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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及其

纵轴流再生稻联合收获机，包括双圆筒筛和双出

口清选风机，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的下出风口位

于所述双圆筒筛前方，用于配合所述双圆筒筛将

大杂余吹出机外；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的上出风

口位于所述双圆筒筛上方，用于脱粒装置排出的

轻杂余直接吹出机外。所述籽粒滑板和抖动板将

清选室分割成了上清选区域和下清选区域，所述

上清选区域用于将脱粒装置排出的轻杂余直接

吹出机外；所述下清选区域用于将大杂余吹出机

外。本发明充分利用脱粒装置和清选机构之间有

限的纵向空间进行初步风选，可以减少圆筒筛的

设计功率，合理利用风机，将轻杂余直接吹出机

外，而不需要通过圆筒筛的抛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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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双圆筒筛(3)和双出口清选风机(1)，所述

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下出风口位于所述双圆筒筛(3)前方，用于配合所述双圆筒筛(3)将

大杂余吹出机外；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上出风口位于所述双圆筒筛(3)上方，用于将

脱粒装置排出的轻杂余直接吹出机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

下出风口处通过导风板(2)分隔成上风道和下风道；所述上风道用于使气流吹向双圆筒筛

(3)筛轴的上方，所述下风道用于使气流吹向双圆筒筛(3)筛轴的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

进风口角度a不小于120°，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下出风口角度b为120°～140°；所述双

出口清选风机(1)的上出风口角度c为90°～10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圆筒筛(3)包括前圆

筒筛(301)和后圆筒筛(302)，所述后圆筒筛(302)直径为前圆筒筛(301)直径的0.8-1倍；所

述后圆筒筛(302)的转速不小于前圆筒筛(301)的转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圆筒筛(3)采用栅栏

式的筛网，所述筛网间隙在10mm到20mm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籽粒滑板(4)和抖动

板(6)，所述籽粒滑板(4)和抖动板(6)将清选室分割成了上清选区域和下清选区域，所述上

清选区域用于将脱粒装置排出的轻杂余直接吹出机外；所述下清选区域用于将大杂余吹出

机外。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圆筒筛(3)与脱粒装

置之间设有构成漏斗形状的籽粒滑板(4)和抖动板(6)；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上出风

口位于所述籽粒滑板(4)上方。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籽粒滑板(4)一端位于

清选风机(1)上出风口下方，所述籽粒滑板(4)另一端一直延伸到所述双圆筒筛(3)边缘处；

所述籽粒滑板(4)末端边缘处与双圆筒筛(3)筛轴轴线所构成的平面与水平面夹角大于

45°；所述籽粒滑板(4)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大于脱粒籽粒的内摩擦角。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籽粒滑板(4)上设有导

流条(401)，用于将所述籽粒滑板(4)两侧堆积的物料向中间导向。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条(401)在籽粒滑

板(4)呈“八”字状对称分布，呈“八”字状对称分布的导流条(401)之间夹角为40°～80°；呈

“八”字状对称分布的导流条(401)将所述籽粒滑板(4)的落料口等宽均分。

11.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抖动板(6)一端位于脱

粒装置另一端下方，所述抖动板(6)另一端位于所述双圆筒筛(3)上方；所述抖动板(6)一端

设有振动机构(7)，用于使所述抖动板(6)在与水平面夹角10°～25°之间摆动。

12.一种纵轴流再生稻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11任一项所述的双圆

筒筛清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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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及其纵轴流再生稻联合收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收获机清选装置领域或者农业收获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双圆筒筛

清选装置及其纵轴流再生稻联合收获机。

背景技术

[0002] 再生稻是利用收割后稻桩上存活的休眠芽进行培育，使之抽穗再次成熟的一类水

稻品种，相比传统水稻有众多优点，近年来，水稻单产达到瓶颈，而种植再生稻能有效提高

复种指数，提高水稻产量。在收获头季稻时，作物茎茂叶绿，含水率高；为了保证稻桩在第二

季时能再次抽穗，再生稻第一季收割时有高留茬的农艺要求；同时收获机对割后稻桩的碾

压是不可避免的，应当尽量减少损失。

[0003] 脱粒装置是联合收获机的重要工作部件，用于将喂入的农作物籽粒从其茎秆上脱

离。根据脱粒滚筒的布置特点，常用的脱粒装置可大致分为横轴流和纵轴流，其中横轴流脱

粒装置构造简单，方便维修，配件通用，但其收割品种单一，相比之下，纵轴流脱粒装置脱粒

面积大，效果好，且适用于多种农作物。

[0004] 清选装置是稻麦联合收获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整机的作

业效果。风机振动筛式清选装置稳定性高适应性强，是目前所广泛使用的清选装置，但其结

构庞大复杂，对动力需求高，振动大，脱出物含水率高时清选效率下降易发生堵塞，因此并

不能完全满足再生稻收割机的工作要求。再生稻第一季收割时有高留茬的农艺要求，即只

收割水稻穗头以下大约40cm的长度，与收获传统水稻相比，再生稻脱出物含水量高、籽粒含

量极大，能达到80％到90％，其余一般为轻杂余和短茎秆的组合，因此，在合适的喂入量下，

收获再生稻相比于收获传统水稻更适合使用圆筒筛清选机构。

[0005] 双圆筒筛清选装置相比起振动筛清选装置，其结构简单，工作可靠，质量轻振动

小，湿分性能好，对籽粒含量高含杂率低的物料清选效果好，符合再生稻脱出物的特点。但

由于其结构特点，传统圆筒筛清选机构通常都与横轴流脱粒滚筒配合使用，如图1所示，圆

筒筛横置于机壳内，圆筒筛轴和脱粒滚筒轴及风机轴平行布置，前筛位于脱粒滚筒的正下

方，脱出物物料先落在前圆筒筛上方，而后圆筒筛只接受由前圆筒筛抛送来的物料，在前筛

的旋转和风机气流的配合下，悬浮速度高的籽粒穿过圆筒筛落入输粮搅龙，悬浮速度低的

轻杂余被吹向机外，茎秆叶片等杂余在被后圆筒筛抛出后被气流吹出机壳。这样轻杂余、短

茎秆和茎秆叶片都需要通过圆筒筛将其抛出，增加了圆筒筛的额定功率；而且风机的风口

从圆筒筛底部将轻杂余、短茎秆和茎秆叶片吹出机壳，风机的利用率不高。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及其纵轴流再

生稻联合收获机，充分利用脱粒装置和清选机构之间有限的纵向空间进行初步风选，可以

减少圆筒筛的设计功率，合理利用风机，将轻杂余直接吹出机外，而不需要通过圆筒筛的抛

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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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手段实现上述技术目的的。

[0008] 一种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包括双圆筒筛和双出口清选风机，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

的下出风口位于所述双圆筒筛前方，用于配合所述双圆筒筛将大杂余吹出机外；所述双出

口清选风机的上出风口位于所述双圆筒筛上方，用于将脱粒装置排出的轻杂余直接吹出机

外。

[0009] 进一步，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的下出风口处通过导风板分隔成上风道和下风道；

所述上风道用于使气流吹向双圆筒筛筛轴的上方，所述下风道用于使气流吹向双圆筒筛筛

轴的下方。

[0010] 进一步，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的进风口角度a不小于120°，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的

下出风口角度b为120°～140°；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的上出风口角度c为90°～100°。

[0011] 进一步，所述双圆筒筛包括前圆筒筛和后圆筒筛，所述后圆筒筛直径为前圆筒筛

直径的0.8-1倍；所述后圆筒筛的转速不小于前圆筒筛的转速。

[0012] 进一步，所述双圆筒筛采用栅栏式的筛网，所述筛网间隙在10mm到20mm之间。

[0013] 进一步，还包括籽粒滑板和抖动板，所述籽粒滑板和抖动板将清选室分割成了上

清选区域和下清选区域，所述上清选区域用于将脱粒装置排出的轻杂余直接吹出机外；所

述下清选区域用于将大杂余吹出机外。

[0014] 进一步，所述双圆筒筛与脱粒装置之间设有构成漏斗形状的籽粒滑板和抖动板；

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的上出风口位于所述籽粒滑板上方。

[0015] 进一步，所述籽粒滑板一端位于清选风机上出风口下方，所述籽粒滑板另一端一

直延伸到所述双圆筒筛边缘处；所述籽粒滑板末端边缘处与双圆筒筛筛轴轴线所构成的平

面与水平面夹角大于45°；所述籽粒滑板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大于脱粒籽粒的内摩擦角。

[0016] 进一步，所述籽粒滑板上设有导流条，用于将所述籽粒滑板两侧堆积的物料向中

间导向。

[0017] 进一步，所述导流条在籽粒滑板呈“八”字状对称分布，呈“八”字状对称分布的导

流条之间夹角为40°～80°；呈“八”字状对称分布的导流条将所述籽粒滑板的落料口等宽均

分。由于纵轴流脱粒装置的脱出物在清选室前部落料量大且横向分布不均，呈“两边高中间

低”的规律，通过呈“八”字状对称分布的导流条将所述籽粒滑板两侧堆积的物料向中间导

向。

[0018] 进一步，所述抖动板一端位于脱粒装置另一端下方，所述抖动板另一端位于所述

双圆筒筛上方；所述抖动板一端设有振动机构，用于使所述抖动板在与水平面夹角10°～

25°之间摆动。

[0019] 一种纵轴流再生稻联合收获机，包括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1] 1.本发明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通过双出口清选风机充分利用脱粒装置和清

选机构之间有限的纵向空间进行初步风选，可以减少圆筒筛的设计功率，合理利用风机，将

轻杂余直接吹出机外，而不需要通过圆筒筛的抛洒。

[0022] 2.本发明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通过双圆筒筛和双出口清选风机在纵轴流再

生稻联合收获机中使用，可以充分利用二者各自的优点，符合再生稻头季稻的物料特性，能

有效提高再生稻联合收获机的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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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3.本发明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双出口清选风机能在减重减振的基础上适应

各种不同喂入量下的工作条件。

[0024] 4.本发明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在下出风口处通过导风板分隔成上风道和下

风道，将气流分别导向双圆筒筛筛轴上方和下方，不仅能有效提高清选能力，还可以弥补前

圆筒筛直径有限的缺点。

[0025] 5.本发明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圆筒筛通过带轮传动，可以通过更换不同直

径的带轮改变圆筒筛的转速，以及实现前后圆筒筛不同的转速配合，从而适应不同的工作

条件，提高清选效率。

[0026] 6.本发明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圆筒筛采用栅格式筛网，能极大提高籽粒的

透筛率，适合再生稻脱出物籽粒含量高的特点，不易造成堵塞，提高了清选效率。

[0027] 7.本发明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纵轴流脱粒装置脱出物的籽粒分布情况为从

前到后籽粒含量逐渐减少，机壳前2/3部分籽粒易发生堆积，籽粒滑板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

大于水稻籽粒的内摩擦角，可以保证籽粒顺利滑入前圆筒筛。

[0028] 8.本发明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纵轴流脱粒装置脱出物的籽粒分布情况为从

中间到两侧籽粒含量逐渐升高，通过在籽粒滑板上表面设有导流条可以使脱出物均匀地落

在前圆筒筛上，降低清选负荷，提高清选效果。

[0029] 9.本发明所述的纵轴流再生稻联合收获机，其脱粒滚筒和清选筛之间的纵向空间

较小，双出口清选风机、籽粒滑板和抖动板将清选室分割成了上下两个区域，且机壳后半部

分采用抖动板可以在有限的倾角内将脱出物抖落至前圆筒筛，预留出更多纵向空间，抖动

板与凹板筛之间的空隙构成了出风口，脱出物在顺着籽粒滑板和抖动板落入前圆筒筛的过

程中先经过了清选风机上出风口的一次风选，从而在有限的空间中物料进行了两次清选，

提高了清选质量。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现有技术中圆筒筛清选机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双出口清选风机进出风口角度示意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所述的圆筒筛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为本发明所述的籽粒滑板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为本发明所述的籽粒滑板俯视图；

[0036] 图7为本发明所述的抖动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

[0038] 1-双出口清选风机；2-导风板；3-圆筒筛；4-籽粒滑板；5-输粮搅龙；6-抖动板；7-

振动机构；8-凹板筛；301-前圆筒筛；302-后圆筒筛；401-导流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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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0] 如图2所示，本发明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包括纵轴流脱粒装置、输粮搅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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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圆筒筛3和双出口清选风机1，纵轴流脱粒装置位于双圆筒筛3上方，输粮搅龙5位于双圆

筒筛3底部；纵轴流脱粒装置和输粮搅龙5为现有结构，不在叙述。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

下出风口位于所述双圆筒筛3前方，用于配合所述双圆筒筛3将大杂余吹出机外；所述双出

口清选风机1的上出风口位于所述双圆筒筛3上方，用于脱粒装置排出的轻杂余直接吹出机

外。通过双出口清选风机1充分利用脱粒装置和清选机构之间有限的纵向空间进行初步风

选，可以减少圆筒筛的设计功率，合理利用风机，将轻杂余直接吹出机外，而不需要通过圆

筒筛的抛洒。

[0041] 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下出风口处通过导风板2分隔成上风道和下风道；所述上

风道用于使气流吹向双圆筒筛3筛轴的上方，所述下风道用于使气流吹向双圆筒筛3筛轴的

下方。在下出风口处通过导风板分隔成上风道和下风道，将气流分别导向双圆筒筛3筛轴上

方和下方，不仅能有效提高清选能力，还可以弥补前圆筒筛直径有限的缺点。

[0042] 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可以为贯流风机，如图2所示，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进风

口角度a不小于120°，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下出风口角度b即下扩压弧所对应的圆心角

为120°～140°；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上出风口角度c上扩压弧所对应的圆心角为90°～

100°。

[0043] 所述双圆筒筛3包括前圆筒筛301和后圆筒筛302，通过双圆筒筛和双出口清选风

机在纵轴流再生稻联合收获机中使用，可以充分利用二者各自的优点，符合再生稻头季稻

的物料特性，能有效提高再生稻联合收获机的工作效果。前圆筒筛301和后圆筒筛302的转

速可以不一致，通过收获机中的任一传动轴，利用不同的带转动使前圆筒筛301和后圆筒筛

302转速不一致。可以通过更换不同直径的带轮改变圆筒筛的转速，以及实现前后圆筒筛不

同的转速配合，从而适应不同的工作条件，提高清选效率；所述后圆筒筛302直径为前圆筒

筛301直径的0.8-1倍；所述后圆筒筛302的转速不小于前圆筒筛301的转速。如图3所示，所

述双圆筒筛3采用栅栏式的筛网，所述筛网间隙在10mm到20mm之间，能极大提高籽粒的透筛

率，适合再生稻脱出物籽粒含量高的特点，不易造成堵塞，提高了清选效率。

[0044] 如图2、图5和图6所示，所述籽粒滑板4和抖动板6将清选室分割成了上清选区域和

下清选区域，所述上清选区域用于将脱粒装置排出的轻杂余直接吹出机外；所述下清选区

域用于将大杂余吹出机外。所述双圆筒筛3与脱粒装置的凹板筛8之间设有构成漏斗形状的

籽粒滑板4和抖动板6；所述双出口清选风机1的上出风口位于所述籽粒滑板4上方。所述籽

粒滑板4一端位于清选风机1上出风口下方，所述籽粒滑板4另一端一直延伸到所述前圆筒

筛301边缘处；所述籽粒滑板4末端边缘处与前圆筒筛301筛轴轴线所构成的平面与水平面

夹角大于45°；所述籽粒滑板4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大于脱粒籽粒的内摩擦角。由于纵轴流

脱粒装置脱出物的籽粒分布情况为从前到后籽粒含量逐渐减少，机壳前2/3部分籽粒易发

生堆积，籽粒滑板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大于水稻籽粒的内摩擦角，可以保证籽粒顺利滑入

前圆筒筛。所述籽粒滑板4上设有导流条401，用于将所述籽粒滑板4两侧堆积的物料向中间

导向。所述导流条401在籽粒滑板4呈“八”字状对称分布，呈“八”字状对称分布的导流条401

之间夹角为40°～80°；呈“八”字状对称分布的导流条401将所述籽粒滑板4的落料口等宽均

分。由于纵轴流滚筒脱出物在清选室前部落料量大且横向分布不均，呈“两边高中间低”的

规律，因此，所述籽粒滑板4上表面设两条呈“八”字状分布的导流条401，将两侧堆积的物料

导向中间，两个导流条401对称分布，二者与对称轴的夹角为20°至40°，两个导流条401将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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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滑板4落料处分隔成长度相等的三个区域，如图6所示。

[0045] 如图2和图7所示，所述抖动板6一端位于脱粒装置的凹板筛8另一端下方，所述抖

动板6另一端位于所述后圆筒筛302上方；所述抖动板6一端设有振动机构7，所述振动机构7

为偏心振动机构，用于使所述抖动板6在与水平面夹角10°～25°之间摆动。

[0046] 一种纵轴流再生稻联合收获机，包括所述的双圆筒筛清选装置，其脱粒装置和清

选筛之间的纵向空间较小，通过双出口清选风机1、籽粒滑板4和抖动板6将清选室分割成了

上下两个区域，且机壳后半部分采用抖动板6可以在有限的倾角内将脱出物抖落至前圆筒

筛301，预留出更多纵向空间，抖动板6与凹板筛8之间的空隙构成了出风口，脱出物在顺着

籽粒滑板4和抖动板6落入前圆筒筛的过程中先经过了清选风机上出风口的一次风选，从而

在有限的空间中物料进行了两次清选，提高了清选质量。

[0047] 工作过程：

[0048] 如图2，经脱粒后的物料从整个脱粒装置的纵向方向落在清选机构上方的籽粒滑

板4和抖动板6上，根据纵轴流脱粒滚筒的特点，机构前2/3长度范围内脱出物的籽粒含量

高，且分布不均，落下的籽粒易堆积，后1/3长度范围内脱出物的籽粒含量较低且分布较均

匀，籽粒滑板4与水平面的夹角大于籽粒内摩擦角，因此脱出物可以顺着籽粒滑板4下滑；抖

动板6通过以一定频率抖动，可以为波纹板，将落在其上的脱出物向前推送，被焊接在籽粒

滑板5上表面的导流条有利于脱出物横向均匀落在前圆筒筛301上方，同时，双出口清选风

机1上出风口吹出的气流会在脱出物在下落至前圆筒筛301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一次风选，脱

出物中的轻杂余会随着气流从抖动板6后方与凹板筛8之间构成的出风口吹出机外。圆筒筛

3采用栅栏式筛网，有效提高了籽粒透筛率，圆筒筛3匀速转动，脱出物中尺寸较小的颗粒如

籽粒和一些细杂质穿过筛网，其中籽粒的漂浮系数较大，从圆筒筛3下方穿出后落入输粮搅

龙6，细杂质漂浮系数较小，在气流的作用下细杂质又被吹出圆筒筛3并排出机外，而短茎秆

和叶片等未穿过筛孔的大杂余先后被前圆筒筛301和后圆筒筛302抛向后方，在气流的配合

下经杂余出口吹出机外。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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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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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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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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