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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

(57)摘要

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属于环保

农业机械领域，是由主箱体、铰刀、双滚、移动挡

板、移动通道、成形斗和传送带组成的，所述的铰

刀和双滚均安装在主箱体的内部，且固定在主箱

体的外部，所述的移动挡板安装在主箱体的中部

偏下，所述的移动通道也安装在主箱体的中部偏

下，所述的成形斗安装在主箱体的底部，且固定

在主箱体的外部，所述的传送带连接主箱体和成

形斗。有益之处是：通过铰刀和双滚对秸秆两次

碾压和搅碎便于再次成形；通过过滤筛能将未能

滤过的秸秆碎片排出；通过移动挡板和移动通道

的交替进入实现秸秆碎片的交替落下和停滞；通

过斜刃实现移动通道对压紧板的掀开和放下，实

现对秸秆块的压紧和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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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是由主箱体、铰刀、双滚、移动挡板、移动通道、成

形斗和传送带组成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铰刀和双滚均安装在主箱体的内部，且固定在主

箱体的外部，所述的移动挡板安装在主箱体的中部偏下，所述的移动通道也安装在主箱体

的中部偏下，所述的成形斗安装在主箱体的底部，且固定在主箱体的外部，所述的传送带连

接主箱体和成形斗；所述的主箱体是由壳体、入仓口、第一电机架、第一电机、第一电机轴、

第一回转环、第一滑杆孔、挡板口、成形仓、铰刀安装孔、双滚安装孔、成形斗安装孔、第二电

机、第二电机轴、过滤筛出口、第三电机架、第三电机、第三电机轴、第三回转环、第三滑杆

孔、移动通道安装孔、过滤筛和上通道组成的，所述的壳体的上部固定着入仓口，所述的壳

体的左侧设有铰刀安装孔、双滚安装孔和成形斗安装孔，所述的壳体的前部和后部分别固

定着第一电机架和第三电机架，所述的第一电机架上固定着第一电机，所述的第一电机伸

出第一电机轴，所述的第一电机轴上固定着第一回转环，所述的第一回转环上设有第一滑

杆孔，所述的壳体的前侧下部设有成形仓，所述的壳体的左侧固定着第二电机，所述的第二

电机伸出第二电机轴，所述的壳体的后侧中部偏下设有过滤筛出口，所述的第三电机架上

固定着第三电机，所述的第三电机伸出第三电机轴，所述的第三电机轴上固定着第三回转

环，所述的第三回转环上设有第三滑杆孔，所述的壳体的后侧下部设有移动通道安装孔，所

述的壳体的内部中间位置固定着过滤筛，所述的过滤筛的下部固定着上通道；所述的铰刀

是由铰刀轴、第一外紧环、第一内紧环、刀片、第一大齿轮、第四电机、第四电机轴、第一小齿

轮、第四电机架和吸附贴组成的，所述的铰刀轴上嵌套着第一外紧环和第一内紧环，所述的

铰刀轴上固定着刀片，所述的铰刀轴的末端固定着第一大齿轮，所述的第四电机伸出第四

电机轴，所述的第四电机轴前端固定着第一小齿轮，所述的第四电机连接着第四电机架，所

述的第四电机架末端设有吸附贴；所述的双滚是由滚刀轴、第二外紧环、第二内紧环、滚刀、

第二小齿轮、滚孔轴、第三外紧环、第三外紧环、滚孔、第三小齿轮、第二大齿轮、第五电机

轴、第五电机和第五电机架组成的，所述的滚刀轴上嵌套着第二外紧环和第二内紧环，所述

的滚刀轴上固定着滚刀，所述的滚刀轴末端固定着第二小齿轮，所述的滚孔轴上嵌套着第

三外紧环和第三内紧环，所述的滚孔轴上固定着滚孔，所述的滚孔轴末端固定着第四小齿

轮，所述的第五电机架下固定着第五电机，所述的第五电机伸出第五电机轴，所述的第五电

机轴前固定着第二大齿轮，所述的第二大齿轮连接第二小齿轮和第三小齿轮；所述的移动

挡板是由挡板、第一铰链座、第一铰链轴和第一滑杆组成的，所述的挡板上部固定着第一铰

链座，所述的第一铰链轴之间设有第一铰链轴，所述的第一铰链轴上套着第一滑杆；所述的

移动通道是由平板、下通道、第三铰链座、第三铰链轴、第三滑杆和斜刃组成的，所述的平板

边缘固定着下通道，所述的平板上部固定着第三铰链座，所述的第三铰链座之间固定着第

三铰链轴，所述的第三铰链轴上套着第三滑杆，所述的下通道的前部外侧固定着斜刃；所述

的成形斗是由斗轴、压紧板环、压紧板、斗仓固定环、斗仓固定块和内凹仓组成的，压紧板通

过压紧板环平滑套在斗轴上，所述的斗仓固定刚性固定在斗轴上，所述的斗仓固定环前部

固定着斗仓固定块，所述的斗仓固定块边缘固定着内凹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其特征在于：铰刀轴套在铰刀

安装孔内，所述的滚刀轴和滚孔轴套在双滚安装孔，所述的第一外紧环和第二外紧环与壳

体外部接触，所述的第一内紧环、第二内紧环和第三内紧环与壳体内部接触。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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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在第一滑杆孔内，所述的第三滑杆套在第三滑杆孔内，所述的传送带连接第二电机轴和

斗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附贴粘

在壳体的外部，所述的第五电机架固定着壳体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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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具体地说通过对秸秆的碾压和搅碎

从而二次成形，属于环保农业机械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秸秆处理的环保问题虽然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可是秸秆的处理方法和

二次利用未能得到极好的发挥，为了克服这一问题，特别是小范围的、家用的二次利用秸

秆，一款环保型的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对于秸秆处理能有很好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是由主箱

体、铰刀、双滚、移动挡板、移动通道、成形斗和传送带组成的，所述的铰刀和双滚均安装在

主箱体的内部，且固定在主箱体的外部，所述的移动挡板安装在主箱体的中部偏下，所述的

移动通道也安装在主箱体的中部偏下，所述的成形斗安装在主箱体的底部，且固定在主箱

体的外部，所述的传送带连接主箱体和成形斗。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的主箱体是由壳体、入仓口、第一电机架、第一电机、第一电机轴、

第一回转环、第一滑杆孔、挡板口、成形仓、铰刀安装孔、双滚安装孔、成形斗安装孔、第二电

机、第二电机轴、过滤筛出口、第三电机架、第三电机、第三电机轴、第三回转环、第三滑杆

孔、移动通道安装孔、过滤筛和上通道组成的，所述的壳体的上部固定着入仓口，所述的壳

体的左侧设有铰刀安装孔、双滚安装孔和成形斗安装孔，所述的壳体的前部和后部分别固

定着第一电机架和第三电机架，所述的第一电机架上固定着第一电机，所述的第一电机伸

出第一电机轴，所述的第一电机轴上固定着第一回转环，所述的第一回转环上设有第一滑

杆孔，所述的壳体的前侧下部设有成形仓，所述的壳体的左侧固定着第二电机，所述的第二

电机伸出第二电机轴，所述的壳体的后侧中部偏下设有过滤筛出口，所述的第三电机架上

固定着第三电机，所述的第三电机伸出第三电机轴，所述的第三电机轴上固定着第三回转

环，所述的第三回转环上设有第三滑杆孔，所述的壳体的后侧下部设有移动通道安装孔，所

述的壳体的内部中间位置固定着过滤筛，所述的过滤筛的下部固定着上通道。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铰刀是由铰刀轴、第一外紧环、第一内紧环、刀片、第一大齿轮、

第四电机、第四电机轴、第一小齿轮、第四电机架和吸附贴组成的，所述的铰刀轴上嵌套着

第一外紧环和第一内紧环，所述的铰刀轴上固定着刀片，所述的铰刀轴的末端固定着第一

大齿轮，所述的第四电机伸出第四电机轴，所述的第四电机轴前端固定着第一小齿轮，所述

的第四电机连接着第四电机架，所述的第四电机架末端设有吸附贴。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双滚是由滚刀轴、第二外紧环、第二内紧环、滚刀、第二小齿轮、

滚孔轴、第三外紧环、第三外紧环、滚孔、第三小齿轮、第二大齿轮、第五电机轴、第五电机和

第五电机架组成的，所述的滚刀轴上嵌套着第二外紧环和第二内紧环，所述的滚刀轴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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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着滚刀，所述的滚刀轴末端固定着第二小齿轮，所述的滚孔轴上嵌套着第三外紧环和第

三内紧环，所述的滚孔轴上固定着滚孔，所述的滚孔轴末端固定着第四小齿轮，所述的第五

电机架下固定着第五电机，所述的第五电机伸出第五电机轴，所述的第五电机轴前固定着

第二大齿轮，所述的第二大齿轮连接第二小齿轮和第三小齿轮。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移动挡板是由挡板、第一铰链座、第一铰链轴和第一滑杆组成

的，所述的挡板上部固定着第一铰链座，所述的第一铰链轴之间设有第一铰链轴，所述的第

一铰链轴上套着第一滑杆。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移动通道是由平板、下通道、第三铰链座、第三铰链轴、第三滑杆

和斜刃组成的，所述的平板边缘固定着下通道，所述的平板上部固定着第三铰链座，所述的

第三铰链座之间固定着第三铰链轴，所述的第三铰链轴上套着第三滑杆，所述的下通道的

前部外侧固定着斜刃。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成形斗是由斗轴、压紧板环、压紧板、斗仓固定环、斗仓固定块和

内凹仓组成的，压紧板通过压紧板环平滑套在斗轴上，所述的斗仓固定刚性固定在斗轴上，

所述的斗仓固定环前部固定着斗仓固定块，所述的斗仓固定块边缘固定着内凹仓。

[0011] 进一步地，铰刀轴套在铰刀安装孔内，所述的滚刀轴和滚孔轴套在双滚安装孔，所

述的第一外紧环和第二外紧环与壳体外部接触，所述的第一内紧环、第二内紧环和第三内

紧环与壳体内部接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一滑杆套在第一滑杆孔内，所述的第三滑杆套在第三滑杆孔

内，所述的传送带连接第二电机轴和斗轴。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吸附贴粘在壳体的外部，所述的第五电机架固定着壳体的外部。

[0014]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是：

[0015] 通过铰刀和双滚对秸秆两次碾压和搅碎便于再次成形；

[0016] 通过过滤筛能将未能滤过的秸秆碎片排出；

[0017] 通过移动挡板和移动通道的交替进入实现秸秆碎片的交替落下和停滞；

[0018] 通过斜刃实现移动通道对压紧板的掀开和放下，实现对秸秆块的压紧和成形。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轴侧图；

[0020] 附图2为本发明的整体后侧视图；

[0021] 附图3为本发明的爆炸视图；

[0022] 附图4为本发明的主箱体的等轴测图；

[0023] 附图5为本发明的主箱体后斜视图；

[0024] 附图6为本发明的主箱体的俯视图；

[0025] 附图7为本发明的主箱体的仰视图；

[0026] 附图8为本发明的铰刀的等轴测图；

[0027] 附图9为本发明的双滚的斜上30°轴测图；

[0028] 附图10为本发明的移动挡板的轴测图；

[0029] 附图11为本发明的移动通道的轴测图；

[0030] 附图12为本发明的移动通道的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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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附图13为本发明的成形斗的轴测图。

[0032] 图中，1、主箱体；2、铰刀；3、双滚；4、移动挡板；5、移动通道；6、成形斗；7、传送带；

101、壳体；102、入仓口；103、第一电机架；104、第一电机；105、第一电机轴；106、第一回转

环；107、第一滑杆孔；108、挡板口；109、成形仓；110、铰刀安装孔；111、双滚安装孔；112、成

形斗安装孔；113、第二电机；114、第二电机轴；115、过滤筛出口；116、第三电机架；117、第三

电机；118、第三电机轴；119、第三回转环；120、第三滑杆孔；121、移动通道安装孔；122、过滤

筛；123、上通道；201、铰刀轴；202、第一外紧环；203、第一内紧环；204、刀片；205、第一大齿

轮；206、第四电机；207、第四电机轴；208、第一小齿轮；209、第四电机架；210、吸附贴；301、

滚刀轴；302、第二外紧环；303、第二内紧环；304、滚刀；305、第二小齿轮；306、滚孔轴；307、

第三外紧环；308、第三外紧环；309、滚孔；310、第三小齿轮；311、第二大齿轮；312、第五电机

轴；313、第五电机；314、第五电机架；401、挡板；402、第一铰链座；403、第一铰链轴；404、第

一滑杆；501、平板；502、下通道；503、第三铰链座；504、第三铰链轴；505、第三滑杆；506、斜

刃；601、斗轴；602、压紧板环；603、压紧板；604、斗仓固定环；605、斗仓固定块；606、内凹仓。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一种环保型秸秆粉碎二次成形机，是由主箱体1、铰刀2、双滚3、移动挡板4、移动通

道5、成形斗6和传送带7组成的，所述的铰刀2和双滚3均安装在主箱体1的内部，且固定在主

箱体1的外部，所述的移动挡板4安装在主箱体1的中部偏下，所述的移动通道5也安装在主

箱体1的中部偏下，所述的成形斗6安装在主箱体1的底部，且固定在主箱体1的外部，所述的

传送带7连接主箱体1和成形斗6。

[0034] 进一步地，所述的主箱体1是由壳体101、入仓口102、第一电机架103、第一电机

104、第一电机轴105、第一回转环106、第一滑杆孔107、挡板口108、成形仓109、铰刀安装孔

110、双滚安装孔111、成形斗安装孔112、第二电机113、第二电机轴114、过滤筛出口115、第

三电机架116、第三电机117、第三电机轴118、第三回转环119、第三滑杆孔120、移动通道安

装孔121、过滤筛122和上通道123组成的，所述的壳体101的上部固定着入仓口102，所述的

壳体101的左侧设有铰刀安装孔110、双滚安装孔111和成形斗安装孔112，所述的壳体101的

前部和后部分别固定着第一电机架103和第三电机架116，所述的第一电机架103上固定着

第一电机104，所述的第一电机104伸出第一电机轴105，所述的第一电机轴105上固定着第

一回转环106，所述的第一回转环106上设有第一滑杆孔107，所述的壳体101的前侧下部设

有成形仓109，所述的壳体101的左侧固定着第二电机113，所述的第二电机113伸出第二电

机轴114，所述的壳体101的后侧中部偏下设有过滤筛出口115，所述的第三电机架116上固

定着第三电机117，所述的第三电机117伸出第三电机轴118，所述的第三电机轴118上固定

着第三回转环119，所述的第三回转环119上设有第三滑杆孔120，所述的壳体101的后侧下

部设有移动通道安装孔121，所述的壳体101的内部中间位置固定着过滤筛122，所述的过滤

筛122的下部固定着上通道123。

[0035] 进一步地，所述的铰刀2是由铰刀轴201、第一外紧环202、第一内紧环203、刀片

204、第一大齿轮205、第四电机206、第四电机轴207、第一小齿轮208、第四电机架209和吸附

贴210组成的，所述的铰刀轴201上嵌套着第一外紧环202和第一内紧环203，所述的铰刀轴

201上固定着刀片204，所述的铰刀轴201的末端固定着第一大齿轮205，所述的第四电机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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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第四电机轴207，所述的第四电机轴207前端固定着第一小齿轮208，所述的第四电机

207连接着第四电机架209，所述的第四电机架209末端设有吸附贴210。

[0036] 进一步地，所述的双滚3是由滚刀轴301、第二外紧环302、第二内紧环303、滚刀

304、第二小齿轮305、滚孔轴306、第三外紧环307、第三外紧环308、滚孔309、第三小齿轮

310、第二大齿轮311、第五电机轴312、第五电机313和第五电机架314组成的，所述的滚刀轴

301上嵌套着第二外紧302环和第二内紧环303，所述的滚刀轴301上固定着滚刀304，所述的

滚刀轴301末端固定着第二小齿轮305，所述的滚孔轴306上嵌套着第三外紧环307和第三内

紧环308，所述的滚孔轴306上固定着滚孔309，所述的滚孔轴306末端固定着第四小齿轮

310，所述的第五电机架314下固定着第五电机313，所述的第五电机313伸出第五电机轴

314，所述的第五电机轴314前固定着第二大齿轮311，所述的第二大齿轮311连接第二小齿

轮305和第三小齿轮310。

[0037] 进一步地，所述的移动挡板4是由挡板401、第一铰链座402、第一铰链轴403和第一

滑杆404组成的，所述的挡板401上部固定着第一铰链座402，所述的第一铰链轴402之间设

有第一铰链轴403，所述的第一铰链轴403上套着第一滑杆404。

[0038] 进一步地，所述的移动通道5是由平板501、下通道502、第三铰链座503、第三铰链

轴504、第三滑杆505和斜刃506组成的，所述的平板501边缘固定着下通道502，所述的平板

501上部固定着第三铰链座503，所述的第三铰链座503之间固定着第三铰链轴504，所述的

第三铰链轴504上套着第三滑杆505，所述的下通道502的前部外侧固定着斜刃506。

[0039] 进一步地，所述的成形斗6是由斗轴601、压紧板环602、压紧板603、斗仓固定环

604、斗仓固定块605和内凹仓606组成的，压紧板603通过压紧板环602平滑套在斗轴601上，

所述的斗仓固定环604刚性固定在斗轴601上，所述的斗仓固定环604前部固定着斗仓固定

块605，所述的斗仓固定块605边缘固定着内凹仓606。

[0040] 进一步地，铰刀轴201套在铰刀安装孔110内，所述的滚刀轴301和滚孔轴306套在

双滚安装孔111，所述的第一外紧环202和第二外紧环302与壳体101外部接触，所述的第一

内紧环203、第二内紧环303和第三内紧环304与壳体101内部接触。

[0041]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一滑杆404套在第一滑杆孔107内，所述的第三滑杆505套在第

三滑杆孔120内，所述的传送带7连接第二电机轴114和斗轴601。

[0042] 进一步地，所述的吸附贴210粘在壳体101的外部，所述的第五电机架314固定着壳

体101的外部。

[0043] 本装置在使用时，可将收割后的秸秆通过入仓口102进入主箱体1，主箱体1内铰刀

2将秸秆一次切割铰断，随后落到双滚3，双滚3对秸秆进行二次碾碎，此时，颗粒物较大的的

秸秆大碎片通过过滤筛出口115排出，颗粒物较小的秸秆小碎片通过过滤筛122落入上通道

123等待二次成形，移动挡板4退出、移动通道6进入即可是秸秆碎片顺着下通道502落入内

凹仓606，移动挡板4进入、移动通道6退出，压紧板603落下压紧秸秆从而二次成形，第二电

机113旋转使二次成形的秸秆块落下收集。

[0044]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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