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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生产用高效粉碎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肥料生产用高效粉

碎装置，所述壳体和第三电机分别固定安装在机

架上，所述枢轴可转动地活动安装在壳体内，第

三电机与枢轴传动连接，所述粉碎板呈排固定安

装在枢轴上，在粉碎板的两侧部分别设置有粉碎

齿，在壳体的顶部开设有进料口，在壳体的底部

开设有第一排料口，所述锥形筒固定安装在机壳

内，在锥形筒的上侧部开设有入料口，锥形筒的

入料口通过连接管与壳体的第一排料口相连通，

在锥形筒的底部开设有第二排料口，在机壳的顶

部开设有第一通孔，本实用新型优点是：提高了

粉碎效果，十分适合秸秆一类物料的精细粉碎，

可适应较大的载荷和较高的转速，运行十分稳

定，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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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肥料生产用高效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有机架、粗粉碎机构、机壳、细粉碎机

构、第一电机、锥形筒、中轴、旋转机构、第二电机、转轴和旋转刀板，所述粗粉碎机构由壳

体、枢轴、粉碎板和第三电机构成，所述壳体和第三电机分别固定安装在机架上，所述枢轴

可转动地活动安装在壳体内，第三电机与枢轴传动连接，所述粉碎板呈排固定安装在枢轴

上，在粉碎板的两侧部分别设置有粉碎齿，在壳体的顶部开设有进料口，在壳体的底部开设

有第一排料口，所述锥形筒固定安装在机壳内，在锥形筒的上侧部开设有入料口，锥形筒的

入料口通过连接管与壳体的第一排料口相连通，在锥形筒的底部开设有第二排料口，在机

壳的顶部开设有第一通孔，所述旋转机构分为第一旋转机构和第二旋转机构，第一旋转机

构固定安装在机壳的第一通孔处，所述中轴活动安装在第一旋转机构上，该中轴从第一通

孔穿过，并位于锥形筒内，在位于锥形筒内的中轴上设置有螺旋筋板，所述第一电机固定安

装在机壳上，并与中轴传动连接，所述第二旋转机构固定安装在机壳内，所述转轴活动安装

在第二旋转机构上，所述第二电机固定安装在机壳内，并与转轴传动连接，在转轴的下端部

设置有刀座，所述旋转刀板固定安装在刀座的周部，该旋转刀板与锥形筒的第二排料口相

对应，所述细粉碎机构由成对的滚轴和第四电机构成，在机壳的底部开设有第三排料口，所

述成对的滚轴分别可转动地活动安装在机壳的第三排料口处，所述第四电机固定安装在机

壳上，并与成对的滚轴传动连接，在成对的滚轴上分别设置有交错排布的刀盘，在刀盘的边

缘设置有锯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肥料生产用高效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机构由径向

轴承、成对的止推轴承、底座、环形隔板和盖板构成，所述第一旋转机构的底座固定安装在

机壳的第一通孔处，第二旋转机构的底座通过支杆固定安装在机壳内，在底座上开设有凹

槽和第二通孔，中轴和转轴分别穿置在底座的凹槽和第二通孔内，在位于底座凹槽内的中

轴和转轴上分别设置有环形限位板，所述成对的止推轴承分别套置在中轴和转轴上，并位

于环形限位板的上下两侧，成对的止推轴承位于底座的凹槽内，所述环形隔板分别套置在

中轴和转轴上，并固定安装在底座的凹槽上方，在所述盖板上开设有第三通孔，盖板通过第

三通孔分别套置在中轴和转轴上，盖板固定安装在环形隔板上，所述径向轴承分别套置在

中轴和转轴上，并位于盖板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肥料生产用高效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有第一

减速器、第二减速器、第三减速器和第四减速器，所述第一减速器固定安装在第一电机上，

并与第一电机传动连接，在中轴上设置有第一皮带轮，中轴通过第一皮带轮与第一减速器

皮带传动连接，所述第二减速器固定安装在第二电机上，并与第二电机传动连接，在转轴上

设置有第二皮带轮，转轴通过第二皮带轮与第二减速器皮带传动连接，所述第三减速器固

定安装在第三电机上，并与第三电机传动连接，所述枢轴通过第三轴承可转动地活动安装

在壳体内，在枢轴的一端部上设置有第三皮带轮，枢轴通过第三皮带轮与第三减速器皮带

传动连接，所述第四减速器固定安装在第四电机上，并与第四电机传动连接，所述成对的滚

轴分别通过第四轴承可转动地活动安装在机壳内，在成对滚轴的一端部分别设置有齿轮，

成对滚轴之间的齿轮相互啮合，在其中一个滚轴的另一端部设置有第四皮带轮，该滚轴通

过第四皮带轮与第四减速器皮带传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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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生产用高效粉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肥料生产设备的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涉及肥料粉碎设备的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肥料可为农作物提供一种或多种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具有改善土壤性质、提高

土壤肥力的功能，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一。肥料的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包括有原料粉碎、

混合、造粒、烘干、冷却、筛分和包装等工序。秸秆是肥料的一种重要原料，然而，由于秸秆含

大量的纤维素，具有较高的韧度，并且质地较轻，因此在肥料的原料粉碎过程中，难以对秸

秆一类的物料进行精细粉碎，粉碎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不能很好地满足肥料的生产需要。此

外，传统肥料粉碎设备在工作中，粉碎轴等处的轴承需要承受较大的载荷和较高的转速，因

此轴承容易磨损损坏，需要经常更换，使用寿命较短，并且安装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之不足而提供一种可大幅提高粉碎效果，十

分适合秸秆一类物料的精细粉碎，并且安装方便，运行稳定，使用寿命长的肥料生产用高效

粉碎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采用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下：

[0005] 肥料生产用高效粉碎装置，它包括有机架、粗粉碎机构、机壳、细粉碎机构、第一电

机、锥形筒、中轴、旋转机构、第二电机、转轴和旋转刀板，所述粗粉碎机构由壳体、枢轴、粉

碎板和第三电机构成，所述壳体和第三电机分别固定安装在机架上，所述枢轴可转动地活

动安装在壳体内，第三电机与枢轴传动连接，所述粉碎板呈排固定安装在枢轴上，在粉碎板

的两侧部分别设置有粉碎齿，在壳体的顶部开设有进料口，在壳体的底部开设有第一排料

口，所述锥形筒固定安装在机壳内，在锥形筒的上侧部开设有入料口，锥形筒的入料口通过

连接管与壳体的第一排料口相连通，在锥形筒的底部开设有第二排料口，在机壳的顶部开

设有第一通孔，所述旋转机构分为第一旋转机构和第二旋转机构，第一旋转机构固定安装

在机壳的第一通孔处，所述中轴活动安装在第一旋转机构上，该中轴从第一通孔穿过，并位

于锥形筒内，在位于锥形筒内的中轴上设置有螺旋筋板，所述第一电机固定安装在机壳上，

并与中轴传动连接，所述第二旋转机构固定安装在机壳内，所述转轴活动安装在第二旋转

机构上，所述第二电机固定安装在机壳内，并与转轴传动连接，在转轴的下端部设置有刀

座，所述旋转刀板固定安装在刀座的周部，该旋转刀板与锥形筒的第二排料口相对应，所述

细粉碎机构由成对的滚轴和第四电机构成，在机壳的底部开设有第三排料口，所述成对的

滚轴分别可转动地活动安装在机壳的第三排料口处，所述第四电机固定安装在机壳上，并

与成对的滚轴传动连接，在成对的滚轴上分别设置有交错排布的刀盘，在刀盘的边缘设置

有锯齿。

[0006] 所述旋转机构由径向轴承、成对的止推轴承、底座、环形隔板和盖板构成，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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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旋转机构的底座固定安装在机壳的第一通孔处，第二旋转机构的底座通过支杆固定安装

在机壳内，在底座上开设有凹槽和第二通孔，中轴和转轴分别穿置在底座的凹槽和第二通

孔内，在位于底座凹槽内的中轴和转轴上分别设置有环形限位板，所述成对的止推轴承分

别套置在中轴和转轴上，并位于环形限位板的上下两侧，成对的止推轴承位于底座的凹槽

内，所述环形隔板分别套置在中轴和转轴上，并固定安装在底座的凹槽上方，在所述盖板上

开设有第三通孔，盖板通过第三通孔分别套置在中轴和转轴上，盖板固定安装在环形隔板

上，所述径向轴承分别套置在中轴和转轴上，并位于盖板内。

[0007] 它还包括有第一减速器、第二减速器、第三减速器和第四减速器，所述第一减速器

固定安装在第一电机上，并与第一电机传动连接，在中轴上设置有第一皮带轮，中轴通过第

一皮带轮与第一减速器皮带传动连接，所述第二减速器固定安装在第二电机上，并与第二

电机传动连接，在转轴上设置有第二皮带轮，转轴通过第二皮带轮与第二减速器皮带传动

连接，所述第三减速器固定安装在第三电机上，并与第三电机传动连接，所述枢轴通过第三

轴承可转动地活动安装在壳体内，在枢轴的一端部上设置有第三皮带轮，枢轴通过第三皮

带轮与第三减速器皮带传动连接，所述第四减速器固定安装在第四电机上，并与第四电机

传动连接，所述成对的滚轴分别通过第四轴承可转动地活动安装在机壳内，在成对滚轴的

一端部分别设置有齿轮，成对滚轴之间的齿轮相互啮合，在其中一个滚轴的另一端部设置

有第四皮带轮，该滚轴通过第四皮带轮与第四减速器皮带传动连接。

[0008] 本实用新型采用上述技术解决方案所能达到的有益效果是：

[0009] 1、通过第三电机驱动枢轴、粉碎板和粉碎齿转动，对壳体内的物料进行粗粉碎，粗

粉碎后的物料通过连接管落至锥形筒内，通过第一电机驱动中轴和螺旋筋板转动，将锥形

筒内的物料向下挤压，使物料被压紧压实后从锥形筒的第二排料口排出，通过第二电机驱

动转轴和旋转刀板转动，对从第二排料口排出的物料进行切割粉碎，通过第四电机驱动成

对的滚轴和刀盘转动，对切割粉碎后的物料进行再次切割粉碎，从而显著提高了粉碎效果，

十分适合秸秆一类物料的精细粉碎。

[0010] 2、本肥料生产用高效粉碎装置的旋转机构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可适应较大的载

荷和较高的转速，运行十分稳定，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图1中粗粉碎机构的侧视剖视图；

[0013] 图3为图1中细粉碎机构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图1中旋转刀板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由图1所示，肥料生产用高效粉碎装置，它包括有机架1、粗粉碎机构、机壳2、细粉

碎机构、第一电机3、锥形筒4、中轴5、旋转机构、第二电机7、转轴8、旋转刀板9、第一减速器

38、第二减速器39、第三减速器40和第四减速器41，由图2所示，所述粗粉碎机构由壳体10、

枢轴11、粉碎板12和第三电机13构成，所述壳体10和第三电机13分别固定安装在机架1上，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9772307 U

4



所述枢轴11通过第三轴承46可转动地活动安装在壳体10内，第三电机13与枢轴11传动连

接，并按如下方式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三减速器40固定安装在第三电机13上，并与第三电

机13传动连接，在枢轴11的一端部上设置有第三皮带轮47，枢轴11通过第三皮带轮47与第

三减速器40皮带48传动连接。所述粉碎板12呈排固定安装在枢轴11上，在粉碎板12的两侧

部分别设置有粉碎齿14，在壳体10的顶部开设有进料口15，在壳体10的底部开设有第一排

料口16。所述锥形筒4固定安装在机壳2内，在锥形筒4的上侧部开设有入料口17，锥形筒4的

入料口17通过连接管18与壳体10的第一排料口16相连通，在锥形筒4的底部开设有第二排

料口19，在机壳2的顶部开设有第一通孔20，所述旋转机构分为第一旋转机构和第二旋转机

构，第一旋转机构固定安装在机壳2的第一通孔20处，所述中轴5活动安装在第一旋转机构

上，该中轴5从第一通孔20穿过，并位于锥形筒4内，在位于锥形筒4内的中轴5上设置有螺旋

筋板21，所述第一电机3固定安装在机壳2上，并与中轴5传动连接，并按如下方式进行传动

连接：所述第一减速器38固定安装在第一电机3上，并与第一电机3传动连接，在中轴5上设

置有第一皮带轮42，中轴5通过第一皮带轮42与第一减速器38皮带43传动连接。所述第二旋

转机构6固定安装在机壳2内，所述转轴8活动安装在第二旋转机构6上，旋转机构的具体结

构以及中轴5和转轴8与旋转机构的具体连接关系如下：由图5所示，所述旋转机构由径向轴

承28、成对的止推轴承29、底座30、环形隔板31和盖板32构成，所述第一旋转机构的底座30

固定安装在机壳2的第一通孔20处，第二旋转机构的底座30通过支杆33固定安装在机壳2

内，在底座30上开设有凹槽34和第二通孔35，中轴5和转轴8分别穿置在底座30的凹槽34和

第二通孔35内，在位于底座30凹槽34内的中轴5和转轴8上分别设置有环形限位板36，所述

成对的止推轴承29分别套置在中轴5和转轴8上，并位于环形限位板36的上下两侧，成对的

止推轴承29位于底座30的凹槽34内，所述环形隔板31分别套置在中轴5和转轴8上，并固定

安装在底座30的凹槽34上方，在所述盖板32上开设有第三通孔37，盖板32通过第三通孔37

分别套置在中轴5和转轴8上，盖板32固定安装在环形隔板31上，所述径向轴承28分别套置

在中轴5和转轴8上，并位于盖板32内。所述第二电机7固定安装在机壳2内，并与转轴8传动

连接，并按如下方式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二减速器39固定安装在第二电机7上，并与第二

电机7传动连接，在转轴8上设置有第二皮带轮44，转轴8通过第二皮带轮44与第二减速器39

皮带45传动连接。由图4所示，在转轴8的下端部设置有刀座22，所述旋转刀板9固定安装在

刀座22的周部，该旋转刀板9与锥形筒4的第二排料口19相对应。由图3所示，所述细粉碎机

构由成对的滚轴23和第四电机24构成，在机壳2的底部开设有第三排料口25，所述成对的滚

轴23分别通过第四轴承49可转动地活动安装在机壳2的第三排料口25处，所述第四电机24

固定安装在机壳2上，并与成对的滚轴23传动连接，并按如下方式进行传动连接：所述第四

减速器41固定安装在第四电机24上，并与第四电机24传动连接，在成对滚轴23的一端部分

别设置有齿轮50，成对滚轴23之间的齿轮50相互啮合，在其中一个滚轴23的另一端部设置

有第四皮带轮51，该滚轴23通过第四皮带轮51与第四减速器41皮带52传动连接。在成对的

滚轴23上分别设置有交错排布的刀盘26，在刀盘26的边缘设置有锯齿27。

[0017] 本肥料生产用高效粉碎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将需要粉碎的秸秆等肥料原料从进

料口15投入壳体10内，通过第三电机13驱动枢轴11、粉碎板12和粉碎齿14转动，对壳体10内

的物料进行粗粉碎，粗粉碎后的物料通过连接管18落至锥形筒4内，通过第一电机3驱动中

轴5和螺旋筋板21转动，将锥形筒4内的物料向下挤压，使物料被压紧压实后从锥形筒4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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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料口19排出，通过第二电机7驱动转轴8和旋转刀板9转动，对从第二排料口19排出的物

料进行切割粉碎，通过第四电机24驱动成对的滚轴23和刀盘26转动，对切割粉碎后的物料

进行再次切割粉碎，粉碎后的物料最终从第三排料口25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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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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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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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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