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838227.9

(22)申请日 2020.08.19

(71)申请人 朱红珍

地址 315300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掌起镇

周家段村周家段

(72)发明人 朱红珍　

(51)Int.Cl.

A01F 29/06(2006.01)

A01F 29/14(2006.01)

A01F 29/10(2006.01)

A01F 29/09(2010.01)

A01F 29/12(2006.01)

A23N 1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农用器械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

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包括有：水平传送带，水

平设置在机架上；弹性双辊压制器，工作间隙水

平设置在水平传送带出料端；哨型铡刀箱，倾斜

设置在机架上，且所述哨型铡刀箱哨腔一端水平

设置有朝向弹性双辊压制器工作间隙的进料口，

所述哨型铡刀箱顶端设置有出料口；铡刀器，工

作端与弹性双辊压制器工作端同轴向转动设置

在哨型铡刀箱哨腔内且底端与哨型铡刀箱内部

底端间隙配合；双辊精切器，工作端与铡刀器同

轴向水平设置在哨型铡刀箱抛料侧；倾斜输出

带，设置在双辊精切器出料端且其输送带上垂直

设置有隔板，该设备能够有效的地避免青饲料堵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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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有：

水平传送带（1），水平设置在机架上；

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间隙水平设置在水平传送带（1）出料端，工作状态下，所述弹

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端将水平传送带（1）上饲料抵紧向内侧输送；

哨型铡刀箱（3），倾斜设置在机架上，且所述哨型铡刀箱（3）哨腔一端水平设置有朝向

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间隙的进料口（3a），所述哨型铡刀箱（3）顶端设置有出料口（3b）；

铡刀器（4），工作端与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端同轴向转动设置在哨型铡刀箱（3）哨

腔内且底端与哨型铡刀箱（3）内部底端间隙配合，工作状态下，所述铡刀器（4）工作端将饲

料铡断后沿其圆周面切线方向抛向向出料口（3b）；

双辊精切器（5），工作端与铡刀器（4）同轴向水平设置在哨型铡刀箱（3）抛料侧；

倾斜输出带（6），设置在双辊精切器（5）出料端且其输送带上垂直设置有隔板（6a）。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弹性双辊压制器

（2）包括有：

工型架（2a），两开口竖直设置在水平传送带（1）出料端两侧，所述工型架（2a）上下端通

过第一连接板（2b）固定连接；

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所述压辊两端通过滑块（2e）竖直滑动设置在工型架

（2a）上下开口槽上，所述压辊与滑块（2e）转动连接，且所述两端滑块（2e）外端通过第二连

接板（2f）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连接板（2f）顶端等间距垂直设置有贯穿第一连接板（2b）且与

其滑动配合的销钉（2f1）；

弹簧（2g），同轴套设在销钉（2f1）上且两端分别抵接在第二连接板（2f）第一啮合传动

器（2h）和第二啮合传动器（2i），所述第一啮合传动器（2h）和第二啮合传动器（2i）分别与第

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同步传动连接，且所述第一啮合传动器（2h）和第二啮合传动器

（2i）输入端相互啮合；

第一伺服电机（2j），输出轴与第二啮合传动器（2i）输入端同轴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其特征在于，铡刀器（4）包括有：

铡刀轮（4a），与弹性双辊压制器（2）输出辊同轴向转动设置在哨型铡刀箱（3）哨腔内；

所述铡刀轮（4a）底端与所述哨型铡刀箱（3）哨腔底端间隙配合；

第二伺服电机（4b），输出轴与铡刀轮（4a）一端同轴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双辊精切器（5）包

括有：

第一精切辊（5a）和第二精切辊（5b），与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端同轴向转动设置在

铡刀轮（4a）抛料侧；

第三伺服电机（5c）和第伺伺服电机（5d），所述第三伺服电机（5c）和第伺伺服电机（5d）

输出轴分别与第一精切辊（5a）和第二精切辊（5b）一端同轴固定连接，且工作状态下，所述

第一精切辊（5a）和第二精切辊（5b）反向向出料口（3b）方向转动。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其特征在于，第一啮合传动器

（2h）包括有：

气弹簧（2h1），工作端竖直朝向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两端固定设置在第一连

接板（2b）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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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紧轮（2h2），与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同轴向转动设置在第一啮合传动器

（2h）输出轴上；

齿轮（2h3），通过转轴（2h4）与所述压辊同轴向转动设置在工型架（2a）上；

同步带（2h5），绕设在绷紧轮（2h2）、所述压辊两端和转轴（2h4）上；

第二啮合传动器（2i）与第一啮合传动器（2h）结构完全相同且通过齿轮进行啮合。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其特征在于，第一精切辊（5a）和

第二精切辊（5b）反向转动速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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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用器械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

背景技术

[0002] 青贮饲料收获机，指由动力机械驱动专门用于青饲料或作物秸秆收获、粉碎，并制

作青贮饲料的机械。常见的玉米秸秆青贮饲料机没有设置照明设施，在光线不足的地方作

业时会影响饲养员的工作，同时常见的玉米秸秆青贮饲料机的铡草箱内空间较小，经常导

致铡草机的堵塞，需要停机去整修，大大降低了作业的速度。

[0003] 中国专利CN201821431206.X公开了一种玉米青贮饲料收获机，包括底座支架和增

大型铡刀箱，所述底座支架顶部设置有送料护板，所述送料护板中间设置有传送带，所述传

送带内壁上设置有滚轴，所述滚轴的个数为2个，所述传送带一侧设置有压辊，所述压辊正

上方设置有压辊护板，所述压辊护板顶部设置有弹簧吊架，所述弹簧吊架中部设置有压辊

伸缩弹簧，所述压辊护板一侧设置有所述增大型铡刀箱。

[0004] 该饲料收获机在增大铡刀箱体积的同时不便使得饲料碎片被鼓风机向上吹送再

由出料斗排出。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本技术方案解决了饲料

碎片易堵塞在铡刀箱中的问题。

[0006]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包括有：水平传送带，水平设置在机架上；弹性双辊压制

器，工作间隙水平设置在水平传送带出料端，工作状态下，所述弹性双辊压制器工作端将水

平传送带上饲料抵紧向内侧输送；哨型铡刀箱，倾斜设置在机架上，且所述哨型铡刀箱哨腔

一端水平设置有朝向弹性双辊压制器工作间隙的进料口，所述哨型铡刀箱顶端设置有出料

口；铡刀器，工作端与弹性双辊压制器工作端同轴向转动设置在哨型铡刀箱哨腔内且底端

与哨型铡刀箱内部底端间隙配合，工作状态下，所述铡刀器工作端将饲料铡断后沿其圆周

面切线方向抛向向出料口；双辊精切器，工作端与铡刀器同轴向水平设置在哨型铡刀箱抛

料侧；倾斜输出带，设置在双辊精切器出料端且其输送带上垂直设置有隔板。

[0007] 优选地，弹性双辊压制器包括有：工型架，两开口竖直设置在水平传送带出料端两

侧，所述工型架上下端通过第一连接板固定连接；第一压辊和第二压辊，所述压辊两端通过

滑块竖直滑动设置在工型架上下开口槽上，所述压辊与滑块转动连接，且所述两端滑块外

端通过第二连接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连接板顶端等间距垂直设置有贯穿第一连接板且与

其滑动配合的销钉；弹簧，同轴套设在销钉上且两端分别抵接在第二连接板外端和第一连

接板内端；第一啮合传动器和第二啮合传动器，所述第一啮合传动器和第二啮合传动器分

别与第一压辊和第二压辊同步传动连接，且所述第一啮合传动器和第二啮合传动器输入端

相互啮合；第一伺服电机，输出轴与第二啮合传动器输入端同轴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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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地，铡刀器包括有：铡刀轮，与弹性双辊压制器输出辊同轴向转动设置在哨型

铡刀箱哨腔内；所述铡刀轮底端与所述哨型铡刀箱哨腔底端间隙配合；第二伺服电机，输出

轴与铡刀轮一端同轴固定连接。

[0009] 优选地，双辊精切器包括有：第一精切辊和第二精切辊，与弹性双辊压制器工作端

同轴向转动设置在铡刀轮抛料侧；第三伺服电机和第伺伺服电机，所述第三伺服电机和第

伺伺服电机输出轴分别与第一精切辊和第二精切辊一端同轴固定连接，且工作状态下，所

述第一精切辊和第二精切辊反向向出料口方向转动。

[0010] 优选地，第一啮合传动器包括有：气弹簧，工作端竖直朝向第一压辊和第二压辊两

端固定设置在第一连接板两端；绷紧轮，与第一压辊和第二压辊同轴向转动设置在第一啮

合传动器输出轴上；齿轮，通过转轴与所述压辊同轴向转动设置在工型架上；同步带，绕设

在绷紧轮、所述压辊两端和转轴上；第二啮合传动器与第一啮合传动器结构完全相同且通

过齿轮进行啮合。优选地，第一精切辊和第二精切辊反向转动速度不一致。

[001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通过弹性双辊压制器对青饲料进行压制，同铡刀器和双辊精切器对青饲料进行

初步切碎和精切碎，避免体积过大的饲料在哨型铡刀箱内部形成堵塞，从而便于排料，具体

的，工作时，水平传送带用于输送青饲料，而哨型铡刀箱用于安置铡刀器、双辊精切器和倾

斜输出带；启动第一伺服电机，当青饲料由水平传送带输送至第一压辊和第二压辊之间时，

所述第一压辊和第二压辊分别通过第一啮合传动器和第二啮合传动器反向向内侧输送青

饲料，且由于水平传送带输送青饲料厚度变化，从而使得所述第一压辊和第二压辊通过第

二连接板克服弹簧弹性作用力在工型架上滑动，从而使得第一压辊和第二压辊将青饲料挤

压成型向铡刀器输送；启动第二伺服电机，使得铡刀轮在哨型铡刀箱哨腔内同轴转动，且其

底端与哨型铡刀箱内部底端间隙配合，从而使得铡刀器工作端高速旋转将青饲料进行初步

切断，再将饲料铡断后沿其圆周面切线方向抛向出料口；启动第三伺服电机和第伺伺服电

机，使得第一精切辊和第二精切辊反向向出料口方向转动，从而使得第一精切辊和第二精

切辊将青饲料切碎使其抛向倾斜输出带输送带上，而倾斜输出带输送带上垂直设置有隔

板，从而使得切碎的饲料有由移动的隔板通过出料口向外排出，从而避免青饲料切碎不均

匀而在哨型铡刀箱内部形成堵塞。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图；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图3为图2的A-A截面处的剖视立体图；

图4为本发明的弹性双辊压制器的立体图；

图5为与4的B处局部放大图；

图6为本发明的弹性双辊压制器的正视图；

图7为本发明的哨型铡刀箱内部结构正视图。

[0013] 图中标号为：

1-水平传送带；

2-弹性双辊压制器；2a-工型架；2b-第一连接板；2c-第一压辊；2d-第二压辊；2e-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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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第二连接板；2f1-销钉；2g-弹簧；2h-第一啮合传动器；2h1-气弹簧；2h2-绷紧轮；2h3-齿

轮；2h4-转轴；2h5-同步带；2i-第二啮合传动器；2j-第一伺服电机；

3-哨型铡刀箱；3a-进料口；3b-出料口；

4-铡刀器；4a-铡刀轮；4b-第二伺服电机；

5-双辊精切器；5a-第一精切辊；5b-第二精切辊；5c-第三伺服电机；5d-第伺伺服电机；

6-倾斜输出带；6a-隔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描述用于揭露本发明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本发明。以下描述中的优

选实施例只作为举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想到其他显而易见的变型。

[0015] 参照图3所示，一种不易堵塞的饲料收获机，包括有：

水平传送带1，水平设置在机架上；

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间隙水平设置在水平传送带1出料端，工作状态下，所述弹性双

辊压制器2工作端将水平传送带1上饲料抵紧向内侧输送；

哨型铡刀箱3，倾斜设置在机架上，且所述哨型铡刀箱3哨腔一端水平设置有朝向弹性

双辊压制器2工作间隙的进料口3a，所述哨型铡刀箱3顶端设置有出料口3b；

铡刀器4，工作端与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端同轴向转动设置在哨型铡刀箱3哨腔内且

底端与哨型铡刀箱3内部底端间隙配合，工作状态下，所述铡刀器4工作端将饲料铡断后沿

其圆周面切线方向抛向向出料口3b；

双辊精切器5，工作端与铡刀器4同轴向水平设置在哨型铡刀箱3抛料侧；

倾斜输出带6，设置在双辊精切器5出料端且其输送带上垂直设置有隔板6a。

[0016] 工作时，水平传送带1用于输送青饲料，而哨型铡刀箱3用于安置铡刀器4、双辊精

切器5和倾斜输出带6；当青饲料由水平传送带1输送至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间隙时，所述

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辊向内侧输送青饲料，且所述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间隙弹性变化，

从而使得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端将青饲料挤压成型向铡刀器4输送，而铡刀器4工作端在

哨型铡刀箱3哨腔内同轴转动，且底端与哨型铡刀箱3内部底端间隙配合，从而使得铡刀器4

工作端高速旋转将青饲料进行初步切断，再将饲料铡断后沿其圆周面切线方向抛向出料口

3b，从而由双辊精切器5将青饲料切碎使其抛向倾斜输出带6输送带上，而倾斜输出带6输送

带上垂直设置有隔板6a，从而使得切碎的饲料有由移动的隔板6a通过出料口3b向外排出。

[0017] 如图4和图6所示，弹性双辊压制器2包括有：

工型架2a，两开口竖直设置在水平传送带1出料端两侧，所述工型架2a上下端通过第一

连接板2b固定连接；

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所述压辊两端通过滑块2e竖直滑动设置在工型架2a上下开

口槽上，所述压辊与滑块2e转动连接，且所述两端滑块2e外端通过第二连接板2f固定连接，

所述第二连接板2f顶端等间距垂直设置有贯穿第一连接板2b且与其滑动配合的销钉2f1；

弹簧2g，同轴套设在销钉2f1上且两端分别抵接在第二连接板2f外端和第一连接板2b

内端；

第一啮合传动器2h和第二啮合传动器2i，所述第一啮合传动器2h和第二啮合传动器2i

分别与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同步传动连接，且所述第一啮合传动器2h和第二啮合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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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2i输入端相互啮合；

第一伺服电机2j，输出轴与第二啮合传动器2i输入端同轴固定连接。

[0018] 工型架2a和第一连接板2b共同组成力用于滑动设置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的

框架；启动第一伺服电机2j，使其输出轴带动第二啮合传动器2i输入端同轴转动，而第一啮

合传动器2h和第二啮合传动器2i输入端相互啮合，从而使得第一啮合传动器2h和第二啮合

传动器2i分别带动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在滑块2e上反向转动，当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

辊2d之间受青饲料厚度影响而发生上下滑动时，第二连接板2f克服弹簧2g弹力使得销钉

2f1在第一连接板2b上弹性滑动，从而使得所述压辊能够在弹簧2g弹性作用力下降青饲料

挤压成片状向铡刀器4方向输送，从而防止青饲料直接由铡刀器4进行切断而堵塞在哨型铡

刀箱3中。

[0019] 如图7所示，铡刀器4包括有：

铡刀轮4a，与弹性双辊压制器2输出辊同轴向转动设置在哨型铡刀箱3哨腔内；所述铡

刀轮4a底端与所述哨型铡刀箱3哨腔底端间隙配合；

第二伺服电机4b，输出轴与铡刀轮4a一端同轴固定连接。

[0020] 启动第二伺服电机4b，使其输出轴带动铡刀轮4a在哨型铡刀箱3内部同轴转动，从

而将通过弹性双辊压制器2挤压成型的青饲料切断，且转动的铡刀轮4a能够将切断的青饲

料沿其切线方向抛向出料口3b，从而便于双辊精切器5进行精切碎。

[0021] 如图7所示，双辊精切器5包括有：

第一精切辊5a和第二精切辊5b，与弹性双辊压制器2工作端同轴向转动设置在铡刀轮

4a抛料侧；

第三伺服电机5c和第伺伺服电机5d，所述第三伺服电机5c和第伺伺服电机5d输出轴分

别与第一精切辊5a和第二精切辊5b一端同轴固定连接，且工作状态下，所述第一精切辊5a

和第二精切辊5b反向向出料口3b方向转动。

[0022] 启动第三伺服电机5c和第伺伺服电机5d，使其输出轴分别带动第一精切辊5a和第

二精切辊5b在铡刀器4抛料侧反向转动，从而使得高速转动的第三伺服电机5c和第伺伺服

电机5d能够将青饲料精切碎，防止饲料堆积在哨型铡刀箱3中。

[0023] 如图5所示，第一啮合传动器2h包括有：

气弹簧2h1，工作端竖直朝向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两端固定设置在第一连接板2b

两端；

绷紧轮2h2，与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同轴向转动设置在第一啮合传动器2h输出轴

上；

齿轮2h3，通过转轴2h4与所述压辊同轴向转动设置在工型架2a上；

同步带2h5，绕设在绷紧轮2h2、所述压辊两端和转轴2h4上；

第二啮合传动器2i与第一啮合传动器2h结构完全相同且通过齿轮进行啮合。

[0024] 当第二啮合传动器2i齿轮带动2b3转动时，齿轮2h3带动转轴2h4在工型架2a上同

轴转动，而同步带2h5绕设在绷紧轮2h2、第一压辊2c两端、转轴2h4；从而使得同步带2h5带

动第一压辊2c向内侧转动，当第一压辊2c发生竖直滑动时，气弹簧2h1能够始终拉紧绷紧轮

2h2，从而使得同步带2h5始终保持绷紧状态，从而便于驱动。

[0025] 如图3所示，第一精切辊5a和第二精切辊5b反向转动速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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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第一精切辊5a和第二精切辊5b反向转动速度不一致，从而使得转速不同的第一精

切辊5a和第二精切辊5b能够高效率切碎青饲料。

[002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通过弹性双辊压制器2对青饲料进行压制，同铡刀器4和双辊精切器5对青饲料

进行初步切碎和精切碎，避免体积过大的饲料在哨型铡刀箱3内部形成堵塞，从而便于排

料，具体的，工作时，水平传送带1用于输送青饲料，而哨型铡刀箱3用于安置铡刀器4、双辊

精切器5和倾斜输出带6；启动第一伺服电机2j，当青饲料由水平传送带1输送至第一压辊2c

和第二压辊2d之间时，所述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分别通过第一啮合传动器2h和第二啮

合传动器2i反向向内侧输送青饲料，且由于水平传送带1输送青饲料厚度变化，从而使得所

述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通过第二连接板2f克服弹簧2g弹性作用力在工型架2a上滑动，

从而使得第一压辊2c和第二压辊2d将青饲料挤压成型向铡刀器4输送；启动第二伺服电机

4b，使得铡刀轮4a在哨型铡刀箱3哨腔内同轴转动，且其底端与哨型铡刀箱3内部底端间隙

配合，从而使得铡刀器4工作端高速旋转将青饲料进行初步切断，再将饲料铡断后沿其圆周

面切线方向抛向出料口3b；启动第三伺服电机5c和第伺伺服电机5d，使得第一精切辊5a和

第二精切辊5b反向向出料口3b方向转动，从而使得第一精切辊5a和第二精切辊5b将青饲料

切碎使其抛向倾斜输出带6输送带上，而倾斜输出带6输送带上垂直设置有隔板6a，从而使

得切碎的饲料有由移动的隔板6a通过出料口3b向外排出，从而避免青饲料切碎不均匀而在

哨型铡刀箱3内部形成堵塞。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

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

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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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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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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