆筒网罩(302)的内侧壁相互搭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口(308)和出

料口(309)的外侧壁上均铰接有盖板(310)，两个所述盖板(310)的内侧壁上均固定连接有

内嵌板(311)，两个所述内嵌板(311)分别与进料口(308)以及出料口(309)相互卡合，两个

所述盖板(310)的外侧壁上靠近一侧位置处均活动连接有锁扣一(312)，所述锁扣一(312)

与盖板(310)的顶部相互搭接，所述盖板(310)的外侧壁上开设有孔隙(317)，所述操作窗口

板(316)铰接于清洗箱体(1)的外侧壁上靠近出料口(309)的位置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开口(401)开设

于清洗箱体(1)的外侧壁上，所述支撑框(402)固定连接于支撑架(2)的顶部，所述支撑框

(402)的一端延伸于支撑架(2)的内部，且支撑框(402)上位于清洗箱体(1)内的一端超过出

料口(309)的开口位置，所述料框(404)的顶部开口大于出料口(309)的开口。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料框(404)的外侧

壁上固定连接有把手(407)，所述把手(407)的内部挂接有拉杆(408)，所述底板(405)的外

侧壁上开设有滴水孔(409)。

8.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清洗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圆筒侧板(301)、圆筒网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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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中轴(303)、电机(304)、轴外包套(305)、搅拌杆(306)、进料口(308)、出料口(309)、

分液板(313)、高压喷头(314)、排污管(315)和操作窗口板(316)，两个所述圆筒侧板(301)

之间固定连接有圆筒网罩(302)，所述圆筒网罩(302)的外侧壁顶部和底部位置处分别开设

有进料口(308)和出料口(309)，两个所述圆筒侧板(301)之间中心位置处贯穿设置有中轴

(303)，所述中轴(303)的一端延伸于圆筒侧板(301)的外部并固定连接有电机(304)，所述

中轴(303)上固定套接有轴外包套(305)，轴外包套(305)的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若干个搅

拌杆(306)，所述圆筒网罩(302)外侧设置有分液板(313)，所述分液板(313)的外侧壁上固

定连接有若干个高压喷头(314)。

9.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排料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侧开口(401)、支撑框(402)、

滑槽(403)、料框(404)、底板(405)和锁扣二(406)，所述侧开口(40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支

撑框(402)，所述支撑框(402)的顶部开设有滑槽(403)，所述滑槽(403)的顶部活动连接有

料框(404)，所述料框(404)的底部活动连接有底板(405)，所述底板(405)的一端固定连接

有锁扣二(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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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及其清洗机构和排料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及其清洗机构和排料机构涉及畜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畜牧养殖过程中，往往需要用草料喂养，然而，未经处理的草料上附着有泥土等

杂质，若动物进食含杂质的草料，可能会造成胃肠道疾病，从而使得畜牧效益受损，因此，需

要对草料进行事先清洗，针对畜牧养殖的草料，即使增加成本来去除杂质，能够减少动物的

患病风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现有的人工清洗，费时费力，市场上却找不到相关产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及其清洗机构和

排料机构，具备效率高等优点，解决了现有的清洗装置效率低，费时费力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包括清洗箱体和支撑架，所述支撑架固定连接于清洗箱

体的外侧壁上，所述清洗箱体的内部设置有清洗机构，所述支撑架的顶部设置有排料机构；

[0006] 所述清洗机构包括：圆筒侧板、圆筒网罩、中轴、电机、轴外包套、搅拌杆、进料口、

出料口、分液板、高压喷头、排污管和操作窗口板，两个所述圆筒侧板之间固定连接有圆筒

网罩，所述圆筒网罩的外侧壁顶部和底部位置处分别开设有进料口和出料口，两个所述圆

筒侧板之间中心位置处贯穿设置有中轴，所述中轴的一端延伸于圆筒侧板的外部并固定连

接有电机，所述中轴上固定套接有轴外包套，轴外包套的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若干个搅拌

杆，所述圆筒网罩外侧设置有分液板，所述分液板的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若干个高压喷头；

[0007] 所述排料机构包括：侧开口、支撑框、滑槽、料框、底板和锁扣二，所述侧开口的内

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框，所述支撑框的顶部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顶部活动连接有料框，所

述料框的底部活动连接有底板，所述底板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锁扣二。

[0008] 优选的，所述圆筒侧板以及圆筒网罩均位于清洗箱体的内部，所述中轴的两端与

清洗箱体的内侧壁之间活动连接，所述排污管固定连接于清洗箱体的外侧壁靠近底部位置

处。

[0009] 排污管可外接抽水管道，以便能够将草料清洗产生的污水快速排出清洗箱体，防

止水量过高溢出侧开口。

[0010] 优选的，所述分液板固定连接于清洗箱体的两个区别于中轴的内侧壁上，两个所

述分液板分别设置于圆筒网罩的两侧。

[0011] 优选的，若干个所述搅拌杆分为三组，三组所述搅拌杆于轴外包套的外侧壁上呈

环形阵列分布，三组所述搅拌杆上远离轴外包套的一端均固定连接有刮板，三个所述刮板

均与圆筒网罩的内侧壁相互搭接。

[0012] 由于在清洗过程中，往往会有部分草料附着在圆筒网罩的内侧上，导致难以通过

出料口排出圆筒网罩，此时，通过与圆筒网罩内侧壁接触的刮板将其刮除圆筒网罩，提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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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排放效率。

[0013] 优选的，所述进料口和出料口的外侧壁上均铰接有盖板，两个所述盖板的内侧壁

上均固定连接有内嵌板，两个所述内嵌板分别与进料口以及出料口相互卡合，两个所述盖

板的外侧壁上靠近一侧位置处均活动连接有锁扣一，所述锁扣一与盖板的顶部相互搭接，

所述盖板的外侧壁上开设有孔隙，所述操作窗口板铰接于清洗箱体的外侧壁上靠近出料口

的位置处。

[0014] 内嵌板的内侧壁与圆筒网罩的内侧壁位于同一弧度上，刮板在刮擦圆筒网罩内侧

壁时也会刮擦两个内嵌板的内侧壁，孔隙与圆筒网罩的孔径一致，用于排放杂质污水，孔隙

用于开合出料口处的锁扣一。

[0015] 优选的，所述侧开口开设于清洗箱体的外侧壁上，所述支撑框固定连接于支撑架

的顶部，所述支撑框的一端延伸于支撑架的内部，且支撑框上位于清洗箱体内的一端超过

出料口的开口位置，所述料框的顶部开口大于出料口的开口。

[0016] 优选的，所述料框的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把手，所述把手的内部挂接有拉杆，所述

底板的外侧壁上开设有滴水孔。

[0017] 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清洗机构，包括：圆筒侧板、圆筒网罩、中轴、电机、轴外

包套、搅拌杆、进料口、出料口、分液板、高压喷头、排污管和操作窗口板，两个所述圆筒侧板

之间固定连接有圆筒网罩，所述圆筒网罩的外侧壁顶部和底部位置处分别开设有进料口和

出料口，两个所述圆筒侧板之间中心位置处贯穿设置有中轴，所述中轴的一端延伸于圆筒

侧板的外部并固定连接有电机，所述中轴上固定套接有轴外包套，轴外包套的外侧壁上固

定连接有若干个搅拌杆，所述圆筒网罩外侧设置有分液板，所述分液板的外侧壁上固定连

接有若干个高压喷头。

[0018] 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排料机构，包括：侧开口、支撑框、滑槽、料框、底板和锁

扣二，所述侧开口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框，所述支撑框的顶部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顶

部活动连接有料框，所述料框的底部活动连接有底板，所述底板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锁扣二。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及其清洗机构和排料

机构，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0] 第一、本实用新型用于畜牧草料清洗装置，通过将草料通过进料口放入圆筒网罩

内，启动电机，电机带动中轴转动，中轴带动轴外包套转动，轴外包套带动三组搅拌杆转动，

此时，启动分液板，高压喷头将水喷射进入圆筒网罩将草料淋湿，淋湿的草料上的杂质被水

雾润湿清洗，同时搅拌杆不断搅动草料，污水通过圆筒网罩向下滴落至清洗箱体的内底部，

然后通过排污管排出，加速清洗，从而提高草料清洗效率，无需大量人工操作，省时省力。

[0021] 第二、本实用新型用于畜牧草料清洗装置，通过将料框通过滑槽推入清洗箱体内，

并保证料框位于出料口的正下方，此时，打开出料口，继续开启电机，三组搅拌杆带动三个

刮板刮擦圆筒网罩的内侧壁，使得草料不断通过出料口排出，并落入料框的内部，然后将料

框通过滑槽再次滑出清洗箱体即可，打开底板，即可将清洗完毕的草料取出，整个清洗环节

一体化程度高，操作便捷，效率高，从而提高畜牧养殖的效益。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立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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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侧视面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清洗机构俯视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搅拌杆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实用新型内嵌板结构示意图。

[0027] 其中：1、清洗箱体；2、支撑架；3、清洗机构；301、圆筒侧板；302、圆筒网罩；303、中

轴；304、电机；305、外包套；306、搅拌杆；307、刮板；308、进料口；309、出料口；310、盖板；

311、内嵌板；312、锁扣一；313、分液板；314、高压喷头；315、排污管；316、操作窗口板；317、

孔隙；4、排料机构；401、侧开口；402、支撑框；403、滑槽；404、料框；405、底板；406、锁扣二；

407、把手；408、拉杆；409、滴水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的

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

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具体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9]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30]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1] 该具体实施方式下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请参阅图1‑5，包括清洗箱体1和支

撑架2，支撑架2固定连接于清洗箱体1的外侧壁上，清洗箱体1的内部设置有清洗机构3，支

撑架2的顶部设置有排料机构4；

[0032] 清洗机构3包括：圆筒侧板301、圆筒网罩302、中轴303、电机304、轴外包套305、搅

拌杆306、进料口308、出料口309、分液板313、高压喷头314、排污管315和操作窗口板316，两

个圆筒侧板301之间固定连接有圆筒网罩302，圆筒网罩302的外侧壁顶部和底部位置处分

别开设有进料口308和出料口309，两个圆筒侧板301之间中心位置处贯穿设置有中轴303，

中轴303的一端延伸于圆筒侧板301的外部并固定连接有电机304，中轴303上固定套接有轴

外包套305，轴外包套305的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若干个搅拌杆306，圆筒网罩302外侧设置

有分液板313，分液板313的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若干个高压喷头314；

[0033] 排料机构4包括：侧开口401、支撑框402、滑槽403、料框404、底板405和锁扣二406，

侧开口40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框402，支撑框402的顶部开设有滑槽403，滑槽403的顶部

活动连接有料框404，料框404的底部活动连接有底板405，底板40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锁扣

二406。

[003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电机304内部线路连接为现有技术，在此不再赘述，将草料通

过进料口308放入圆筒网罩302内，启动电机304，电机304带动中轴303转动，中轴303带动轴

外包套305转动，轴外包套305带动三组搅拌杆306转动，此时，启动分液板313，高压喷头314

将水喷射进入圆筒网罩302将草料淋湿，淋湿的草料上的杂质被水雾润湿清洗，同时搅拌杆

306不断搅动草料，污水通过圆筒网罩302向下滴落至清洗箱体1的内底部，然后通过排污管

315排出，加速清洗，从而提高草料清洗效率，无需大量人工操作，省时省力；

[0035] 清洗完毕后，将料框404通过滑槽403推入清洗箱体1内，并保证料框404位于出料

口309的正下方，此时，打开出料口309，继续开启电机304，三组搅拌杆306带动三个刮板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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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擦圆筒网罩302的内侧壁，使得草料不断通过出料口309排出，并落入料框404的内部，然

后将料框404通过滑槽403再次滑出清洗箱体1即可，打开底板405，即可将清洗完毕的草料

取出，整个清洗环节一体化程度高，操作便捷，效率高，从而提高畜牧养殖的效益。

[0036] 具体的，圆筒侧板301以及圆筒网罩302均位于清洗箱体1的内部，中轴303的两端

与清洗箱体1的内侧壁之间活动连接，排污管315固定连接于清洗箱体1的外侧壁靠近底部

位置处。

[003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排污管315可外接抽水管道，以便能够将草料清洗产生的污水

快速排出清洗箱体1，防止水量过高溢出侧开口401。

[0038] 具体的，分液板313固定连接于清洗箱体1的两个区别于中轴303的内侧壁上，两个

分液板313分别设置于圆筒网罩302的两侧。

[0039]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分液板313外接高压水泵，高压水泵的工作原理为本领域工作

人员的公知常识，在此不再赘述，高压水泵将水体通过高压喷头314喷射在圆筒网罩302表

面，从而冲刷圆筒网罩302内的草料，提高清洗效率。

[0040] 具体的，若干个搅拌杆306分为三组，三组搅拌杆306于轴外包套305的外侧壁上呈

环形阵列分布，三组搅拌杆306上远离轴外包套305的一端均固定连接有刮板307，三个刮板

307均与圆筒网罩302的内侧壁相互搭接。

[004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由于在清洗过程中，往往会有部分草料附着在圆筒网罩302的

内侧上，导致难以通过出料口309排出圆筒网罩302，此时，通过与圆筒网罩302内侧壁接触

的刮板307将其刮除圆筒网罩302，提高草料排放效率。

[0042] 具体的，进料口308和出料口309的外侧壁上均铰接有盖板310，两个盖板310的内

侧壁上均固定连接有内嵌板311，两个内嵌板311分别与进料口308以及出料口309相互卡

合，两个盖板310的外侧壁上靠近一侧位置处均活动连接有锁扣一312，锁扣一312与盖板

310的顶部相互搭接，盖板310的外侧壁上开设有孔隙317，操作窗口板316铰接于清洗箱体1

的外侧壁上靠近出料口309的位置处。

[0043]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内嵌板311的内侧壁与圆筒网罩302的内侧壁位于同一弧度

上，刮板307在刮擦圆筒网罩302内侧壁时也会刮擦两个内嵌板311的内侧壁，孔隙317与圆

筒网罩302的孔径一致，用于排放杂质污水，孔隙317用于开合出料口309处的锁扣一312。

[0044] 具体的，侧开口401开设于清洗箱体1的外侧壁上，支撑框402固定连接于支撑架2

的顶部，支撑框402的一端延伸于支撑架2的内部，且支撑框402上位于清洗箱体1内的一端

超过出料口309的开口位置，料框404的顶部开口大于出料口309的开口。

[004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料框404用于承接出料口309处落下的草料，并通过滑槽403在

支撑框402上进行来回滑动，以便进出清洗箱体1的内部和支撑架2的顶部。

[0046] 具体的，料框404的外侧壁上固定连接有把手407，把手407的内部挂接有拉杆408，

底板405的外侧壁上开设有滴水孔409。

[004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拉杆408拉动料框404，以便对料框404进行推移，当草料

落入料框404时，其内部未排出的水分可通过滴水孔409排出，直至滴落到无明显水体的时

候，再拉出料框404即可。

[0048] 具体实施方式二

[0049]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清洗机构的具体实施方式，该清洗机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216262341 U

7



构既可以单独实施，又可以作为具体实施方式一公开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关键机

构。

[0050] 该具体实施方式下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清洗机构，包括：圆筒侧板301、圆

筒网罩302、中轴303、电机304、轴外包套305、搅拌杆306、进料口308、出料口309、分液板

313、高压喷头314、排污管315和操作窗口板316，两个圆筒侧板301之间固定连接有圆筒网

罩302，圆筒网罩302的外侧壁顶部和底部位置处分别开设有进料口308和出料口309，两个

圆筒侧板301之间中心位置处贯穿设置有中轴303，中轴303的一端延伸于圆筒侧板301的外

部并固定连接有电机304，中轴303上固定套接有轴外包套305，轴外包套305的外侧壁上固

定连接有若干个搅拌杆306，圆筒网罩302外侧设置有分液板313，分液板313的外侧壁上固

定连接有若干个高压喷头314。

[0051]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将草料通过进料口308放入圆筒网罩302内，启动电机304，电

机304带动中轴303转动，中轴303带动轴外包套305转动，轴外包套305带动三组搅拌杆306

转动，此时，启动分液板313，高压喷头314将水喷射进入圆筒网罩302将草料淋湿，淋湿的草

料上的杂质被水雾润湿清洗，同时搅拌杆306不断搅动草料，污水通过圆筒网罩302向下滴

落至清洗箱体1的内底部，然后通过排污管315排出，加速清洗，从而提高草料清洗效率，无

需大量人工操作，省时省力。

[0052] 具体实施方式三

[0053]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排料机构具体实施方式，该排料机构

既可以单独实施，又可以作为具体实施方式一公开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关键机构。

[0054] 该具体实施方式下的一种畜牧草料清洗装置的排料机构，包括：侧开口401、支撑

框402、滑槽403、料框404、底板405和锁扣二406，侧开口401的内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框402，

支撑框402的顶部开设有滑槽403，滑槽403的顶部活动连接有料框404，料框404的底部活动

连接有底板405，底板405的一端固定连接有锁扣二406。

[0055]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清洗完毕后，将料框404通过滑槽403推入清洗箱体1内，并保

证料框404位于出料口309的正下方，此时，打开出料口309，继续开启电机304，三组搅拌杆

306带动三个刮板307刮擦圆筒网罩302的内侧壁，使得草料不断通过出料口309排出，并落

入料框404的内部，然后将料框404通过滑槽403再次滑出清洗箱体1即可，打开底板405，即

可将清洗完毕的草料取出，整个清洗环节一体化程度高，操作便捷，效率高，从而提高畜牧

养殖的效益。

[0056] 在使用时，将草料通过进料口308放入圆筒网罩302内，启动电机304，通过搅拌杆

306对草料进行搅拌，启动分液板313，高压喷头314将水喷射进入圆筒网罩302将草料淋湿，

从而对草料进行清洗除杂，清洗完毕后，将料框404通过滑槽403推入清洗箱体1内，并保证

料框404位于出料口309的正下方，此时，打开出料口309，继续开启电机304，三组搅拌杆306

带动三个刮板307刮擦圆筒网罩302的内侧壁，使得草料不断通过出料口309排出，并落入料

框404的内部，即可。

[0057]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而言，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具体实施方式进行

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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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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