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315401.4

(22)申请日 2018.04.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73865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06

(73)专利权人 昆明理工大学

地址 650093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253号

(72)发明人 朱惠斌　安冉　白丽珍　郭子豪　

王杰　成习军　曹科高　李学平　

左玉坤　

(51)Int.Cl.

A01D 43/08(2006.01)

A01D 57/02(2006.01)

A01D 57/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6561152 A,2017.04.19

CN 201092457 Y,2008.07.30

CN 2455055 Y,2001.10.24

CN 200967502 Y,2007.10.31

CN 205499098 U,2016.08.24

CN 2550116 Y,2003.05.14

CN 205269808 U,2016.06.01

US 6032444 A,2000.03.07

审查员 龚军建

 

(54)发明名称

一种往复切割式玫瑰剪枝还田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往复切割式玫瑰剪枝还田

机，属于农业机械技术领域。本发明包括机架、剪

切机构、输送机构、粉碎机构、行走机构、驾驶机

构，本发明主要应用于玫瑰枝条的剪枝粉碎还田

环节，驾驶员驾驶整机前进，通过整机前方的往

复式割刀切断玫瑰茎秆，并通过螺旋喂入辊将玫

瑰枝条送入输送机构，输送机构中的上下两个带

式输送器将玫瑰枝条卷入其中，并送入粉碎机构

中，粉碎机构中的粉碎刀通过高速回转将玫瑰枝

条切碎，最后通过螺旋排出辊将粉碎枝条通过还

田漏斗撒入田间，本发明装置不仅提高了玫瑰剪

枝工作的效率，而且避免了工作人员被玫瑰枝条

划伤的问题，本发明装置结构设计合理，作业质

量好，工作效率高，减轻劳动强度的同时，降低了

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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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往复切割式玫瑰剪枝还田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剪切机构、输送机构、

粉碎机构、行走机构、驾驶机构；

所述剪切机构用于通过往复式割刀（52）将玫瑰枝条切断并通过螺旋喂入辊（19）送到

输送机构；

所述输送机构用于通过两个带式输送器将玫瑰枝条卷入其中并送入粉碎机构内；

所述粉碎机构用于通过粉碎圆盘刀（32）将玫瑰枝条打碎，并由螺旋排出辊（34）通过卸

料口（36）将粉碎后的玫瑰枝条撒入田间；

所述行走机构用于通过驾驶机构控制方向盘再配合半履带行走装置的差速运动实现

整机在复杂地势的田间快速灵活的转向运动；

所述剪切机构包括往复式割刀（52）、链轮Ⅱ（17）、链轮Ⅱ主轴（17‑1）、链条（18）、螺旋

喂入辊（19）、双联带轮Ⅰ（19‑1）、割台（20）、左分禾器（21）、右分禾器（22）、传动保护壳（23）、

带轮Ⅰ（24）；

所述割台（20）固定在机架（1）前端，所述割台（20）两侧分别设置左分禾器（21）、右分禾

器（22），所述螺旋喂入辊（19）位于割台（20）内，且螺旋喂入辊（19）的主轴的两端穿过割台

（20）分别与左分禾器（21）、右分禾器（22）连接，所述往复式割刀（52）固定在割台（20）前方，

固定在左分禾器（21）与右分禾器（22）中间，所述传动保护壳（23）位于整机左侧，在左分禾

器（21）的后面；

所述往复式割刀（52）包括横割刀架（2）、固定板（3）、动刀片Ⅰ（4）、定刀片Ⅰ（5）、立割刀

架（6）、动刀片Ⅱ（7）、定刀片Ⅱ（8）、轴承（9）、主动轴（10）、偏心轮（11）、偏心轴（12）、连杆Ⅰ

（13）、折杆（14）、连杆Ⅱ（15）、链轮Ⅰ（16）；

所述动刀片Ⅰ（4）与定刀片Ⅰ（5）通过固定板（3）安装在横割刀架（2）上，所述动刀片Ⅱ

（7）与定刀片Ⅱ（8）通过固定板（3）安装在立割刀架（6）上，左右两个立割刀架（6）固定在横

割刀架（2）两端，所述主动轴（10）通过轴承（9）安装在横割刀架（2）上，所述偏心轮（11）安装

在主动轴（10）两侧，偏心轮（11）上固定着偏心轴（12），所述连杆Ⅱ（15）一端与偏心轴（12）

中部铰接，另一端与动刀片Ⅱ（7）铰接，所述连杆Ⅰ（13）一端安装在偏心轴（12）端部，另一端

与折杆（14）铰接，所述折杆（14）中段与末端分别铰接在横割刀架（2）与动刀片Ⅰ（4）上；所述

链轮Ⅰ（16）安装在主动轴（10）一侧，并通过链条（18）与链轮Ⅱ（17）配合在一起，所述链轮Ⅱ

主轴（17‑1）安装在传动保护壳（23）上，所述链轮Ⅱ主轴（17‑1）一端安装链轮Ⅱ（17），另一

端安装带轮Ⅰ（24），双联带轮Ⅰ（19‑1）安装在螺旋喂入辊（19）的主轴上，带轮Ⅰ（24）与双联带

轮Ⅰ（19‑1）间安装有传动带，双联带轮Ⅰ（19‑1）与输送机构的带轮Ⅴ（26‑1）通过传动带连

接；

所述输送机构包括带轮Ⅱ（25‑1）、带轮Ⅲ（25‑2）、带轮Ⅳ（25‑3）、带轮Ⅴ（26‑1）、带轮

Ⅵ（27‑1）、上带式输送器（29）、下带式输送器（30）、输送装置保护罩（31）；

所述输送装置保护罩（31）固定在机架（1）上并与割台（20）连接，所述上带式输送器

（29）、下带式输送器（30）安装在输送装置保护罩（31）内，且上带式输送器（29）位于下带式

输送器（30）上方，上带式输送器（29）、下带式输送器（30）的底部伸入割台（20）内，所述下带

式输送器（30）包括主动辊Ⅰ（25）、从动辊Ⅰ（26）和下带耙（30‑1）；所述主动辊Ⅰ（25）位于下带

式输送器从动辊Ⅰ（26）的上部，且所述主动辊Ⅰ（25）的辊轴的一端伸出输送装置保护罩（31）

与带轮Ⅲ（25‑2）、带轮Ⅳ（25‑3）连接，主动辊Ⅰ（25）的辊轴的另一端伸出输送装置保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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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并与带轮Ⅱ（25‑1）连接，所述从动辊Ⅰ（26）安装在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下方，从动辊Ⅰ

（26）的辊轴伸出割台一侧与带轮Ⅴ（26‑1）连接，所述主动辊Ⅰ（25）与从动辊Ⅰ（26）之间设有

下带耙（30‑1），所述上带式输送器（29）包括主动辊Ⅱ（27）、从动辊Ⅱ（28）和上带耙（29‑1），

所述主动辊Ⅱ（27）位于从动辊Ⅱ（28）的上部，且所述主动辊Ⅱ（27）的辊轴的一端伸出输送

装置保护罩（31）与带轮Ⅵ（27‑1）连接，主动辊Ⅱ（27）的辊轴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输送

装置保护罩（31）上，所述从动辊Ⅱ（28）安装在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下方，所述主动辊Ⅱ

（27）和从动辊Ⅱ（28）之间设有上带耙（29‑1），所述上带式输送器（29）与下带式输送器（30）

之间设有间隙，所述带轮Ⅲ（25‑2）与带轮Ⅵ（27‑1）间设有传动带，所述带轮Ⅳ（25‑3）通过

传动带（37‑3）与带轮Ⅷ（37‑2）连接，所述带轮Ⅷ（37‑2）通过柴油机主轴（37‑1）与行走机构

的柴油机（37）连接；

所述粉碎机构包括粉碎圆盘刀（32）、粉碎刀轴（33）、双联带轮Ⅱ（33‑1）、螺旋排出辊

（34）、带轮Ⅶ（34‑1）、粉碎装置保护罩（35）、卸料口（36）；

所述粉碎装置保护罩（35）固定在机架（1）上，且与输送装置保护罩（31）连接，所述粉碎

刀轴（33）、螺旋排出辊（34）安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内且粉碎刀轴（33）位于螺旋排出辊

（34）上方，所述粉碎刀轴（33）上设有一片以上的粉碎圆盘刀（32），所述粉碎刀轴（33）的一

端伸出粉碎装置保护罩（35）与双联带轮（33‑1）连接，所述粉碎刀轴（33）的另一端通过轴承

安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上，所述螺旋排出辊（34）的一端伸出粉碎装置保护罩（35）与带

轮Ⅶ（34‑1）连接，所述螺旋排出辊（34）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上，

所述双联带轮Ⅱ（33‑1）通过皮带与输送机构的带轮Ⅱ（25‑1）连接，所述双联带轮Ⅱ（33‑1）

通过皮带与带轮Ⅶ（34‑1）连接，所述卸料口（36）安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的一侧，且位

于螺旋排出辊（34）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往复切割式玫瑰剪枝还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机构包括

柴油机（37）、柴油机主轴（37‑1）、带轮Ⅷ（37‑2）、传动带（37‑3）、驱动轴（38）、行走轮（44）、

连接架（45）、从动轴（46）、套轴（53）、两个半履带行走装置；

所述柴油机（37）固定在机架（1）上且位于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一侧，所述柴油机（37）

上通过柴油机主轴（37‑1）安装有带轮Ⅷ（37‑2），所述带轮Ⅳ（25‑3）通过传动带（37‑3）与带

轮Ⅷ（37‑2）连接，所述半履带行走装置包括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4个支重轮（41）、

履带（42）和支撑架（43）；所述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4个支重轮（41）安装在支撑架

（43）上，所述支撑架（43）为三角形，所述驱动轮（39）安装在支撑架（43）顶部，所述两个导向

轮（40）对称安装在支撑架（43）底部，所述4个支重轮（41）位于两个导向轮（40）之间，所述履

带（42）安装在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和4个支重轮（41）外侧并将驱动轮（39）、两个导

向轮（40）和4个支重轮（41）包裹，所述柴油机（37）的驱动轴（38）两端分别与两个半履带行

走装置的驱动轮（39）连接；

所述从动轴（46）通过套轴（53）连接，且通过套轴（53）与机架（1）的支撑梁连接，安装在

机架后方，所述行走轮（44）通过连接架（45）安装在从动轴（46）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往复切割式玫瑰剪枝还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驾驶机构包括

驾驶台（47）、驾驶座（48）、操控台（49）、方向盘（50）、遮阳棚（51）；所述驾驶台（47）安装在机

架（1）上，所述驾驶台（47）上设有驾驶座（48）、操控台（49）、方向盘（50）、遮阳棚（51），所述

方向盘（50）安装在操控台（49）上，所述操控台（49）位于所述驾驶座（48）前方，所述遮阳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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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位于操控台（49）与驾驶座（48）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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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往复切割式玫瑰剪枝还田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往复切割式玫瑰剪枝还田机，属于农业机械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食用玫瑰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可以用来加工食品，并为花农带来可观的收益。但是

每年玫瑰都要在鲜花采摘过后进行剪枝，从而达到来年更新复壮，加强株式的目的。以往剪

枝都需要工人进入田间剪枝，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密集的玫瑰枝条经常会将工人划伤。由于

很多玫瑰生长的地势比较复杂，许多常用的剪枝机无法适应地势，从而无法工作。

[0003] 现有的剪枝机种类较多，但大多需要工人手持剪枝机进入田间进行剪切作业例如

CN102334421A号发明专利公开的“一种电动剪枝机”一类的剪枝机具，虽然操作简便，作业

效果好，但需要工人手持剪枝机进入玫瑰田中进行剪枝作业，不仅工作环境差而且剪切效

率低，例如CN205196414U号实用新型专利公开的“葡萄剪枝机”一类的剪枝机具，虽然操作

简便，作业效果好，但不能很好地适应复杂地形，由于需要农机牵引，因此不能适用于剪切

植株生长密集的玫瑰，且会对玫瑰的生长环境造成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以用于实现对复杂地形的玫瑰植株进行剪切与粉碎

还田作业，解决了玫瑰剪枝效率低、且工作人员容易被玫瑰枝条划伤的问题，实现了对不同

地形、不同高度的玫瑰植株进行剪枝作业。

[0005] 本发明技术方案是：一种往复切割式玫瑰剪枝还田机，包括机架1、剪切机构、输送

机构、粉碎机构、行走机构、驾驶机构；

[0006] 所述剪切机构用于通过往复式割刀52将玫瑰枝条切断并通过螺旋喂入辊19送到

输送机构；

[0007] 所述输送机构用于通过两个带式输送器将玫瑰枝条卷入其中并送入粉碎机构内；

[0008] 所述粉碎机构用于通过粉碎圆盘刀32将玫瑰枝条打碎，并由螺旋排出辊34通过卸

料口36将粉碎后的玫瑰枝条撒入田间；

[0009] 所述行走机构用于通过驾驶机构控制方向盘再配合半履带行走装置的差速运动

实现整机在复杂地势的田间快速灵活的转向运动。

[0010] 所述剪切机构包括往复式割刀52、链轮Ⅱ17、链轮Ⅱ主轴17‑1、链条18、螺旋喂入

辊19、双联带轮Ⅰ19‑1、割台20、左分禾器21、右分禾器22、传动保护壳23、带轮Ⅰ24；

[0011] 所述割台20固定在机架1前端，所述割台20两侧分别设置左分禾器21、右分禾器

22，所述螺旋喂入辊19位于割台20内，且螺旋喂入辊19的主轴的两端穿过割台20分别与左

分禾器21、右分禾器22连接，所述往复式割刀52固定在割台20前方，固定在左分禾器21与右

分禾器22中间，所述传动保护壳23位于整机左侧，在左分禾器21的后面；

[0012] 所述往复式割刀52包括横割刀架2、固定板3、动刀片Ⅰ4、定刀片Ⅰ5、立割刀架6、动

刀片Ⅱ7、定刀片Ⅱ8、轴承9、主动轴10、偏心轮11、偏心轴12、连杆Ⅰ13、折杆14、连杆Ⅱ15、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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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Ⅰ16；

[0013] 所述动刀片Ⅰ4与定刀片Ⅰ5通过固定板3安装在横割刀架2上，所述动刀片Ⅱ7与定

刀片Ⅱ8通过固定板3安装在立割刀架6上，左右两个立割刀架6固定在横割刀架2两端，所述

主动轴10通过轴承9安装在横割刀架2上，所述偏心轮11安装在主动轴10两侧，偏心轮11上

固定着偏心轴12，所述连杆Ⅱ15一端与偏心轴12中部铰接，另一端与动刀片Ⅱ7铰接，所述

连杆Ⅰ13一端安装在偏心轴12端部，另一端与折杆14铰接，所述折杆14中段与末端分别铰接

在横割刀架2与动刀片Ⅰ4上；所述链轮Ⅰ16安装在主动轴10一侧，并通过链条18与链轮Ⅱ17

配合在一起，所述链轮Ⅱ主轴17‑1安装在传动保护壳23上，所述链轮Ⅱ主轴17‑1一端安装

链轮Ⅱ17，另一端安装带轮Ⅰ24，双联带轮Ⅰ19‑1安装在螺旋喂入辊19的主轴上，带轮Ⅰ24与

双联带轮Ⅰ19‑1间安装有传动带，双联带轮Ⅰ19‑1与输送机构的带轮Ⅴ26‑1通过传动带连

接。

[0014] 所述输送机构包括带轮Ⅱ25‑1、带轮Ⅲ25‑2、带轮Ⅳ25‑3、带轮Ⅴ26‑1、带轮Ⅵ27‑

1、上带式输送器29、下带式输送器30、输送装置保护罩31；

[0015] 所述输送装置保护罩31固定在机架1上并与割台20连接，所述上带式输送器29、下

带式输送器30安装在输送装置保护罩31内，且上带式输送器29位于下带式输送器30上方，

上带式输送器29、下带式输送器30的底部伸入割台20内，所述下带式输送器30包括主动辊Ⅰ

25、从动辊Ⅰ26和下带耙30‑1；所述主动辊Ⅰ25位于下带式输送器从动辊Ⅰ26的上部，且所述

主动辊Ⅰ25的辊轴的一端伸出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与带轮Ⅲ25‑2、带轮Ⅳ25‑3连接，主动辊Ⅰ

25的辊轴的另一端伸出输送装置保护罩31，并与带轮Ⅱ25‑1连接，所述从动辊Ⅰ26安装在输

送装置保护罩31下方，从动辊Ⅰ26的辊轴伸出割台一侧与带轮Ⅴ26‑1连接，所述主动辊Ⅰ25

与从动辊Ⅰ26之间设有下带耙30‑1，所述上带式输送器29包括主动辊Ⅱ27、从动辊Ⅱ28和上

带耙29‑1，所述主动辊Ⅱ27位于从动辊Ⅱ28的上部，且所述主动辊Ⅱ27的辊轴的一端伸出

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与带轮Ⅵ27‑1连接，主动辊Ⅱ27的辊轴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输送装

置保护罩31上，所述从动辊Ⅱ28安装在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下方，所述主动辊Ⅱ27和从动辊

Ⅱ28之间设有上带耙29‑1，所述上带式输送器29与下带式输送器30之间设有间隙，所述带

轮Ⅲ25‑2与带轮Ⅵ27‑1间设有传动带，所述带轮Ⅳ25‑3通过传动带37‑3与带轮Ⅷ37‑2连

接，所述带轮Ⅷ37‑2通过柴油机主轴37‑1与行走机构的柴油机37连接。

[0016] 所述粉碎机构包括粉碎圆盘刀32、粉碎刀轴33、双联带轮Ⅱ33‑1、螺旋排出辊34、

带轮Ⅶ34‑1、粉碎装置保护罩35、卸料口36；

[0017] 所述粉碎装置保护罩35固定在机架1上，且与输送装置保护罩31连接，所述粉碎刀

轴33、螺旋排出辊34安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内且粉碎刀轴33位于螺旋排出辊34上方，所

述粉碎刀轴33上设有一片以上的粉碎圆盘刀32，所述粉碎刀轴33的一端伸出粉碎装置保护

罩35与双联带轮33‑1连接，所述粉碎刀轴33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

上，所述螺旋排出辊34的一端伸出粉碎装置保护罩35与带轮Ⅶ34‑1连接，所述螺旋排出辊

34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上，所述双联带轮Ⅱ33‑1通过皮带与输送机

构的带轮Ⅱ25‑1连接，所述双联带轮Ⅱ33‑1通过皮带与带轮Ⅶ34‑1连接，所述卸料口36安

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的一侧，且位于螺旋排出辊34下方。

[0018] 所述行走机构包括柴油机37、柴油机主轴37‑1、带轮Ⅷ37‑2、传动带37‑3、驱动轴

38、行走轮44、连接架45、从动轴46、套轴53、两个半履带行走装置；

说　明　书 2/6 页

6

CN 108738655 B

6



[0019] 所述柴油机37固定在机架1上且位于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一侧，所述柴油机37上通

过柴油机主轴37‑1安装有带轮Ⅷ37‑2，所述带轮Ⅳ25‑3通过传动带37‑3与带轮Ⅷ37‑2连

接，所述半履带行走装置包括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4个支重轮41、履带42和支撑架43；

所述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4个支重轮41安装在支撑架43上，所述支撑架43为三角形，所

述驱动轮39安装在支撑架43顶部，所述两个导向轮40对称安装在支撑架43底部，所述4个支

重轮41位于两个导向轮40之间，所述履带42安装在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和4个支重轮41

外侧并将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和4个支重轮41包裹，所述柴油机37的驱动轴38两端分别

与两个半履带行走装置的驱动轮39连接；

[0020] 所述从动轴46通过套轴53连接，且通过套轴53与机架1的支撑梁连接，安装在机架

后方，所述行走轮44通过连接架45安装在从动轴46上。

[0021] 所述驾驶机构包括驾驶台47、驾驶座48、操控台49、方向盘50、遮阳棚51；所述驾驶

台47安装在机架1上，所述驾驶台47上设有驾驶座48、操控台49、方向盘50、遮阳棚51，所述

方向盘50安装在操控台49上，所述操控台49位于所述驾驶座48前方，所述遮阳棚51位于操

控台49与驾驶座48上方。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本发明装置质量较轻，体积较小，轮履组合式行走机构可以很好地适应各种地

形。

[0024] （2）本发明装置通过驾驶员坐在驾驶台上控制整机前进与工作，避免了工作人员

直接进入田间进行手工剪枝时被玫瑰花刺划伤这一状况，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

[0025] （3）本发明装置采用的往复式割刀结构不仅实现了横向切割，也可以实现纵向剪

切，提高了剪切工作效率，避免了玫瑰枝条相互缠连的情况，配合后面的粉碎机构，实现了

高效率剪切玫瑰枝条与玫瑰枝条粉碎还田相结合的这一作业目标。

[0026] （4）本发明装置结构设计合理，作业质量好，工作效率高，作业可靠，减轻劳动强度

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适应对复杂地势的玫瑰进行剪枝与粉碎还田的作业要求。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装置的粉碎结构透视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装置的剪切、输送、粉碎机构的透视图Ⅰ；

[0030] 图4为本发明装置的剪切、输送、粉碎机构传动透视图Ⅰ；

[0031] 图5为本发明装置的剪切、输送、粉碎机构的透视图Ⅱ；

[0032] 图6为本发明装置的剪切、输送、粉碎机构传动透视图Ⅱ；

[0033] 图7为本发明装置的往复式割刀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8为本发明装置的横向往复式割刀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9为本发明装置的立式往复式割刀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0为本发明装置粉碎刀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1为本发明装置行走机构示意图。

[0038] 图1‑11中各标号：1‑机架、2‑横割刀架、3‑固定板、4‑动刀片Ⅰ、5‑定刀片Ⅰ、6‑立割

刀架、7‑动刀片Ⅱ、8‑定刀片Ⅱ、9‑轴承、10‑主动轴、11‑偏心轮、12‑偏心轴、13‑连杆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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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杆、15‑连杆Ⅱ、16‑链轮Ⅰ、17‑链轮Ⅱ、17‑1  链轮Ⅱ主轴、18‑链条、19‑螺旋喂入辊、19‑1‑

双联带轮Ⅰ、20‑割台、21‑左分禾器、22‑右分禾器、23‑传动保护壳、24‑带轮Ⅰ、25‑主动辊Ⅰ、

25‑1‑带轮Ⅱ、25‑2‑带轮Ⅲ、25‑3‑带轮Ⅳ、26‑从动辊Ⅰ、26‑1‑带轮Ⅴ、27‑主动辊Ⅱ、27‑1‑

带轮Ⅵ、28‑从动辊Ⅱ、29‑上带式输送器、29‑1‑上带耙、30‑下带式输送器、30‑1‑下带耙、

31‑输送装置保护罩、32‑粉碎圆盘刀、33‑粉碎刀轴、33‑1‑双联带轮Ⅱ、34‑螺旋排出辊、34‑

1‑带轮Ⅶ、35‑粉碎装置保护罩、36‑卸料口、37‑柴油机、37‑1‑柴油机主轴、37‑2‑带轮Ⅷ、

37‑3‑传动带、38‑驱动轴、39‑驱动轮、40‑导向轮、41‑支重轮、42‑履带、43‑支撑架、44‑行走

轮、45‑连接架、46‑从动轴、47‑驾驶台、48‑驾驶座、49‑操控台、50‑方向盘、51‑遮阳棚、52‑

往复式割刀、53‑套轴。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0] 实施例1：如图1‑11所示，一种往复切割式玫瑰剪枝还田机，包括机架1、剪切机构、

输送机构、粉碎机构、行走机构、驾驶机构；

[0041] 所述剪切机构用于通过往复式割刀52将玫瑰枝条切断并通过螺旋喂入辊19送到

输送机构；

[0042] 所述输送机构用于通过两个带式输送器将玫瑰枝条卷入其中并送入粉碎机构内；

[0043] 所述粉碎机构用于通过粉碎圆盘刀32将玫瑰枝条打碎，并由螺旋排出辊34通过卸

料口36将粉碎后的玫瑰枝条撒入田间；

[0044] 所述行走机构用于通过驾驶机构控制方向盘再配合半履带行走装置的差速运动

实现整机在复杂地势的田间快速灵活的转向运动。

[0045] 进一步的，所述剪切机构固定在机架1的前端，粉碎机构安装在机架1中部，输送机

构位于剪切机构与粉碎机构中间，行走机构安装在机架1的左右两侧，驾驶机构安装在机架

1的后方；

[0046] 所述剪切机构包括往复式割刀52、链轮Ⅱ17、链轮Ⅱ主轴17‑1、链条18、螺旋喂入

辊19、双联带轮Ⅰ19‑1、割台20、左分禾器21、右分禾器22、传动保护壳23、带轮Ⅰ24；

[0047] 所述割台20固定在机架1前端，所述割台20两侧分别设置左分禾器21、右分禾器

22，所述螺旋喂入辊19位于割台20内，且螺旋喂入辊19的主轴的两端穿过割台20分别与左

分禾器21、右分禾器22连接，所述往复式割刀52固定在割台20前方，固定在左分禾器21与右

分禾器22中间，所述传动保护壳23位于整机左侧，在左分禾器21的后面；

[0048] 所述往复式割刀52包括横割刀架2、固定板3、动刀片Ⅰ4、定刀片Ⅰ5、立割刀架6、动

刀片Ⅱ7、定刀片Ⅱ8、轴承9、主动轴10、偏心轮11、偏心轴12、连杆Ⅰ13、折杆14、连杆Ⅱ15、链

轮Ⅰ16；

[0049] 所述动刀片Ⅰ4与定刀片Ⅰ5通过固定板3安装在横割刀架2上，所述动刀片Ⅱ7与定

刀片Ⅱ8通过固定板3安装在立割刀架6上，左右两个立割刀架6固定在横割刀架2两端，所述

主动轴10通过轴承9安装在横割刀架2上，所述偏心轮11安装在主动轴10两侧，偏心轮11上

固定着偏心轴12，所述连杆Ⅱ15一端与偏心轴12中部铰接，另一端与动刀片Ⅱ7铰接，所述

连杆Ⅰ13一端安装在偏心轴12端部，另一端与折杆14铰接，所述折杆14中段与末端分别铰接

在横割刀架2与动刀片Ⅰ4上；所述链轮Ⅰ16安装在主动轴10一侧，并通过链条18与链轮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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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在一起，所述链轮Ⅱ主轴17‑1安装在传动保护壳23上，所述链轮Ⅱ主轴17‑1一端安装

链轮Ⅱ17，另一端安装带轮Ⅰ24，双联带轮Ⅰ19‑1安装在螺旋喂入辊19的主轴上，带轮Ⅰ24与

双联带轮Ⅰ19‑1间安装有传动带，双联带轮Ⅰ19‑1与输送机构的带轮Ⅴ26‑1通过传动带连

接。

[0050] 进一步的，所述输送机构包括带轮Ⅱ25‑1、带轮Ⅲ25‑2、带轮Ⅳ25‑3、带轮Ⅴ26‑1、

带轮Ⅵ27‑1、上带式输送器29、下带式输送器30、输送装置保护罩31；

[0051] 所述输送装置保护罩31固定在机架1上并与割台20连接，所述上带式输送器29、下

带式输送器30安装在输送装置保护罩31内，且上带式输送器29位于下带式输送器30上方，

上带式输送器29、下带式输送器30的底部伸入割台20内，所述下带式输送器30包括主动辊Ⅰ

25、从动辊Ⅰ26和下带耙30‑1；所述主动辊Ⅰ25位于下带式输送器从动辊Ⅰ26的上部，且所述

主动辊Ⅰ25的辊轴的一端伸出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与带轮Ⅲ25‑2、带轮Ⅳ25‑3连接，主动辊Ⅰ

25的辊轴的另一端伸出输送装置保护罩31，并与带轮Ⅱ25‑1连接，所述从动辊Ⅰ26安装在输

送装置保护罩31下方，从动辊Ⅰ26的辊轴伸出割台一侧与带轮Ⅴ26‑1连接，所述主动辊Ⅰ25

与从动辊Ⅰ26之间设有下带耙30‑1，所述上带式输送器29包括主动辊Ⅱ27、从动辊Ⅱ28和上

带耙29‑1，所述主动辊Ⅱ27位于从动辊Ⅱ28的上部，且所述主动辊Ⅱ27的辊轴的一端伸出

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与带轮Ⅵ27‑1连接，主动辊Ⅱ27的辊轴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输送装

置保护罩31上，所述从动辊Ⅱ28安装在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下方，所述主动辊Ⅱ27和从动辊

Ⅱ28之间设有上带耙29‑1，所述上带式输送器29与下带式输送器30之间设有间隙，所述带

轮Ⅲ25‑2与带轮Ⅵ27‑1间设有传动带，所述带轮Ⅳ25‑3通过传动带37‑3与带轮Ⅷ37‑2连

接，所述带轮Ⅷ37‑2通过柴油机主轴37‑1与行走机构的柴油机37连接。

[0052] 进一步的，所述粉碎机构包括粉碎圆盘刀32、粉碎刀轴33、双联带轮Ⅱ33‑1、螺旋

排出辊34、带轮Ⅶ34‑1、粉碎装置保护罩35、卸料口36；

[0053] 所述粉碎装置保护罩35固定在机架1上，且与输送装置保护罩31连接，所述粉碎刀

轴33、螺旋排出辊34安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内且粉碎刀轴33位于螺旋排出辊34上方，所

述粉碎刀轴33上设有一片以上的粉碎圆盘刀32，所述粉碎刀轴33的一端伸出粉碎装置保护

罩35与双联带轮33‑1连接，所述粉碎刀轴33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

上，所述螺旋排出辊34的一端伸出粉碎装置保护罩35与带轮Ⅶ34‑1连接，所述螺旋排出辊

34的另一端通过轴承安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上，所述双联带轮Ⅱ33‑1通过皮带与输送机

构的带轮Ⅱ25‑1连接，所述双联带轮Ⅱ33‑1通过皮带与带轮Ⅶ34‑1连接，所述卸料口36安

装在粉碎装置保护罩35的一侧，且位于螺旋排出辊34下方。

[0054] 进一步的，所述行走机构包括柴油机37、柴油机主轴37‑1、带轮Ⅷ37‑2、传动带37‑

3、驱动轴38、行走轮44、连接架45、从动轴46、套轴53、两个半履带行走装置；

[0055] 所述柴油机37固定在机架1上且位于输送装置保护罩31一侧，所述柴油机37上通

过柴油机主轴37‑1安装有带轮Ⅷ37‑2，所述带轮Ⅳ25‑3通过传动带37‑3与带轮Ⅷ37‑2连

接，所述半履带行走装置包括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4个支重轮41、履带42和支撑架43；

所述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4个支重轮41安装在支撑架43上，所述支撑架43为三角形，所

述驱动轮39安装在支撑架43顶部，所述两个导向轮40对称安装在支撑架43底部，所述4个支

重轮41位于两个导向轮40之间，所述履带42安装在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和4个支重轮41

外侧并将驱动轮39、两个导向轮40和4个支重轮41包裹，所述柴油机37的驱动轴38两端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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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个半履带行走装置的驱动轮39连接；

[0056] 所述从动轴46通过套轴53连接，且通过套轴53与机架1的支撑梁连接，安装在机架

后方，所述行走轮44通过连接架45安装在从动轴46上。

[0057] 进一步的，所述驾驶机构包括驾驶台47、驾驶座48、操控台49、方向盘50、遮阳棚

51；所述驾驶台47安装在机架1上，所述驾驶台47上设有驾驶座48、操控台49、方向盘50、遮

阳棚51，所述方向盘50安装在操控台49上，所述操控台49位于所述驾驶座48前方，所述遮阳

棚51位于操控台49与驾驶座48上方。

[005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

[0059] 本发明通过驾驶员控制整机前进，由整机前方的分禾器将两垄间的玫瑰枝条分

开，往复式割刀52将玫瑰枝条切断，切断的玫瑰枝条被螺旋喂入辊19送到输送机构，输送机

构内的两个带式输送器将玫瑰枝条卷入其中并送入粉碎机构内，粉碎机构内高速回转的粉

碎圆盘刀32将玫瑰枝条打碎，玫瑰枝条碎茬由旋转的螺旋排出辊34运往卸料口36并将其撒

入田间，从而实现对玫瑰枝条的剪切与粉碎还田作业。驾驶员通过控制方向盘50从而控制

整机前进，行走机构工作时，柴油机37上的驱动轴38为半履带式行走装置输出动力，通过驱

动轮39带动整个履带42回转，从而使整机前进；输送机构工作时，柴油机37上的驱动带轮Ⅷ

37‑2通过传动带37‑3带动带轮Ⅳ25‑3回转，带轮Ⅳ25‑3带动主动辊Ⅰ25转动，并带动同辊轴

的带轮Ⅲ25‑2与带轮Ⅱ25‑1转动，带轮Ⅲ25‑2通过传动带带动带轮Ⅵ27‑1转动，从而带动

主动辊Ⅱ27转动，主动辊Ⅰ25与主动辊Ⅱ27分别带动下带式输送器30与上带式输送器29运

转，从动辊Ⅰ26上的带轮Ⅴ26‑1通过传动带带动双联带轮Ⅰ19‑1转动，从而带动螺旋喂入辊

19转动，双联带轮Ⅰ19‑1通过传动带带动带轮Ⅰ24转动，带轮Ⅰ24又带动同轴的链轮Ⅱ17转

动；剪切机构工作时，链轮Ⅱ17通过链条18带动链轮Ⅰ16转动，链轮Ⅰ16驱动往复式割刀52上

的主动轴10转动，从而带动偏心轮11转动，偏心轮11上固定的偏心轴12又与连杆Ⅰ13、连杆

Ⅱ15铰接，连杆Ⅱ15与动刀片Ⅱ7铰接，偏心轮11转动，带动偏心轴12上铰接的连杆Ⅱ15，连

杆Ⅱ15带动动刀片Ⅱ7沿着导槽做纵向往复式运动，当偏心轮11带动偏心轴12上的连杆Ⅰ13

运动时，连杆Ⅰ13通过与折杆14铰接，从而带动折杆14往复运动，折杆14通过拐角处与横割

刀架2铰接、端点处与动刀片Ⅰ4铰接，从而以拐角处铰接点为中心，拉动端点处铰接的动刀

片Ⅰ4沿导轨槽做横向往复运动，从而使整个立式往复式割刀做剪切运动；粉碎机构工作时，

通过主动辊Ⅱ27带动带轮Ⅱ25‑1转动，带轮Ⅱ25‑1又带动双联带轮Ⅱ33‑1与带轮Ⅶ34‑1转

动，从而实现粉碎机构内粉碎刀轴33与螺旋排出辊34的转动。这一系列过程完成对玫瑰枝

条的剪切与粉碎还田作业。

[0060]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

施例，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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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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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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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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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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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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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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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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