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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包括壳

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中设有放料腔，所述放

料腔中设有放料机构，投入的饲料在所述放料机

构的作用下进行储存，所述壳体中设有位于所述

储料腔下端的筛选腔，所述筛选腔中设有可转动

的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上端固定设有筛选转

盘，本发明机构简单，使用简便，实现了自动搅拌

混合，自动储料，大大提高了搅拌效率，避免了由

于搅拌未充分，导致的牲畜的生长状况较差的情

况，同时能够对不合格的饲料进行筛选，对不合

格的饲料进行研磨，避免了饲料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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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包括壳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中设有放料腔，

所述放料腔中设有放料机构，投入的饲料在所述放料机构的作用下进行储存，所述壳体中

设有位于所述储料腔下端的筛选腔，所述筛选腔中设有可转动的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

上端固定设有筛选转盘，所述筛选转盘外端固定设有滤网，所述筛选转盘下端固定设有缓

冲转盘，所述壳体中设有位于所述筛选腔外端的出料腔，所述出料腔中设有可左右滑动的

筛选壳体，所述筛选壳体下端固定设有第一滑轨，所述筛选壳体在所述第一滑轨上左右滑

动，所述第一滑轨下端设有变速机构，当所述第二转轴转动时，将直径小的饲料通过滤网甩

出至所述出料腔中，直径大饲料的落下至所述缓冲转盘上缓冲，所述筛选壳体左右移动在

所述变速机构的作用进行切换变速；

所述壳体中设有设有位于所述筛选腔下端的研磨腔，所述研磨腔中设有研磨刀片，所

述研磨刀片固定设置于所述第二转轴上，未通过滤网的饲料，经过所述缓冲转盘缓冲后进

入至所述研磨腔中，在所述研磨刀片的作用下进行研磨，所述变速腔后端设有搅拌腔，所述

搅拌腔中设有搅拌机构，通过所述滤网的饲料与研磨后的饲料进入至所述搅拌腔中，在所

述搅拌机构的作用下进行搅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放料机构

包括可转动设置于所述放料腔底壁的换料轴，所述换料轴上端固定设有储料箱，所述储料

箱上端面固定设有三个所述投料箱，所述投料箱中设有向上开口的储料腔，所述储料腔底

壁设有上下贯通的所述放料孔，所述放料腔底壁可转动设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上端

固定设有所述放料转盘，所述放料转盘外圆面固定设有三个所述放料齿条，所述放料齿条

可与所述储料箱啮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变速机构

包括固定设置于所述研磨腔下端的变速箱，所述变速箱中设有变速腔，所述第二转轴延伸

至所述变速腔中，所述第二转轴下端固定设有第八齿轮，所述第八齿轮左端可转动设有第

八转轴，所述变速腔左壁上固定设有第二固定支柱，所述第八转轴固定在所述第二固定支

柱中，所述第八转轴上端固定设有第九变速齿轮，所述第八齿轮与所述第九变速齿轮啮合，

所述第八齿轮右端可转动设有第三转轴，所述变速腔右壁上固定设有第一固定支柱，所述

第三转轴固定在所述第一固定支柱中，所述第三转轴上端固定设有第十变速齿轮，所述第

十变速齿轮与所述第八齿轮未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机构

包括固定设置于所述变速箱后端开口向上的搅拌箱，所述搅拌箱通过所述排料管与所述出

料腔、研磨腔连通，所述搅拌箱上固定设有第二齿轮，所述壳体中设有位于所述变速腔后端

的旋转腔，所述第二齿轮在所述旋转腔中转动，所述搅拌箱后端固定设有出料管，所述搅拌

箱中设有搅拌腔，所述搅拌腔左右两壁设有多个固定块，所述搅拌腔中可转动设有第九转

轴，所述第九转轴上固定设有多个搅拌块，所述搅拌腔底端固定设有底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变速腔下

端固定设有电机，所述电机上端可转动设有传动轴，所述传动轴上固定设有第三皮带轮，所

述第三皮带轮左端固定设有第五皮带轮，所述第五皮带轮通过所述第二皮带与所述第三皮

带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五皮带轮上端固定设有第五转轴，所述第五转轴上端固定设有第五

齿轮，所述第五齿轮与所述第二齿轮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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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皮带

轮上端固定设有第三齿轮，所述第三齿轮后端固定设有第四齿轮，所述第四齿轮后端固定

设有第四转轴，所述第四转轴后端固定设有第十一齿轮，所述第十一齿轮上端固定设有第

十二齿轮，所述第十二齿轮与所述第十一齿轮啮合，所述第十二齿轮固定在所述第九转轴

下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齿轮

上端固定设有第四皮带轮，所述第四皮带轮前端固定设有第八皮带轮，所述第八皮带轮通

过所述第五皮带与所述第四皮带轮固定连接，所述第八皮带轮上端固定设有第七转轴，所

述第七转轴上端固定设有第六皮带轮，所述第六皮带轮后端固定设有第一皮带轮，所述第

一皮带轮通过所述第三皮带与所述第六皮带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皮带轮右端固定设有第

二皮带轮，所述第二皮带轮通过所述第一皮带与所述第一皮带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皮带

轮固定在所述第一转轴上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六皮带

轮下端固定设有第七皮带轮，所述第七皮带轮右端固定设有第九皮带轮，所述第九皮带轮

通过所述第四皮带与所述第七皮带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九皮带轮上端固定设有第十转轴，

所述第十转轴上端固定设有第十四齿轮，所述第十四齿轮后端固定设有第十五齿轮，所述

第十五齿轮与所述第十四齿轮啮合，所述第十五齿轮后端固定设有第六转轴，所述第六转

轴后端固定设有第十三半齿轮，所述第十三半齿轮外端固定设有导轨，所述导轨中的齿可

与所述第十三半齿轮啮合，所述导轨上端固定设有第二滑轨，所述导轨可在所述第二滑轨

上左右移动，所述壳体中设有位于所述筛选腔左端的滑动腔，所述连杆延伸至所述滑动腔

中，所述导轨右端固定设有连杆，所述连杆右端固定连接在所述筛选壳体左端。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皮带

轮上端固定设有第六齿轮，所述第六齿轮左端固定设有第七齿轮，所述第六齿轮与所述第

七齿轮啮合，所述第七齿轮固定设置于所述第八转轴下端，所述第六齿轮右端固定设有第

一齿轮，所述第一齿轮与所述第六齿轮啮合，所第一齿轮固定设置于所述第三转轴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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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差速离心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可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牲畜的饲养管理中，喂料占用的劳动量很大，是一项花费工时多又辛苦的工作，喂

料时，需要对饲料进行搅拌，避免搅拌未充分导致影响牲畜的生长状况，人工喂料搅拌不仅

费时费力而且容易造成饲料的浪费，同时无法对饲料进行筛选，导致直径过大不合格的饲

料也混在其中，影响牲畜的饮食，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能够克服

上述缺陷。

[0004] 本发明是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包括壳体，所述壳体中设有放料腔，所

述放料腔中设有放料机构，投入的饲料在所述放料机构的作用下进行储存，所述壳体中设

有位于所述储料腔下端的筛选腔，所述筛选腔中设有可转动的第二转轴，所述第二转轴上

端固定设有筛选转盘，所述筛选转盘外端固定设有滤网，所述筛选转盘下端固定设有缓冲

转盘，所述壳体中设有位于所述筛选腔外端的出料腔，所述出料腔中设有可左右滑动的筛

选壳体，所述筛选壳体下端固定设有第一滑轨，所述筛选壳体在所述第一滑轨上左右滑动，

所述第一滑轨下端设有变速机构，当所述第二转轴转动时，将直径小的饲料通过滤网甩出

至所述出料腔中，直径大饲料的落下至所述缓冲转盘上缓冲，所述筛选壳体左右移动在所

述变速机构的作用进行切换变速；

所述壳体中设有设有位于所述筛选腔下端的研磨腔，所述研磨腔中设有研磨刀片，所

述研磨刀片固定设置于所述第二转轴上，未通过滤网的饲料，经过所述缓冲转盘缓冲后进

入至所述研磨腔中，在所述研磨刀片的作用下进行研磨，所述变速腔后端设有搅拌腔，所述

搅拌腔中设有搅拌机构，通过所述滤网的饲料与研磨后的饲料进入至所述搅拌腔中，在所

述搅拌机构的作用下进行搅拌。

[0005] 有益地，所述放料机构包括可转动设置于所述放料腔底壁的换料轴，所述换料轴

上端固定设有储料箱，所述储料箱上端面固定设有三个所述投料箱，所述投料箱中设有向

上开口的储料腔，所述储料腔底壁设有上下贯通的所述放料孔，所述放料腔底壁可转动设

有第一转轴，所述第一转轴上端固定设有所述放料转盘，所述放料转盘外圆面固定设有三

个所述放料齿条，所述放料齿条可与所述储料箱啮合。

[0006] 有益地，所述变速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所述研磨腔下端的变速箱，所述变速箱中

设有变速腔，所述第二转轴延伸至所述变速腔中，所述第二转轴下端固定设有第八齿轮，所

述第八齿轮左端可转动设有第八转轴，所述变速腔左壁上固定设有第二固定支柱，所述第

八转轴固定在所述第二固定支柱中，所述第八转轴上端固定设有第九变速齿轮，所述第八

齿轮与所述第九变速齿轮啮合，所述第八齿轮右端可转动设有第三转轴，所述变速腔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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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固定设有第一固定支柱，所述第三转轴固定在所述第一固定支柱中，所述第三转轴上端

固定设有第十变速齿轮，所述第十变速齿轮与所述第八齿轮未啮合。

[0007] 有益地，所述搅拌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所述变速箱后端开口向上的搅拌箱，所述

搅拌箱通过所述排料管与所述出料腔、研磨腔连通，所述搅拌箱上固定设有第二齿轮，所述

壳体中设有位于所述变速腔后端的旋转腔，所述第二齿轮在所述旋转腔中转动，所述搅拌

箱后端固定设有出料管，所述搅拌箱中设有搅拌腔，所述搅拌腔左右两壁设有多个固定块，

所述搅拌腔中可转动设有第九转轴，所述第九转轴上固定设有多个搅拌块，所述搅拌腔底

端固定设有底座。

[0008] 有益地，所述变速腔下端固定设有电机，所述电机上端可转动设有传动轴，所述传

动轴上固定设有第三皮带轮，所述第三皮带轮左端固定设有第五皮带轮，所述第五皮带轮

通过所述第二皮带与所述第三皮带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五皮带轮上端固定设有第五转轴，

所述第五转轴上端固定设有第五齿轮，所述第五齿轮与所述第二齿轮啮合。

[0009] 有益地，所述第三皮带轮上端固定设有第三齿轮，所述第三齿轮后端固定设有第

四齿轮，所述第四齿轮后端固定设有第四转轴，所述第四转轴后端固定设有第十一齿轮，所

述第十一齿轮上端固定设有第十二齿轮，所述第十二齿轮与所述第十一齿轮啮合，所述第

十二齿轮固定在所述第九转轴下端。

[0010] 有益地，所述第三齿轮上端固定设有第四皮带轮，所述第四皮带轮前端固定设有

第八皮带轮，所述第八皮带轮通过所述第五皮带与所述第四皮带轮固定连接，所述第八皮

带轮上端固定设有第七转轴，所述第七转轴上端固定设有第六皮带轮，所述第六皮带轮后

端固定设有第一皮带轮，所述第一皮带轮通过所述第三皮带与所述第六皮带轮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皮带轮右端固定设有第二皮带轮，所述第二皮带轮通过所述第一皮带与所述第一

皮带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皮带轮固定在所述第一转轴上端。

[0011] 有益地，所述第六皮带轮下端固定设有第七皮带轮，所述第七皮带轮右端固定设

有第九皮带轮，所述第九皮带轮通过所述第四皮带与所述第七皮带轮固定连接，所述第九

皮带轮上端固定设有第十转轴，所述第十转轴上端固定设有第十四齿轮，所述第十四齿轮

后端固定设有第十五齿轮，所述第十五齿轮与所述第十四齿轮啮合，所述第十五齿轮后端

固定设有第六转轴，所述第六转轴后端固定设有第十三半齿轮，所述第十三半齿轮外端固

定设有导轨，所述导轨中的齿可与所述第十三半齿轮啮合，所述导轨上端固定设有第二滑

轨，所述导轨可在所述第二滑轨上左右移动，所述壳体中设有位于所述筛选腔左端的滑动

腔，所述连杆延伸至所述滑动腔中，所述导轨右端固定设有连杆，所述连杆右端固定连接在

所述筛选壳体左端。

[0012] 有益地，所述第四皮带轮上端固定设有第六齿轮，所述第六齿轮左端固定设有第

七齿轮，所述第六齿轮与所述第七齿轮啮合，所述第七齿轮固定设置于所述第八转轴下端，

所述第六齿轮右端固定设有第一齿轮，所述第一齿轮与所述第六齿轮啮合，所第一齿轮固

定设置于所述第三转轴下端。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机构简单，使用简便，实现了自动搅拌混合，自动储料，

大大提高了搅拌效率，避免了由于搅拌未充分，导致的牲畜的生长状况较差的情况，同时能

够对不合格的饲料进行筛选，对不合格的饲料进行研磨，避免了饲料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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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图1-6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其中，为叙述方便，现对下文所说的方位

规定如下：下文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与图本身投影关系的上下左右前后方向一致。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A-A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图1中B-B处结构示意图；

图4为图1中C-C处结构示意图；

图5为图2中D-D处结构示意图;

图6为图1中E-E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方式包括但不仅限

于以下实施例。

[0017] 如图1-6所示，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包括壳体10，所述壳体10中设有

放料腔11，所述放料腔11中设有放料机构100，投入的饲料在所述放料机构100的作用下进

行储存，所述壳体10中设有位于所述储料腔12下端的筛选腔20，所述筛选腔20中设有可转

动的第二转轴24，所述第二转轴24上端固定设有筛选转盘21，所述筛选转盘21外端固定设

有滤网22，所述筛选转盘21下端固定设有缓冲转盘25，所述壳体10中设有位于所述筛选腔

20外端的出料腔23，所述出料腔23中设有可左右滑动的筛选壳体82，所述筛选壳体82下端

固定设有第一滑轨28，所述筛选壳体82在所述第一滑轨28上左右滑动，所述第一滑轨28下

端设有变速机构200，当所述第二转轴24转动时，将直径小的饲料通过滤网22甩出至所述出

料腔23中，直径大饲料的落下至所述缓冲转盘25上缓冲，所述筛选壳体82左右移动在所述

变速机构200的作用进行切换变速；

所述壳体10中设有设有位于所述筛选腔20下端的研磨腔26，所述研磨腔26中设有研磨

刀片27，所述研磨刀片27固定设置于所述第二转轴24上，未通过滤网22的饲料，经过所述缓

冲转盘25缓冲后进入至所述研磨腔26中，在所述研磨刀片27的作用下进行研磨，所述变速

腔29后端设有搅拌腔72，所述搅拌腔72中设有搅拌机构300，通过所述滤网22的饲料与研磨

后的饲料进入至所述搅拌腔72中，在所述搅拌机构300的作用下进行搅拌。

[0018] 有益地，所述放料机构100包括可转动设置于所述放料腔11底壁的换料轴84，所述

换料轴84上端固定设有储料箱18，所述储料箱18上端面固定设有三个所述投料箱74，所述

投料箱74中设有向上开口的储料腔12，所述储料腔12底壁设有上下贯通的所述放料孔19，

所述放料腔11底壁可转动设有第一转轴17，所述第一转轴17上端固定设有所述放料转盘

15，所述放料转盘15外圆面固定设有三个所述放料齿条83，所述放料齿条83可与所述储料

箱18啮合。

[0019] 有益地，所述变速机构200包括固定设置于所述研磨腔26下端的变速箱30，所述变

速箱30中设有变速腔29，所述第二转轴24延伸至所述变速腔29中，所述第二转轴24下端固

定设有第八齿轮62，所述第八齿轮62左端可转动设有第八转轴59，所述变速腔29左壁上固

定设有第二固定支柱60，所述第八转轴59固定在所述第二固定支柱60中，所述第八转轴59

上端固定设有第九变速齿轮61，所述第八齿轮62与所述第九变速齿轮61啮合，所述第八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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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62右端可转动设有第三转轴32，所述变速腔29右壁上固定设有第一固定支柱75，所述第

三转轴32固定在所述第一固定支柱75中，所述第三转轴32上端固定设有第十变速齿轮31，

所述第十变速齿轮31与所述第八齿轮62未啮合。

[0020] 有益地，所述搅拌机构300包括固定设置于所述变速箱30后端开口向上的搅拌箱

36，所述搅拌箱36通过所述排料管73与所述出料腔23、研磨腔26连通，所述搅拌箱36上固定

设有第二齿轮35，所述壳体10中设有位于所述变速腔29后端的旋转腔34，所述第二齿轮35

在所述旋转腔34中转动，所述搅拌箱36后端固定设有出料管76，所述搅拌箱36中设有搅拌

腔72，所述搅拌腔72左右两壁设有多个固定块71，所述搅拌腔72中可转动设有第九转轴69，

所述第九转轴69上固定设有多个搅拌块70，所述搅拌腔72底端固定设有底座37。

[0021] 有益地，所述变速腔29下端固定设有电机38，所述电机38上端可转动设有传动轴

39，所述传动轴39上固定设有第三皮带轮40，所述第三皮带轮40左端固定设有第五皮带轮

46，所述第五皮带轮46通过所述第二皮带45与所述第三皮带轮40固定连接，所述第五皮带

轮46上端固定设有第五转轴47，所述第五转轴47上端固定设有第五齿轮48，所述第五齿轮

48与所述第二齿轮35啮合。

[0022] 有益地，所述第三皮带轮40上端固定设有第三齿轮41，所述第三齿轮41后端固定

设有第四齿轮42，所述第四齿轮42后端固定设有第四转轴44，所述第四转轴44后端固定设

有第十一齿轮67，所述第十一齿轮67上端固定设有第十二齿轮68，所述第十二齿轮68与所

述第十一齿轮67啮合，所述第十二齿轮68固定在所述第九转轴69下端。

[0023] 有益地，所述第三齿轮41上端固定设有第四皮带轮43，所述第四皮带轮43前端固

定设有第八皮带轮65，所述第八皮带轮65通过所述第五皮带66与所述第四皮带轮43固定连

接，所述第八皮带轮65上端固定设有第七转轴56，所述第七转轴56上端固定设有第六皮带

轮55，所述第六皮带轮55后端固定设有第一皮带轮13，所述第一皮带轮13通过所述第三皮

带54与所述第六皮带轮55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皮带轮13右端固定设有第二皮带轮16，所述

第二皮带轮16通过所述第一皮带14与所述第一皮带轮13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皮带轮16固定

在所述第一转轴17上端。

[0024] 有益地，所述第六皮带轮55下端固定设有第七皮带轮63，所述第七皮带轮63右端

固定设有第九皮带轮78，所述第九皮带轮78通过所述第四皮带64与所述第七皮带轮63固定

连接，所述第九皮带轮78上端固定设有第十转轴80，所述第十转轴80上端固定设有第十四

齿轮79，所述第十四齿轮79后端固定设有第十五齿轮81，所述第十五齿轮81与所述第十四

齿轮79啮合，所述第十五齿轮81后端固定设有第六转轴50，所述第六转轴50后端固定设有

第十三半齿轮77，所述第十三半齿轮77外端固定设有导轨49，所述导轨49中的齿可与所述

第十三半齿轮77啮合，所述导轨49上端固定设有第二滑轨51，所述导轨49可在所述第二滑

轨51上左右移动，所述壳体10中设有位于所述筛选腔20左端的滑动腔53，所述连杆52延伸

至所述滑动腔53中，所述导轨49右端固定设有连杆52，所述连杆52右端固定连接在所述筛

选壳体82左端。

[0025] 有益地，所述第四皮带轮43上端固定设有第六齿轮57，所述第六齿轮57左端固定

设有第七齿轮58，所述第六齿轮57与所述第七齿轮58啮合，所述第七齿轮58固定设置于所

述第八转轴59下端，所述第六齿轮57右端固定设有第一齿轮33，所述第一齿轮33与所述第

六齿轮57啮合，所第一齿轮33固定设置于所述第三转轴32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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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的一种差速离心筛选饲料搅拌装置的实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本发明初始状态下，所述第八齿轮62与所述第九变速齿轮61啮合或与所述第十变速齿

轮31啮合；

1.将饲料投入至所述储料腔12中，启动电机38；

2.电机38带动传动轴39转动，传动轴39带动第四皮带轮43转动，第四皮带轮43通过第

五皮带66带动第八皮带轮65转动，第八皮带轮65带动第七转轴56转动，第七转轴56带动第

六皮带轮55转动，第六皮带轮55通过第三皮带54带动第一皮带轮13转动，第一皮带轮13通

过第一皮带14带动第二皮带轮16转动，第二皮带轮16带动第一转轴17转动，第一转轴17通

过放料转盘15带动放料齿条83与储料箱18啮合，所述储料箱18之间间距为放料时间，所述

放料齿条83将所述储料箱18进行旋转分别使不同所述投料箱74进行放料；

3.第七转轴56带动第七皮带轮63，第七皮带轮63通过第四皮带64带动第九皮带轮78转

动，第九皮带轮78带动第十转轴80，第十转轴80带动第十四齿轮79转动，第十四齿轮79带动

第十五齿轮81转动，第十五齿轮81带动第六转轴50转动，第六转轴50带动第十三半齿轮77

转动，第十三半齿轮77带动导轨49转动，导轨49通过连杆52带动筛选壳体82左右滑动；

4.传动轴39带动第六齿轮57转动，第六齿轮57带动第七齿轮58、第一齿轮33转动，第七

齿轮58带动第八转轴59转动，第八转轴59带动第九变速齿轮61转动，第一齿轮33带动第三

转轴32转动，第三转轴32带动第十变速齿轮31转动，筛选壳体82左右移动带动第二转轴24

下端的第八齿轮62进行切换变速；

5.第二转轴24带动筛选转盘21转动，将合格可以通过滤网22的饲料甩出，第二转轴24

带动缓冲转盘25、研磨刀片27转动，对不合格的饲料进行缓冲、研磨；

6.传动轴39带动第三齿轮41转动，第三齿轮41带动第四齿轮42转动，第四齿轮42带动

第四转轴44转动，第四转轴44带动第十一齿轮67转动，第十一齿轮67带动第十二齿轮68转

动，第十二齿轮68带动第九转轴69转动，第九转轴69带动搅拌块70转动；

7.传动轴39带动第三皮带轮40转动，第三皮带轮40通过第二皮带45带动第五皮带轮46

转动，第五皮带轮46带动第五转轴47转动，第五转轴47带动第五齿轮48转动，第五齿轮48带

动第二齿轮35转动，实现对饲料的搅拌，通过出料管76排出。

[0027] 以上所述，仅为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不经

过创造性劳动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发明的保护范围

应该以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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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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