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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

包括机架、切断装置、双螺旋喂入装置、脱水装

置、一级粉碎装置、二级粉碎装置、传动装置、行

走装置、发动机和驾驶室；切断装置、双螺旋喂入

装置、脱水装置、一级粉碎装置和二级粉碎装置

设置于驾驶室与行走装置之间，并由机架的首端

到尾端依次设置；发动机固定于行走装置的顶

部，发动机的动力通过传动装置传递给切断装

置、双螺旋喂入装置、脱水装置、一级粉碎装置和

二级粉碎装置；秸秆依次经过切断装置、双螺旋

喂入装置、脱水装置、一级粉碎装置和二级粉碎

装置完成的切断、喂入、脱水、一级粉碎和二级粉

碎工序，能够提高粗大秸秆的粉碎粒度，适用于

香蕉主产区的香蕉茎秆粉碎还田和促进香蕉种

植户的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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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切断装置、双螺旋喂入装置、脱

水装置、一级粉碎装置、二级粉碎装置、传动装置、行走装置、发动机和驾驶室；

其中，所述驾驶室设置于所述机架的顶部，所述行走装置设置于所述机架的底部，所述

切断装置、所述双螺旋喂入装置、所述脱水装置、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二级粉碎装置设

置于所述驾驶室与所述行走装置之间，并由所述机架的首端到尾端依次设置；所述发动机

的动力通过所述传动装置传递给所述切断装置、所述双螺旋喂入装置、所述脱水装置、所述

一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二级粉碎装置；秸秆依次经过所述切断装置、所述双螺旋喂入装置、所

述脱水装置、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二级粉碎装置完成的切断、喂入、脱水、一级粉碎和

二级粉碎工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断装置包括横向

相对设置的两个切断圆盘锯，两个所述切断圆盘锯的顶部均固定有一导向柱，所述导向柱

上焊接有导向锥齿；两个所述切断圆盘锯通过转轴分别连接有第一圆柱直齿轮和第二圆柱

直齿轮，所述第一圆柱直齿轮和所述第二圆柱直齿轮之间设置有第三圆柱直齿轮，所述第

一圆柱直齿轮和所述第二圆柱直齿轮与所述第三圆柱直齿轮啮合，所述第三圆柱直齿轮底

部同轴连接有第一圆锥齿轮，所述第一圆锥齿轮与第二圆锥齿轮啮合，所述第二圆锥齿轮

的轴心与所述第一圆锥齿轮的轴心垂直，所述第二圆锥齿轮通过转动轴与所述传动装置传

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切断圆盘锯的

首端朝向所述机架底部倾斜设置，且其倾斜角度为30°～60°，两个所述切断圆盘锯之间的

间隙为3～5cm，两个所述导向柱的中心轴线的距离为20～25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双螺旋喂入装置包

括两个横向相对设置的螺旋辊轴，两个所述螺旋辊轴对向转动，两个所述螺旋辊轴的转动

轴的端部分别设置有第一蜗轮和第二蜗轮，所述第一蜗轮和所述第二蜗轮与一蜗杆传动连

接，所述蜗杆与所述传动装置传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脱水装置包括两个

竖向排列设置的脱水辊轴，两个所述脱水辊轴的端部分别连接有相互啮合第一圆柱齿轮和

第二圆柱齿轮，位于底部的所述脱水辊轴的转动轴与所述传动装置传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脱水辊轴之间

的间隙为3～5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包括

带有粉碎刀片的一级粉碎刀辊，所述一级粉碎刀辊的转动轴与所述传动装置传功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粉碎装置包括

二级粉碎刀辊和分布于所述二级粉碎刀辊上的若干个组合刀片，所述组合刀片包括第一刀

片和第二刀片，第一刀片和第二刀片底部由双头螺柱连接，第一刀片和第二刀片顶部之间

的夹角为65°；所述二级粉碎刀辊的转动轴与所述传动装置传动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任一项所述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与传动

装置传动连接的传送带，所述传送带设置于所述脱水装置、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二级

粉碎装置的底部，所述传送带的首端与所述双螺旋喂入装置衔接，所述传送带的尾端与一

漏料板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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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装置包括与

发动机连接的动力输出带轮和多个将动力传递给所述切断装置、所述双螺旋喂入装置、所

述脱水装置、所述一级粉碎装置、所述二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传送带的传动带轮，所述动力输

出带轮与多个所述传动带轮之间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

优选地，还包括多个轴承座，多个所述轴承座用于支撑所述切断装置、所述双螺旋喂入

装置、所述脱水装置、所述一级粉碎装置、所述二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传送带的转动轴。

优选地，所述行走装置为履带式行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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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用机械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2014年中国的香蕉种植总面积约为40.23万hm2，香蕉茎杆作为香蕉收获后的大宗

农业废弃物，若香蕉茎杆废弃物与香蕉产量的质量比以2.4计，则每年会产生约2100万t的

香蕉茎杆废弃物。由于香蕉茎杆含水率高、茎杆粗大且分布零散，人工处理成本高以及缺乏

合适的机械化茎杆处理装备等原因，香蕉茎杆废弃物处理成为一大难题。香蕉茎杆废弃物

除可部分用于肥料，其多被堆弃在田间地头进行焚烧处理或自然腐烂，这不仅占用了宝贵

的土地资源和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蕉园复耕，使蕉园成为香蕉病虫害的传播源。

[0003] 粉碎还田技术是当今世界上普遍重视的一项培肥地力的增产措施。秸秆等废弃农

作物还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使土壤疏松，孔隙度增加，容量减轻，促进微生

物活力和作物根系的发育。该核心技术是采用粉碎还田机械将废物农作物直接还入田中，

使秸秆在土壤中腐烂分解为有机肥，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和保水、吸水、黏接、透气、保温等

理化性状，增加土壤肥力和有机质含量，使大量废弃的农作物直接变废为宝，具有很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中国香蕉秸秆资源数量大、利用率低，如果能基于生物质成型技术，利

用机械化切碎技术将其收集处理，从而用于生物质能源，不但能实现秸秆资源化、商品化，

变废为宝，化害为利，还能够提高热带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减少污染，加快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0004] 传统的秸秆粉碎机是将秸秆推倒后用拖拉机牵引，用位于底部的刀具对秸秆进行

粉碎，对于茎秆细小的，如玉米秸秆进行粉碎效果较好，但对于茎秆粗大的香蕉秸秆粉碎效

果并不是很好，粗大的茎秆对粉碎刀具的要求较高，且一次粉碎并不能彻底切断香蕉秸秆，

导致多数茎秆藕断丝连，使得秸秆在地里彻底腐烂时间较长，对土壤增肥有一定影响，且对

拖拉机发动机功率有所限制。

[0005] 因而，提供一种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

题，能够提高粗大秸秆的粉碎粒度，适用于香蕉主产区的香蕉茎秆粉碎还田和促进香蕉种

植户的增收。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包括机架、切断装置、双螺旋喂入装置、

脱水装置、一级粉碎装置、二级粉碎装置、传动装置、行走装置、发动机和驾驶室；

[0009] 其中，所述驾驶室设置于所述机架的顶部，所述行走装置设置于所述机架的底部，

所述切断装置、所述双螺旋喂入装置、所述脱水装置、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二级粉碎装

置设置于所述驾驶室与所述行走装置之间，并由所述机架的首端到尾端依次设置；所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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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动力通过所述传动装置传递给所述切断装置、所述双螺旋喂入装置、所述脱水装置、

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二级粉碎装置；秸秆依次经过所述切断装置、所述双螺旋喂入装

置、所述脱水装置、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二级粉碎装置完成的切断、喂入、脱水、一级粉

碎和二级粉碎工序。

[0010] 优选地，所述切断装置包括横向相对设置的两个切断圆盘锯，两个所述切断圆盘

锯的顶部均固定有一导向柱，所述导向柱上焊接有导向锥齿；两个所述切断圆盘锯通过转

轴分别连接有第一圆柱直齿轮和第二圆柱直齿轮，所述第一圆柱直齿轮和所述第二圆柱直

齿轮之间设置有第三圆柱直齿轮，所述第一圆柱直齿轮和所述第二圆柱直齿轮与所述第三

圆柱直齿轮啮合，所述第三圆柱直齿轮底部同轴连接有第一圆锥齿轮，所述第一圆锥齿轮

与第二圆锥齿轮啮合，所述第二圆锥齿轮的轴心与所述第一圆锥齿轮的轴心垂直，所述第

二圆锥齿轮通过转动轴与所述传动装置传动连接。

[0011] 优选地，两个所述切断圆盘锯的首端朝向所述机架底部倾斜设置，且其倾斜角度

为30°～60°，两个所述切断圆盘锯之间的间隙为3～5cm，两个所述导向柱的中心轴线的距

离为20～25cm。

[0012] 优选地，所述双螺旋喂入装置包括两个横向相对设置的螺旋辊轴，两个所述螺旋

辊轴对向转动，两个所述螺旋辊轴的转动轴的端部分别设置有第一蜗轮和第二蜗轮，所述

第一蜗轮和所述第二蜗轮与一蜗杆传动连接，所述蜗杆与所述传动装置传动连接。

[0013] 优选地，所述脱水装置包括两个竖向排列设置的脱水辊轴，两个所述脱水辊轴的

端部分别连接有相互啮合第一圆柱齿轮和第二圆柱齿轮，位于底部的所述脱水辊轴的转动

轴与所述传动装置传动连接。

[0014] 优选地，两个所述脱水辊轴之间的间隙为3～5cm。

[0015] 优选地，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包括带有粉碎刀片的一级粉碎刀辊，所述一级粉碎刀

辊的转动轴与所述传动装置传功连接。

[0016] 优选地，所述二级粉碎装置包括二级粉碎刀辊和分布于所述二级粉碎刀辊上的若

干个组合刀片，所述组合刀片包括第一刀片和第二刀片，第一刀片和第二刀片底部由双头

螺柱连接，第一刀片和第二刀片顶部之间的夹角为65°；所述二级粉碎刀辊的转动轴与所述

传动装置传动连接。

[0017] 优选地，还包括一与传动装置传动连接的传送带，所述传送带设置于所述脱水装

置、所述一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二级粉碎装置的底部，所述传送带的首端与所述双螺旋喂入

装置衔接，所述传送带的尾端与一漏料板衔接。

[0018] 优选地，所述传动装置包括与发动机连接的动力输出带轮和多个将动力传递给所

述切断装置、所述双螺旋喂入装置、所述脱水装置、所述一级粉碎装置、所述二级粉碎装置

和所述传送带的传动带轮，所述动力输出带轮与多个所述传动带轮之间通过传动带传动连

接；

[0019] 优选地，还包括多个轴承座，多个所述轴承座用于支撑所述切断装置、所述双螺旋

喂入装置、所述脱水装置、所述一级粉碎装置、所述二级粉碎装置和所述传送带的转动轴。

[0020] 优选地，所述行走装置为履带式行走机构。

[0021]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取得了以下有益技术效果：

[0022] 本发明提供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采用对向转动的双螺旋喂入装置对秸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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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喂入的同时对秸秆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粉碎，再送至脱水装置进行脱水可以进一步脱

水，接下来的分级粉碎可进一步提高秸秆粉碎粒度。即经历切断、喂入(一定程度粉碎)、脱

水、两级粉碎四个阶段，可实现秸秆粉碎粒度高，适用于香蕉主产区的香蕉茎秆粉碎还田和

促进香蕉种植户的增收。

附图说明

[002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24] 图1为本发明中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中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的内部结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中传动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中传动装置的立体结构仰视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中螺旋辊轴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为本发明中脱水辊轴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为本发明中一级粉碎刀棍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1] 图8为本发明中二级粉碎刀棍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9为本发明中组合刀片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

[0034] 1-机架；

[0035] 2-切断装置、201-切断圆盘锯、202-导向柱、203-导向锥齿、204-第一圆柱直齿轮、

205-第二圆柱直齿轮、206-第三圆柱直齿轮、207-第一圆锥齿轮、208-第二圆锥齿轮；

[0036] 3-双螺旋喂入装置、301-螺旋辊轴、302-第一蜗轮、303-第二蜗轮、304-蜗杆；

[0037] 4-脱水装置、401-脱水辊轴、402-第一圆柱齿轮、403-第二圆柱齿轮-；

[0038] 5-一级粉碎装置、501-一级粉碎刀辊、502-粉碎刀片；

[0039] 6-二级粉碎装置、601-二级粉碎刀辊、602-组合刀片、603-第一刀片、604-第二刀

片、605-双头螺柱、606-安装板组；

[0040] 7-传动装置、701-动力输出带轮、702-带轮A、703-带轮B、704-带轮C、705-带轮D、

706-带轮E、707-带轮F、708-带轮G、709-传动带A、710-传动带B、711-传动带C、712-传动带

D、713-传动带E、714-传动带F、715-传动带G；

[0041] 8-行走装置、9-发动机、10-驾驶室、11-传送带、12-漏料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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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以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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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如图1所示，包括机架1、切断装置2、双

螺旋喂入装置3、脱水装置4、一级粉碎装置5、二级粉碎装置6、传动装置7、行走装置8、发动

机9和驾驶室10；

[0046] 其中，驾驶室10设置于机架1的顶部，行走装置8设置于机架1的底部，切断装置2、

双螺旋喂入装置3、脱水装置4、一级粉碎装置5和二级粉碎装置6设置于驾驶室10与行走装

置8之间，并由机架1的首端到尾端依次设置；发动机9通过螺栓固定于行走装置的顶部；发

动机9的动力通过传动装置7传递给切断装置2、双螺旋喂入装置3、脱水装置4、一级粉碎装

置5和二级粉碎装置6；秸秆依次经过切断装置2、双螺旋喂入装置3、脱水装置4、一级粉碎装

置5和二级粉碎装置6完成的切断、喂入、脱水、一级粉碎和二级粉碎工序，得到双螺旋喂入

切断、脱水再粉碎一体的连续作业粉碎过程，对秸秆粉碎粒度高，适用于香蕉主产区的香蕉

茎秆粉碎还田和促进香蕉种植户的增收。

[0047] 如图2-4所示，本实施例中，切断装置2包括横向相对设置的两个切断圆盘锯201，

两个切断圆盘锯201的顶部均通过螺钉固定有一导向柱202，导向柱202上焊接有导向锥齿

203；两个切断圆盘锯201通过转轴分别连接有第一圆柱直齿轮204和第二圆柱直齿轮205，

且转轴与第一圆柱直齿轮204和第二圆柱直齿轮205通过键固定，第一圆柱直齿轮204和第

二圆柱直齿轮205之间设置有第三圆柱直齿轮206，第一圆柱直齿轮204和第二圆柱直齿轮

205与第三圆柱直齿轮206啮合，第三圆柱直齿轮206底部同轴连接有第一圆锥齿轮207，第

一圆锥齿轮207与第二圆锥齿轮208啮合，第二圆锥齿轮208的轴心与第一圆锥齿轮207的轴

心垂直，第二圆锥齿轮208通过转动轴与传动装置7传动连接；传动装置7传递过来的动力经

过转动轴传递给垂直设置的第二圆锥齿轮208，第二圆锥齿轮208将动力传递给与其啮合的

第一圆锥齿轮207，第一圆锥齿轮207带动第三圆柱直齿轮206转动，第三圆柱直齿轮206转

动带动第一圆柱直齿轮204和第二圆柱直齿轮205转动，进而带动两个切断圆盘锯201和其

顶部导向柱202转动。

[0048] 作为优选地的实施方案，两个切断圆盘锯201的首端朝向机架1底部倾斜设置，且

其倾斜角度为30°～60°，两个切断圆盘锯201之间的间隙为3～5cm，两个导向柱202的中心

轴线的距离为20～25cm。

[0049] 如图2-3、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双螺旋喂入装置3包括两个横向相对设置的螺旋

辊轴301，两个螺旋辊轴301对向转动，两个螺旋辊轴301的转动轴的端部分别设置有第一蜗

轮302和第二蜗轮303，第一蜗轮302和第二蜗轮303与一蜗杆304传动连接，蜗杆304与传动

装置7传动连接；传动装置7将动力传递给蜗杆304，蜗杆304上的两段螺旋反向设置，蜗杆

304将动力传递给第一蜗轮302和第二蜗轮303，实现第一蜗轮302和第二蜗轮303对象转动，

进而两个螺旋辊轴301对向转动，对向转动的螺旋辊轴301在喂入的同时，进行初步粉碎。

[0050] 如图2-3、图6所示，本实施例中，脱水装置4包括两个竖向排列设置的脱水辊轴

401，两个脱水辊轴401之间的间隙为3～5cm，两个脱水辊轴401的端部分别连接有相互啮合

第一圆柱齿轮402和第二圆柱齿轮403，位于底部的脱水辊轴401的转动轴与传动装置7传动

连接，传动装置7的动力传递给转动轴，转动轴转动通过第二圆柱齿轮403传递给第一圆柱

齿轮402使得顶部的脱水辊轴401也同步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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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如图2-3、图7所示，本实施例中，一级粉碎装置5包括带有粉碎刀片502的一级粉碎

刀辊501，一级粉碎刀辊501的转动轴与传动装置7传功连接，传动装置7带动转动轴转动，转

动轴带动整个一级粉碎刀辊501转动，进而实现一级粉碎刀辊501上的粉碎刀片502对秸秆

进行一级粉碎。

[0052] 如图2-3、图8-9所示，本实施例中，二级粉碎装置6包括二级粉碎刀辊601和分布于

二级粉碎刀辊601上的若干个组合刀片602，组合刀片602包括第一刀片603和第二刀片604，

第一刀片603和第二刀片604底部由双头螺柱605连接，相对的在二级粉碎刀辊601上焊接多

个相对设置的安装板组606，双头螺柱605固定第一刀片603和第二刀片604后再穿过安装板

组606，经第一刀片603和第二刀片604固定到安装板组606上；第一刀片603和第二刀片604

顶部之间的夹角为65°；二级粉碎刀辊601的转动轴与传动装置7传动连接，转动轴转动带动

二级粉碎刀辊601上的组合刀片602转动，进而实现对秸秆的二级粉碎。

[0053] 如图2-3所示，本实施例中，还包括一与传动装置7传动连接的传送带11，传送带11

设置于脱水装置4、一级粉碎装置5和二级粉碎装置6的底部，用于传送双螺旋喂入装置3喂

入的秸秆，传送带11的首端与双螺旋喂入装置3衔接，传送带11的尾端与一漏料板12衔接，

漏料板12位于机架1尾部，通过螺钉连接与机架1上，与机架1水平方向呈60°夹角，漏料板12

上打上有若干个通孔，通孔的直径设置为3～5cm，漏料板12的作用是使得粉碎的秸秆沿着

斜面落下。

[0054] 如图3-4所示，本实施例中，传动装置7包括与发动机9连接的动力输出带轮701和

多个将动力传递给切断装置2、双螺旋喂入装置3、脱水装置4、一级粉碎装置5、二级粉碎装

置6和传送带11的传动带轮，动力输出带轮701与多个传动带轮之间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

[0055] 具体地，本实施例中的多个传动带轮包括带轮A702、带轮B703、带轮C704、带轮

D705、带轮E706、带轮F707、带轮G708，传动带包括传动带A709、传动带B710、传动带C711、传

动带D712、传动带E713、传动带F714、传动带G715；其中带轮A702与切断装置2的转动轴连

接，带轮B703与双螺旋喂入装置3的蜗杆304连接，带轮C704连接传送带11首端的转动轴连

接，带轮D705连接传送带11尾端的转动轴，带轮E706连接脱水装置4的转动轴(脱水辊轴401

的转动轴)，带轮F707连接一级粉碎装置5的转动轴(一级粉碎刀辊501的转动轴)，带轮G708

连接二级粉碎装置6的转动轴(二级粉碎刀辊601的转动轴)；传动带A709一端与动力输出带

轮701连接，另一端与带轮A702连接；传动带B710一端与带轮A702连接，另一端与带轮B703

连接；传动带C711一端与带轮B703连接，另一端与带轮C704连接；传动带D712一端与带轮

C704连接，另一端与带轮E706连接；传动带E713一端与带轮E706连接，另一端与带轮F707连

接；传动带F714一端与带轮F707连接，另一端与带轮D705连接；传动带G715一端与带轮D705

连接，另一端与带轮G708连接。

[0056] 本实施例中的履带式二级秸秆粉碎机在具体工作中，传动装置7的传动过程如下：

发动机9为三相异步电机，动力由发动机9上的动力输出带轮701通过传动带A709传递给带

轮A702，带轮A702转动给切断装置2传递动力；带轮A702通过传动带B710将动力传递给带轮

B703，带轮B703转动给双螺旋喂入装置3传递动力；带轮B703通过传动带C711将动力传递给

带轮C704，带轮C704带动传送带11运动；带轮C704通过传动带D712将动力传递给带轮E706，

带轮E706在传动带D712的带动下将动力传给脱水辊轴401上配合的第二圆柱齿轮403，第二

圆柱齿轮403通过与之啮合的第一圆柱齿轮402将动力分别传送到两个脱水辊轴401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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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两个脱水辊相对转动对秸秆进行脱水；带轮E706通过传动带E713将动力传递给带轮

F707，带轮F707带动与之配合的一级粉碎刀辊501转动对秸秆进行第一次粉碎；带轮F707通

过传动带F714将动力传递给带轮D705，带轮D705通过传动带G715将动力传递给带轮G708，

带轮G708带动与之配合的二级粉碎刀辊601对秸秆进行最后的粉碎。

[0057] 本实施例中，还包括多个轴承座，多个轴承座用于支撑切断装置2、双螺旋喂入装

置3、脱水装置4、一级粉碎装置5、二级粉碎装置6和传送带11的转动轴。

[0058] 本实施例中，行走装置8为履带式行走机构，履带式行走机构可以克服多种复杂地

形，保证粉碎机的稳定性。

[0059] 本发明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

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

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

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874520 A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10

CN 109874520 A

10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1

CN 109874520 A

11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2

CN 109874520 A

12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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