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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秸秆粉碎农机具技术领域，

提出了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包括牵引架，

牵引架一侧依次设置有动力装置、粉碎装置、输

送除尘装置和风机抛送装置，粉碎装置、输送除

尘装置均与动力装置连接，输送除尘装置包括绞

龙组，绞龙组包括若干绞龙，绞龙组外设置有底

部带有小孔的绞龙壳，绞龙壳内形成弯曲的物料

通道，解决了现有秸秆粉碎机除土率低的技术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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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包括牵引架(1)，所述牵引架(1)一侧依次设置有动力装

置(2)、粉碎装置(3)、输送除尘装置(4)和风机抛送装置(5)，所述粉碎装置(3)、所述输送除

尘装置(4)均与所述动力装置(2)连接，其特征在于，

所述输送除尘装置(4)包括绞龙组(49)，所述绞龙组(49)包括若干绞龙，所述绞龙组

(49)外设置有底部带有小孔的绞龙壳(48)，所述绞龙壳(48)内形成弯曲的物料通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绞龙组(49)包括

平行设置的前绞龙轴(41)、中绞龙轴(42)和后绞龙轴(43)，所述前绞龙轴(41)的两端分别

设置有传送方向朝向另一端的前左旋叶片(411)和前右旋叶片(412)，所述中绞龙轴(42)的

中部设置有传送方向朝向两端的中左旋叶片(421)和中右旋叶片(422)，所述后绞龙轴(43)

的两端分别设置有传送方向朝向另一端的后左旋叶片(431)和后右旋叶片(43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其特征在于，相邻所述绞龙壳(48)

之间分别设置有第一隔板(44)和第二隔板(45)，所述第一隔板(44)靠近所述前绞龙轴

(4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牵引架(1)、所述

动力装置(2)、所述粉碎装置(3)、所述输送除尘装置(4)和所述风机抛送装置(5)均设置在

机架(6)上，所述机架(6)底部靠近所述动力装置(2)的一端设置有支脚(61)，另一端设置有

限深轮(62)。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隔板(44)的

中部设置有第一开口(441)，所述第二隔板(45)的两端均设置有第二开口(451)，所述绞龙

壳(48)靠近所述后绞龙轴(43)的一端设置有第三开口(461)。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装置(2)包

括动力输入箱(21)，所述动力输入箱(21)内贯穿设置有输入轴(24)，所述输入轴(24)远离

所述牵引架(1)的一端设置有万向节(22)，所述动力输入箱(21)内设置有与所述输入轴

(24)垂直连接的输出轴(23)，所述输出轴(23)自由端上同轴设置有输出轴带轮(23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装置(3)包

括与所述前绞龙轴(41)轴线平行的粉碎轴(31)，所述粉碎轴(31)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粉碎

轴带轮(311)和第二粉碎轴带轮(312)，所述第一粉碎轴带轮(311)通过皮带与所述输出轴

带轮(231)连接，所述粉碎轴(31)上设置有若干动刀(313)，所述粉碎轴(31)上方设置有粉

碎机壳(32)，所述粉碎机壳(32)上设置有与若干所述动刀(313)交错设置的若干定刀

(32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其特征在于，若干所述动刀(313)

包括第一动刀(314)和第二动刀(315)，所述第一动刀(314)长度大于所述第二动刀(315)，

若干所述定刀(321)包括第一定刀(322)和第二定刀(323)，所述第一动刀(314)与所述第二

动刀(315)、所述第一定刀(322)与所述第二定刀(323)均间隔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绞龙轴(41)两

端分别设置有第一前绞龙带轮(414)和第二前绞龙带轮(415)，所述中绞龙轴(42)两端分别

设置有第一中绞龙带轮(424)和第二中绞龙带轮(425)，所述后绞龙轴(43)一端设置有后绞

龙带轮(434)，

所述第二前绞龙带轮(415)与所述第二粉碎轴带轮(312)、所述第一中绞龙带轮(424)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09030630 U

2



与所述第一前绞龙带轮(414)、所述第二中绞龙带轮(425)与所述后绞龙带轮(434)均通过

皮带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抛送装置

(5)包括设置在所述绞龙壳(48)一侧的抛送风机筒(53)，所述抛送风机筒(53)内设置有风

机(52)，所述风机(52)与所述输入轴(24)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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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秸秆粉碎农机具技术领域，涉及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

背景技术

[0002] 国内现有的秸秆收获作业大部分是人砍、肩扛、人力装车、效率低、传统的作业模

式，收获后的秸秆不能满足牲畜养殖户和电厂生物燃料发电的要求，不能直接投喂或进行

生物燃料发电，还要投入额外的人力物力把收获的秸秆二次加工进行除尘筛土，才能满足

喂养牲畜或当做生物燃料的需要，普通的秸秆收获机绞龙轴少，存在除尘率低，含土量高等

技术问题，影响牲畜食用的口感，也影响生物燃料发电的燃烧效率。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解决了上述技术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包括：

[0006] 牵引架，所述牵引架一侧依次设置有动力装置、粉碎装置、输送除尘装置和风机抛

送装置，所述粉碎装置、所述输送除尘装置均与所述动力装置连接，所述输送除尘装置包括

绞龙组，所述绞龙组包括若干绞龙，所述绞龙组外设置有底部带有小孔的绞龙壳，所述绞龙

壳内形成弯曲的物料通道。

[0007]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绞龙组包括平行设置的前绞龙轴、中绞龙轴和后绞

龙轴，所述前绞龙轴的两端分别设置有传送方向朝向另一端的前左旋叶片和前右旋叶片，

所述中绞龙轴的中部设置有传送方向朝向两端的中左旋叶片和中右旋叶片，所述后绞龙轴

的两端分别设置有传送方向朝向另一端的后左旋叶片和后右旋叶片。

[0008]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邻所述绞龙壳之间分别设置有第一隔板和第二隔板，所

述第一隔板靠近所述前绞龙轴。

[0009]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牵引架、所述动力装置、所述粉碎装置、所述输送除

尘装置和所述风机抛送装置均设置在机架上，所述机架底部靠近所述动力装置的一端设置

有支脚，另一端设置有限深轮。

[0010]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一隔板的中部设置有第一开口，所述第二隔板的

两端均设置有第二开口，所述绞龙壳靠近所述后绞龙轴的一端设置有第三开口。

[0011]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动力装置包括动力输入箱，

[0012] 所述动力输入箱内贯穿设置有输入轴，所述输入轴远离所述牵引架的一端设置有

万向节，所述动力输入箱内设置有与所述输入轴垂直连接的输出轴，所述输出轴自由端上

同轴设置有输出轴带轮。

[0013]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粉碎装置包括与所述前绞龙轴轴线平行的粉碎轴，

所述粉碎轴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粉碎轴带轮和第二粉碎轴带轮，所述第一粉碎轴带轮通过

皮带与所述输出轴带轮连接，所述粉碎轴上设置有若干动刀，所述粉碎轴上方设置有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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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壳，所述粉碎机壳上设置有与若干所述动刀交错设置的若干定刀。

[0014]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若干所述动刀包括第一动刀和第二动刀，所述第一动刀

长度大于所述第二动刀，若干所述定刀包括第一定刀和第二定刀，所述第一动刀与所述第

二动刀、所述第一定刀与所述第二定刀均间隔设置。

[0015]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前绞龙轴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前绞龙带轮和第二前

绞龙带轮，所述中绞龙轴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中绞龙带轮和第二中绞龙带轮，所述后绞龙

轴一端设置有后绞龙带轮，

[0016] 所述第二前绞龙带轮与所述第二粉碎轴带轮、所述第一中绞龙带轮与所述第一前

绞龙带轮、所述第二中绞龙带轮与所述后绞龙带轮均通过皮带连接。

[0017] 作为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风机抛送装置5包括设置在所述绞龙壳48一侧的抛

送风机筒53，所述抛送风机筒53内设置有风机52，所述风机52与所述输入轴24连接，所述抛

送风机筒侧壁的开口与所述第三开口重合。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工作原理和有益效果为：

[0019] 1、本实用新型中，该机由秸秆粉碎机、绞龙输送装置、风机抛送装置、抛料筒、限深

轮组合而成，是把秸秆粉碎、抛送、收集地作业步骤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多功能作业机具。一

次进地，可完成秸秆的粉碎并收集，或用于电厂发电的生物燃料。使用本机具收获的秸秆由

三道绞龙装置除尘之后，含土量低于5％，用于生物燃料发电效率提高。减少了以往人们把

秸秆收集、装车、运回家后筛土等繁杂程序。秸秆经过三绞龙除尘收集，节省大量人工，提高

工作效率，使用户获得更大的收益。

[0020] 2、本实用新型中，本机具采用牵引方式，动力来源于拖拉机后输出轴通过动力输

入箱、万向节连接第一粉碎轴带轮、风机来提供动力。牵引架是前方的拖拉机和粉碎回收机

的连接媒介；牵引架设置在机头部位，牵引架一侧依次设置有动力装置、粉碎装置、输送除

尘装置和风机抛送装置，动力装置接收前侧的拖拉机输入的动力并通过万向节为粉碎回收

机的各运动部分提供动力，粉碎装置用于把作物秸秆从地里捡拾，秸秆在机壳定刀和粉碎

轴上动刀的相互作用下进行粉碎，抛入到粉碎机壳后部的绞龙壳中进行多次的除尘，除尘

后集中到中部并送到抛送风机筒中，抛送风机筒在风机箱体提供的动力下高速旋转形成了

强劲的抛送风力，把粉碎后的秸秆送到抛送风机筒内并通过抛料筒送入集草车中。

[0021] 绞龙输送除尘装置包括若干个绞龙，本实用新型中采用三个相互平行的绞龙，绞

龙外设置有绞龙壳，绞龙壳的底部和后侧壁开有密集的小孔，用于将混在被粉碎的秸秆中

的沙粒、土等较重的杂质从小孔中漏出，达到去除杂质的作用。

[0022] 3、本实用新型中，输送除尘装置实施例一：绞龙组共有三个绞龙，处于同一高度，

相互平行且轴线不重合，分为前绞龙中绞龙和后绞龙，前绞龙包括前绞龙轴，前绞龙轴的两

端处设置有两个绞龙叶片，左端的前右旋叶片和右端的前左旋叶片，中绞龙包括中绞龙轴，

中绞龙轴的中间处设置有左侧的中左旋叶片和右侧的中右旋叶片，后绞龙包括后绞龙轴，

后绞龙轴的左端设置有后右旋叶片，右端设置有后左旋叶片，物料从后绞龙壳的中部出口

进入风机抛送装置中。三个绞龙形成折线形输送通道。不同叶片，用于将从粉碎轴处接收的

秸秆按照在前粉碎轴壳里从两端向中间传送，进入中绞龙壳内将秸秆从中间向两端传送，

进入后绞龙壳内将秸秆从两端向中间传送，然后进入风机抛送装置中。即通过三个绞龙将

物料沿着折线形路径传送，传送途中将秸秆中的杂质充分筛掉。秸秆由前部粉碎轴粉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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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过第一个绞龙除尘后，含土量低于30％，经过第二个绞龙除尘后，含土量低于15％，经

过第三个绞龙除尘后，含土量低于  5％。

[0023] 4、本实用新型中，输送除尘装置实施例二：绞龙组共有三个绞龙，处于同一高度，

相互平行且轴线不重合，分为前绞龙、中绞龙和后绞龙，前绞龙包括前绞龙轴，前绞龙轴上

设置有用于将物料从左端传送到右端的前右旋叶片，中绞龙包括中绞龙轴，中绞龙轴上设

置有用于将物料从右端传送到左端的中左旋叶片，后绞龙包括后绞龙轴，后绞龙轴上设置

有用于将物料从左端输送到右端的后右旋叶片，风机抛送装置设置在后绞龙轴左端物料出

口处。三个绞龙形成一条龙式的物料输送通道。

[0024] 5、本实用新型中，以绞龙输送装置实施例一为例，前绞龙轴与中绞龙轴之间设置

有第一隔板，第一隔板上设置有位于中部的第一开口，中绞龙轴与后绞龙轴之间设置有第

二隔板，第二隔板的两端设置有两个第二开口，绞龙壳靠近后绞龙轴的一端侧壁上设置有

第三开口，且侧壁上设置有与底部小孔相同的小孔，增加允许砂石粒和土颗粒漏出的面积。

设置隔板是为了限制物料传送方向，使三个绞龙能够充分搅拌物料，除尘效果最佳。每个绞

龙轴上靠近隔板的出口处均设置有拨板，用于将被集中到此处的秸秆物料拨到下一个绞龙

壳内进行下一次传送，拨板形状为环绕绞龙轴一圈的与绞龙轴垂直的板。

[0025] 6、本实用新型中，本机具具有机架，用于支撑上部的牵引架、动力装置、粉碎装置、

输送除尘装置和风机抛送装置，在机架底部，靠近牵引架的一端设置有支脚，另一端设置有

限深轮。支脚竖直支撑整个机架，与限深轮一起支撑平衡整个装置。

[0026] 7、本实用新型中，动力装置用于接收前方的拖拉机动力输入，然后再将动力输出

到各需要部位，动力输入箱为外壳，包裹住内部的传动装置，动力输入箱内设置有输入轴，

输入轴两端贯穿动力输入箱，输入轴轴线与绞龙轴垂直，输入轴前端通过一个万向节与拖

拉机后端的动力输出轴连接，输入轴后端通过一个万向节与风机连接，用于提供风机抛送

装置的抽送力；在动力输入箱中设置有用于将动力输出给粉碎轴的输出轴，输出轴与输入

轴通过齿轮垂直连接，输出轴轴线与粉碎轴轴线平行，且设置在粉碎轴上方，输出轴另一端

设置有输出轴带轮，输出轴带轮通过皮带与粉碎轴端部的粉碎轴带轮连接，带动粉碎轴旋

转。万向节即万向接头，是实现变角度动力传递的机件，用在需要改变传动轴线方向的位

置。

[0027] 8、本实用新型中，粉碎装置包括粉碎轴，粉碎轴轴线与三个绞龙轴均平行，粉碎轴

的两端分别与第一传动轴和前绞龙轴连接，被第一传动轴带动旋转，并将动力传送到前绞

龙轴上，带动前绞龙轴旋转输送物料。粉碎轴外周设置有粉碎机壳，粉碎轴上设置有动刀，

动刀上带有料勾，料勾方向与粉碎轴旋转方向一致，动刀设置在与粉碎轴轴线垂直的平面

上，每个平面上的动刀称为一组，一组包括2-4个动刀，粉碎机壳上设置有与动刀相互配合

粉碎秸秆的定刀，动刀与定刀的设置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动刀长度相同，用于处理没有区分

垄沟和垄台的平整地面，第二种是将动刀分为两种长度，可以分别拾起垄沟中的秸秆和垄

台上不同高度的秸秆。

[0028] 在第二种定刀与动刀的组合中，动刀分为长度较长的第一动刀和长度较短的第二

动刀，第一动刀组与第二动刀组在粉碎轴上间隔设置，间距根据土地上田垄之间的间距来

设置。短一些的第一动刀可以卷起田中高出地面的田垄上的秸秆，长一些的第二动刀可以

卷起田垄之间地沟中的秸秆，从而可以最大限度使秸秆被卷进双轴秸秆粉碎抛撒还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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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卷起之后，粉碎机壳上设置有若干定刀，定刀也分为间隔设置的第一定刀和第二定刀，

根据动刀的长度来设置定刀的长度和位置，定刀与动刀设置在相同的平面上，定刀与动刀

相互靠近时两者存在较小的间隙，且由于定刀与动刀均为锋利的刀片，在两者相互作用下

可以粉碎长的秸秆。

[0029] 9、本实用新型中，三个绞龙的动力来源和连接方式为：通过前绞龙轴一端与第一

传动轴连接，前绞龙轴的另一端与中绞龙轴连接，中绞龙轴的另一端与后绞龙轴连接，前绞

龙轴与中绞龙轴的两端均设置有绞龙带轮，相邻绞龙轴的绞龙带轮通过皮带连接，后绞龙

轴与中绞龙轴连接的一端设置有后绞龙带轮，另一端直接通过轴承与机架连接。

[0030] 10、本实用新型中，风机抛送装置包括动力来源风机，风机的旋转轴自由端穿过抛

送风机筒并穿入风机箱体内，第二输入轴也在风机箱体内，第二输入轴与风机的自由端平

行并通过齿轮连接，风机通过旋转轴和第二输入轴来接收输入轴和万向节传输的动力，抛

送风机筒的筒体设置有与第三隔板上的第三开口相同的筒壁开口。后绞龙轴上的拨板将后

绞龙壳内的秸秆物料拨到抛送风机筒中，同时由风机提供抛送风力将秸秆物料向上抛起并

进入抛送风机筒顶部处的集草车中。

附图说明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2] 图1为本实用新型左视透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俯视透视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右视透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绞龙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6]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绞龙壳结构示意图；

[0037]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动力输入箱结构示意图；

[0038]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风机结构示意图；

[0039]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中后绞龙拨板结构示意图。

[0040] 图中：1-牵引架，2-动力装置，21-动力输入箱，22-万向节，23-输出轴，231-  输出

轴带轮，24-输入轴，3-粉碎装置，31-粉碎轴，311-第一粉碎轴带轮，312-  第二粉碎轴带轮，

313-动刀，314-第一动刀，315-第二动刀，32-粉碎机壳，321-  定刀，322-第一定刀，323-第

二定刀，4-输送除尘装置，41-前绞龙轴，411-前左旋叶片，412-前右旋叶片，414-第一前绞

龙带轮，415-第二前绞龙带轮，42-中绞龙轴，421-中左旋叶片，422-中右旋叶片，424-第一

中绞龙带轮，425-第二中绞龙带轮，43-后绞龙轴，431-后左旋叶片，432-后右旋叶片，434-

后绞龙带轮，  44-第一隔板，441-第一开口，45-第二隔板，451-第二开口，461-第三开口，

48-  绞龙壳，49-绞龙组，5-风机抛送装置，51-风机箱体，52-风机，53-抛送风机筒，  54-第

二输入轴，55-风机旋转轴，6-机架，61-支脚，62-限深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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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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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42] 如图1至图8所示，本实用新型提出多级除尘秸秆粉碎收获机，包括：

[0043] 牵引架1，牵引架1一侧依次设置有动力装置2、粉碎装置3、输送除尘装置4和风机

抛送装置5，粉碎装置3、输送除尘装置4均与动力装置2连接，输送除尘装置4包括绞龙组49，

绞龙组49包括若干绞龙，绞龙组49外设置有底部带有小孔的绞龙壳48，绞龙壳48内形成弯

曲的物料通道。

[0044] 本实施例中，该机由秸秆粉碎装置3、输送除尘装置4、风机抛送装置5、抛料筒、限

深轮62组合而成，是把秸秆粉碎、抛送、收集地作业步骤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多功能作业机

具。一次进地，可完成秸秆的粉碎并收集，或用于电厂发电的生物燃料。使用本机具收获的

秸秆由三个绞龙除尘之后，含土量低于5％，用于生物燃料发电效率提高。减少了以往人们

把秸秆收集、装车、运回家后筛土等繁杂程序。秸秆经过三绞龙除尘收集，节省大量人工，提

高工作效率，使用户获得更大的收益。

[0045] 本机具采用牵引方式，动力来源于拖拉机后输出轴通过动力输入箱21、万向节22

连接第一粉碎轴带轮311、风机52来提供动力。牵引架1是前方的拖拉机和粉碎回收机的连

接媒介；牵引架1设置在机头部位，牵引架1一侧依次设置有动力装置22、粉碎装置33、输送

除尘装置44和风机抛送装置55，动力装置2接收前侧的拖拉机输入的动力并通过万向节22

为粉碎回收机的各运动部分提供动力，粉碎装置3用于把作物秸秆从地里捡拾，秸秆在机壳

定刀321和粉碎轴31上动刀313的相互作用下进行粉碎，抛入到粉碎机壳32后部的绞龙壳 

48中进行多次的除尘，除尘后集中到中部并送到抛送风机筒53中，抛送风机筒  53在风机箱

体51提供的动力下高速旋转形成了强劲的抛送风力，把粉碎后的秸秆送到抛送风机筒53内

并通过抛料筒送入集草车中。

[0046] 绞龙输送除尘装置4包括若干个绞龙，本实用新型中采用三个相互平行的绞龙，绞

龙外设置有绞龙壳48，绞龙壳48的底部开有密集的小孔，靠近后绞龙的绞龙壳48侧壁上也

设置有小孔，用于将混在被粉碎的秸秆中的沙粒、土等较重的杂质从小孔中漏出，达到去除

杂质的作用。

[0047] 进一步，绞龙组49包括平行设置的前绞龙轴41、中绞龙轴42和后绞龙轴  43，前绞

龙轴41的两端分别设置有传送方向朝向另一端的前左旋叶片411和前右旋叶片412，中绞龙

轴42的中部设置有传送方向朝向两端的中左旋叶片421  和中右旋叶片422，后绞龙轴43的

两端分别设置有传送方向朝向另一端的后左旋叶片431和后右旋叶片432。

[0048] 绞龙输送除尘装置4实施例一：绞龙组49共有三个绞龙，处于同一高度，相互平行

且轴线不重合，分为前绞龙中绞龙和后绞龙，前绞龙包括前绞龙轴41，前绞龙轴41的两端处

设置有两个绞龙叶片，左端的前右旋叶片412和右端的前左旋叶片411，中绞龙包括中绞龙

轴42，中绞龙轴42的中间处设置有左侧的中左旋叶片421和右侧的中右旋叶片422，后绞龙

包括后绞龙轴43，后绞龙轴43 的左端设置有后右旋叶片432，右端设置有后左旋叶片431，

物料从后绞龙壳48 的中部出口进入风机抛送装置5中。三个绞龙形成折线形输送通道。

[0049] 本实施例中，根据螺旋叶片在轴上盘绕方向的不同，叶片可分为左旋和右旋，当形

成的螺旋面符合右手定则时，该螺旋面为右旋，否则为左旋。物料的输送方向是由螺旋的旋

向及螺旋轴的转向来决定，生产中，物料流向的判断也采用左、右手定则，右螺旋用左手，左

螺旋用右手，此时弯曲的四指表示螺旋轴的转向，姆指表示物料的输送方向。根据这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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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设计实施例一中的不同叶片，用于将从粉碎轴31处接收的秸秆按照在前粉碎轴31壳

里从两端向中间传送，进入中绞龙壳48内将秸秆从中间向两端传送，进入后绞龙壳48内将

秸秆从两端向中间传送，然后进入风机抛送装置5中。即通过三个绞龙将物料沿着折线形路

径传送，传送途中将秸秆中的杂质充分筛掉。秸秆由前部粉碎轴粉碎之后经过第一个绞龙

除尘后，含土量低于30％，经过第二个绞龙除尘后，含土量低于15％，经过第三个绞龙除尘

后，含土量低于5％。

[0050] 绞龙输送除尘装置4实施例二：绞龙组49共有三个绞龙，处于同一高度，相互平行

且轴线不重合，分为前绞龙、中绞龙和后绞龙，前绞龙包括前绞龙轴41，前绞龙轴41上设置

有用于将物料从左端传送到右端的前右旋叶片412，中绞龙包括中绞龙轴42，中绞龙轴42上

设置有用于将物料从右端传送到左端的中左旋叶片421，后绞龙包括后绞龙轴43，后绞龙轴

43上设置有用于将物料从左端输送到右端的后右旋叶片432，风机抛送装置5设置在后绞龙

轴43左端物料出口处。三个绞龙形成一条龙式的物料输送通道。

[0051] 进一步，相邻绞龙壳48之间分别设置有第一隔板44和第二隔板45，第一隔板44靠

近前绞龙轴41。

[0052] 本实施例中，以绞龙输送装置实施例一为例，前绞龙轴41与中绞龙轴42  之间设置

有第一隔板44，第一隔板44上设置有位于中部的第一开口441，中绞龙轴42与后绞龙轴43之

间设置有第二隔板45，第二隔板45的两端设置有两个第二开口451，绞龙壳48靠近后绞龙轴

43的一端侧壁上设置有第三开口461，且侧壁上设置有与底部小孔相同的小孔，增加允许砂

石粒和土颗粒漏出的面积。设置隔板是为了限制物料传送方向，使三个绞龙能够充分搅拌

物料，除尘效果最佳。每个绞龙轴上靠近隔板的出口处均设置有拨板，用于将被集中到此处

的秸秆物料拨到下一个绞龙壳48内进行下一次传送，拨板形状为环绕绞龙轴一圈的与绞龙

轴垂直的板。

[0053] 进一步，牵引架1、动力装置2、粉碎装置3、输送除尘装置4和风机抛送装置5均设置

在机架6上，机架6底部靠近动力装置2的一端设置有支脚61，另一端设置有限深轮62。

[0054] 本实施例中，本机具具有机架6，用于支撑上部的牵引架1、动力装置22、粉碎装置

33、输送除尘装置44和风机抛送装置55，在机架6底部，靠近牵引架1的一端设置有支脚61，

另一端设置有限深轮62。支脚61竖直支撑整个机架6，与限深轮62一起支撑平衡整个装置。

[0055] 进一步，第一隔板44的中部设置有第一开口441，第二隔板45的两端均设置有第二

开口451，绞龙壳48靠近后绞龙轴43的一端设置有第三开口461。

[0056] 本实施例中，绞龙壳48靠近后绞龙轴43的一端侧壁上设置有第三开口461，且侧壁

上设置有与底部小孔相同的小孔，增加允许砂石粒和土颗粒漏出的面积，第三开口461是被

粉碎且除过尘的秸秆进入抛送风机筒53中的出口。

[0057] 进一步，动力装置2包括动力输入箱21，风机动力输入箱21内贯穿设置有输入轴

24，输入轴24远离牵引架1的一端设置有万向节22，动力输入箱21内设置有与输入轴24垂直

连接的输出轴23，输出轴23自由端上同轴设置有输出轴带轮231。

[0058] 本实施例中，动力装置2用于接收前方的拖拉机动力输入，然后再将动力输出到各

需要部位，动力输入箱21为外壳，包裹住内部的传动装置，动力输入箱21内设置有输入轴

24，输入轴24两端贯穿动力输入箱21，输入轴24轴线与绞龙轴垂直，输入轴24前端通过一个

万向节与拖拉机后端的动力输出轴连接，输入轴24后端通过一个万向节22与风机52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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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提供风机抛送装置5的抽送力；在动力输入箱21中设置有用于将动力输出给粉碎轴31

的输出轴23，输出轴23与输入轴24通过齿轮垂直连接，输出轴23轴线与粉碎轴31轴线平行，

且设置在粉碎轴31上方，输出轴23另一端设置有输出轴带轮231，输出轴带轮231通过皮带

与粉碎轴31端部的粉碎轴带轮311连接，带动粉碎轴31旋转。万向节22即万向接头，是实现

变角度动力传递的机件，用在需要改变传动轴线方向的位置。

[0059] 进一步，粉碎装置3包括与前绞龙轴41轴线平行的粉碎轴31，粉碎轴31  两端分别

设置有第一粉碎轴带轮311和第二粉碎轴带轮312，第一粉碎轴带轮  311通过皮带与输出轴

带轮231连接，粉碎轴31上设置有若干动刀313，粉碎轴31上方设置有粉碎机壳32，粉碎机壳

32上设置有与若干动刀313交错设置的若干定刀321。

[0060] 进一步，若干动刀313包括第一动刀314和第二动刀315，第一动刀314长度大于第

二动刀315，若干定刀321包括第一定刀322和第二定刀323，第一动刀314与第二动刀315、第

一定刀322与第二定刀323均间隔设置。

[0061] 本实施例中，粉碎装置3包括粉碎轴31，粉碎轴31轴线与三个绞龙轴均平行，粉碎

轴31的两端分别与第一传动轴23和前绞龙轴41连接，被第一传动轴  23带动旋转，并将动力

传送到前绞龙轴41上，带动前绞龙轴41旋转输送物料。粉碎轴31外周设置有粉碎机壳32，粉

碎轴31上设置有动刀313，动刀313上带有料勾，料勾方向与粉碎轴31旋转方向一致，动刀

313设置在与粉碎轴31  轴线垂直的平面上，每个平面上的动刀313称为一组，一组包括2-4

个动刀313，粉碎机壳32上设置有与动刀313相互配合粉碎秸秆的定刀321，动刀313与定刀

321的设置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动刀313长度相同，用于处理没有区分垄沟和垄台的平整地

面，第二种是将动刀313分为两种长度，可以分别拾起垄沟中的秸秆和垄台上不同高度的秸

秆。

[0062] 在第二种定刀321与动刀313的组合中，动刀313分为长度较长的第一动刀314和长

度较短的第二动刀315，第一动刀314组与第二动刀315组在粉碎轴  31上间隔设置，间距根

据土地上田垄之间的间距来设置。短一些的第一动刀314  可以卷起田中高出地面的田垄上

的秸秆，长一些的第二动刀315可以卷起田垄之间地沟中的秸秆，从而可以最大限度使秸秆

被卷进双轴秸秆粉碎抛撒还田机中。卷起之后，粉碎机壳32上设置有若干定刀321，定刀321

也分为间隔设置的第一定刀322和第二定刀323，根据动刀313的长度来设置定刀321的长度

和位置，定刀321与动刀313设置在相同的平面上，定刀321与动刀313相互靠近时两者存在

较小的间隙，且由于定刀321与动刀313均为锋利的刀片，在两者相互作用下可以粉碎长的

秸秆。

[0063] 进一步，前绞龙轴41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前绞龙带轮414和第二前绞龙带轮415，

中绞龙轴42两端分别设置有第一中绞龙带轮424和第二中绞龙带轮425，后绞龙轴43一端设

置有后绞龙带轮434，第二前绞龙带轮415与第二粉碎轴带轮312、第一中绞龙带轮424与第

一前绞龙带轮414、第二中绞龙带轮425与后绞龙带轮434均通过皮带连接。

[0064] 本实施例中，三个绞龙的动力来源和连接方式为：通过前绞龙轴41一端与第一传

动轴23连接，前绞龙轴41的另一端与中绞龙轴42连接，中绞龙轴42 的另一端与后绞龙轴43

连接，前绞龙轴41与中绞龙轴42的两端均设置有绞龙带轮，相邻绞龙轴的绞龙带轮通过皮

带连接，后绞龙轴43与中绞龙轴42连接的一端设置有后绞龙带轮434，另一端直接通过轴承

与机架6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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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进一步，绞龙壳48的上方设置有风机箱体，万向节22的自由端连接有第二输入轴

54，所述第二输入轴54的自由端穿入风机箱体51，风机抛送装置5  包括设置在绞龙壳48一

侧的抛送风机筒53，抛送风机筒53内设置有风机52，风机旋转轴55通过齿轮与第二输入轴

54连接。

[0066] 本实施例中，风机抛送装置5包括动力来源风机52，风机旋转轴55自由端穿过抛送

风机筒53并穿入风机箱体51内，万向节22的自由端连接有第二输入轴54，第二输入轴54的

自由端也在风机箱体51内，第二输入轴54与风机52 的自由端平行并通过齿轮连接，风机52

通过风机旋转轴55和万向节22来接收输入轴24的动力，风机52设置在抛送风机筒53内，抛

送风机筒53上设置有与第三开口461相同的筒壁开口。后绞龙轴43上的拨板将后绞龙壳48

内的秸秆物料拨到抛送风机筒53的筒中，同时由风机52提供抛送风力将秸秆物料向上抛起

并进入抛送风机筒53顶部处的集草车中。

[006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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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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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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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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