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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联合收割机技术领域，具体的说

是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包括脱粒装

置，脱粒装置包括壳体、脱粒滚筒、脱粒齿一、筛

板一、筛板二与鼓风机；脱粒滚筒位于壳体内部；

脱粒齿一周向均匀固定在脱粒滚筒上，脱粒齿一

用于对水稻进行脱粒；筛板一为圆弧形，筛板一

位于脱粒滚筒下方，筛板一两端铰接在壳体上，

筛板一上设有通孔一，筛板一用于对稻谷进行筛

分；筛板二位于筛板一下方，筛板二固定在壳体

上，筛板二上设有通孔二，筛板二用于对稻谷进

一步的筛分；壳体左侧设有通道一，壳体右侧设

有通道二，通道一底部设有圆弧形坡道；鼓风机

安装在壳体右侧，鼓风机与通道二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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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包括脱粒装置，其特征在于：脱粒装置包括壳体(1)、

脱粒滚筒(2)、脱粒齿一(3)、筛板一(4)、筛板二(5)与鼓风机(6)；所述脱粒滚筒(2)位于壳

体(1)内部；所述脱粒齿一(3)周向均匀固定在脱粒滚筒(2)上，脱粒齿一(3)用于对水稻进

行脱粒；所述筛板一(4)为圆弧形，筛板一(4)位于脱粒滚筒(2)下方，筛板一(4)两端铰接在

壳体(1)上，筛板一(4)上设有通孔一，筛板一(4)用于对稻谷进行筛分；所述筛板二(5)位于

筛板一(4)下方，筛板二(5)固定在壳体(1)上，筛板二(5)上设有通孔二(51)，筛板二(5)用

于对稻谷进一步的筛分；所述壳体(1)左侧设有通道一，壳体(1)右侧设有通道二，通道一底

部设有圆弧形坡道；所述鼓风机(6)安装在壳体(1)右侧，鼓风机(6)与通道二相连接，鼓风

机(6)用于将稻谷中混入的稻草与空秕的稻谷由通道一吹出壳体(1)内部；

所述脱粒滚筒(2)上还设有脱粒齿二(21)；所述脱粒齿二(21)比脱粒齿一(3)小，脱粒

齿二(21)与脱粒齿一(3)交替布置，脱粒齿二(21)用于对稻谷进行脱粒；

所述脱粒滚筒(2)上还设有切刀(22)，切刀(22)为波浪形结构，切刀(22)穿过脱粒齿一

(3)与脱粒齿二(21)安装在脱粒滚筒(2)上，切刀(22)用于辅助脱粒，同时切刀(22)用于将

进入脱粒装置中的稻草进行破碎，避免稻草缠绕在脱粒滚筒(22)上对脱粒滚筒(22)造成损

坏；

所述筛板一(4)为弹性材质，筛板一(4)上设有若干半球形凸块(41)，半球形凸块(41)

在筛板一(4)上呈长条状分布；所述脱粒滚筒(2)上周向设有若干凹槽；所述脱粒滚筒(2)上

还设有气缸(24)、气囊(25)与拨动杆(23)；所述气缸(24)数量若干，气缸(24)活塞杆与切刀

(22)底部相连接，气缸(24)用于带动切刀(22)运动；所述气囊(25)位于凹槽内，气囊(25)与

气缸(24)之间设有气路，气囊(25)用于为气缸(24)供气；所述拨动杆(23)一端通过气囊

(25)连接在凹槽内，拨动杆(23)另一端位于脱粒滚筒(2)外，拨动杆(23)位于脱粒滚筒(2)

外的一端设有球形凸起，拨动杆(23)用于触碰半球形凸块(41)带动筛板一(4)震动，拨动杆

(23)同时用于挤压气囊(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二(51)

为“八”字形孔，“八”字形孔用于提高稻谷通过筛板二(5)的速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筛板一(4)

与筛板二(5)由多片筛板片组合而成，筛板片间通过连接件(7)连接，筛板片的连接处设有L

形凸起。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7)

包括连接块(71)、夹紧块(72)、拉绳(73)、滑块(74)与螺栓(75)；所述连接块(71)上设有通

道三、螺纹孔与滑道，通道三水平贯穿连接块(71)，螺纹孔位于通道三上方，滑道位于通道

三下方；所述夹紧块(72)为门形结构，夹紧块(72)数量为二，夹紧块(72)左右对立设置，左

侧夹紧块(72)的左上端与右侧夹紧块(72)的右上端分别穿过通道三安装在连接块(71)上，

夹紧块(72)用于将两片筛板片连接在一起；所述拉绳(73)位于通道三内，拉绳(73)两端分

别固定在伸入通道三的左右两个夹紧块(72)的端部上，拉绳(73)用于提供夹紧块(72)所需

的夹紧力；所述滑块(74)安装在连接块(71)内部的滑道内，滑道内部设有通孔三，拉绳(73)

穿过通孔三，滑块(74)用于带动拉绳(73)使得夹紧块(72)相对运动；所述螺栓(75)通过螺

纹孔安装在连接块(71)内，螺栓(75)用于挤压滑块(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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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联合收割机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双手逐渐被解放，越来越多方便人类生产的产

品被制造出来，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就是其中之一，半喂入联合水稻收割机是仅将水

稻穗头送入脱粒装置进行脱粒的收割机，脱粒装置是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的核心部

件，脱粒装置能够自动对水稻进行脱粒，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现有的半喂入式

水稻联合收割机的脱粒装置仍然存在许多弊端，例如如何提高脱粒装置中的碎草刀的使用

寿命，如何使得水稻稻谷脱除的更加完全，如何减少最终收集的稻谷中的秕谷与稻草秸秆

的含量，使得最终收集的稻谷纯净度更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0003] 专利文献1：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的碎草脱粒装置，申请号：2011100204927

[0004] 上述专利文献1中，通过在脱粒室进口一侧设置锯齿一侧为圆弧形的碎草刀，对稻

草秸秆进行破碎，但是这样做只能一定程度上提高碎草刀的使用寿命，碎草刀时刻与稻草

秸秆接触使得刀刃锋口很容易变钝，同时该发明通过单层筛网对水稻进行筛分，筛分的不

够干净，容易使得破碎的稻草秸秆混入稻谷中，使得收集的稻谷纯净度不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通过在

脱粒滚筒上设置多组切刀，从而避免单个切刀始终与稻草秸秆接触，进而提高了切刀的使

用寿命；本发明通过筛板一与筛板二对稻谷进行筛分，使得最终收集到的稻谷的纯净度更

高。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

合收割机，包括脱粒装置，脱粒装置包括壳体、脱粒滚筒、脱粒齿一、筛板一、筛板二与鼓风

机；所述脱粒滚筒位于壳体内部；所述脱粒齿一周向均匀固定在脱粒滚筒上，脱粒齿一用于

对水稻进行脱粒；所述筛板一为圆弧形，筛板一位于脱粒滚筒下方，筛板一两端铰接在壳体

上，筛板一上设有通孔一，筛板一用于对稻谷进行筛分；所述筛板二位于筛板一下方，筛板

二固定在壳体上，筛板二上设有通孔二，筛板二用于对稻谷进一步的筛分，筛板一与筛板二

相互配合可以使得稻谷晒分的更加干净，避免稻草混入稻谷内部，从而提高了谷物的纯净

度；所述壳体左侧设有通道一，壳体右侧设有通道二，通道一底部设有圆弧形坡道，圆弧形

坡道的设置使得鼓风机工作时不会将稻谷吹出，从而避免了稻谷的浪费，提高了产量，提高

了装置的实用性；所述鼓风机安装在壳体右侧，鼓风机与通道二相连接，鼓风机用于将稻谷

中混入的稻草与空秕的稻谷由通道一吹出壳体内部，从而有效的减少了稻谷中混入的稻草

与空秕的稻谷，提高了稻谷的纯净度，降低了后续的筛分工作的工作量，降低了劳动时间，

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工作时，脱粒滚筒转动带动脱粒齿一对稻谷进行脱

粒，脱粒后的稻谷经过筛板一进行初次筛分，使得稻谷从筛板一上的通孔一中落下，在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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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的过程中，鼓风机工作将稻谷中夹杂的稻草与空秕的稻谷从通道一中吹出壳体内部，

从而有效的提高了稻谷的纯净度，降低了后续筛分工作的工作量，降低了劳动时间，提高了

生产效率，提高了装置自动化的程度，最后落到筛板二上的稻谷经过筛板二的再一次筛分，

最终进入相关的收集装置中，筛板一与筛板二相互配合使得稻谷筛分的更加干净，进一步

的提高了稻谷的纯净度，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过程中，稻谷在鼓风机的作用下在筛板二上

滚动并通过筛板二，从而提高了稻谷通过筛板二的速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避免了稻谷

在筛板二上堆积堵塞筛板二上的通孔二，通道一上设置的弧形坡道避免了晒板上的谷物被

鼓风机吹出筛板二，从而提高了最终收集到的稻谷的数量，避免了浪费，进而提高了产量。

[0007] 所述通孔二为“八”字形孔，“八”字形孔用于提高稻谷通过筛板二的速度。工作时，

“八”字形孔的设置提高了稻谷通过筛板二的速度，避免了稻谷在筛板二上堆积，从而避免

了通孔二被堵塞，同时提高了稻谷筛分的速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0008] 所述脱粒滚筒上还设有脱粒齿二；所述脱粒齿二比脱粒齿一小，脱粒齿二与脱粒

齿一交替布置，脱粒齿二用于对稻谷进行脱粒。工作时，脱粒齿二与脱粒齿一相互配合对稻

谷进行脱粒，脱粒齿一与脱粒齿二的不同大小与交替布置，使得稻谷更好的与脱粒齿一、脱

粒齿二接触，提高了脱粒装置的效率，使得稻谷脱粒更加完全，避免了稻谷的浪费，从而提

高了稻谷产量，提高了装置的性能。

[0009] 所述脱粒滚筒上还设有切刀，切刀为波浪形结构，切刀穿过脱粒齿一与脱粒齿二

固定在脱粒滚筒上，切刀用于辅助脱粒，同时切刀用于将进入脱粒装置中的稻草进行破碎，

避免稻草缠绕在脱粒滚筒上对脱粒滚筒造成损坏。工作时，切刀与脱粒齿一、脱粒齿二相互

配合有效的提高了脱粒装置的脱粒速度，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切刀的存在对进入脱

粒滚筒内的稻草进行破碎，避免了稻草缠绕在脱粒滚筒上，对脱粒滚筒造成损坏，同时避免

了稻草的存在降低了脱粒齿一与脱粒齿二的脱粒速度与稻谷的脱除率效率，避免脱粒不完

全，从而提高了装置的工作效率，避免稻谷的浪费，进而提高了稻谷的产量；过程中，波浪形

切刀的设计使得稻草从波浪形的波峰处向波谷处滑动，从而产生锯切力，进而提高了切刀

的切割性能，使得稻草被充分切碎。

[0010] 所述筛板一与筛板二由多片筛板片组合而成，筛板片间通过连接件连接，筛板片

的连接处设有L形凸起。工作时，为避免大片的筛板片加工难度高、价格贵、拆卸麻烦与不易

于清洗这些问题，筛板一与筛板二通过多片筛板片组合而成，降低了筛板一与筛板二的成

本，同时降低了筛板一与筛板二的拆卸难度，方便了筛板一与筛板二的清洗，避免了因清洗

不干净造成筛板一与筛板二堵塞、腐蚀，从而使得筛板一与筛板二始终高效的对稻谷的进

行筛分。

[0011] 所述连接件包括连接块、夹紧块、拉绳、滑块与螺栓；所述连接块上设有通道三、螺

纹孔与滑道，通道三水平贯穿连接块，螺纹孔位于通道三上方，滑道位于通道三下方；所述

夹紧块为门形结构，夹紧块数量为二，夹紧块左右对立设置，左侧夹紧块的左上端与右侧夹

紧块的右上端分别穿过通道三安装在连接块上，夹紧块用于将两片筛板片连接在一起；所

述拉绳位于通道三内，拉绳两端分别固定在伸入通道三的左右两个夹紧块的端部上，拉绳

用于提供夹紧块所需的夹紧力；所述滑块安装在连接块内部的滑道内，滑道内部设有通孔

三，拉绳穿过通孔三，滑块用于带动拉绳使得夹紧块相对运动；所述螺栓通过螺纹孔安装在

连接块内，螺栓用于挤压滑块。工作时，夹紧块的门形设置与筛板片连接处的L形凸起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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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使得连接件更好的将组成筛板一与筛板二的筛板片固定到一起，从而实现筛板片的

组装，当夹紧块连接到筛板片上时，通过旋拧螺栓挤压滑块，使得拉绳在滑块的作用下运

动，使得左右两个夹紧块相对运动，从而实现筛板片的夹紧，实现筛板一与筛板二的组装。

[0012] 所述筛板一为弹性材质，筛板一上设有若干半球形凸块，半球形凸块在筛板一上

呈长条状分布；所述脱粒滚筒上周向设有若干凹槽；所述脱粒滚筒上还设有气缸、气囊与拨

动杆；所述气缸数量若干，气缸活塞杆与切刀底部相连接，气缸用于带动切刀运动；所述气

囊位于凹槽内，气囊与气缸之间设有气路，气囊用于为气缸供气；所述拨动杆一端通过气囊

连接在凹槽内，拨动杆另一端位于脱粒滚筒外，拨动杆位于脱粒滚筒外的一端设有球形凸

起，拨动杆用于触碰半球形凸块带动筛板一震动，拨动杆同时用于挤压气囊。工作时，拨动

杆随着脱粒滚筒一起转动，拨动杆在转动的过程中与筛板一上的半球形凸块接触，从而带

动筛板一震动，使得筛板一上的稻谷更好的通过筛板一，提高了装置的工作效率，提高了装

置的性能，同时避免了筛板一上堆积过多的稻谷堵塞了筛板一上的通孔一，避免了稻谷堆

积卡死脱粒滚筒，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过程中，半球形凸块的长条状分布，使的拨动杆能

够连续地与半球形凸块相接触，从而保证了筛板一时刻抖动，使得稻谷能够持续高效率的

通过筛板一，进而提高了装置的工作效率；拨动杆通过弹簧连接在脱粒滚筒的凹槽内，使得

拨动杆在与半球形凸起接触的过程中能够逐渐缩回脱粒滚筒的凹槽内，避免了拨动杆与半

球形凸块的接触力过大损坏拨动杆与筛板一，从而提高了装置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装置的

实用性；同时，拨动杆缩回的时挤压气囊，气缸在气囊的作用下带动切刀运动，使得切刀可

以更好的对稻草秸秆进行切割，使得稻草秸秆被切碎，同时使得脱粒更加彻底。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4] 1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通过在脱粒滚筒上设置多组切

刀，从而避免单个切刀始终与稻草秸秆接触，进而提高了切刀的使用寿命；本发明通过筛板

一与筛板二对稻谷进行筛分，使得最终收集到的稻谷的纯净度更高。

[0015]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通过设置鼓风机与筛板一、筛板

二相互配合，使得稻谷由筛板一落入筛板二的过程中在鼓风机的作用下，稻谷中的秕谷与

稻草被吹出壳体内，从而使得最终收集到的稻谷的纯净度更高。

[0016] 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通过大小不同的脱粒齿一、脱粒

齿二相互配合，使得水稻稻谷在脱除的过程中，脱除的更加干净，减少了稻谷的浪费，从而

提高了水稻的产量。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8] 图2是图1中A‑A剖视图；

[0019] 图3是图1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筛板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壳体1、脱粒滚筒2、脱粒齿一3、筛板一4、筛板二5、鼓风机6、连接件7、脱粒齿

二21、切刀22、拨动杆23、气缸24、气囊25、半球形凸块41、通孔二51、连接块71、夹紧块72、拉

绳73、滑块74、螺栓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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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使用图1‑图5对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脱粒装置的结构进

行如下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包括脱粒装置，脱粒装

置包括壳体1、脱粒滚筒2、脱粒齿一3、筛板一4、筛板二5与鼓风机6；所述脱粒滚筒2位于壳

体1内部；所述脱粒齿一3周向均匀固定在脱粒滚筒2上，脱粒齿一3用于对水稻进行脱粒；所

述筛板一4为圆弧形，筛板一4位于脱粒滚筒2下方，筛板一4两端铰接在壳体1上，筛板一4上

设有通孔一，筛板一4用于对稻谷进行筛分；所述筛板二5位于筛板一4下方，筛板二5固定在

壳体1上，筛板二5上设有通孔二51，筛板二5用于对稻谷进一步的筛分，筛板一4与筛板二5

相互配合可以使得稻谷晒分的更加干净，避免稻草混入稻谷内部，从而提高了谷物的纯净

度；所述壳体1左侧设有通道一，壳体1右侧设有通道二，通道一底部设有圆弧形坡道，圆弧

形坡道的设置使得鼓风机6工作时不会将稻谷吹出，从而避免了稻谷的浪费，提高了产量，

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所述鼓风机6安装在壳体1右侧，鼓风机6与通道二相连接，鼓风机6用

于将稻谷中混入的稻草与空秕的稻谷由通道一吹出壳体1内部，从而有效的减少了稻谷中

混入的稻草与空秕的稻谷，提高了稻谷的纯净度，降低了后续的筛分工作的工作量，降低了

劳动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工作时，脱粒滚筒2转动带动脱粒齿一3

对稻谷进行脱粒，脱粒后的稻谷经过筛板一4进行初次筛分，使得稻谷从筛板一4上的通孔

一中落下，在稻谷下落的过程中，鼓风机6工作将稻谷中夹杂的稻草与空秕的稻谷从通道一

中吹出壳体1内部，从而有效的提高了稻谷的纯净度，降低了后续筛分工作的工作量，降低

了劳动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装置自动化的程度，最后落到筛板二5上的稻谷经过

筛板二5的再一次筛分，最终进入相关的收集装置中，筛板一4与筛板二5相互配合使得稻谷

筛分的更加干净，进一步的提高了稻谷的纯净度，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过程中，稻谷在鼓

风机6的作用下在筛板二5上滚动并通过筛板二5，从而提高了稻谷通过筛板二5的速度，提

高了生产效率，同时避免了稻谷在筛板二5上堆积堵塞筛板二5上的通孔二51，通道一上设

置的弧形坡道避免了晒板上的谷物被鼓风机6吹出筛板二5，从而提高了最终收集到的稻谷

的数量，避免了浪费，进而提高了产量。

[0025] 如图1所示，所述通孔二51为“八”字形孔，“八”字形孔用于提高稻谷通过筛板二5

的速度。工作时，“八”字形孔的设置提高了稻谷通过筛板二5的速度，避免了稻谷在筛板二5

上堆积，从而避免了通孔二51被堵塞，同时提高了稻谷筛分的速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0026] 如图1与图2所示，所述脱粒滚筒2上还设有脱粒齿二21；所述脱粒齿二21比脱粒齿

一3小，脱粒齿二21与脱粒齿一3交替布置，脱粒齿二21用于对稻谷进行脱粒。工作时，脱粒

齿二21与脱粒齿一3相互配合对稻谷进行脱粒，脱粒齿一3与脱粒齿二21的不同大小与交替

布置，使得稻谷更好的与脱粒齿一3、脱粒齿二21接触，提高了脱粒装置的效率，使得稻谷脱

粒更加完全，避免了稻谷的浪费，从而提高了稻谷产量，提高了装置的性能。

[0027] 如图1与图2所示，所述脱粒滚筒2上还设有切刀22，切刀22为波浪形结构，切刀22

穿过脱粒齿一3与脱粒齿二21固定在脱粒滚筒2上，切刀22用于辅助脱粒，同时切刀22用于

将进入脱粒装置中的稻草进行破碎，避免稻草缠绕在脱粒滚筒22上对脱粒滚筒22造成损

坏。工作时，切刀22与脱粒齿一3、脱粒齿二21相互配合有效的提高了脱粒装置的脱粒速度，

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切刀22的存在对进入脱粒滚筒22内的稻草进行破碎，避免了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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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缠绕在脱粒滚筒22上，对脱粒滚筒22造成损坏，同时避免了稻草的存在降低了脱粒齿一3

与脱粒齿二21的脱粒速度与稻谷的脱除率效率，避免脱粒不完全，从而提高了装置的工作

效率，避免稻谷的浪费，进而提高了稻谷的产量；过程中，波浪形切刀22的设计使得稻草从

波浪形的波峰处向波谷处滑动，从而产生锯切力，进而提高了切刀22的切割性能，使得稻草

被充分切碎。

[0028] 如图4与图5所示，所述筛板一4与筛板二5由多片筛板片组合而成，筛板片间通过

连接件7连接，筛板片的连接处设有L形凸起。工作时，为避免大片的筛板片加工难度高、价

格贵、拆卸麻烦与不易于清洗这些问题，筛板一4与筛板二5通过多片筛板片组合而成，降低

了筛板一4与筛板二5的成本，同时降低了筛板一4与筛板二5的拆卸难度，方便了筛板一4与

筛板二5的清洗，避免了因清洗不干净造成筛板一4与筛板二5堵塞、腐蚀，从而使得筛板一4

与筛板二5始终高效的对稻谷的进行筛分。

[0029] 如图5所示，所述连接件7包括连接块71、夹紧块72、拉绳73、滑块74与螺栓75；所述

连接块71上设有通道三、螺纹孔与滑道，通道三水平贯穿连接块71，螺纹孔位于通道三上

方，滑道位于通道三下方；所述夹紧块72为门形结构，夹紧块72数量为二，夹紧块72左右对

立设置，左侧夹紧块72的左上端与右侧夹紧块72的右上端分别穿过通道三安装在连接块71

上，夹紧块72用于将两片筛板片连接在一起；所述拉绳73位于通道三内，拉绳73两端分别固

定在伸入通道三的左右两个夹紧块72的端部上，拉绳73用于提供夹紧块72所需的夹紧力；

所述滑块74安装在连接块71内部的滑道内，滑道内部设有通孔三，拉绳73穿过通孔三，滑块

74用于带动拉绳73使得夹紧块72相对运动；所述螺栓75通过螺纹孔安装在连接块71内，螺

栓75用于挤压滑块74。工作时，夹紧块72的门形设置与筛板片连接处的L形凸起相互配合，

使得连接件7更好的将组成筛板一4与筛板二5的筛板片固定到一起，从而实现筛板片的组

装，当夹紧块72连接到筛板片上时，通过旋拧螺栓75挤压滑块74，使得拉绳73在滑块74的作

用下运动，使得左右两个夹紧块72相对运动，从而实现筛板片的夹紧，实现筛板一4与筛板

二5的组装。

[0030] 如图1、图3与图4所示，所述筛板一4为弹性材质，筛板一4上设有若干半球形凸块

41，半球形凸块41在筛板一4上呈长条状分布；所述脱粒滚筒2上周向设有若干凹槽；所述脱

粒滚筒2上还设有气缸24、气囊25与拨动杆23；所述气缸24数量若干，气缸24活塞杆与切刀

22底部相连接，气缸24用于带动切刀22运动；所述气囊25位于凹槽内，气囊25与气缸24之间

设有气路，气囊25用于为气缸24供气；所述拨动杆23一端通过气囊25连接在凹槽内，拨动杆

23另一端位于脱粒滚筒2外，拨动杆23位于脱粒滚筒2外的一端设有球形凸起，拨动杆23用

于触碰半球形凸块41带动筛板一4震动，拨动杆23同时用于挤压气囊25。工作时，拨动杆23

随着脱粒滚筒2一起转动，拨动杆23在转动的过程中与筛板一4上的半球形凸块41接触，从

而带动筛板一4震动，使得筛板一4上的稻谷更好的通过筛板一4，提高了装置的工作效率，

提高了装置的性能，同时避免了筛板一4上堆积过多的稻谷堵塞了筛板一4上的通孔一，避

免了稻谷堆积卡死脱粒滚筒2，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过程中，半球形凸块41的长条状分布，

使的拨动杆23能够连续地与半球形凸块41相接触，从而保证了筛板一4时刻抖动，使得稻谷

能够持续高效率的通过筛板一4，进而提高了装置的工作效率；拨动杆23通过弹簧连接在脱

粒滚筒2的凹槽内，使得拨动杆23在与半球形凸起接触的过程中能够逐渐缩回脱粒滚筒2的

凹槽内，避免了拨动杆23与半球形凸块41的接触力过大损坏拨动杆23与筛板一4，从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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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装置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同时，拨动杆23缩回的时挤压气囊25，气缸24在

气囊25的作用下带动切刀22运动，使得切刀22可以更好的对稻草秸秆进行切割，使得稻草

秸秆被切碎，同时使得脱粒更加彻底。

[0031]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0032] 工作时，脱粒滚筒2转动带动脱粒齿一3与脱粒齿二21对稻谷进行脱粒，脱粒齿一3

与脱粒齿二21的不同大小与交替布置，使得稻谷更好的与脱粒齿一3、脱粒齿二21接触，提

高了脱粒装置的效率，使得稻谷脱粒更加完全，避免了稻谷的浪费，从而提高了稻谷产量，

提高了装置的性能。切刀22与脱粒齿一3、脱粒齿二21相互配合有效的提高了脱粒装置的脱

粒速度，从而提高了装置的工作效率，同时切刀22的存在对进入脱粒滚筒22内的稻草进行

破碎，避免了稻草缠绕在脱粒滚筒22上，对脱粒滚筒22造成损坏，同时避免了稻草存在降低

了脱粒齿一3与脱粒齿二21的脱粒速度与脱粒的效率，避免脱粒不完全，从而提高了装置的

工作效率，避免稻谷的浪费，进而提高了稻谷的产量；过程中，波浪形切刀22的设计使得稻

草从波浪形的波峰处向波谷处滑动，从而产生锯切力，进而提高了切刀22的切割性能，使得

稻草被充分切碎。

[0033] 脱粒后的稻谷经过筛板一4进行初次筛分，使得稻谷从筛板一4上的通孔一中落

下，在脱粒的同时，拨动杆23随着滚筒一起转动，并与筛板一4上的半球形凸块41接触，从而

带动筛板一4震动，使得筛板一4上的稻谷更好的通过筛板一4，提高了装置的工作效率，提

高了装置的性能，同时避免了筛板一4上堆积过多的稻谷堵塞了筛板一4上的通孔一，避免

了稻谷堆积卡死脱粒滚筒2，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半球形凸块41的长条状分布，使的拨动

杆23能够连续地与半球形凸块41相接触，从而保证了筛板一4时刻抖动，使得稻谷能够持续

高效率的通过筛板一4，进而提高了装置的工作效率；拨动杆23通过气囊25连接在脱粒滚筒

2的凹槽内，使得拨动杆23在与半球形凸起接触的过程中能够逐渐缩回脱粒滚筒2的凹槽

内，避免了拨动杆23与半球形凸块41的接触力过大损坏拨动杆23与筛板一4，从而提高了装

置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同时拨动杆23挤压气囊25，气缸24在气囊25的作用下

带动切刀22运动，从而使得稻草被切割的更加充分，同时使得脱粒更加完全，提高了装置的

性能。

[0034] 在稻谷下落的过程中，鼓风机6工作将稻谷中夹杂的稻草与空秕的稻谷从通道一

中吹出壳体1内部，从而有效的提高了稻谷的纯净度，降低了后续筛分工作的的工作量，降

低了劳动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装置自动化的程度，最后落到筛板二5上的稻谷经

过筛板二5的再一次筛分，最终进入相关的收集装置中，筛板一4与筛板二5相互配合使得稻

谷筛分的更加干净，进一步的提高了稻谷的纯净度，提高了装置的实用性；过程中，稻谷在

鼓风机6的作用下在筛板二5上滚动并通过筛板二5，从而提高了稻谷通过筛板二5的速度，

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避免了稻谷在筛板二5上堆积堵塞筛板二5上的通孔二51，通道一上

设置的弧形坡道避免了谷物被鼓风机6吹出筛板二5，从而提高了最终收集到的稻谷的数

量，避免了浪费，进而提高了产量，筛板二5上设置的“八”字形通孔的存在，提高了稻谷通过

筛板片的速度，避免了稻谷在筛板二5上堆积，从而避免了通孔二51被堵塞，使得筛板二5能

够始终高速的对稻谷进行筛分，提高了生产效率。

[0035] 过程中，筛板一4与筛板二5由多个筛板片组合而成，从而有效避免了大片的筛板

片加工难度高、价格贵、拆卸麻烦、不易于清洗的问题，同时降低了筛板一4与筛板二5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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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难度与加工成本，降低了筛板一4与筛板二5的拆卸难度，使得筛板一4与筛板二5便于清

洗，避免了因清洗不干净造成筛板一4与筛板二5堵塞、腐蚀，从而使得筛板一4与筛板二5始

终高效的对稻谷进行筛分。筛板片在组装过程中，夹紧块72的门形设置与筛板片连接处的L

形凸起相互配合，使得连接件7更好的将组成筛板一4与筛板二5的筛板片固定到一起，从而

实现筛板片的组装，当夹紧块72连接到筛板片上时，通过旋拧螺栓75挤压滑块74，使得拉绳

73在滑块74的作用下运动，使得左右两个夹紧块72相对运动，从而实现筛板片的夹紧，实现

筛板一4与筛板二5的组装，螺栓75、滑块74与拉绳73相互配合，使得筛板片连接的更加紧

密，进而提高了筛板一4与筛板二5的强度，提高了筛板一4与筛板二5的性能。

[0036] 以上，关于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不

脱离本发明主旨的范围内能够进行各种变更。

[0037] (A)在上述实施方式中，通过拨动杆与半球形凸块相接触实现筛板一的震动，但不

限于此，也可以直接使得脱粒齿与半球形凸块相接触，从而实现筛板一的震动。

[0038] 工业实用性

[0039] 根据本发明，水稻能够高效的通过此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脱粒装置脱粒，并

且脱粒更加完全，最终得到的稻谷纯净度高，从而此半喂入式水稻联合收割机脱粒装置在

联合收割机技术领域中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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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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