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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
及其使用方法，
包括拖拉机和秸秆自动收集打碎
装置，
所述秸秆自动收集打碎装置通过Z型连接
架悬挂设置在拖拉机机尾，
所述秸秆自动收集打
碎装置包括收集装置、输送装置和打碎装置，
所
述收集装置可旋转设置在Z型连接架上，
所述输
送装置设置在收集装置和打碎装置之间，
所述拖
拉机启动并带动秸秆自动收集打碎装置一同行
进状态下，
所述秸秆通过收集装置收集并经输送
装置输送至打碎装置，
所述秸秆通过打碎装置打
碎并排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
机车及其使用方法，
能够将秸秆收集并打碎，
秸
秆收集彻底，
打碎后的秸秆均匀铺设在田地上，
归还给田地用作肥料，
避免焚烧带来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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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
其特征在于：
包括拖拉机(10)和秸秆自动收集打碎装
置，
所述秸秆自动收集打碎装置通过Z型连接架(15)悬挂设置在拖拉机(10)机尾；
所述秸秆
自动收集打碎装置包括收集装置(11)、输送装置(12)和打碎装置(13) ，
所述收集装置(11)
可旋转设置在Z型连接架(15)上；
所述输送装置(12)设置在收集装置(11)和打碎装置(13)
之间，
且输送装置(12)的秸秆输入端与Z型连接架(15)固定设置，
所述输送装置(12)的秸秆
输出端与打碎装置(13)固定设置；
所述收集装置 (11) 包括旋转横杆 (111) 和固设在旋转横杆 (111) 上的若干收集钩
(112) ，
所述旋转横杆(111)的两端可旋转设置在Z型连接架(15)的两水平杆上；
所述收集钩
(112)为半圆形，
且收集钩(112)插入秸秆端为尖端；
所述收集装置(11)还包括两个切割装置和两个第一滚轮(114) ，
两个所述切割装置可
旋转对称设置在旋转横杆(111)的两端，
两个所述第一滚轮(114)可滚动对称设置在Z型连
接架(15)上，
且两个所述第一滚轮(114)始终保持与地面接触；
所述切割装置包括呈半圆形的切割刀(115)和第一电机(116) ，
所述切割刀(115)固设
在第一电机(116)的驱动轴(117)上；
所述旋转横杆(111)的两端的端面分别设置有轴承座
(119) ，
所述驱动轴(117)与轴承座(119)内的第一轴承(118)的内圈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滚
轮(114)的内侧设置齿传动机构，
所述齿传动机构连接有一链轮(1114) ；
所述旋转横杆
(111)靠近杆端的杆面上设置有一圈齿(1110) ，
所述齿(1110)上啮合有链条(113) ，
且齿
(1110)通过链条(113)与链轮(1114)传动连接；
所述第一滚轮(114)滚动和第一电机(116)
开启状态下，
所述收集钩(112)与切割刀(115)的转动方向相反，
且收集钩(112)的内凹面与
切割刀(115)的切割面相对设置；
若干所述收集钩(112)分为四组，
分别为第一组收集钩(112a)、第二组收集钩(112b)、
第三组收集钩(112c)和第四组收集钩(112d)；
第一组收集钩(112a)、第二组收集钩(112b)、
第三组收集钩(112c)和第四组收集钩(112d)各自对应所属的若干收集钩(112)分别沿旋转
横杆(111)的延伸方向线性分布，
且第一组收集钩(112a)、第二组收集钩(112b)、第三组收
集钩(112c)和第四组收集钩(112d)的相邻收集钩(112)的间距均相同；
垂直所述旋转横杆
(111)的同一平面内的不同组收集钩(112)的边缘轨迹形成一个圆(14)，
所述圆(14)的最低
端与第一滚轮(114)的最低端的轮面具有间距；
所述齿传动机构包括相互啮合的第一齿轮(1111)和第二齿轮(1112) ，
所述第一齿轮
(1111)通过第一中心轴(1115)与第一滚轮(114)同心连接，
所述第二齿轮(1112)通过第二
中心轴(1113) 与链轮(1114)同心连接，且链轮(1114)的 另一面同心连接有第三中心轴
(1116)。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 ，其特征在于 ：所述Z型连接架
(15)的两个水平杆上对称设置有第二轴承(153)，
所述旋转横杆(111)的两端分别穿过第二
轴承(153)设置，
且旋转横杆(111)两端的杆面与第二轴承(153)的内圈固定设置；
所述Z型
连接架(15)的两个竖直杆上对称设置有L型连接杆(151)，
两个所述L型连接杆(151)的杆端
分别设置有第三轴承(152) ，所述第三轴承(152)通过轴承内圈固定套设在第一中心轴
(1115)上；
所述Z型连接架(15)的两个竖直杆上还对称设置有连接直杆(154) ，
两个所述连
接直杆(154)的杆端分别设置有第四轴承(155) ，
所述第四轴承(155)通过轴承内圈固定套
设在第二中心轴(111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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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
其特征在于：
所述打碎装置(13)
包括打碎箱(131) ，
所述打碎箱(131)的上部设置有入料口(135) ，
所述打碎箱(131)的底部
开设有若干分布均匀的漏料孔(137) ，
所述打碎箱(131)的外部通过支撑杆(133)设置有第
二滚轮(132) ；
所述打碎箱(131)内可旋转设置有打碎轴杆(136) ，
所述打碎轴杆(136)与设
置在打碎箱(131)外部的第二电机(134)驱动连接，
且打碎轴杆(136)上设置有若干刀片
(138)。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
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送装置(12)
从秸秆输入端至秸秆输出端逐渐升高；
所述输送装置(12)包括输送架(121)和设置在输送
架(121)上的输送带(122) ，
所述输送架(121)的底部设置有第三滚轮(124) ，
所述输送架
(121)的矮端与Z型连接架(15)固定连接，
所述输送架(121)的高端与入料口(135)的边缘固
定设置；
所述输送带(122)上设置有长条形的凸起(123) ，
所述凸起(123)在输送带(122)上
均匀分布。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
首先开
启第一电机(116)和第二电机(134)，
切割刀(115)快速转动，
打碎轴杆(136)上的刀片(138)
也快速转动，
随后工作人员驾驶拖拉机(10)行进，
开始进行秸秆收集打碎；
收集钩(112)将
秸秆铲起并随收集钩(112)一起转动，
此时快速转动的切割刀(115)将边缘多余的秸秆切
断，
收集钩(112)将秸秆倒入输送带(122)上，
输送带(122)将秸秆运送至打碎箱(131)，
秸秆
从入料口(135)进入打碎箱(131)中被快速转动的刀片(138)切碎，
切碎后的秸秆从漏料孔
(137)漏出，
均匀铺设在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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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用机械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及其使用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技水平的进步，
农业机械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众所周
知，
中国地大物博，
是一个农业大国，
每年中国生产的农作物不仅供自己食用，
还出口到其
他国家，
受到了很多国家的一致好评。但是，
近些年来，
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
国家提倡全民
保护环境，
禁止污染。农作物到了收获的季节，
果实收获回家，
农作物的秸秆都留在了田地
里，
比如玉米秸秆、小麦秸秆等，
如何处理这些秸秆，
而且不影响下一季农作物的耕种和生
产，
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农民采用焚烧的方式，
尤其是在北方，
农民更习惯采用焚烧
方式处理秸秆，
不但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而且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
本发明提供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
机车及其使用方法，
能够将秸秆收集并打碎，
秸秆收集干净、彻底，
打碎后的秸秆均匀铺设
在田地上，
归还给田地用作肥料，
避免焚烧带来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
更加安全和环保，
便
于推广。
[0004] 技术方案：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的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
包括拖拉机和
秸秆自动收集打碎装置，
所述秸秆自动收集打碎装置通过Z型连接架悬挂设置在拖拉机机
尾；
所述秸秆自动收集打碎装置包括收集装置、
输送装置和打碎装置，
所述收集装置可旋转
设置在Z型连接架上；
所述输送装置设置在收集装置和打碎装置之间，
且输送装置的秸秆输
入端与Z型连接架固定设置，
所述输送装置的秸秆输出端与打碎装置固定设置。
[0005] 进一步的，
所述收集装置包括旋转横杆和固设在旋转横杆上的若干收集钩，
所述
旋转横杆的两端可旋转设置在Z型连接架的两水平杆上；
所述收集钩为半圆形，
且收集钩插
入秸秆端为尖端；
[0006] 所述收集装置还包括两个切割装置和两个第一滚轮，
两个所述切割装置可旋转对
称设置在旋转横杆的两端，
两个所述第一滚轮可滚动对称设置在Z型连接架上，
且两个所述
第一滚轮始终保持与地面接触；
[0007] 所述切割装置包括呈半圆形的切割刀和第一电机，
所述切割刀固设在第一电机的
驱动轴上；
所述旋转横杆的两端的端面分别设置有轴承座，
所述驱动轴与轴承座内的第一
轴承的内圈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滚轮的内侧设置齿传动机构，
所述齿传动机构连接有一链
轮；
所述旋转横杆靠近杆端的杆面上设置有一圈齿，
所述齿上啮合有链条，
且齿通过链条与
链轮传动连接；
所述第一滚轮滚动和第一电机开启状态下，
所述收集钩与切割刀的转动方
向相反，
且收集钩的内凹面与切割刀的切割面相对设置。
[0008] 进一步的，
若干所述收集钩分为四组，
分别为第一组收集钩、第二组收集钩、第三
4

CN 108551897 B

说

明

书

2/4 页

组收集钩和第四组收集钩；
第一组收集钩、第二组收集钩、第三组收集钩和第四组收集钩各
自对应所属的若干收集钩分别沿旋转横杆的延伸方向线性分布，
且第一组收集钩、第二组
收集钩、第三组收集钩和第四组收集钩的相邻收集钩的间距均相同；
垂直所述旋转横杆的
同一平面内的不同组收集钩的边缘轨迹形成一个圆，
所述圆的最低端与第一滚轮的最低端
的轮面具有间距。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齿传动机构包括相互啮合的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
所述第一齿轮
通过第一中心轴与第一滚轮同心连接，
所述第二齿轮通过第二中心轴与链轮同心连接，
且
链轮的另一面同心连接有第三中心轴。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Z型连接架的两个水平杆上对称设置有第二轴承，
所述旋转横杆的
两端分别穿过第二轴承设置，
且旋转横杆两端的杆面与第二轴承的内圈固定设置；
所述Z型
连接架的两个竖直杆上对称设置有L型连接杆，
两个所述L型连接杆的杆端分别设置有第三
轴承，
所述第三轴承通过轴承内圈固定套设在第一中心轴上；
所述Z型连接架的两个竖直杆
上还对称设置有连接直杆，
两个所述连接直杆的杆端分别设置有第四轴承，
所述第四轴承
通过轴承内圈固定套设在第二中心轴上。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打碎装置包括打碎箱，
所述打碎箱的上部设置有入料口，
所述打碎
箱的底部开设有若干分布均匀的漏料孔，
所述打碎箱的外部通过支撑杆设置有第三滚轮；
所述打碎箱内可旋转设置有打碎轴杆，
所述打碎轴杆与设置在打碎箱外部的第二电机驱动
连接，
且打碎轴杆上设置有若干刀片。
[0012] 进一步的，
所述输送装置从秸秆输入端至秸秆输出端逐渐升高；
所述输送装置包
括输送架和设置在输送架上的输送带，
所述输送架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滚轮，
所述输送架的
矮端与Z型连接架固定连接，
所述输送架的高端与入料口的边缘固定设置；
所述输送带上设
置有长条形的凸起，
所述凸起在输送带上均匀分布。
[0013] 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
首先开启第一电机和第二
电机，
切割刀快速转动，
打碎轴杆上的刀片也快速转动，
随后工作人员驾驶拖拉机行进，
开
始进行秸秆收集打碎；
收集钩将秸秆铲起并随收集钩一起转动，
此时快速转动的切割刀将
边缘多余的秸秆切断，
收集钩将秸秆倒入输送带上，
输送带将秸秆运送至打碎箱，
秸秆从入
料口进入打碎箱中被快速转动的刀片切碎，
切碎后的秸秆从漏料孔漏出，
均匀铺设在田地
上。
[0014] 有益效果：
本发明的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及其使用方法，
在拖拉机的带动
下，
收集装置、
输送装置和打碎装置随着拖拉机一同行进，
收集装置的收集钩能够将秸秆铲
起，
实现秸秆的自动收集，
而且秸秆收集干净、彻底，
输送装置能够将收集装置收集的秸秆
运送到打碎装置，
做到实时输送不会造成秸秆堵塞，
打碎装置将秸秆打碎，
并从漏料孔排
出，
秸秆碎屑均匀铺设在田地上，
归还给田地，用作田地肥料，
资源循环利用，
不造成浪费，
解决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
更加节能环保，
便于推广。
附图说明
[0015] 附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2为Z型连接架、
输送装置和打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3为收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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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为收集装置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0] 如附图1至附图4所示，
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
包括拖拉机10和秸秆自动收
集打碎装置，
所述秸秆自动收集打碎装置通过Z型连接架15悬挂设置在拖拉机10机尾，
便于
秸秆自动收集打碎装置的安装和拆卸。所述秸秆自动收集打碎装置包括收集装置11、输送
装置12和打碎装置13，
所述收集装置11可旋转设置在Z型连接架15上；
所述输送装置12设置
在收集装置11和打碎装置13之间，
且输送装置12的秸秆输入端与Z型连接架15固定设置，
所
述输送装置12的秸秆输出端与打碎装置13固定设置，
拖拉机10启动并带动秸秆自动收集打
碎装置一同行进状态下，
秸秆通过收集装置11收集并经输送装置12输送至打碎装置13，
秸
秆通过打碎装置13打碎并排出，
收集装置11、输送装置12和打碎装置13在拖拉机10的带动
下同步行进，
收集装置11做到秸秆的逐步收集，
输送装置12做到秸秆的实时输送，
避免堵
塞，
打碎装置13实时将秸秆打碎，
秸秆收集打碎彻底，
效率高。
[0021] 所述收集装置11包括旋转横杆111和固设在旋转横杆111上的若干收集钩112，
所
述旋转横杆111的两端可旋转设置在Z型连接架15的两水平杆上；
所述收集钩112为半圆形，
便于秸秆的暂时储蓄，
且收集钩112插入秸秆端为尖端，
便于插入秸秆中。
[0022] 所述收集装置11还包括两个切割装置和两个第一滚轮114，
两个所述切割装置可
旋转对称设置在旋转横杆111的两端，
两个所述第一滚轮114可滚动对称设置在Z型连接架
15上，
且两个所述第一滚轮114始终保持与地面接触，
保证旋转横杆111始终处于旋转状态，
便于收集钩112实时收集秸秆。
[0023] 所述切割装置包括呈半圆形的切割刀115和第一电机116，
所述切割刀115固设在
第一电机116的驱动轴117上，
第一电机116驱动驱动轴117并带动切割刀115快速转动，
实时
将收集装置11两边多余的秸秆切断，
便于秸秆的收集和输送。所述旋转横杆111的两端的端
面分别设置有轴承座119，
所述驱动轴117与轴承座119内的第一轴承118的内圈固定连接，
便于旋转横杆111旋转；
所述第一滚轮114的内侧设置齿传动机构，
所述齿传动机构连接有
一链轮1114；
所述旋转横杆111靠近杆端的杆面上设置有一圈齿1110，
所述齿1110上啮合有
链条113，
且齿1110通过链条113与链轮1114传动连接，
第一滚轮114转动时，
通过齿传动机
构和链条113带动旋转横杆111转动，
实现收集钩112对秸秆的收集，
不需要另外提供旋转横
杆111转动所需的动力，
节能且节约成本，
另外旋转横杆111随着第一滚轮114转动，
转动速
度合理，
不会因为转速过快造成收集钩112铲起的秸秆抛洒出去，
也不会因为转速过慢造成
秸秆收集不及时形成堵塞，
或者秸秆收集不彻底；
所述第一滚轮114滚动和第一电机116开
启状态下，
所述收集钩112与切割刀115的转动方向相反，
且收集钩112的内凹面与切割刀
115的切割面相对设置，
保证收集钩112正常收集秸秆并使秸秆滑落至输送装置12上，
保证
切割刀115正常切断多余的秸秆。
[0024] 若干所述收集钩112分为四组，
分别为第一组收集钩112a、第二组收集钩112b、第
三组收集钩112c和第四组收集钩112d；
第一组收集钩112a、第二组收集钩112b、第三组收集
钩112c和第四组收集钩112d各自对应所属的若干收集钩112分别沿旋转横杆111的延伸方
向线性分布，
且第一组收集钩112a、第二组收集钩112b、第三组收集钩112c和第四组收集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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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d的相邻收集钩112的间距均相同，
使收集钩112更容易将秸秆收集起来，
而且收集钩112
分为四组循环进行，
效率也高。垂直所述旋转横杆111的同一平面内的不同组收集钩112的
边缘轨迹形成一个圆14，
所述圆14的最低端与第一滚轮114的最低端的轮面具有间距，
保证
收集钩112不触及田地，
保证收集钩112旋转收集秸秆的可行性。
[0025] 所述齿传动机构包括相互啮合的第一齿轮1111和第二齿轮1112，
所述第一齿轮
1111通过第一中心轴1115与第一滚轮114同心连接，
所述第二齿轮1112通过第二中心轴
1113与链轮1114同心连接，
且链轮1114的另一面同心连接有第三中心轴1116，
通过第一齿
轮1111和第二齿轮1112，
实现第一滚轮114与旋转横杆111的转动方向相反，
保证收集钩112
能够将秸秆铲起，
实现秸秆的收集。
[0026] 所述Z型连接架15的两个水平杆上对称设置有第二轴承153，
所述旋转横杆111的
两端分别穿过第二轴承153设置，
且旋转横杆111两端的杆面与第二轴承153的内圈固定设
置；
所述Z型连接架15的两个竖直杆上对称设置有L型连接杆151，
两个所述L型连接杆151的
杆端分别设置有第三轴承152，
所述第三轴承152通过轴承内圈固定套设在第一中心轴1115
上；
所述Z型连接架15的两个竖直杆上还对称设置有连接直杆154，
两个所述连接直杆154的
杆端分别设置有第四轴承155，
所述第四轴承155通过轴承内圈固定套设在第二中心轴1113
上。
[0027] 所述打碎装置13包括打碎箱131，
所述打碎箱131的上部设置有入料口135，
所述打
碎箱131的底部开设有若干分布均匀的漏料孔137，
保证秸秆碎屑均匀从漏料孔137落入田
地，
所述打碎箱131的外部通过支撑杆133设置有第二滚轮132；
所述打碎箱131内可旋转设
置有打碎轴杆136，
所述打碎轴杆136与设置在打碎箱131外部的第二电机134驱动连接，
且
打碎轴杆136上设置有若干刀片138。
[0028] 所述输送装置12从秸秆输入端至秸秆输出端逐渐升高，
保证将秸秆输送至打碎箱
131内；
所述输送装置12包括输送架121和设置在输送架121上的输送带122，
所述输送架121
的底部设置有第三滚轮124，
所述输送架121的矮端与Z型连接架15固定连接，
所述输送架
121的高端与入料口135的边缘固定设置；
所述输送带122上设置有长条形的凸起123，
所述
凸起123在输送带122上均匀分布，
增加摩擦力，
防止秸秆爬升时从输送带122上滚落，
造成
堵塞，
保证了秸秆的正常输送。
[0029] 一种秸秆自动收集打碎机车的使用方法，
首先开启第一电机116和第二电机134，
切割刀115快速转动，
打碎轴杆136上的刀片138也快速转动，
随后工作人员驾驶拖拉机10行
进，
开始进行秸秆收集打碎；
收集钩112将秸秆铲起并随收集钩112一起转动，
此时快速转动
的切割刀115将边缘多余的秸秆切断，
收集钩112将秸秆倒入输送带122上，
输送带122将秸
秆运送至打碎箱131，
秸秆从入料口135进入打碎箱131中被快速转动的刀片138切碎，
切碎
后的秸秆从漏料孔137漏出，
均匀铺设在田地上。
[003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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