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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

(57)摘要

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属于农业

机械技术领域，可解决现有技术效率低，容易散

包的问题，包括位于载车上的1号和2号两组打捆

机，每个打捆机的结构如下：动力链轮和传动链

轮Ⅰ位于动力轴的一端，传动链轮Ⅱ位于动力轴

的另一端，送料辊位于固定仓底部，缠网机构位

于固定仓的一侧，和固定仓打捆辊的一端啮合，

包满信号辊位于活动仓的顶端，位于固定仓打捆

辊和活动仓打捆辊之间，固定仓打捆辊的两端分

别与固定仓连接，活动仓打捆辊的两端分别与活

动仓连接，开箱油缸的固定端分别与固定仓和活

动仓的外壁连接。本发明结构简单，工作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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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其特征在于：包括位于载车上的1号和2号两组打

捆机，每个打捆机包括固定仓（1）、活动仓（2）、动力轴（3）、动力链轮（4）、传动链轮Ⅰ（5）、传

动链轮Ⅱ（6）、若干送料辊（7）、若干固定仓打捆辊（8）、若干活动仓打捆辊（9）、缠网机构

（10）、包满信号辊（11）、开箱油缸（12）和PLC自动控制系统，动力链轮（4）和传动链轮Ⅰ（5）由

外至内依次位于动力轴（3）的一端，传动链轮Ⅱ（6）位于动力轴（3）的另一端，送料辊（7）位

于固定仓（1）底部，缠网机构（10）位于固定仓（1）的一侧，和固定仓打捆辊（8）的一端啮合，

包满信号辊（11）位于活动仓（2）的顶端，位于固定仓打捆辊（8）和活动仓打捆辊（9）之间，固

定仓打捆辊（8）的两端分别与固定仓（1）连接，活动仓打捆辊（9）的两端分别与活动仓（2）连

接，开箱油缸（12）的固定端分别与固定仓（1）和活动仓（2）的外壁连接；所述PLC自动控制系

统包括PLC控制箱、信号采集部分和动作执行部分，信号采集部分的信号输出端和PLC控制

箱信号输入端连接，PLC信号输出端和动作执行部分信号输入端连接，其中，信号采集部分

包括1、2号机包满传感器，1、2号机缠网长度传感器和1、2号机草捆出仓传感器，动作执行部

分包括进草油缸，1、2号机缠网离合，1、2号机切网电磁铁和1、2号机开箱油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仓

（1）顶部设有包覆网放料装置（1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仓打

捆辊（8）的一端设有链轮，通过闭合链条和传动链轮Ⅰ（5）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仓打

捆辊（9）的一端设有链轮，通过闭合链条和传动链轮Ⅰ（5）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送料辊

（7）的一端设有链轮，通过闭合链条和传动链轮Ⅱ（6）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仓

（1）底部设有卡扣（14），卡扣（14）的一端和活动仓（2）外壁铰接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仓打

捆辊（8）的数量为18个。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仓打

捆辊（9）的数量为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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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机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农牧业经济发展，对农牧业机械化技术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目前农牧民

只利用少量秸秆饲喂牲畜或烧火取暖，大批量秸秆浪费在田间焚烧，国家为了降低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禁止田间秸秆焚烧，这种做法即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将秸秆粉碎进行青贮、氨化、揉丝微贮后饲养牲畜。既可以节省饲

料成本，还可以使秸秆通过牲畜粪便实现过腹还田，促进农业良性循环，是一种效益较高的

利用方式。因此市场上需要大批量秸秆粉碎打捆机具，将秸秆揉碎之后捡拾捆包后可用于

饲喂圈养牲畜、发电或造纸，便于运输和储存，秸秆捆草机的出现使得作物秸秆得到了有效

的利用。

[0003] 目前，市场上广泛应用的打捆机主要有牵引式的圆捆机和方捆机，但牵引式圆捆、

方捆打捆机不能收割田间站立的作物秸秆，方捆打捆机即使能捡拾作物秸秆，但其工作效

率低，形成的草捆体积小，且方捆机的捆绳机构满足不了作物秸秆秆茎光滑互相粘合度差

容易导致散包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效率低，容易散包的问题，提供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

捆机，可装配在玉米茎穗兼收收获机上，实现玉米摘穗、揉丝打捆一机完成，提高生产效率，

有效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率。

[0005]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包括位于载车上的1号和2号两组打捆机，每个

打捆机包括固定仓、活动仓、动力轴、动力链轮、传动链轮Ⅰ、传动链轮Ⅱ、若干送料辊、若干

固定仓打捆辊、若干活动仓打捆辊、缠网机构、包满信号辊、开箱油缸和PLC自动控制系统，

动力链轮和传动链轮Ⅰ由外至内依次位于动力轴的一端，传动链轮Ⅱ位于动力轴的另一端，

送料辊位于固定仓底部，缠网机构位于固定仓的一侧，和固定仓打捆辊的一端啮合，包满信

号辊位于活动仓的顶端，位于固定仓打捆辊和活动仓打捆辊之间，固定仓打捆辊的两端分

别与固定仓连接，活动仓打捆辊的两端分别与活动仓连接，开箱油缸的固定端分别与固定

仓和活动仓的外壁连接。

[0007] 所述PLC自动控制系统包括PLC控制箱、信号采集部分和动作执行部分，信号采集

部分的信号输出端和PLC控制箱信号输入端连接，PLC信号输出端和动作执行部分信号输入

端连接，其中，信号采集部分包括1、2号机包满传感器，1、2号机缠网长度传感器和1、2号机

草捆出仓传感器，动作执行部分包括进草油缸，1、2号机缠网离合，1、2号机切网电磁铁和1、

2号机开箱油缸。

[0008] 所述固定仓顶部设有包覆网放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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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固定仓打捆辊的一端设有链轮，通过闭合链条和传动链轮Ⅰ连接。

[0010] 所述活动仓打捆辊的一端设有链轮，通过闭合链条和传动链轮Ⅰ连接。

[0011] 所述送料辊的一端设有链轮，通过闭合链条和传动链轮Ⅱ连接。

[0012] 所述固定仓底部设有卡扣，卡扣的一端和活动仓外壁铰接连接。

[0013] 所述固定仓打捆辊的数量为18个，其中有4个送料辊。

[0014] 所述活动仓打捆辊的数量为14个，其中有1个包满信号辊。

[0015] 固定仓和活动仓形成一个密闭圆形挤压室，使草料随打捆辊连续滚动，挤压成型，

达到设定的密度后自动缠网包覆，开仓放捆，活动仓复位，进入下一个作业循环。

[001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

[0017] 1.  动力链轮从发动机获取动力，经过动力轴传递动力和运动给传动链轮Ⅰ和传动

链轮Ⅱ。

[0018] 2.  传动链轮Ⅱ带动送料辊完成草料的输入。

[0019] 3.  传动链轮Ⅰ带动固定仓打捆辊和活动仓打捆辊，完成草料捆。

[0020] 4. 当草料填满仓体达到设定值后，缠网机构开始工作，完成草料缠网。

[0021] 5. 开箱油缸推开活动仓，草捆出仓。

[0022] 6. 开箱油缸活塞杆退回，活动仓归位，进入下一个循环。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4] 1.  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简单；

[0025] 2.  本发明两组打捆机构交替作业，实现不停车连续作业；

[0026] 3.  本发明作业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右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左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PLC自动控制系统原理示意图；

[0031] 其中：1-固定仓；2-活动仓；3-动力轴；4-动力链轮；5-传动链轮Ⅰ；6-传动链轮Ⅱ；

7-送料辊；8-固定仓打捆辊；9-活动仓打捆辊；10-缠网机构；11-包满信号辊；12-开箱油缸；

13-包覆网放料装置；14-卡扣。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3] 一种车载自动化秸秆圆捆打捆机，包括位于载车上的1号和2号两组打捆机，每个

打捆机包括固定仓1、活动仓2、动力轴3、动力链轮4、传动链轮Ⅰ5、传动链轮Ⅱ6、若干送料辊

7、若干固定仓打捆辊8、若干活动仓打捆辊9、缠网机构10、包满信号辊11、开箱油缸12和PLC

自动控制系统，动力链轮4和传动链轮Ⅰ5由外至内依次位于动力轴3的一端，传动链轮Ⅱ6位

于动力轴3的另一端，送料辊7位于固定仓1底部，缠网机构10位于固定仓1的一侧，和固定仓

打捆辊8的一端啮合，包满信号辊11位于活动仓2的顶端，位于固定仓打捆辊8和活动仓打捆

辊9之间，固定仓打捆辊8的两端分别与固定仓1连接，活动仓打捆辊9的两端分别与活动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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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开箱油缸12的固定端分别与固定仓1和活动仓2的外壁连接。

[0034] 所述PLC自动控制系统包括PLC控制箱、信号采集部分和动作执行部分，信号采集

部分的信号输出端和PLC控制箱信号输入端连接，PLC信号输出端和动作执行部分信号输入

端连接，其中，信号采集部分包括1、2号机包满传感器，1、2号机缠网长度传感器和1、2号机

草捆出仓传感器，动作执行部分包括进草油缸，1、2号机缠网离合，1、2号机切网电磁铁和1、

2号机开箱油缸。

[0035] 所述固定仓顶1部设有包覆网放料装置13。

[0036] 所述固定仓打捆辊8的一端设有链轮，通过闭合链条和传动链轮Ⅰ5连接。

[0037] 所述活动仓打捆辊9的一端设有链轮，通过闭合链条和传动链轮Ⅰ5连接。

[0038] 所述送料辊7的一端设有链轮，通过闭合链条和传动链轮Ⅱ6连接。

[0039] 所述固定仓1底部设有卡扣14，卡扣14的一端和活动仓2外壁铰接连接。

[0040] 所述固定仓打捆辊8的数量为18个，所述活动仓打捆辊9的数量为14个。

[0041] 通过进料挡板连锁控制进料通道，两组打捆机构交替工作，由控制系统和液压系

统执行。

[0042] 若干送料辊7把秸秆料送入打捆机固定仓1、活动仓2经旋转挤压成捆，检测包满信

号辊11转速达到设定值时入料口切换，同时开始打捆。

[0043] 进料挡板由油缸执行两组进料通道互锁作业。

[0044] 缠网机构10负责对成捆的草料缠网，缠网长度达到设定值后切断网线。

[0045] 开箱油缸12负责打开活动仓2，缠好网的草捆自动掉落至接草板并触动行程开关，

活动仓2关闭，待进料通道开启后进入下一循环。

[0046] 打捆机固定仓1和活动仓2为秸秆高密度挤压仓。

[0047] 液压系统为开箱油缸12和挡板油缸提供动力。

[0048] 控制系统控制打捆机的各个动作过程自动完成，控制两组打捆机交替作业，并互

锁。

[0049] 工作原理如下：

[0050] PLC自动控制工作原理如下：1号机打捆作业，1号机包满传感器发出包满信号，进

草油缸动作切换至2号机进草，2号机开始打捆作业，1号机缠网机构工作，1号机缠网长度传

感器发出到位信号，1号机缠网机构停止、切网电磁铁工作，1号机开箱油缸打开活动仓放草

捆，1号机草捆出仓传感器发出草捆出仓信号，1号机开箱油缸关闭活动仓，等待下一工作循

环。

[0051] 2号机工作流程与1号机相同，互相独立、但是连锁控制。

[0052] 1、动力链轮4从发动机获取动力，经过动力轴3传递动力和运动给传动链轮Ⅰ5和传

动链轮Ⅱ6。

[0053] 2、传动链轮Ⅱ6带动送料辊7完成草料的输入。

[0054] 3、传动链轮Ⅰ5带动固定仓打捆辊8和活动仓打捆辊9，完成草料挤压成高密度草

捆。

[0055] 4、当草料填满仓体达到设定密度值后，缠网机构10开始工作，完成草捆缠网，后自

动切断网线。

[0056] 5、开箱油缸12推开活动仓2，草捆出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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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6、开箱油缸12活塞杆退回，活动仓2归位，进入下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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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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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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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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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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