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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

装置，其技术方案要点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

有筛分槽，所述筛分槽内设有筛分机构，所述筛

分机构的上方的左端设有进料装置，还包括用于

带动筛分机构左右晃动的动力机构，所述筛分机

构包括筛分框和固定在筛分框上的筛网，所述筛

分框的右端设有出料口，所述筛分槽的下端连接

有第一出料管和第二出料管，所述筛分槽的内壁

上连接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与供水装置连接，

所述筛分槽内设有隔离板，所述隔离板将筛分槽

的底部由左至右依次分隔成小规格苗种出料区

和大苗种出料区，当筛分机构带动筛分框晃动

时，所述出料口始终位于大苗种出料区的上方。

本实用新型具有海产贝类苗种能够自动筛分，筛

分效率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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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包括机架(1)，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上设有筛分槽

(11)，所述筛分槽(11)内设有筛分机构(3)，所述筛分机构(3)的上方的左端设有进料机构

(2)，还包括用于带动筛分机构(3)左右晃动的动力机构(4)，所述筛分机构(3)包括筛分框

和固定在筛分框上的筛网(33)，所述筛分框的右端设有出料口(321)，所述筛分槽(11)的下

端连接有第一出料管(15)和第二出料管(16)，所述筛分槽(11)的内壁上连接有进水管

(17)，所述进水管(17)与供水装置连接，所述筛分槽(11)的设有隔离板(12)，所述隔离板

(12)将筛分槽(11)的底部分隔成小规格苗种出料区(13)和大苗种出料区，当筛分框晃动

时，所述出料口(321)始终位于大苗种出料区的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机构(4)

包括位于筛分机构(3)下方的支撑框(41)，所述支撑框(41)上设有用于限制筛分机构(3)水

平移动的限位结构，所述机架(1)的右上端固定有筛分电机(46)，所述筛分电机(46)的电机

轴上固定有转动板(47)，所述转动板(47)上铰接有传动杆(48)，所述传动杆(48)的另一端

与支撑框(41)铰接，所述机架(1)的上端固定有两个龙门架(42)，所述龙门架(42)的横杆上

固定有两个连接弹簧(43)，同一个龙门架(42)上的两个连接弹簧(43)的下端分别于支撑框

(41)上的前后连杆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结构为：

所述支撑框(41)的前后两侧固定有限位块(44)，所述支撑框(41)的左右两侧均固定有限位

杆(45)，所述传动杆(48)与右侧的限位杆(45)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机构(2)

包括与左侧的龙门架(42)固定的进料斗(21)，所述进料斗(21)内设有辅助管(22)，所述辅

助管(22)与供水装置连接，所述辅助管(22)的周向侧壁上设有多个喷孔(23)。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分框包括焊

接在一起的安装框(31)和阻挡框(32)，所述阻挡框(32)位于安装框(31)的上端，所述筛网

(33)固定在安装框(31)和阻挡框(32)之间，所述出料口(321)开设在阻挡框(32)的右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阻挡框(32)内

从左至有依次固定有多个挡板(3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分槽(11)的

底部为梯形且上大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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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海产贝类苗种筛分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

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开展海产贝类苗种培育时，通常先将海产贝类苗种按照规格大小逐渐进行筛

分，使得小规格苗种和大规格苗种分开，便于针对性的培育，使得最终培育出来的水产个头

相似，也便于及时淘汰一些不合格的苗种。传统的筛分方式，是将海产贝类苗种放置在一定

网目大小的筛网上来回移动的人工方式，使得小规格苗种穿过筛网落下，大规格苗种留在

筛网上，从而实现大规格苗种和小规格苗种的分离，由于采用人工筛分的方式效率低下，随

着海产贝类苗种培育技术手段愈来愈成熟，海产贝类苗种繁育的产量越来越高，苗种筛选

这样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理成本急需一种能够提高苗种筛分的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在于提供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具

有海产贝类苗种能够自动筛分，筛分效率高的功能。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

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有筛分槽，所述筛分槽内设有筛分机构，所述筛分机构的上方的左

端设有进料机构，还包括用于带动筛分机构左右晃动的动力机构，所述筛分机构包括筛分

框和固定在筛分框上的筛网，所述筛分框的右端设有出料口，所述筛分槽的下端连接有第

一出料管和第二出料管，所述筛分槽的内壁上连接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与供水装置连接，

所述筛分槽内设有隔离板，所述隔离板将筛分槽的底部由左至右依次分隔成小规格苗种出

料区和大苗种出料区，当筛分机构带动筛分框晃动时，所述出料口始终位于大苗种出料区

的上方。

[000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进水管向筛分槽内不断输送海水，海产贝类苗种通

过进料机构进入到筛网上，由于筛网能在动力机构的带动下来回晃动，使得进入到筛网上

的海产贝类苗种均匀散开，由于筛分框的右端设有出料口，而筛网上的海产贝类苗种不断

从出料口掉落，从而使得海产贝类苗种从筛网的左端向右端逐步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小的

苗种通过筛网上网孔掉落至小苗种出料区并通过第一出料管排出，大的苗种最终通过出料

口落至大苗种出料区并通过第二出料管排出，从而实现了大规格苗种和小规格苗种的自动

筛分，提高了筛分效率。在筛分框来回晃动时能够推动筛分槽内的海水来回晃动，使得海产

贝类苗种能够在海水的作用下更加快速的向出料口移动，提高筛分效率。

[000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动力机构包括位于筛分机构下方的支撑框，所述

支撑框上设有用于限制筛分机构水平移动的限位结构，所述机架的右上端固定有筛分电

机，所述筛分电机的电机轴上固定有转动板，所述转动板上铰接有传动杆，所述传动杆的另

一端与支撑框铰接，所述机架的上端固定有两个龙门架，所述龙门架的横杆上固定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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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弹簧，同一个龙门架上的两个连接弹簧的下端分别于支撑框上的前后连杆固定连接。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限位机构使得筛分框与支撑框不易发生水平方向上

的相对移动，使得筛分框能够与支撑框一起移动，当筛分电机转动时能够带动转动板转动，

从而通过传动杆带动支撑框移动，支撑框在运动时期两端的运动轨迹为一个圆形，使得支

撑框及筛分机构来回往复运动的同时两端交替上下移动，形成类似厨师在炒菜时颠勺的动

作，从而使得位于筛分机构内的苗种均匀散开向出料口移动的同时上下翻腾，使得小规格

苗种与大规格苗种容易分离，便于将小规格苗种筛分出来。

[0008]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限位结构为：所述支撑框的前后两侧固定有限位

块，所述支撑框的左右两侧均固定有限位杆，所述传动杆与右侧的限位杆铰接。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两个限位块来使得筛分框相对支撑框不易发生前后

位移，通过两个限位杆来使得筛分框相对支撑框不易发生左右位移，从而使得筛分框能够

跟随支撑框一起移动，便于将小规格苗种通过筛网筛除。

[0010]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进料机构包括与左侧的龙门架固定的进料斗，所

述进料斗内设有辅助管，所述辅助管与供水装置连接，所述辅助管的周向侧壁上设有多个

喷孔。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筛分苗种时，将大小混合在一起的海产贝类苗种导入

进料斗内，通过进料斗的下端开口进入到筛网上，通过供水装置为辅助管供水，使得进料斗

内的海产贝类苗种能够在水流的冲击下快速落在筛网上，并能够将黏附在进料斗内壁上的

海产贝类苗种及时冲下，防止进料斗堵塞，提高了进料效率。

[0012]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筛分框包括焊接在一起的安装框和阻挡框，所述

阻挡框位于安装框的上端，所述筛网固定在安装框和阻挡框之间，所述出料口开设在阻挡

框的右端。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制造筛分框时，将安装框和阻挡框分开加工，然后将筛

网与安装框的上端固定然后在将安装框与阻挡框焊接，使得筛分框能够分段制造，加工难

度降低。

[0014]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阻挡框内从左至有依次固定有多个挡板。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挡板能够跟随阻挡框来回晃动，使得筛分框内的水波动

更加强烈从而带动海产贝类苗种上下翻腾，使得小规格苗种和大规格苗种更易分离，便于

将小规格苗种通过筛网筛除，使得筛分出来的大规格苗种内混杂小规格苗种的概率更低。

[001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筛分槽的底部为梯形且上大下小。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筛分槽的底部为梯形且上大下小使得海产贝类苗种更易

集中在筛分槽的底部的中部，便于通过第一出料管和第二出料管排出。

[0018]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海产贝类苗种经过进料斗落在筛网上，而筛网在筛分电机的作用下来回呈8  字形

晃动，使得小规格苗种不断自动穿过筛网排出，而大规格苗种通过排料口排出，实现了大小

规格苗种的自动筛分，提高了筛分效率，便于人们使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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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是本实施例的截面示意图；

[0022] 图3是图2在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3] 图4是凸显本实施例中支撑框与筛分机构连接关系的爆炸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1、机架；2、进料机构；3、筛分机构；4、动力机构；11、筛分槽；12、隔离板；

13、小规格苗种出料区；14、大规格苗种出料区；15、第一出料管；16、第二出料管；17、进水

管；21、进料斗；22、辅助管；23、喷孔；31、安装框；32、阻挡框；33、筛网；34、挡板；321、出料

口；41、支撑框；42、龙门架；43、连接弹簧；44、限位块；45、限位杆；46、筛分电机；47、转动板； 

48、传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海产贝类苗种筛分装置，如图1、图2所示，包括机架  1，机架1

上安装有进料机构2，进料机构2下方设有筛分机构3，筛分机构3  与动力机构4连接，通过进

料机构2向筛分机构3进料然后通过动力机构4带动筛分机构3运动，实现大规格苗种和小规

格苗种的自动筛分。

[0027] 如图1、图2所示，机架1内设有筛分槽11，筛分槽11的底部为梯形且上大下小，筛分

槽11的底部固定有隔离板12，隔离板12的左侧为小规格苗种出料区13，隔离板12的右侧为

大规格苗种出料区14，在小规格苗种出料区13的底部连接有第一出料管15，在大规格苗种

出料区14的底部连接有两个第二出料管16，第一出料管15和第二出料管16上均安装有控制

阀(图中未示出)。

[0028] 如图2、图3所示，动力机构4包括位于机架1内的支撑框41，在机架1 的上端固定有

两个龙门架42，龙门架42的横杆上固定有两个连接弹簧43，同一个龙门架42上的两个连接

弹簧43的下端分别于支撑框41上的前后连杆固定连接，在支撑框41的前后两侧固定有限位

块44防止筛分机构3从支撑框41的前后两侧掉落，在支撑框41的左右两侧固定有限位杆45，

限位杆45能够防止筛分机构3从支撑框41的左右两侧掉落。

[0029] 如图2、图3所示，动力机构4还包括固定在机架1上端右侧固定有筛分电机46，筛分

电机46的电机轴上固定有转动板47，转动板47上铰接有传动杆48，传动杆48的另一端与支

撑框41右侧的限位杆45铰接。当筛分电机46转动时，能够带动转动板47转动然后通过传动

杆48和推杆带动支撑框41及其上方的筛分机构3运动，支撑框41在运动时其两端的运动轨

迹为一个圆形，使得支撑框  41及筛分机构3来回往复运动的同时两端交替上下移动，从而

使得位于筛分机构3内的苗种均匀散开向出料口321移动的同时上下翻腾，类似厨师在炒菜

时颠勺的动作，使得苗种能够在翻腾的过程中铺开的更加均匀，并便于将原本位于上方的

苗种翻腾到下方进行过滤，提高过滤效率。

[0030] 如图2、图3所示，进料机构2位于筛分机构3的左端的上方，进料机构2  包括固定在

左侧龙门架42上的进料斗21，进料斗21上大下小，在进料斗21内设有辅助管22，辅助管22的

周向侧壁上设有多个喷孔23，辅助管22与供水装置连接(图中未示出)，通过水从喷孔23喷

射到进料斗21的内壁上，使得附着在进料斗21内壁的海产贝类苗种能够在水流的作用下冲

入到筛分机构3内，防止进料斗21堵塞。

[0031] 如图2、图3、图4所示，筛分机构3包括焊接在一起的安装框31和阻挡框  32，安装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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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和阻挡框32位于机架1内，在安装框31和阻挡框32之间固定有筛网33，并且由于筛网33较

薄不会影响安装框31和阻挡框32的连接，在阻挡框32的右侧设有出料口321。当筛分电机46

带动支撑框41及筛分机构3运动时，落在筛网33上的海产贝类苗种通过不断的往复运动而

均匀铺开，小规格苗种在铺开过程中穿过筛网33落在小规格苗种出料区13，在经过不断筛

分后海产贝类苗种不断通过出料口321排出且海产贝类苗种中的小规格苗种逐渐减少，从

而使得海产贝类苗种能够不断向右侧扩散，实现海产贝类苗种向右位移的功能，由于经历

了筛网33的筛分，因此从出料口321排出的大多为大规格苗种且落入到大规格苗种出料区

14，受到隔离板12的阻挡使得大规格苗种出料区14内的海产贝类苗种与小规格苗种出料区

13的海产贝类苗种不易混合。

[0032] 如图1、图2所示，在机架1上固定有与筛分槽11连通的进水管17，进水管17与供水

装置连接。通过辅助管22和进水管17向安装斗不断进水，再通过第一出料管15和第二出料

管16，使得筛分槽11内的海水不断得到更新。当筛分电机46带动安装框31晃动时，同时能够

带动安装框31内的水来回移动，通过水流的推动使得海产贝类苗种更易分开，提高对海产

贝类苗种筛分的效果。在阻挡框32内从左至有依次固定有多个挡板34，挡板34与筛网33之

间留有可供大规格苗种通过的缝隙，挡板34能够提高对水的推动作用，使得海产贝类苗种

更易向右侧的排料口移动，提高筛分效率。

[0033] 具体筛分过程：海产贝类苗种放入到进料斗21内，海产贝类苗种在辅助管  22水流

的作用下落至筛网33的左端，然后筛分机构3在筛分电机46的作用下来回晃动，使得落下的

海产贝类苗种逐步向右移动并从出料口321排出，在移动过程中小规格苗种穿过筛网33落

入到小规格苗种出料区13并通过第一出料管  15排出，大规格苗种通过出料口321落入到大

规格苗种出料区14排出，从而实现了大规格苗种和小规格苗种的自动筛分，筛分速度快，便

于人们使用。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设计构思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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