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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

置，属于粮食除杂领域。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

杂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顶部连接有进料

口，所述箱体的内壁连接有与进料口相对应的进

料框；所述进料框的内壁转动连接有第一转动

轴，所述第一转动轴的外壁连接有转杆，所述转

杆上设有放置槽，所述进料框的内壁设有与转杆

相配合的橡胶垫；所述第一转动轴的外壁通过皮

带连接有第二转动轴，所述第三转动轴转动连接

在箱体的内壁；所述第三转动轴的外壁连接有扇

片；所述箱体的内壁滑动连接有横板，所述第二

转动轴上设有带动横板往复滑动的筛选机构；本

发明可方便的对粮食中的杂物进行清除，清除效

果好，且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高了工作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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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包括箱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的顶部连接

有进料口(101)，所述箱体(1)的内壁连接有与进料口(101)相对应的进料框(2)；

所述进料框(2)的内壁转动连接有第一转动轴(202)，所述第一转动轴(202)的外壁连

接有转杆(204)，所述转杆(204)上设有放置槽，所述进料框(2)的内壁设有与转杆(204)相

配合的橡胶垫(201)；

所述第一转动轴(202)的外壁通过皮带连接有第二转动轴(302)，所述第二转动轴

(302)的外壁连接有蜗杆(303)，所述蜗杆(303)啮合连接有涡轮(401)，所述涡轮(401)的内

壁连接有第三转动轴(4)，所述第三转动轴(4)转动连接在箱体(1)的内壁；

所述第三转动轴(4)的外壁连接有扇片(504)；

所述箱体(1)的内壁滑动连接有横板(6)，所述第二转动轴(302)上设有带动横板(6)往

复滑动的筛选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的

外壁连接有步进电机(3)，所述第一转动轴(202)连接在步进电机(3)的输出端，所述第一转

动轴(202)和第二转动轴(302)的外壁分别连接有第一带轮(203)和第二带轮(301)，所述第

一带轮(203)和第二带轮(301)通过皮带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的

内壁连接有竖板(5)，所述竖板(5)上设有圆槽(501)，所述扇片(504)连接在圆槽(501)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转动轴

(4)通过固定杆(503)连接在圆槽(501)的内壁，所述圆槽(501)的内壁还连接有过滤网

(502)和电加热板(50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带动横板(6)往

复滑动的筛选机构主要包括半齿轮(304)和齿条板(305)，所述半齿轮(304)与齿条板(305)

相啮合，所述半齿轮(304)固定连接在第二转动轴(302)的外壁，所述齿条板(305)固定连接

在横板(6)的顶部外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板(6)的

顶部外壁还连接有挡板(605)，所述挡板(605)和竖板(5)之间连接有复位弹簧(606)。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的

底部内壁还设有支撑板(106)，所述横板(6)滑动连接在支撑板(106)和竖板(5)上，所述箱

体(1)的内壁还设有与横板(6)相配合的滑槽(108)。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板(6)上

设有凹槽(601)，所述凹槽(601)内连接有筛网(602)，所述箱体(1)的内壁连接有支撑杆

(603)，所述支撑杆(603)的底部设有两排与筛网(602)相配合的筛杆(604)，两排所述筛杆

(604)交错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的

外壁设有第一转动门(103)，所述支撑板(106)与竖板(5)之间还连接有与筛网(602)相配合

的斜板(607)，所述竖板(5)上设有与斜板(607)相配合的凹孔，所述箱体(1)的底部内壁设

有与凹孔相对应的斜块(107)，所述箱体(1)的外壁设有第二转动门(104)。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的

外壁还设有杂物箱(7)，所述杂物箱(7)的底部设有排杂口，所述箱体(1)的外壁设有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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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所述箱体(1)的底部设有滚轮(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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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粮食除杂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谷物在收割的过程中通常会存在破棒蕊、糠壳、瘪粮、坏籽等粮食颗粒中混杂的各

种杂质，而粮食储存则需要把这些杂质都除去，留下需要的合格粮食，因此，在粮食入库之

前，需要进行筛选除杂，但是现有的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通常只能单一的对粮食中的

较轻的杂物等进行清除，且清除效果并不理想，而对粮食中存在的较大或者较重的杂物进

行清除时，则需要浪费较大的人力，工作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

除杂装置。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包括箱体，所述箱体的顶部连接有进料口，所述箱

体的内壁连接有与进料口相对应的进料框；

[0006] 所述进料框的内壁转动连接有第一转动轴，所述第一转动轴的外壁连接有转杆，

所述转杆上设有放置槽，所述进料框的内壁设有与转杆相配合的橡胶垫；

[0007] 所述第一转动轴的外壁通过皮带连接有第二转动轴，所述第二转动轴的外壁连接

有蜗杆，所述蜗杆啮合连接有涡轮，所述涡轮的内壁连接有第三转动轴，所述第三转动轴转

动连接在箱体的内壁；

[0008] 所述第三转动轴的外壁连接有扇片；

[0009] 所述箱体的内壁滑动连接有横板，所述第二转动轴上设有带动横板往复滑动的筛

选机构。

[0010] 优选的，所述箱体的外壁连接有步进电机，所述第一转动轴连接在步进电机的输

出端，所述第一转动轴和第二转动轴的外壁分别连接有第一带轮和第二带轮，所述第一带

轮和第二带轮通过皮带相连。

[0011] 优选的，所述箱体的内壁连接有竖板，所述竖板上设有圆槽，所述扇片连接在圆槽

内。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三转动轴通过固定杆连接在圆槽的内壁，所述圆槽的内壁还连接

有过滤网和电加热板。

[0013] 优选的，带动横板往复滑动的筛选机构主要包括半齿轮和齿条板，所述半齿轮与

齿条板相啮合，所述半齿轮固定连接在第二转动轴的外壁，所述齿条板固定连接在横板的

顶部外壁。

[0014] 优选的，所述横板的顶部外壁还连接有挡板，所述挡板和竖板之间连接有复位弹

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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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优选的，所述箱体的底部内壁还设有支撑板，所述横板滑动连接在支撑板和竖板

上，所述箱体的内壁还设有与横板相配合的滑槽。

[0016] 优选的，所述横板上设有凹槽，所述凹槽内连接有筛网，所述箱体的内壁连接有支

撑杆，所述支撑杆的底部设有两排与筛网相配合的筛杆，两排所述筛杆交错设置。

[0017] 优选的，所述箱体的外壁设有第一转动门，所述支撑板与竖板之间还连接有与筛

网相配合的斜板，所述竖板上设有与斜板相配合的凹孔，所述箱体的底部内壁设有与凹孔

相对应的斜块，所述箱体的外壁设有第二转动门。

[0018] 优选的，所述箱体的外壁还设有杂物箱，所述杂物箱的底部设有排杂口，所述箱体

的外壁设有推手，所述箱体的底部设有滚轮。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

果：

[0020] 1、该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使用时，将需要进行除杂的粮食从进料口投入箱

体内，然后粮食则会进入进料框内的转杆上的放置槽内，同时步进电机则会通过第一转动

轴带动转杆转动，从而利用放置槽将进料口内的粮食定量缓慢的输送下来，从而避免堵塞，

同时使除杂效果更好，橡胶垫则会使粮食不会直接漏下，同时第一转动轴外壁的第一带轮

则会通过皮带带动第二带轮转动，从而使第二带轮带动第二转动轴转动，第二转动轴上的

蜗杆则会与第三转动轴上的涡轮相啮合，从而使第三转动轴转动，第三转动轴会带动圆槽

内的扇片转动，从而对从进料框内掉下的粮食进行除杂，通过扇片主要是对粮食内的破棒

蕊、糠壳、瘪粮、坏籽等轻于粮食的物体进行除杂，对其进行第一步的过滤筛选，掉落下的粮

食则会落至横板上，同时第二转动轴上的半齿轮则会与横板上的齿条板相啮合，从而带动

横板向右移动，当半齿轮与齿条板的啮合结束之后，复位弹簧则会通过挡板带动横板自动

复位，从而对凹槽内筛网上的粮食进行筛选，从而对粮食进行二次除杂，使粮食中的较大或

者较重的杂物残留在筛网上，同时支撑杆底部的筛杆则会对粮食进行筛动，使其更好的落

下，落下的粮食则会通过斜板和凹孔进入斜块上，然后通过第二转动门将其取出，通过打开

第一转动门，则可将筛网上残留的杂物取出。

[0021] 该装置中未涉及部分均与现有技术相同或可采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本发明可方

便的对粮食中的杂物进行清除，清除效果好，且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背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主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进料框剖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圆槽内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图3中A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图3中B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箱体；101、进料口；102、推手；103、第一转动门；104、第二转动门；105、滚

轮；106、支撑板；107、斜块；108、滑槽；2、进料框；201、橡胶垫；202、第一转动轴；203、第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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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204、转杆；3、步进电机；301、第二带轮；302、第二转动轴；303、蜗杆；304、半齿轮；305、齿

条板；4、第三转动轴；401、涡轮；5、竖板；501、圆槽；502、过滤网；503、固定杆；504、扇片；

505、电加热板；6、横板；601、凹槽；602、筛网；603、支撑杆；604、筛杆；605、挡板；606、弹簧；

607、斜板；7、杂物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2]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顶”、

“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

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

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3] 实施例：

[0034] 参照图1-8，一种农业生产用粮食除杂装置，包括箱体1，箱体1的顶部连接有进料

口101，箱体1的内壁连接有与进料口101相对应的进料框2；

[0035] 进料框2的内壁转动连接有第一转动轴202，第一转动轴202的外壁连接有转杆

204，转杆204上设有放置槽，进料框2的内壁设有与转杆204相配合的橡胶垫201；

[0036] 第一转动轴202的外壁通过皮带连接有第二转动轴302，第二转动轴302的外壁连

接有蜗杆303，蜗杆303啮合连接有涡轮401，涡轮401的内壁连接有第三转动轴4，第三转动

轴4转动连接在箱体1的内壁；

[0037] 第三转动轴4的外壁连接有扇片504；

[0038] 箱体1的内壁滑动连接有横板6，第二转动轴302上设有带动横板6往复滑动的筛选

机构。

[0039] 箱体1的外壁连接有步进电机3，第一转动轴202连接在步进电机3的输出端，第一

转动轴202和第二转动轴302的外壁分别连接有第一带轮203和第二带轮301，第一带轮203

和第二带轮301通过皮带相连。

[0040] 箱体1的内壁连接有竖板5，竖板5上设有圆槽501，扇片504连接在圆槽501内。

[0041] 第三转动轴4通过固定杆503连接在圆槽501的内壁，圆槽501的内壁还连接有过滤

网502和电加热板505；过滤网502可避免杂物进入圆槽501内，电加热板505则可使吹出的风

为热风，从而对粮食进行一定程度的烘干，避免其贴在箱体1的内壁，从而影响粮食的收集。

[0042] 带动横板6往复滑动的筛选机构主要包括半齿轮304和齿条板305，半齿轮304与齿

条板305相啮合，半齿轮304固定连接在第二转动轴302的外壁，齿条板305固定连接在横板6

的顶部外壁。

[0043] 横板6的顶部外壁还连接有挡板605，挡板605和竖板5之间连接有复位弹簧606；复

位弹簧606可使横板6移动之后自动复位，从而使其左右晃动，更方便筛选粮食。

[0044] 箱体1的底部内壁还设有支撑板106，横板6滑动连接在支撑板106和竖板5上，箱体

1的内壁还设有与横板6相配合的滑槽108；可使横板6方便滑动。

[0045] 横板6上设有凹槽601，凹槽601内连接有筛网602，箱体1的内壁连接有支撑杆603，

支撑杆603的底部设有两排与筛网602相配合的筛杆604，两排筛杆604交错设置；交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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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筛杆604可使粮食更好的落下。

[0046] 箱体1的外壁设有第一转动门103，支撑板106与竖板5之间还连接有与筛网602相

配合的斜板607，竖板5上设有与斜板607相配合的凹孔，箱体1的底部内壁设有与凹孔相对

应的斜块107，箱体1的外壁设有第二转动门104；斜板607和斜块107可使粮食更好的流出。

[0047] 箱体1的外壁还设有杂物箱7，杂物箱7的底部设有排杂口，箱体1的外壁设有推手

102，箱体1的底部设有滚轮105；通过推动推手102可通过滚轮105使箱体1方便移动。

[0048] 本发明中，使用时，将需要进行除杂的粮食从进料口101投入箱体1内，然后粮食则

会进入进料框2内的转杆204上的放置槽内，同时步进电机3则会通过第一转动轴202带动转

杆204转动，从而利用放置槽将进料口101内的粮食定量缓慢的输送下来，从而避免堵塞，同

时使除杂效果更好，橡胶垫201则会使粮食不会直接漏下，同时第一转动轴202外壁的第一

带轮203则会通过皮带带动第二带轮301转动，从而使第二带轮301带动第二转动轴302转

动，第二转动轴302上的蜗杆303则会与第三转动轴4上的涡轮401相啮合，从而使第三转动

轴4转动，第三转动轴4会带动圆槽501内的扇片504转动，从而对从进料框2内掉下的粮食进

行除杂，通过扇片504主要是对粮食内的破棒蕊、糠壳、瘪粮、坏籽等轻于粮食的物体进行除

杂，对其进行第一步的过滤筛选，掉落下的粮食则会落至横板6上，同时第二转动轴302上的

半齿轮304则会与横板6上的齿条板305相啮合，从而带动横板6向右移动，当半齿轮304与齿

条板305的啮合结束之后，复位弹簧606则会通过挡板605带动横板6自动复位，从而对凹槽

601内筛网602上的粮食进行筛选，从而对粮食进行二次除杂，使粮食中的较大或者较重的

杂物残留在筛网602上，同时支撑杆603底部的筛杆604则会对粮食进行筛动，使其更好的落

下，落下的粮食则会通过斜板607和凹孔进入斜块107上，然后通过第二转动门104将其取

出，通过打开第一转动门103，则可将筛网602上残留的杂物取出。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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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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