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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玉米秸秆自动收割破碎装置

(57)摘要

一种玉米秸秆自动收割破碎装置，属于农业

生产应用设备领域，包括储藏箱、第一摄像头、摄

像头基座、第二摄像头、控制器、收割装置、导流

装置、第一支架、第二支架、高度调节装置、切割

装置、进料口、第三支架、第四支架、第一电动机、

车轮、第一电动机基座、工作台和第五支架，所述

储藏箱位于工作台后方，所述控制器固定在工作

台右侧中部，所述收割装置共四组安装在工作台

的前端，所述导流装置分别安装在每一组收割装

置入口前方，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安装在收割装置

的前端中间位置，所述切割装置安装在工作台的

下方，所述进料口固定在工作台中间。该发明通

过自动寻迹从而实现了完全意义的秸秆自动收

割粉碎，降低了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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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玉米秸秆自动收割破碎装置，包括储藏箱、第一摄像头、摄像头基座、第二摄像

头、控制器、收割装置、导流装置、第一支架、第二支架、高度调节装置、切割装置、进料口、第

三支架、第四支架、第一电动机、车轮、第一电动机基座、工作台和第五支架，其特征在于：所

述储藏箱位于工作台后方，所述第一摄像头安装在摄像头基座上，其方向朝向装置后方，所

述摄像头基座安装在进料口上方中间位置，所述第二摄像头安装在摄像头基座上，其方向

朝向装置的前方，所述控制器固定在工作台右侧中部，所述收割装置共四组安装在工作台

的前端，所述导流装置分别安装在每一组收割装置入口前方，所述第一支架两个一组分别

固定在每个收割装置的两端，所述第二支架共四个分别固定在每一组第一支架前端，所述

高度调节装置安装在收割装置的前端中间位置，所述切割装置安装在工作台的下方，其位

置位于工作台的前端，所述进料口固定在工作台中间，其位置位于收割装置和储藏箱中间，

所述第三支架左右各一个固定在工作台上，其位置位于储藏箱的两侧，所述第四支架安装

在储藏箱后部的工作台上，其是可以拆卸的，所述第一电动机有两个分别安装在装置后方

两个第一电动机基座上，所述车轮有两个分别安装工作台后端下方，所述工作台为一长方

体基座，所述第五支架固定在收割装置的下方中部，其连接每一组的收割装置；

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包括高度调节装置基座、第一液压缸、超声波传感器和高度调节轮，

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基座为一中空的三角形铁块，所述第一液压缸安装在高度调节装置基座

内，所述超声波传感器安装在高度调节装置基座的前下部，所述高度调节轮与第一液压缸

相连接；

所述切割装置包括第三电动机、第三电动机基座、偏心轮、滑槽、齿条、齿条固定滑块和

齿条固定滑轨，所述第三电动机安装在第三电动机基座上，所述第三电动机基座与偏心轮

相连接，所述偏心轮安装在第三电动机且轴线与第三电动机一致，所述滑槽安装在齿条左

端，所述齿条固定在滑槽和齿条固定滑块之间，所述齿条固定滑块安装在齿条右端，所述齿

条固定滑轨与齿条固定滑块相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秸秆自动收割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割装置包

括第二电动机、主动轴、皮带、挡板、第六支架、被动轴和第七支架，所述第二电动机安装在

第六支架的后端，所述主动轴轴线与第二电动机一致安装在第二电动机的下方，所述皮带

缠绕在主动轴和被动轴上，所述挡板均匀的垂直安装在皮带上，所述第六支架安装在主动

轴和被动轴之间，所述被动轴固定在第六支架的前端，所述第七支架安装在两个主动轴和

两个被动轴的下方。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秸秆自动收割破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口包括

第一滚筒、第七支架、切割刀、切割刀基座、第二液压缸、第二液压缸基座、切割刀刀槽、第四

电动机、变速箱、导向板和第二滚筒，所述第一滚筒安装在导向板后方，所述第七支架固定

在切割刀刀槽下方，所述切割刀安装在切割刀基座上，所述第二液压缸固定在第二液压缸

基座上，所述第二液压缸基座安装在导向板上方，所述切割刀基座安装在第二液压缸上，所

述第四电动机固定在导向板左侧部，所述变速箱安装在第四电动机上方，所述导向板为两

块有一定倾角的铁片，所述第二滚筒安装在第一滚筒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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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秸秆自动收割破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玉米秸秆自动收割破碎装置，具体地说是一种通过智能摄像头规

划路径前进，自动收割并破碎玉米秸秆的装置，属于农业生产应用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农场化种植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片平整农场被建立起来了，这给

机器化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与之相伴越来越多大型农业用自动采集收割机器也被

开发出来。以玉米来说，种植、采集玉米和收集秸秆等大型机械设备也日渐完善，但是这些

机械设备归根到底并不是完全的自动化设备，因为还需要工人驾驶机器。

[0003] 目前我国农场使用的玉米秸秆收集机都需要司机进行驾驶，在农忙季节人工费用

昂贵，给农场带来了不菲的人工支出，而且炎热的天气驾驶着燃油的机器设备进行全天的

作业还会对司机的身体造成巨大的损坏。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玉米秸秆自动收割破碎装置。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玉米秸秆自动收割破碎装置，包括储藏

箱、第一摄像头、摄像头基座、第二摄像头、控制器、收割装置、导流装置、第一支架、第二支

架、高度调节装置、切割装置、进料口、第三支架、第四支架、第一电动机、车轮、第一电动机

基座、工作台和第五支架，所述储藏箱位于工作台后方，所述第一摄像头安装在摄像头基座

上，其方向朝向装置后方，所述摄像头基座安装在进料口上方中间位置，所述第二摄像头安

装在摄像头基座上，其方向朝向装置的前方，所述控制器固定在工作台右侧中部，所述收割

装置共四组安装在工作台的前端，所述导流装置分别安装在每一组收割装置入口前方，所

述第一支架两个一组分别固定在每个收割装置的两端，所述第二支架共四个分别固定在每

一组第一支架前端，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安装在收割装置的前端中间位置，所述切割装置安

装在工作台的下方，其位置位于工作台的前端，所述进料口固定在工作台中间，其位置位于

收割装置和储藏箱中间，所述第三支架左右各一个固定在工作台上，其位置位于储藏箱的

两侧，所述第四支架安装在储藏箱后部的工作台上，其是可以拆卸的，所述第一电动机有两

个分别安装在装置后方两个第一电动机基座上，所述车轮有两个分别安装工作台后端下

方，所述工作台为一长方体基座，所述第五支架固定在收割装置的下方中部，其连接每一组

的收割装置。

[0006] 所述收割装置包括第二电动机、主动轴、皮带、挡板、第六支架、被动轴和第七支

架，所述第二电动机安装在第六支架的后端，所述主动轴轴线与第二电动机一致安装在第

二电动机的下方，所述皮带缠绕在主动轴和被动轴上，所述挡板均匀得垂直安装在皮带上，

所述第六支架安装在主动轴和被动轴之间，所述被动轴固定在第六支架的前端，所述第七

支架安装在两个主动轴和两个被动轴的下方。

[0007] 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包括高度调节装置基座、第一液压缸、超声波传感器和高度调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7980337 B

3



节轮，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基座为一中空的三角形铁块，所述第一液压缸安装在高度调节装

置基座内，所述超声波传感器安装在高度调节装置基座的前下部，所述高度调节轮与第一

液压缸相连接。

[0008] 所述切割装置包括第三电动机、第三电动机基座、偏心轮、滑槽、齿条、齿条固定滑

块和齿条固定滑轨，所述第三电动机安装在第三电动机基座上，所述第三电动机基座与偏

心轮相连接，所述偏心轮安装在第三电动机且轴线与第三电动机一致，所述滑槽安装在齿

条左端，所述齿条固定在滑槽和齿条固定滑块之间，所述齿条固定滑块安装在齿条右端，所

述齿条固定滑轨与齿条固定滑块相连接。

[0009] 所述进料口包括第一滚筒、第七支架、切割刀、切割刀基座、第二液压缸、第二液压

缸基座、切割刀刀槽、第四电动机、变速箱、导向板和第二滚筒，所述第一滚筒安装在导向板

后方，所述第七支架固定在切割刀刀槽下方，所述切割刀安装在切割刀基座上，所述第二液

压缸固定在第二液压缸基座上，所述第二液压缸基座安装在导向板上方，所述切割刀基座

安装在第二液压缸上，所述第四电动机固定在导向板左侧部，所述变速箱安装在第四电动

机上方，所述导向板为两块有一定倾角的铁片，所述第二滚筒安装在第一滚筒正上方。

[0010]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是，该发明通过控制器收到前置第二摄像头的信号，计划出收

割玉米秸秆的路劲，并通过控制第五电动机进行左右轮差速转动，实现装置转向、前进等功

能，后置第一摄像头用于转向时捕捉车后信息，防止转向时触碰到其他物品，从而实现该装

置的自动驾驶，减少了司机，节约了成本；通过高度调节装置控制车前部的倾斜情况，以保

证切割装置始终可以从玉米秸秆的底部切割，保证了秸秆切割的彻底性；通过导向板将其

方向的秸秆收入收割装置内，并通过第二支架的格挡将竖直的秸秆变成横向进入到进料

口；当储藏箱满之后，装置根据路径规划到达卸货点进行卸料。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图1的后部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图1的底部仰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图1中收割装置上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发明图1中收割装置底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发明图1中高度调节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为本发明图1中切割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8] 图8为本发明图1中进料口前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9为本发明图1中进料口后部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储藏箱，2、第一摄像头，3、摄像头基座，4、第二摄像头，5、控制器，6、收割

装置，601、第二电动机，602、主动轴，603、皮带，604、挡板，605、第六支架，606、被动轴，607、

第七支架，7、导流装置，8、第一支架，9、第二支架，10、高度调节装置，1001、高度调节装置基

座，1002、第一液压缸，1003、超声波传感器，1004、高度调节轮，11、切割装置，1101、第三电

动机，1102、第三电动机基座，1103、偏心轮，1104、滑槽，1105、齿条，  1106、齿条固定滑块，

1107、齿条固定滑轨，12、进料口，1201、第一滚筒，  1202、第七支架，1203、切割刀，1204、切

割刀基座，1205、第二液压缸，1206、第二液压缸基座，1207、切割刀刀槽，1208、第四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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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变速箱，1210、导向板，1211、第二滚筒，13、第三支架，14、第四支架，15、第一电动机， 

16、车轮，17、第一电动机基座，18、工作台，19、第五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玉米秸秆自动收割破碎装置，包括储藏箱

1、第一摄像头2、摄像头基座3、第二摄像头4、控制器5、收割装置6、导流装置7、第一支架8、

第二支架9、高度调节装置10、切割装置11、进料口  12、第三支架13、第四支架14、第一电动

机15、车轮16、第一电动机基座17、工作台18和第五支架19，所述储藏箱1位于工作台18后

方，所述第一摄像头  2安装在摄像头基座3上，其方向朝向装置后方，所述摄像头基座3安装

在进料口12上方中间位置，所述第二摄像头4安装在摄像头基座3上，其方向朝向装置的前

方，所述控制器5固定在工作台18右侧中部，所述收割装置6共四组安装在工作台18的前端，

所述导流装置7分别安装在每一组收割装置6入口前方，所述第一支架8两个一组分别固定

在每个收割装置6的两端，所述第二支架9  共四个分别固定在每一组第一支架8前端，所述

高度调节装置10安装在收割装置6的前端中间位置，所述切割装置11安装在工作台18的下

方，其位置位于工作台18的前端，所述进料口12固定在工作台18中间，其位置位于收割装置 

6和储藏箱1中间，所述第三支架13左右各一个固定在工作台18上，其位置位于储藏箱1的两

侧，所述第四支架14安装在储藏箱1后部的工作台18上，其是可以拆卸的，所述第一电动机

15有两个分别安装在装置后方两个第一电动机基座17上，所述车轮16有两个分别安装工作

台18后端下方，所述工作台18  为一长方体基座，所述第五支架19固定在收割装置6的下方

中部，其连接每一组的收割装置6。

[0022] 所述收割装置6包括第二电动机601、主动轴602、皮带603、挡板604、第六支架605、

被动轴606和第七支架607，所述第二电动机601安装在第六支架605的后端，所述主动轴602

轴线与第二电动机601一致安装在第二电动机  601的下方，所述皮带603缠绕在主动轴602

和被动轴606上，所述挡板604均匀得垂直安装在皮带603上，所述第六支架605安装在主动

轴602和被动轴606  之间，所述被动轴606固定在第六支架605的前端，所述第七支架607安

装在两个主动轴602和两个被动轴606的下方。

[0023] 所述高度调节装置10包括高度调节装置基座1001、第一液压缸1002、超声波传感

器1003和高度调节轮1004，所述高度调节装置基座1001为一中空的三角形铁块，所述第一

液压缸1002安装在高度调节装置基座1001内，所述超声波传感器1003安装在高度调节装置

基座1001的前下部，所述高度调节轮1004  与第一液压缸1002相连接。

[0024] 所述切割装置11包括第三电动机1101、第三电动机基座1102、偏心轮1103、滑槽

1104、齿条1105、齿条固定滑块1106和齿条固定滑轨1107，所述第三电动机1101安装在第三

电动机基座1102上，所述第三电动机基座1102与偏心轮  1103相连接，所述偏心轮1103安装

在第三电动机1101且轴线与第三电动机1101  一致，所述滑槽1104安装在齿条1105左端，所

述齿条1105固定在滑槽1104和齿条固定滑块1106之间，所述齿条固定滑块1106安装在齿条

1105右端，所述齿条固定滑轨1107与齿条固定滑块1106相连接。

[0025] 所述进料口12包括第一滚筒1201、第七支架1202、切割刀1203、切割刀基座1204、

第二液压缸1205、第二液压缸基座1206、切割刀刀槽1207、第四电动机1208、变速箱1209、导

向板1210和第二滚筒1211，所述第一滚筒1201  安装在导向板1210后方，所述第七支架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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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在切割刀刀槽1207下方，所述切割刀1203安装在切割刀基座1204上，所述第二液压缸

1205固定在第二液压缸基座1206上，所述第二液压缸基座1206安装在导向板1210上方，所

述切割刀基座1204安装在第二液压缸1205上，所述第四电动机1208固定在导向板  1210左

侧部，所述变速箱1209安装在第四电动机1208上方，所述导向板1210  为两块有一定倾角的

铁片，所述第二滚筒1211安装在第一滚筒1201正上方。

[0026] 工作原理：第一摄像机2和第二摄像机4将路面信息传送给控制器5，控制器5进行

处理并驱动第一电动机15旋转带动车轮16转动，使装置前进到秸秆前，通过超声波传感器

1003读取切割装置11离地面距离，调节第一液压缸1002  使高度改变，保证切割装置11始终

可以切到秸秆底部并不会插入泥土中，通过第三电动机1101带动偏心轮1103转动从而带动

齿条1105左右来回切割，使秸秆断开，通过第二电动机601带动主动轴602转动，从而使由导

流装置7进入的秸秆进入到进料口12，在进料口通过上下的两个滚筒的挤压传送，使秸秆进

入到切割刀1203处，切割刀1203由第二液压缸1205带动周期性上下运动，使秸秆切成长度

相近的短块，之后秸秆块进入到储藏箱1内，储藏箱1满后，装置回到卸料点进行卸料，完成

所有秸秆粉碎工作后，停止工作。

[0027]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7980337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7

CN 107980337 B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8

CN 107980337 B

8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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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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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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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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