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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

包括车轮、车头、托板；车轮固定设置在托板的底

部位置，车轮设置有三组，一组设置有两个；第一

料仓固定设置在托板的上部，第一料仓固定设置

在车头的右侧位置；第二料仓固定设置在第一料

仓的右侧位置，第一料仓与第二料仓固定连接，

第三料仓固定设置在第二料仓的右侧位置，第三

料仓与第二料仓紧密固定连接；移动导轨的端面

中心位置固定设置有轨道槽，限位板固定设置在

移动导轨的左右两端位置；卸料装置固定设置在

移动导轨的上部位置。这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

可以实现对不同种类的饲料原料，一次性运输，

提高了饲料原料的运输效率，同时提高了对饲料

原料卸料的彻底性，提高了下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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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包括车轮、车头、托板；车轮固定设置在托板的底部位置，车

轮设置有三组，一组设置有两个；车头固定设置在托板的左端位置，车头与托板的上部固定

连接；第一料仓固定设置在托板的上部，第一料仓固定设置在车头的右侧位置；第二料仓固

定设置在第一料仓的右侧位置，第一料仓与第二料仓固定连接，第三料仓固定设置在第二

料仓的右侧位置，第三料仓与第二料仓紧密固定连接；第一料仓、第二料仓和第三料仓的上

部中心位置分别固定设置有料仓盖；移动导轨在料仓上部前后边缘位置，前后对称、平行设

置，移动导轨与第一料仓、第二料仓和第三料仓的上部，通过支撑块支撑固定连接；移动导

轨的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设置有轨道槽，限位板固定设置在移动导轨的左右两端位置；卸料

装置固定设置在移动导轨的上部位置，卸料装置包括滚轮，滚轮通过滚动电机固定设置在

底板上，滚轮固定设置有两组，每组设置有两个，两组滚轮在底板的底部均匀固定设置，每

组滚轮与底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支架固定设置在底板的中间位置，支架的上部固定设置有

锥形料仓；电源控制柜固定设置在支架的左侧位置，电源控制柜内部的左侧位置固定设置

有延时控制器，延时控制器的右侧位置固定设置有控制开关；锥形料仓的左侧上部位置固

定设置有卸料管，在卸料管的下部位置固定设置有卸料软管；抽风管固定设置在锥形料仓

的右侧下部位置，保护网固定设置在锥形料仓的内部右侧下部的内壁上，保护网与抽风管

固定连通；罗茨风机固定设置在支架的右侧位置，罗茨风机的抽风口与抽风管固定连通，罗

茨风机的排风口与排风管固定连通，电磁阀固定设置在锥形料仓底部位置，电磁阀的下部

固定设置有下料管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其特征在于：移动导轨的端面中心位

置固定设置的轨道槽，在移动导轨的横向通体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其特征在于：滚轮的滚动电机与电源

控制柜的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其特征在于：设置在移动导轨左右两

端的限位板的凸起高度，小于卸料装置的滚轮二分之一的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其特征在于：卸料装置的电源控制通

过电缆线与现场的电源固定连接，延时控制器通过电线与罗茨风机固定连接，延时控制器

同时与电源控制柜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其特征在于：电磁阀通过电线与电源

控制固定连接，电磁阀为常开型电磁阀。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063969 U

2



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隔仓式饲料运输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养殖行业由农户分散养殖，逐渐向自动化、产业的化的方向发展，较多的具有

实力的养殖企业，产业的发展方向由单一的养殖业，逐步向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不断延

伸，这样才能形成一条现代化的养殖产业链，从而降低养殖企业的养殖成本，提高养殖企业

的经济效益。

[0003] 在饲料的加工过程中，饲料加工的原料主要是：玉米、大豆、米糠，小麦麸子等为主

要原料，这些制造饲料的原料一般情况下是储存在仓库中，需要加工时，通过饲料的运输车

将其运输到饲料加工车间中；现有技术中的原料运输车，多数是在汽车的托板上设置一个，

用于运输散装原料（粮食）的集装是原料运输车；现有技术中这种运输车主要存在的问题

是：1、由于饲料的配料制造过程中需要几种粮食原料，进行适当的配比，经过多道工序，才

能制造成经过膨化的颗粒状的饲料，因此在饲料原料的运输过程中，需要同时运输多种粮

食原料，这样就会造成现有技术中这种运输车，运输的粮食种类单一，运输效率较低；2、一

般所使用的饲料运输车所采用的卸料装置，采用电动绞龙式卸料，这种卸料方式，存在很大

的卸料死角，储存在料仓底部四周的粮食不能卸干净，存在卸料不彻底的问题；发明人基于

现有技术中的缺陷研发了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能够很好地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

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其结构设计简

单、科学合理，操作方便；本实用新型能够解决一般的饲料运输车运输的粮食种类单一，运

输效率较低的问题；同时还解决了一般饲料运输车的卸料装置卸料不彻底、不干净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包括车轮、车头、托板；

车轮固定设置在托板的底部位置，车轮设置有三组，一组设置有两个；车头固定设置在托板

的左端位置，车头与托板的上部固定连接；第一料仓固定设置在托板的上部，第一料仓固定

设置在车头的右侧位置；第二料仓固定设置在第一料仓的右侧位置，第一料仓与第二料仓

固定连接，第三料仓固定设置在第二料仓的右侧位置，第三料仓与第二料仓紧密固定连接；

第一料仓、第二料仓和第三料仓的上部中心位置分别固定设置有料仓盖；移动导轨在料仓

上部前后边缘位置，前后对称、平行设置，移动导轨与第一料仓、第二料仓和第三料仓的上

部，通过支撑块支撑固定连接；移动导轨的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设置有轨道槽，限位板固定设

置在移动导轨的左右两端位置；卸料装置固定设置在移动导轨的上部位置，卸料装置包括

滚轮，滚轮通过滚动电机固定设置在底板上，滚轮固定设置有两组，每组设置有两个，两组

滚轮在底板的底部均匀固定设置，每组滚轮与底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支架固定设置在底板

的中间位置，支架的上部固定设置有锥形料仓；电源控制柜固定设置在支架的左侧位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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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控制柜内部的左侧位置固定设置有延时控制器，延时控制器的右侧位置固定设置有控制

开关；锥形料仓的左侧上部位置固定设置有卸料管，在卸料管的下部位置固定设置有卸料

软管；抽风管固定设置在锥形料仓的右侧下部位置，保护网固定设置在锥形料仓的内部右

侧下部的内壁上，保护网与抽风管固定连通；罗茨风机固定设置在支架的右侧位置，罗茨风

机的抽风口与抽风管固定连通，罗茨风机的排风口与排风管固定连通，电磁阀固定设置在

锥形料仓底部位置，电磁阀的下部固定设置有下料管固定连接。

[0006] 所述移动导轨的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设置的轨道槽，在移动导轨的横向通体设置。

[0007] 所述滚轮的滚动电机与电源控制柜的固定连接。

[0008] 所述设置在移动导轨左右两端的限位板的凸起高度，小于卸料装置的滚轮二分之

一的高度。

[0009] 所述卸料装置的电源控制通过电缆线与现场的电源固定连接，延时控制器通过电

线与罗茨风机固定连接，延时控制器同时与电源控制柜固定连接。

[0010] 所述电磁阀通过电线与电源控制固定连接，电磁阀为常开型电磁阀。

[0011] 这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的使用过程为：当需要用这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对饲料

的原料进行运输时，根据不同的配料种类，将几种不同的饲料原料，分别装入到不同的料仓

中，进行分开运输；然后开启饲料运输车，将隔仓式饲料运输车，运输到饲料生产的配料车

间，然后将电源控制柜与现场的电源接通，根据卸料装置的卸料速度，设定好延时控制器的

控制罗茨风机的开启时间，此时将卸料软管放入到第一料仓中，将第一料仓中的饲料原料

吸入到锥形料仓中，当锥形料仓将要装满时，延时控制器自动关闭罗茨风机，锥形料仓中的

饲料原料，根据电磁阀的时间控制，不断将饲料原料通过下料管卸出；当第一料仓中的饲料

原料卸完后，可以通过滚动电机控制滚轮在移动导轨上移动，将卸料装置移动第二料仓的

上部位置，然后将卸料软管放入到第二料仓中，重复上述动作，即可将第二料仓和第三料仓

中饲料原料卸完毕；以上过程就是这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的使用过程。

[0012] 所述第一料仓固定设置在托板的上部，第一料仓固定设置在车头的右侧位置；第

二料仓固定设置在第一料仓的右侧位置，第一料仓与第二料仓固定连接，第三料仓固定设

置在第二料仓的右侧位置，第三料仓与第二料仓紧密固定连接；第一料仓、第二料仓和第三

料仓的上部中心位置分别固定设置有料仓盖；这样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不同种类的

饲料原料，分别装入到不同的料仓中；从而提高了运输不同饲料原料的运输效率。

[0013] 所述移动导轨的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设置有轨道槽，限位板固定设置在移动导轨的

左右两端位置；这样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限位板的设置限制移动导轨的移动距离，

防止移动导轨脱落。

[0014] 所述卸料装置固定设置在移动导轨的上部位置，卸料装置包括滚轮，滚轮通过滚

动电机固定设置在底板上，滚轮固定设置有两组，每组设置有两个，两组滚轮在底板的底部

均匀固定设置，每组滚轮与底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支架固定设置在底板的中间位置，支架的

上部固定设置有锥形料仓；电源控制柜固定设置在支架的左侧位置，电源控制柜内部的左

侧位置固定设置有延时控制器，延时控制器的右侧位置固定设置有控制开关；锥形料仓的

左侧上部位置固定设置有卸料管，在卸料管的下部位置固定设置有卸料软管；抽风管固定

设置在锥形料仓的右侧下部位置，保护网固定设置在锥形料仓的内部右侧下部的内壁上，

保护网与抽风管固定连通；罗茨风机固定设置在支架的右侧位置，罗茨风机的抽风口与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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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管固定连通，罗茨风机的排风口与排风管固定连通，电磁阀固定设置在锥形料仓底部位

置，电磁阀的下部固定设置有下料管固定连接；其中设置滚动电机和滚轮的主要是为了利

用滚动电机的驱动作用，使滚轮在移动导轨上移动，从而调整卸料装置的卸料软管的位置，

使卸料软管对准不同的料仓；其中设置延时控制器主要是为了控制罗茨风机的开启时间，

实现罗茨风机根据卸料的速度，来控制锥形料仓中饲料原料的料位；其中设置保护网的主

要为了保护罗茨风机，防止罗茨风机中进入饲料原料，造成罗茨风机的烧毁；其中设置罗茨

风机的主要作用是为了，给卸料软管提供吸取饲料原料的抽取力，提高卸料装置卸料的效

率；其中设置电磁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间断地将锥形料仓中饲料原料，从下料管中卸

出。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技术方案提供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其结构设计简

单、科学合理，操作方便；本实用新型能够解决一般的饲料运输车运输的粮食种类单一，运

输效率较低的问题；同时还解决了一般饲料运输车的卸料装置卸料不彻底、不干净的问题；

可以实现对不同种类的饲料原料，一次性运输，提高了饲料原料的运输效率，同时提高了对

饲料原料卸料的彻底性，提高了下料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移动导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标记：1、车轮，2、车头，3、托板，4、第一料仓，5、第二料仓，6、第三料仓，7、料仓

盖，8、移动导轨，801、限位板，9、轨道槽，10、卸料装置，101、滚轮，102、滚动电机，103、底板，

104、支架，105、电源控制柜，106、延时控制器，107、控制开关，108、锥形料仓，109、卸料管，

1010、卸料软管，1011、抽风管，1012、保护网筛，1013、罗茨风机，1014、排风管，1015、电磁

阀，1016、下料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0] 如图所示，一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包括车轮1、车头2、托板3；车轮1固定设置在托

板3的底部位置，车轮1设置有三组，一组设置有两个；车头2固定设置在托板3的左端位置，

车头2与托板3的上部固定连接；第一料仓4固定设置在托板3的上部，第一料仓4固定设置在

车头2的右侧位置；第二料仓5固定设置在第一料仓4的右侧位置，第一料仓4与第二料仓5固

定连接，第三料仓6固定设置在第二料仓5的右侧位置，第三料仓6与第二料仓5紧密固定连

接；第一料仓4、第二料仓5和第三料仓6的上部中心位置分别固定设置有料仓盖7；移动导轨

8在料仓上部前后边缘位置，前后对称、平行设置，移动导轨8与第一料仓4、第二料仓5和第

三料仓6的上部，通过支撑块支撑固定连接；移动导轨8的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设置有轨道槽

9，限位板801固定设置在移动导轨8的左右两端位置；卸料装置10固定设置在移动导轨8的

上部位置，卸料装置10包括滚轮101，滚轮101通过滚动电机102固定设置在底板103上，滚轮

101固定设置有两组，每组设置有两个，两组滚轮101在底板103的底部均匀固定设置，每组

滚轮101与底板103的底部固定连接；支架104固定设置在底板103的中间位置，支架104的上

部固定设置有锥形料仓108；电源控制柜105固定设置在支架104的左侧位置，电源控制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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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内部的左侧位置固定设置有延时控制器106，延时控制器106的右侧位置固定设置有控

制开关107；锥形料仓108的左侧上部位置固定设置有卸料管109，在卸料管109的下部位置

固定设置有卸料软管1010；抽风管1011固定设置在锥形料仓108的右侧下部位置，保护网

1012固定设置在锥形料仓108的内部右侧下部的内壁上，保护网1012与抽风管1011固定连

通；罗茨风机1013固定设置在支架104的右侧位置，罗茨风机1013的抽风口与抽风管1011固

定连通，罗茨风机1013的排风口与排风管1014固定连通，电磁阀1015固定设置在锥形料仓

108底部位置，电磁阀1015的下部固定设置有下料管1016固定连接。

[0021] 所述移动导轨8的端面中心位置固定设置的轨道槽9，在移动导轨8的横向通体设

置。

[0022] 所述滚轮101的滚动电机102与电源控制柜105的固定连接。

[0023] 所述设置在移动导轨8左右两端的限位板801的凸起高度，小于卸料装置10的滚轮

101二分之一的高度。

[0024] 所述卸料装置10的电源控制105通过电缆线与现场的电源固定连接，延时控制器

106通过电线与罗茨风机1013固定连接，延时控制器106同时与电源控制柜105固定连接。

[0025] 所述电磁阀1015通过电线与电源控制105固定连接，电磁阀1015为常开型电磁阀。

[0026] 这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的使用过程为：当需要用这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对饲料

的原料进行运输时，根据不同的配料种类，将几种不同的饲料原料，分别装入到不同的料仓

中，进行分开运输；然后开启饲料运输车，将隔仓式饲料运输车，运输到饲料生产的配料车

间，然后将电源控制柜105与现场的电源接通，根据卸料装置10的卸料速度，设定好延时控

制器106的控制罗茨风机1013的开启时间，此时将卸料软管1010放入到第一料仓4中，将第

一料仓4中的饲料原料吸入到锥形料仓108中，当锥形料仓108将要装满时，延时控制器106

自动关闭罗茨风机1013，锥形料仓108中的饲料原料，根据电磁阀1015的时间控制，不断将

饲料原料通过下料管1016卸出；当第一料仓4中的饲料原料卸完后，可以通过滚动电机102

控制滚轮101在移动导轨8上移动，将卸料装置10移动第二料仓5的上部位置，然后将卸料软

管1010放入到第二料仓5中，重复上述动作，即可将第二料仓5和第三料仓6中饲料原料卸完

毕；以上过程就是这种隔仓式饲料运输车的使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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