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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微

杂薯自动粉碎装置，包括安装架、喂入装置、粉碎

装置和浮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安装架包括

框架、支撑轴、固定臂Ⅰ、固定臂Ⅱ、浮动臂Ⅰ和浮

动臂Ⅱ，粉碎装置包括驱动轴、挤压轮、粉碎刀和

驱动马达，且2件挤压轮位于同一平面内，多把呈

“J”形的粉碎刀安装在挤压轮的轮毂上，浮动检

测装置包括固定挂板、安装板、调整螺杆、摆动挂

板、拉簧、液压缸和线性位移传感器，液压缸的缸

杆端部铰接固定在浮动臂Ⅱ的圆孔与U形槽之

间，线性位移传感器的壳体端部与液压缸的缸体

端部固定连接，线性位移传感器的伸缩杆端部铰

接在浮动臂Ⅱ上。本发明可对微杂薯自动粉碎，

且避障顺畅、粉碎高效，工作可靠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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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微杂薯自动粉碎装置，包括安装架、喂入装置、粉碎装置

和浮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安装架包括框架（1）、支撑轴（2）、固定臂Ⅰ（3）、固定臂Ⅱ（4）、

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呈平面矩形框架结构、水平布置的框架（1）的长边框一端设有1

件支撑轴（2），且支撑轴（2）的轴线垂直于框架（1）的长边框，呈矩形板形状的固定臂Ⅰ（3）一

端设有圆孔，呈矩形板形状、长度小于固定臂Ⅰ（3）的固定臂Ⅱ（4）的一端设有U形槽，且U形

槽的开口朝着远离固定臂Ⅱ（4）的另一端的方向，固定臂Ⅰ（3）未设置圆孔的一端和固定臂

Ⅱ（4）未设置U形槽的一端分别固定在框架（1）的长边框远离支撑轴（2）的一端，固定臂Ⅰ（3）

和固定臂Ⅱ（4）的另一端均朝着垂直于框架（1）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同一方向伸出，固定臂Ⅰ

（3）的圆孔轴线与固定臂Ⅱ（4）的U形槽中心同轴、且固定臂Ⅰ（3）的圆孔轴线与支撑轴（2）的

轴线平行，呈矩形板形状的浮动臂Ⅰ（5）两端设有轴线同轴的圆孔，呈矩形板形状、长度小于

浮动臂Ⅰ（5）的浮动臂Ⅱ（6）的一端设有圆孔，另一端设有U形槽，且U形槽的开口朝着远离浮

动臂Ⅱ（6）的另一端圆孔的方向，浮动臂Ⅰ（5）通过一端的圆孔铰接在支撑轴（2）的一端，且

位于靠近固定臂Ⅰ（3）的一侧，浮动臂Ⅱ（6）通过端部的圆孔铰接在支撑轴（2）远离浮动臂Ⅰ

（5）的另一端，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的另一端均朝着与固定臂Ⅰ（3）和固定臂Ⅱ（4）伸

出方向相同的方向伸出，且浮动臂Ⅰ（5）远离框架（1）一端的圆孔轴线与浮动臂Ⅱ（6）的U形

槽中心同轴，喂入装置包括料斗（7）、喂入架（8）和喂入带（9），呈“正4棱柱”空心、箱形结构

的料斗（7）除去与4条棱线垂直的2个相互平行的箱壁后，构成4面箱体、相互平行的2面开口

的形状，料斗（7）的棱线长度小于框架（1）的长边框长度、且料斗（7）的宽度等于框架（1）的

短边框长度，其中1面开口处、位于开口的长度两端沿着远离料斗（7）的方向各伸出1件导流

板（10），2件导流板（10）远离料斗（7）的末端之间的距离小于料斗（7）的棱线长度，且2件导

流板（10）与料斗（7）的棱线之间的夹角相等，料斗（7）通过靠近导流板（10）一侧的2条棱线

安装在框架（1）的远离固定臂Ⅰ（3）的一侧，料斗（7）棱线与框架（1）的长边框平行，且料斗

（7）的2件导流板（10）穿过框架（1）的矩形孔后、朝着框架（1）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另一侧、即

固定有固定臂Ⅰ（3）的方向伸出，挂有喂入带（9）的喂入架（8）末端位于料斗（7）上方，喂入带

（9）运行方向平行于框架（1）的矩形框架平面、且垂直于框架（1）的长边框，粉碎装置包括驱

动轴（11）、挤压轮（12）、粉碎刀（13）和驱动马达（14），中部装有呈圆柱体形状的挤压轮（12）

的1件驱动轴（11）两端分别支撑在固定臂Ⅰ（3）的圆孔内和固定臂Ⅱ（4）的U形槽内，中部装

有挤压轮（12）的另1件驱动轴（11）两端分别支撑在浮动臂Ⅰ（5）的圆孔内和浮动臂Ⅱ（6）的U

形槽内，且2件挤压轮（12）位于同一平面内，多把呈“J”形的粉碎刀（13）安装在挤压轮（12）

的轮毂上，且粉碎刀（13）远离安装端的“J”形末端的刀片位于靠近挤压轮（12）的轮缘处、且

粉碎刀（13）的“J”形末端的刀片方向与挤压轮（12）的轴线方向相平行，1件驱动轴（11）穿过

固定臂Ⅰ（3）后的伸出端通过联轴器（15）与安装在固定臂Ⅰ（3）上的驱动马达（14）的输出轴

连接，另1件驱动轴（11）穿过浮动臂Ⅰ（5）后的伸出端通过联轴器（15）与安装在浮动臂Ⅰ（5）

上的驱动马达（14）的输出轴连接，浮动检测装置包括固定挂板（16）、安装板（17）、调整螺杆

（18）、摆动挂板（19）、拉簧（20）、液压缸（21）和线性位移传感器（22），呈矩形板状的1件固定

挂板（16）安装在固定臂Ⅰ（3）远离框架（1）的端部靠近浮动臂Ⅰ（5）的一侧，另1件固定挂板

（16）安装在固定臂Ⅱ（4）远离框架（1）的端部靠近浮动臂Ⅱ（6）的一侧，且2件固定挂板（16）

的板面靠近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的一侧边缘均设有多个圆孔，1件呈“L”形状的安装

板（17）的1侧“L”形底边板面固定在浮动臂Ⅰ（5）远离固定臂Ⅰ（3）的一侧，另1件呈“L”形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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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板（17）的1侧“L”形底边板面固定在浮动臂Ⅱ（6）远离固定臂Ⅱ（4）的一侧，2件安装板

（17）的另1侧“L”形底边板面分别垂直于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的板面、且与浮动臂Ⅰ

（5）和浮动臂Ⅱ（6）的长度方向平行，安装板（17）的平行于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长度

方向板面边缘设有轴线平行于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的板面的圆孔，调整螺杆（18）的

一端设有挂耳，2件调整螺杆（18）远离挂耳的一端分别拧上1件螺母后穿过2件安装板（17）

的平行于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长度方向板面边缘的圆孔后再分别拧上1件螺母，且调

整螺杆（18）设有挂耳的一端分别朝着固定臂Ⅰ（3）和固定臂Ⅱ（4）的方向，呈三角形板状的

摆动挂板（19）的1个顶角处设有圆孔，设有圆孔的顶角对边沿着边线设有与固定挂板（16）

的边缘数量相等的圆孔，2件摆动挂板（19）通过各自顶角处设置的圆孔分别铰接在2件调整

螺杆（18）的挂耳上，与固定挂板（16）边缘处的圆孔数量相等的拉簧（20）的一端分别挂接在

固定挂板（16）边缘处的圆孔内，拉簧（20）的另一端分别挂接在摆动挂板（19）铰接于调整螺

杆（18）挂耳的圆孔的顶角对边边线处的圆孔内，液压缸（21）的缸体端部铰接在框架（1）的

长边框外侧靠近固定臂Ⅱ（4）处，液压缸（21）的缸杆端部铰接固定在浮动臂Ⅱ（6）的圆孔与

U形槽之间、且靠近U形槽处，线性位移传感器（22）的壳体端部与液压缸（21）的缸体端部固

定连接，线性位移传感器（22）的伸缩杆端部铰接在浮动臂Ⅱ（6）上、且靠近液压缸（21）的缸

杆在浮动臂Ⅱ（6）上的铰接处，呈等腰三角形平板形状的挡板（23）的2条“腰”边均朝着三角

形内切去一部分，构成2段内凹的圆弧形状、且2段圆弧的半径均等于挤压轮（12）的半径，2

件挡板（23）通过直线边分别安装在框架（1）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固定有固定臂Ⅰ（3）的一侧，

挡板（23）板面垂直于框架（1）的矩形框架平面、且挡板（23）位于2件挤压轮（1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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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微杂薯自动粉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微杂薯自动粉碎装置，主要用于智能化马

铃薯联合收获机的微杂薯的粉碎。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实施，智能化和多功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逐渐成为

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关键装备。调研发现，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作业过程中，一般采用杆

条式分离筛完成薯土分离，采用清土除杂装置剔除秧蔓和干硬土块等杂质，然而三轴尺寸

较小的马铃薯可以透筛跌落至地表或掩埋于土壤。同时，分离和清土除杂的过程中，残留于

田间的还有透筛或剔除的青头薯、病薯、烂薯和畸形薯等。倘若对这些微杂薯收获入库作为

淀粉薯加工，则淀粉含量较少，淀粉提取加工成本远远大于其商业价值，甚至部分微杂薯食

用对人体健康不利。更重要的是，尺寸较小的微杂薯跌落至收获地表后掩埋于土壤中，在温

度适宜和水分充足的条件下往往会来年萌发生长，对马铃薯的种植环境影响较大。一方面，

微杂薯一定程度改变机械化精量播种的初衷，即改变马铃薯种植农艺要求的种植密度，和

正常播种马铃薯争水争肥，很大程度上影响马铃薯机械化田间管理规范化，尤其在对前后

两年种植品种改变的情况下，还容易造成马铃薯品种交叉混合，不利于优选良种和推进标

准化种植；另一方面，即使次年改种其他作物，微杂薯的萌发生长也会对所种植作物产生负

面影响。由于种植区域差异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即使分布于田间的微杂薯不发芽生长，也会

因腐烂分解不及时而滋生土传病害和虫害等。

[0003] 对于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分离筛透筛的微杂薯，若能根据运用能实现方便调

整、遇到石块具有浮动保护作用和对微杂薯挤压与切割粉碎还田的微杂薯自动粉碎装置，

避免微杂薯次年发芽生长而影响田间种植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微杂薯对正常精量播种

马铃薯生长的负面影响，确保马铃薯在机械化播种后能够按照设定的种植农艺参数生长，

充分发挥机械化精量播种的增产稳产的优势，以达到既能高效粉碎微杂薯，又能有效避免

部分石块的喂入而影响粉碎装置可靠性，且调整准确、可靠，确保粉碎效果。

[0004] 综上所述，如何高效粉碎微杂薯是实现马铃薯机械化精量播种和收获入库节本增

效的关键。综观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械现状，急需一种配备微杂薯自动粉碎装置，满足农

机农艺融合实际需求，能够实现微杂薯粉碎的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实现微杂薯自动粉碎作业，且可实现精准调整、工

作稳定可靠，适用范围广的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微杂薯自动粉碎装置。

[0006] 其技术方案为：包括安装架、喂入装置、粉碎装置和浮动检测装置，安装架包括框

架、支撑轴、固定臂Ⅰ、固定臂Ⅱ、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呈平面矩形框架结构、水平布置的框

架的长边框一端设有1件支撑轴，且支撑轴的轴线垂直于框架的长边框，呈矩形板形状的固

定臂Ⅰ一端设有圆孔，呈矩形板形状、长度小于固定臂Ⅰ的固定臂Ⅱ的一端设有U形槽，且U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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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的开口朝着远离固定臂Ⅱ的另一端的方向，固定臂Ⅰ未设置圆孔的一端和固定臂Ⅱ未设

置U形槽的一端分别固定在框架的长边框远离支撑轴的一端，固定臂Ⅰ和固定臂Ⅱ的另一端

均朝着垂直于框架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同一方向伸出，固定臂Ⅰ的圆孔轴线与固定臂Ⅱ的U形

槽中心同轴、且固定臂Ⅰ的圆孔轴线与支撑轴的轴线平行，呈矩形板形状的浮动臂Ⅰ两端设

有轴线同轴的圆孔，呈矩形板形状、长度小于浮动臂Ⅰ的浮动臂Ⅱ的一端设有圆孔，另一端

设有U形槽，且U形槽的开口朝着远离浮动臂Ⅱ的另一端圆孔的方向，浮动臂Ⅰ通过一端的圆

孔铰接在支撑轴的一端，且位于靠近固定臂Ⅰ的一侧，浮动臂Ⅱ通过端部的圆孔铰接在支撑

轴远离浮动臂Ⅰ的另一端，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的另一端均朝着与固定臂Ⅰ和固定臂Ⅱ伸出

方向相同的方向伸出，且浮动臂Ⅰ远离框架一端的圆孔轴线与浮动臂Ⅱ的U形槽中心同轴，

喂入装置包括料斗、喂入架和喂入带，呈“正4棱柱”空心、箱形结构的料斗除去与4条棱线垂

直的2个相互平行的箱壁后，构成4面箱体、相互平行的2面开口的形状，料斗的棱线长度小

于框架的长边框长度、且料斗的宽度等于框架的短边框长度，其中1面开口处、位于开口的

长度两端沿着远离料斗的方向各伸出1件导流板，2件导流板远离料斗的末端之间的距离小

于料斗的棱线长度，且2件导流板与料斗的棱线之间的夹角相等，料斗通过靠近导流板一侧

的2条棱线安装在框架的远离固定臂Ⅰ的一侧，料斗棱线与框架的长边框平行，且料斗的2件

导流板穿过框架的矩形孔后、朝着框架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另一侧、即固定有固定臂Ⅰ的方向

伸出，挂有喂入带的喂入架末端位于料斗上方，喂入带运行方向平行于框架的矩形框架平

面、且垂直于框架的长边框，粉碎装置包括驱动轴、挤压轮、粉碎刀和驱动马达，中部装有呈

圆柱体形状的挤压轮的1件驱动轴两端分别支撑在固定臂Ⅰ的圆孔内和固定臂Ⅱ的U形槽

内，中部装有挤压轮的另1件驱动轴两端分别支撑在浮动臂Ⅰ的圆孔内和浮动臂Ⅱ的U形槽

内，且2件挤压轮位于同一平面内，多把呈“J”形的粉碎刀安装在挤压轮的轮毂上，且粉碎刀

远离安装端的“J”形末端的刀片位于靠近挤压轮的轮缘处、且粉碎刀的“J”形末端的刀片方

向与挤压轮的轴线方向相平行，1件驱动轴穿过固定臂Ⅰ后的伸出端通过联轴器与安装在固

定臂Ⅰ上的驱动马达的输出轴连接，另1件驱动轴穿过浮动臂Ⅰ后的伸出端通过联轴器与安

装在浮动臂Ⅰ上的驱动马达的输出轴连接，浮动检测装置包括固定挂板、安装板、调整螺杆、

摆动挂板、拉簧、液压缸和线性位移传感器，呈矩形板状的1件固定挂板安装在固定臂Ⅰ远离

框架的端部靠近浮动臂Ⅰ的一侧，另1件固定挂板安装在固定臂Ⅱ远离框架的端部靠近浮动

臂Ⅱ的一侧，且2件固定挂板的板面靠近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的一侧边缘均设有多个圆孔，1

件呈“L”形状的安装板的1侧“L”形底边板面固定在浮动臂Ⅰ远离固定臂Ⅰ的一侧，另1件呈

“L”形状的安装板的1侧“L”形底边板面固定在浮动臂Ⅱ远离固定臂Ⅱ的一侧，2件安装板的

另1侧“L”形底边板面分别垂直于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的板面、且与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的长

度方向平行，安装板的平行于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长度方向板面边缘设有轴线平行于浮动

臂Ⅰ和浮动臂Ⅱ的板面的圆孔，调整螺杆的一端设有挂耳，2件调整螺杆远离挂耳的一端分

别拧上1件螺母后穿过2件安装板的平行于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长度方向板面边缘的圆孔后

再分别拧上1件螺母，且调整螺杆设有挂耳的一端分别朝着固定臂Ⅰ和固定臂Ⅱ的方向，呈

三角形板状的摆动挂板的1个顶角处设有圆孔，设有圆孔的顶角对边沿着边线设有与固定

挂板的边缘数量相等的圆孔，2件摆动挂板通过各自顶角处设置的圆孔分别铰接在2件调整

螺杆的挂耳上，与固定挂板边缘处的圆孔数量相等的拉簧的一端分别挂接在固定挂板边缘

处的圆孔内，拉簧的另一端分别挂接在摆动挂板铰接于调整螺杆挂耳的圆孔的顶角对边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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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处的圆孔内，液压缸的缸体端部铰接在框架的长边框外侧靠近固定臂Ⅱ处，液压缸的缸

杆端部铰接固定在浮动臂Ⅱ的圆孔与U形槽之间、且靠近U形槽处，线性位移传感器的壳体

端部与液压缸的缸体端部固定连接，线性位移传感器的伸缩杆端部铰接在浮动臂Ⅱ上、且

靠近液压缸的缸杆在浮动臂Ⅱ上的铰接处，呈等腰三角形平板形状的挡板的2条“腰”边均

朝着三角形内切去一部分，构成2段内凹的圆弧形状、且2段圆弧的半径均等于挤压轮的半

径，2件挡板通过直线边分别安装在框架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固定有固定臂Ⅰ的一侧，挡板板

面垂直于框架的矩形框架平面、且挡板位于2件挤压轮之间。

[0007] 本发明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安装架的呈平面矩形框架结构、水平布置的框架的长

边框一端设有1件支撑轴，且支撑轴的轴线垂直于框架的长边框，呈矩形板形状的固定臂Ⅰ

一端设有圆孔，呈矩形板形状、长度小于固定臂Ⅰ的固定臂Ⅱ的一端设有U形槽，且U形槽的

开口朝着远离固定臂Ⅱ的另一端的方向，固定臂Ⅰ未设置圆孔的一端和固定臂Ⅱ未设置U形

槽的一端分别固定在框架的长边框远离支撑轴的一端，固定臂Ⅰ和固定臂Ⅱ的另一端均朝

着垂直于框架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同一方向伸出，固定臂Ⅰ的圆孔轴线与固定臂Ⅱ的U形槽中

心同轴、且固定臂Ⅰ的圆孔轴线与支撑轴的轴线平行，呈矩形板形状的浮动臂Ⅰ两端设有轴

线同轴的圆孔，呈矩形板形状、长度小于浮动臂Ⅰ的浮动臂Ⅱ的一端设有圆孔，另一端设有U

形槽，且U形槽的开口朝着远离浮动臂Ⅱ的另一端圆孔的方向，浮动臂Ⅰ通过一端的圆孔铰

接在支撑轴的一端，且位于靠近固定臂Ⅰ的一侧，浮动臂Ⅱ通过端部的圆孔铰接在支撑轴远

离浮动臂Ⅰ的另一端，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的另一端均朝着与固定臂Ⅰ和固定臂Ⅱ伸出方向

相同的方向伸出，且浮动臂Ⅰ远离框架一端的圆孔轴线与浮动臂Ⅱ的U形槽中心同轴，喂入

装置的呈“正4棱柱”空心、箱形结构的料斗除去与4条棱线垂直的2个相互平行的箱壁后，构

成4面箱体、相互平行的2面开口的形状，料斗的棱线长度小于框架的长边框长度、且料斗的

宽度等于框架的短边框长度，其中1面开口处、位于开口的长度两端沿着远离料斗的方向各

伸出1件导流板，2件导流板远离料斗的末端之间的距离小于料斗的棱线长度，且2件导流板

与料斗的棱线之间的夹角相等，料斗通过靠近导流板一侧的2条棱线安装在框架的远离固

定臂Ⅰ的一侧，料斗棱线与框架的长边框平行，且料斗的2件导流板穿过框架的矩形孔后、朝

着框架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另一侧、即固定有固定臂Ⅰ的方向伸出，挂有喂入带的喂入架末端

位于料斗上方，喂入带运行方向平行于框架的矩形框架平面、且垂直于框架的长边框，粉碎

装置的中部装有呈圆柱体形状的挤压轮的1件驱动轴两端分别支撑在固定臂Ⅰ的圆孔内和

固定臂Ⅱ的U形槽内，中部装有挤压轮的另1件驱动轴两端分别支撑在浮动臂Ⅰ的圆孔内和

浮动臂Ⅱ的U形槽内，且2件挤压轮位于同一平面内，3把呈“J”形的粉碎刀安装在挤压轮的

轮毂上，且粉碎刀远离安装端的“J”形末端的刀片位于靠近挤压轮的轮缘处、且粉碎刀的

“J”形末端的刀片方向与挤压轮的轴线方向相平行，1件驱动轴穿过固定臂Ⅰ后的伸出端通

过联轴器与安装在固定臂Ⅰ上的驱动马达的输出轴连接，另1件驱动轴穿过浮动臂Ⅰ后的伸

出端通过联轴器与安装在浮动臂Ⅰ上的驱动马达的输出轴连接，2件驱动马达的回转方向相

反，且2件挤压轮接触处的母线均朝着远离框架的的方向转动，2件驱动马达的转速不相等。

浮动检测装置的呈矩形板状的1件固定挂板安装在固定臂Ⅰ远离框架的端部靠近浮动臂Ⅰ的

一侧，另1件固定挂板安装在固定臂Ⅱ远离框架的端部靠近浮动臂Ⅱ的一侧，且2件固定挂

板的板面靠近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的一侧边缘均设有3个圆孔，1件呈“L”形状的安装板的1

侧“L”形底边板面固定在浮动臂Ⅰ远离固定臂Ⅰ的一侧，另1件呈“L”形状的安装板的1侧“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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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底边板面固定在浮动臂Ⅱ远离固定臂Ⅱ的一侧，2件安装板的另1侧“L”形底边板面分别

垂直于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的板面、且与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的长度方向平行，安装板的平

行于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长度方向板面边缘设有轴线平行于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的板面的

圆孔，调整螺杆的一端设有挂耳，2件调整螺杆远离挂耳的一端分别拧上1件螺母后穿过2件

安装板的平行于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长度方向板面边缘的圆孔后再分别拧上1件螺母，且调

整螺杆设有挂耳的一端分别朝着固定臂Ⅰ和固定臂Ⅱ的方向，呈三角形板状的摆动挂板的1

个顶角处设有圆孔，设有圆孔的顶角对边沿着边线设有3个圆孔，2件摆动挂板通过各自顶

角处设置的圆孔分别铰接在2件调整螺杆的挂耳上，3根拉簧的一端分别挂接在固定挂板边

缘处的圆孔内，拉簧的另一端分别挂接在摆动挂板铰接于调整螺杆挂耳的圆孔的顶角对边

边线处的圆孔内，液压缸的缸体端部铰接在框架的长边框外侧靠近固定臂Ⅱ处，液压缸的

缸杆端部铰接固定在浮动臂Ⅱ的圆孔与U形槽之间、且靠近U形槽处，线性位移传感器的壳

体端部与液压缸的缸体端部固定连接，线性位移传感器的伸缩杆端部铰接在浮动臂Ⅱ上、

且靠近液压缸的缸杆在浮动臂Ⅱ上的铰接处，呈等腰三角形平板形状的挡板的2条“腰”边

均朝着三角形内切去一部分，构成2段内凹的圆弧形状、且2段圆弧的半径均等于挤压轮的

半径，2件挡板通过直线边分别安装在框架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固定有固定臂Ⅰ的一侧，挡板

板面垂直于框架的矩形框架平面、且挡板位于2件挤压轮之间。

[0008] 其工作原理为：喂入装置的喂入架和安装架的框架固定在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

的机架上，2个挤压轮的下母线距离收获地表200-300mm。在联合收获过程中，透筛于杆条式

分离筛或机械及人工剔除的青头薯、病薯、烂薯和畸形薯等微杂薯分布于喂入带上，在喂入

带的运行带动作用下，微杂薯进入料斗中，在微杂薯自身重力和导流板的导流作用下进入2

个挤压轮之间。粉碎装置工作过程中，2件驱动马达的回转方向相反，且2件挤压轮接触处的

母线均朝着远离框架的的方向转动，2件驱动马达的输出轴转速不相等。通过设定2个驱动

马达的输出轴转向相反，确保2个挤压轮的旋转方向相反，均朝着料斗的中间方向旋转迫使

微杂薯受压破裂；通过设定2个驱动马达的输出轴转速不同，且支撑在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

上的挤压轮的转速大于支撑在固定臂Ⅰ和固定臂Ⅱ上的挤压轮的转速，以实现2个挤压轮的

差速运转，即利用挤压轮的转速差产生的揉搓作用迫使微杂薯分成多块；由于安装在挤压

轮的轮毂上的粉碎刀的转向与挤压轮的转向相同，在粉碎刀的“J”形末端的刀片转动作用

下产生的切割作用力迫使微杂薯实现精细粉碎，粉碎后的微杂薯碎片跌落至地表。因此，微

杂薯在2件挤压轮所产生的挤压、揉搓和切割共同作用下达到粉碎效果。

[0009] 在收获作业过程中，当遇到透筛于杆条式分离筛的部分石块经喂入带进入2个挤

压轮之间时，在坚硬石块的支撑力作用下，2个挤压轮之间的距离增大，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

朝向背离固定臂Ⅰ和固定臂Ⅱ一侧向上抬起，挂接在固定挂板和摆动挂板上的多根拉簧拉

伸变长，在液压控制系统作用下液压缸的缸杆伸长，线性位移传感器的伸缩杆同步拉长，石

块跌落至地表。粉碎装置工作过程中，浮动检测装置的线性位移传感器实时采集位移信号，

当采集位移信号大于常规透筛石块的三轴尺寸且位移信号恒定时，液压缸的缸杆缩短，线

性位移传感器的伸缩杆同步缩短，浮动臂Ⅰ和浮动臂Ⅱ朝向靠近固定臂Ⅰ和固定臂Ⅱ一侧向

下转动，挂接在固定挂板和摆动挂板上的多根拉簧压缩变短，继续正常的微杂薯粉碎过程。

同时，可根据马铃薯联合收获实际工况的不同，通过调节调整螺杆来改变摆动挂板的位置，

可对挂接在固定挂板和摆动挂板上的多根拉簧的张紧程度进行调节，以增加粉碎装置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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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

[001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由于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微杂薯自动粉碎装置采用

“挤压-揉搓-切割”相结合的微杂薯粉碎方法，即2个挤压轮的挤压和揉搓作用以及粉碎刀

的“J”形末端的刀片转动作用产生的切割力共同作用，迫使微杂薯实现精细粉碎。将粉碎装

置设计成弹性浮动的结构形式，可有效避免遇到石块进入2个挤压轮之间而影响装置的工

作可靠性。线性位移传感器的感应端可实时检测2个挤压轮之间的间距，以合理避免石块影

响装置的工作可靠性，达到避障顺畅和粉碎高效之目的。该装置可对微杂薯进行粉碎，精准

调控2个挤压轮之间的间距，提升了智能马铃薯联合收获机的多功能性，避免石块的喂入而

影响破碎装置可靠性，改善微杂薯对正常精量播种条件下马铃薯生长的负面影响。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轴测图；

图2是图1所示实施例隐去拉簧后另一方向的轴测图；

图3是图1所示实施例料斗的轴测图；

图4是图1所示实施例粉碎刀的轴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1、框架   2、支撑轴　3、固定臂Ⅰ　4、固定臂Ⅱ  5、浮动臂Ⅰ　6、浮动臂Ⅱ   7、料

斗   8、喂入架   9、喂入带   10、导流板  11、驱动轴   12、挤压轮  13、粉碎刀  14、驱动马

达  15、联轴器  16、固定挂板　17、安装板　18、调整螺杆  19、摆动挂板　20、拉簧　21、

液压缸　22、线性位移传感器　23、挡板。

[0013] 在图1~图4所示的实施例中：安装架的呈平面矩形框架结构、水平布置的框架1的

长边框一端设有1件支撑轴2，且支撑轴2的轴线垂直于框架1的长边框，呈矩形板形状的固

定臂Ⅰ3一端设有圆孔，呈矩形板形状、长度小于固定臂Ⅰ3的固定臂Ⅱ4的一端设有U形槽，且

U形槽的开口朝着远离固定臂Ⅱ4的另一端的方向，固定臂Ⅰ3未设置圆孔的一端和固定臂Ⅱ

4未设置U形槽的一端分别固定在框架1的长边框远离支撑轴2的一端，固定臂Ⅰ3和固定臂Ⅱ

4的另一端均朝着垂直于框架1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同一方向伸出，固定臂Ⅰ3的圆孔轴线与固

定臂Ⅱ4的U形槽中心同轴、且固定臂Ⅰ3的圆孔轴线与支撑轴2的轴线平行，呈矩形板形状的

浮动臂Ⅰ5两端设有轴线同轴的圆孔，呈矩形板形状、长度小于浮动臂Ⅰ5的浮动臂Ⅱ6的一端

设有圆孔，另一端设有U形槽，且U形槽的开口朝着远离浮动臂Ⅱ6的另一端圆孔的方向，浮

动臂Ⅰ5通过一端的圆孔铰接在支撑轴2的一端，且位于靠近固定臂Ⅰ3的一侧，浮动臂Ⅱ6通

过端部的圆孔铰接在支撑轴2远离浮动臂Ⅰ5的另一端，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的另一端均朝

着与固定臂Ⅰ3和固定臂Ⅱ4伸出方向相同的方向伸出，且浮动臂Ⅰ5远离框架1一端的圆孔轴

线与浮动臂Ⅱ6的U形槽中心同轴，喂入装置的呈“正4棱柱”空心、箱形结构的料斗7除去与4

条棱线垂直的2个相互平行的箱壁后，构成4面箱体、相互平行的2面开口的形状，料斗7的棱

线长度小于框架1的长边框长度、且料斗7的宽度等于框架1的短边框长度，其中1面开口处、

位于开口的长度两端沿着远离料斗7的方向各伸出1件导流板10，2件导流板10远离料斗7的

末端之间的距离小于料斗7的棱线长度，且2件导流板10与料斗7的棱线之间的夹角相等，料

斗7通过靠近导流板10一侧的2条棱线安装在框架1的远离固定臂Ⅰ3的一侧，料斗7棱线与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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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1的长边框平行，且料斗7的2件导流板10穿过框架1的矩形孔后、朝着框架1的矩形框架平

面的另一侧、即固定有固定臂Ⅰ3的方向伸出，挂有喂入带9的喂入架8末端位于料斗7上方，

喂入带9运行方向平行于框架1的矩形框架平面、且垂直于框架1的长边框，粉碎装置的中部

装有呈圆柱体形状的挤压轮12的1件驱动轴11两端分别支撑在固定臂Ⅰ3的圆孔内和固定臂

Ⅱ4的U形槽内，中部装有挤压轮12的另1件驱动轴11两端分别支撑在浮动臂Ⅰ5的圆孔内和

浮动臂Ⅱ6的U形槽内，且2件挤压轮12位于同一平面内，3把呈“J”形的粉碎刀13安装在挤压

轮12的轮毂上，且粉碎刀13远离安装端的“J”形末端的刀片位于靠近挤压轮12的轮缘处、且

粉碎刀13的“J”形末端的刀片方向与挤压轮12的轴线方向相平行，1件驱动轴11穿过固定臂

Ⅰ3后的伸出端通过联轴器15与安装在固定臂Ⅰ3上的驱动马达14的输出轴连接，另1件驱动

轴11穿过浮动臂Ⅰ5后的伸出端通过联轴器15与安装在浮动臂Ⅰ5上的驱动马达14的输出轴

连接，浮动检测装置的呈矩形板状的1件固定挂板16安装在固定臂Ⅰ3远离框架1的端部靠近

浮动臂Ⅰ5的一侧，另1件固定挂板16安装在固定臂Ⅱ4远离框架1的端部靠近浮动臂Ⅱ6的一

侧，且2件固定挂板16的板面靠近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的一侧边缘均设有3个圆孔，1件呈

“L”形状的安装板17的1侧“L”形底边板面固定在浮动臂Ⅰ5远离固定臂Ⅰ3的一侧，另1件呈

“L”形状的安装板17的1侧“L”形底边板面固定在浮动臂Ⅱ6远离固定臂Ⅱ4的一侧，2件安装

板17的另1侧“L”形底边板面分别垂直于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的板面、且与浮动臂Ⅰ5和浮

动臂Ⅱ6的长度方向平行，安装板17的平行于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长度方向板面边缘设有

轴线平行于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的板面的圆孔，调整螺杆18的一端设有挂耳，2件调整螺

杆18远离挂耳的一端分别拧上1件螺母后穿过2件安装板17的平行于浮动臂Ⅰ5和浮动臂Ⅱ6

长度方向板面边缘的圆孔后再分别拧上1件螺母，且调整螺杆18设有挂耳的一端分别朝着

固定臂Ⅰ3和固定臂Ⅱ4的方向，呈三角形板状的摆动挂板19的1个顶角处设有圆孔，设有圆

孔的顶角对边沿着边线设有3个圆孔，2件摆动挂板19通过各自顶角处设置的圆孔分别铰接

在2件调整螺杆18的挂耳上，3根拉簧20的一端分别挂接在固定挂板16边缘处的圆孔内，拉

簧20的另一端分别挂接在摆动挂板19铰接于调整螺杆18挂耳的圆孔的顶角对边边线处的

圆孔内，液压缸21的缸体端部铰接在框架1的长边框外侧靠近固定臂Ⅱ4处，液压缸21的缸

杆端部铰接固定在浮动臂Ⅱ6的圆孔与U形槽之间、且靠近U形槽处，线性位移传感器22的壳

体端部与液压缸21的缸体端部固定连接，线性位移传感器22的伸缩杆端部铰接在浮动臂Ⅱ

6上、且靠近液压缸21的缸杆在浮动臂Ⅱ6上的铰接处，呈等腰三角形平板形状的挡板23的2

条“腰”边均朝着三角形内切去一部分，构成2段内凹的圆弧形状、且2段圆弧的半径均等于

挤压轮12的半径，2件挡板23通过直线边分别安装在框架1的矩形框架平面的固定有固定臂

Ⅰ3的一侧，挡板23板面垂直于框架1的矩形框架平面、且挡板23位于2件挤压轮1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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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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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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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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