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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

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包括双动刀组机架、高

速切碎刀组、低速切碎刀组和抛洒导向结构，本

发明的总动力由外接链轮输入到高速切碎刀组

的链轮上，再由高速切碎刀组的第一齿轮传递给

低速切碎刀组的第二齿轮，通过第一齿轮和第二

齿轮的啮合使得高速切碎刀组与低速切碎刀组

形成对转运动。首先由低速切碎刀组对喂入稻秆

进行拨草喂入，再利用高速切碎刀组的切碎刀与

低速切碎刀组的切碎刀的转速差实现对水稻秸

秆进行差速切碎，切碎后沿着抛洒导向板抛洒在

田间。本发明采用差速切碎，有效解决了稻秆切

碎振动大和堵草卡刀的问题，提高了稻秆切碎效

率；减少切碎过程中的激振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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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双动刀组机

架(1)、高速切碎刀组(2)、低速切碎刀组(3)和抛洒导向结构(4)；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低

速切碎刀组(3)和抛洒导向结构(4)安装在双动刀组机架(1)上；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位于

低速切碎刀组(3)斜上方；所述抛洒导向结构(4)位于双动刀组机架(1)下前方；

所述双动刀组机架(1)包括机架(101)、机身连接座(102)、机身连接板(103)、梁架

(104)，所述梁架焊接在左右两个机架(101)之间，所述机身连接板(103)通过位于机架

(101)后方的机身连接座(102)与机架(101)连接，所述机身连接板(103)用于固定在机身

上；所述机架的上、下、前、后分别固定上盖板(105)、下封板(106)、前挡板(107)和后挡板

(108)，构成一腔体；

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结构相同，均包括轴(203)、法兰(205)、刀

筒(206)、刀座(207)、切碎刀(208)；所述轴(203)通过轴承(204)固定在机架上，所述刀筒

(206)套在轴(203)的外部、与固定在轴(203)上的法兰(205)连接，所述刀筒(206)上均匀设

置多个呈双头螺旋排列的刀座(207)，所述刀座(207)上固定切碎刀(208)；所述高速切碎刀

组(2)的轴(203)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链轮(209)和第一齿轮(202)，所述低速切碎刀组(3)

的轴(203)上设置与所述第一齿轮(202)啮合的第二齿轮(301)，所述第一齿轮(202)、第二

齿轮(301)、链轮(209)的外侧分别设置轴端挡圈(201)，所述第一齿轮(202)与第二齿轮

(301)的传动比大于1小于3；所述链轮(209)的分度圆直径为250～300mm，所  述高速切碎刀

组(2)的轴(203)的转速为1500～2000r/min，第一齿轮(202)的分度圆直径为100～200mm，

第二齿轮(301)的分度圆直径为200～300mm；

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轴线所构成的平面与水平面的夹角是35°

～45°，且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位于偏上的位置；

所述切碎刀为直齿型锯齿刀，切割半径为120～180mm，在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

刀组(3)的数量都为10～12组，在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切碎刀之间的间

隙为4mm；

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轴(203)在竖直方向相距110～130mm、水平方

向相距110～185mm，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刀筒(206)壁厚的比例为1.5～

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齿轮(202)与第二齿轮(301)的模数为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抛洒导向结构(4)包括抛洒架(401)、抛洒导向板连接片(402)和抛洒导向板(403)，抛

洒架(401)上面板上设置数个均匀分布的弧形通孔，所述抛洒导向板连接片(402)位于抛洒

架(401)上面板上方，抛洒导向板(403)位于抛洒架(401)内部，所述抛洒导向板连接片

(402)的一端通过螺栓固定在抛洒架(401)上、另一端通过穿过所述弧形通孔的螺栓与抛洒

导向板(403)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其特征在于，

双动刀组机架（  1）  长度为1200～1300mm，宽度为700～800mm，高度为600～700mm；抛洒导

向板（  403）  长度为200～250mm，高度为150～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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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上的稻秆切碎抛洒装置技术领域，具体的讲是一种

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可广泛应用于履带式联合收割机在收获高

含水率水稻后的稻秆切碎抛洒。

背景技术

[0002] 秸秆粉碎还田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通过秸秆还田减少化肥施用量，避免

过量施用化肥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有效地避免农民大量焚烧秸秆而造成的环境污

染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内外专家学者研制出了各种秸秆粉碎还

田装置，现有国外秸秆粉碎抛洒装置大多采用下落双盘粉碎，国内秸秆粉碎抛洒装置大多

采用一个粉碎刀辊，定刀和动刀配合粉碎秸秆，例如，中国专利CN201520723428.9(一种秸

秆粉碎装置)公开了一种秸秆粉碎装置的粉碎机室，粉碎机室安装接有固定刀片的主转轴，

在主转轴的外侧安装有安装粉碎锤片刀盘，粉碎锤片与固定刀片配合对秸秆进行捶打与剪

切；中国专利CN201410602930.4(秸秆粉碎装置)公开了一种在秸秆粉碎装置安装的粉碎

筒，粉碎筒分为连通的初切腔和粉碎腔，初切腔安装有定刀和动刀，粉碎腔的内壁安装有上

下两块齿板，转筒在位于粉碎腔的一段设有安装刀片的刀片支架,通过两次切割来粉碎秸

秆；两种发明均采用定刀和动刀配合切割秸秆，对于含水率高、茎秆韧性大的水稻秸秆，会

导致功耗高，定刀处切碎难度大，容易在定刀上切碎不充分出现堵草现象，同时，定刀阻力

大，刀片磨损严重，易断刀，而且传统动刀和定刀配合，为了实现快速粉碎往往提高动刀的

转速，会导致装置振动变大，降低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单个粉碎刀辊在切割含水率高、茎秆韧性大的水稻秸秆存在振动

大、高速转动不平衡、定刀与动刀配合时定刀切秆阻力大、刀具磨损严重易断刀、易堵草、抛

洒装置工作幅宽有限、抛洒不均匀等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稻秆

差速切碎抛洒装置，通过一对齿轮的啮合使高速切碎刀组与低速切碎刀组形成对转运动，

低速切碎刀组对喂入的稻秆进行拨草喂入，利用高速切碎刀组的切碎刀与低速切碎刀组的

切碎刀的转速差实现对水稻秸秆进行差速切碎，切碎后的稻秆沿着抛洒导向板排出并均匀

抛洒在田间，能实现可调节幅宽抛洒，具有低功耗、低振动和自平衡特点，减少了粉碎刀具

的损坏，有效解决了水稻秸秆切割不充分和堵草卡刀的问题，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粉碎

效果。

[0004] 本发明具体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双动刀组

机架、高速切碎刀组、低速切碎刀组和抛洒导向结构；所述高速切碎刀组、低速切碎刀组和

抛洒导向结构安装在双动刀组机架上；所述高速切碎刀组位于低速切碎刀组斜上方；所述

抛洒导向结构位于双动刀组机架下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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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所述双动刀组机架包括机架、机身连接座、机身连接板、梁架，所述梁架焊接在左

右两个机架之间，所述机身连接板通过位于机架后方的机身连接座与机架连接，所述机身

连接板用于固定在机身上；所述机架的上、下、前、后分别固定上盖板、下封板、前挡板和后

挡板，构成一腔体；

[0007] 所述高速切碎刀组与低速切碎刀组的结构相同，均包括轴、法兰、刀筒、刀座、切碎

刀；所述轴通过轴承固定在机架上，所述刀筒套在轴的外部、与固定在轴上的法兰连接，所

述刀筒上均匀设置多个呈双头螺旋排列的刀座，所述刀座上固定切碎刀；所述高速切碎刀

组的轴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链轮和第一齿轮，所述低速切碎刀组的轴上设置与所述第一齿

轮啮合的第二齿轮，所述第一齿轮、第二齿轮、链轮的外侧分别设置轴端挡圈，所述第一齿

轮与第二齿轮的传动比大于1小于3。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链轮的分度圆直径为250～300mm，述高速切碎刀组的轴的转速为

1500～2000r/min，第一齿轮的分度圆直径为100～200mm，第二齿轮的分度圆直径为200～

300mm。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的模数为3。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高速切碎刀组与低速切碎刀组的轴线所构成的平面与水平面的夹

角是35°～45°，且所述高速切碎刀组位于偏上的位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切碎刀为直齿型锯齿刀，切割半径为120～180mm，在高速切碎刀组

与低速切碎刀组的数量都为10～12组，在高速切碎刀组与低速切碎刀组的切碎刀之间的间

隙为4mm。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抛洒导向结构包括抛洒架、抛洒导向板连接片和抛洒导向板，抛洒

架上面板上设置数个均匀分布的弧形通孔，所述抛洒导向板连接片位于抛洒架上面板上

方，抛洒导向板位于抛洒架内部，所述抛洒导向板连接片的一端通过螺栓固定在抛洒架上、

另一端通过穿过所述弧形通孔的螺栓与抛洒导向板固定连接。

[0013] 进一步地，双动刀组机架1长度为1200～1300mm，宽度为700～800mm，高度为600～

700mm；抛洒导向板403长度为200～250mm，高度为150～200mm。

[0014] 进一步地，高速切碎刀组与低速切碎刀组的轴在竖直方向相距110～130mm、水平

方向相距110～185mm，高速切碎刀组与低速切碎刀组的刀筒壁厚的比例为1.5～2.0。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通过一对齿轮的啮合使得两个刀辊形成对转运动，低速切碎刀组对喂

入的稻秆进行拨草喂入，利用高速切碎刀组的切碎刀低速切碎刀组的切碎刀的转速差实现

对水稻秸秆进行差速切碎，且本发明选用直型粉碎刀，并在刃口处加工锯齿，有效解决了稻

秆切碎时切割不充分和堵草卡刀的问题，极大的提高了稻秆切碎效率。

[0017] (2)本发明通过设计具有质量差的低速切碎刀组与高速切碎刀组进行自平衡，并

且双动刀组由一对啮合齿轮传动动力，提高了动力传动效率，降低了稻秆切碎过程中的功

耗，减少了激振、冲击和切碎刀具的损坏。

[0018] (3)本发明设计的抛洒导向板可以通过调节角度使抛洒导向板与切碎稻秆的运动

切线平行，使切碎稻秆沿着抛洒导向板均匀抛洒在田间，通过人工对抛洒导向板的调节可

实现可调幅宽抛洒功能。

[0019] (4)本发明的一种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结构尺寸与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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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尺寸相近，可以配合现有各类履带联合收割机对高含水率水稻收获后的秸秆切

碎，可以广泛应用并替代现有稻秆切碎装置。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所述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的整体俯视图。

[0021] 图2为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的整体侧视图。

[0022] 图3为双动刀组机架剖视图。

[0023] 图4为抛洒导向结构三维图。

[0024] 图5为高速传动刀组传动轴剖视图。

[0025] 图6为切碎刀的排列示意图。

[0026] 图7为抛洒导向板。

[0027] 图8为切碎刀和刀座装配图。

[0028] 图中，1.双动刀组机架，101.机架，102.机身连接座，103.机身连接板，104.梁架，

105.上盖板，106.下封板，107.前挡板，108.后挡板，2.高速切碎刀组，201.轴端挡圈，202.

第一齿轮，203.轴，204.轴承，205.法兰，206.刀筒，207.刀座，208.切碎刀，209.链轮，3.低

速切碎刀组，301.第二齿轮，4.抛洒导向结构，401.抛洒架，402.抛洒导向板连接片，403.抛

洒导向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

不限于此。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对转低振双动刀自平衡稻秆差速切碎抛洒装置，包括双

动刀组机架1、高速切碎刀组2、低速切碎刀组3和抛洒导向结构4；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低速

切碎刀组3和抛洒导向结构4安装在双动刀组机架1上；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位于低速切碎刀

组3斜上方；所述抛洒导向结构4位于双动刀组机架1下前方。

[0031] 如图2、图3所示，所述双动刀组机架1包括机架101、机身连接座102、机身连接板

103、梁架104，所述梁架焊接在左右两个机架101之间，所述机身连接板103通过位于机架后

方的机身连接座102与机架101连接，所述机身连接板103用于固定在机身上；所述机架101

的上、下、前、后分别固定上盖板105、下封板106、前挡板107和后挡板108，构成一腔体。

[0032] 如图1、图5所示，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结构相同，均包括轴203、

法兰205、刀筒206、刀座207、切碎刀208；所述轴203通过轴承204固定在机架上，所述刀筒

206套在轴203的外部、与固定在轴203上的法兰205连接，所述刀筒206上均匀设置多个刀座

207，所述刀座207上固定切碎刀208，如图8所示。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的轴203两端分别固定

连接有链轮209和第一齿轮202，所述低速切碎刀组的轴203上设置与所述第一齿轮202啮合

的第二齿轮301，所述第一齿轮202、第二齿轮301是分别采用键连接在轴203上，链轮209采

用键连接在轴203上。所述第一齿轮202与第二齿轮301的模数为3，第一齿轮202与第二齿轮

301的传动比大于1小于3。所述链轮209、第一齿轮202、第二齿轮301的外侧分别设置轴端挡

圈201，实现链轮209、第一齿轮202、第二齿轮301的轴向定位。

[0033] 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轴线所构成的平面与水平面的夹角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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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且所述高速切碎刀组2位于偏上的位置，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轴203在

竖直方向相距110～130mm、水平方向相距110～185mm。切碎刀在刀筒206上呈双头螺旋排

列，如图6所示。所述切碎刀为直齿型锯齿刀，切割半径为120～180mm，在高速切碎刀组2与

低速切碎刀组3的数量都为10～12组，在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切碎刀之间的

间隙为4mm。

[0034] 本发明的总动力由外接链轮209输入到高速切碎刀组的链轮209上，再由高速切碎

刀组的第一齿轮202传递给低速切碎刀组的第二齿轮301，通过第一齿轮202、第二齿轮301

的啮合使得两个刀辊形成对转运动，低速切碎刀组对喂入的稻秆进行拨草喂入，利用高速

切碎刀组的切碎刀与低速切碎刀组的切碎刀的转速差实现对水稻秸秆进行差速切碎。且本

发明选用直型粉碎刀，并在刃口处加工锯齿，有效解决了稻秆切碎时切割不充分和堵草卡

刀的问题，极大的提高了稻秆切碎效率。

[0035] 进一步地，本发明为了减小震动，设计具有质量差的低速切碎刀组与高速切碎刀

组进行自平衡，即所述链轮209的分度圆直径为250～300mm，述高速切碎刀组2的轴203的转

速为1500～2000r/min，第一齿轮202的分度圆直径为100～200mm，第二齿轮301的分度圆直

径为200～300mm，高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刀筒206壁厚的比例为1.5～2.0。使高

速切碎刀组2与低速切碎刀组3重量不同，产生重量差。并且双动刀组由一对啮合齿轮传动

动力，提高了动力传动效率，降低了稻秆切碎过程中的功耗，减少了激振、冲击和切碎刀具

的损坏。

[0036] 如图4所示，所述抛洒导向结构4包括抛洒架401、抛洒导向板连接片402和抛洒导

向板403，抛洒架401上面板上设置数个均匀分布的弧形通孔，所述抛洒导向板连接片402位

于抛洒架401上面板上方，抛洒导向板403位于抛洒架401内部，所述抛洒导向板连接片402

的一端通过螺栓固定在抛洒架401上、另一端通过穿过所述弧形通孔的螺栓与抛洒导向板

403固定连接。抛洒导向板连接片402紧贴抛洒架401上侧均匀布置并且可以摆动，同时使抛

洒导向板403的导向角度发生变化。

[0037] 双动刀组机架1长度为1200～1300mm，宽度为700～800mm，高度为600～700mm；抛

洒导向板403长度为200～250mm、高度为150～200mm，如图7所示。

[0038]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为：动力由外接链输入到高速切碎刀组2的链轮209上，再由高

速切碎刀组2的第一齿轮202传递给低速切碎刀组3的第二齿轮301，通过第一齿轮202和第

二齿轮301的啮合使得两个切碎刀辊形成对转运动，低速切碎刀组3对喂入的稻秆进行拨草

喂入，利用高速切碎刀组2的切碎刀与低速切碎刀组3的切碎刀的转速差实现对水稻秸秆进

行差速切碎，切碎后的稻秆沿着抛洒导向板403排出并均匀抛洒在田间。

[0039] 所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优选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不

背离本发明的实质内容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做出的任何显而易见的改进、替换

或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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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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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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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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