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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传动效率高的玉米果穗破碎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传动效率高的玉米

果穗破碎机，包括机架；安装在机架上的进料斗、

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置、籽粒破碎装置以及

动力系统，所述进料斗、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

置与籽粒破碎装置依次连接；其中，所述进料斗

用于使玉米果穗进入预压碎装置；所述预压碎装

置用于将玉米果穗压散为长条状大块；所述切碎

喂入装置用于将果穗切割为小块；所述籽粒破碎

装置用于将果穗最终粉碎为饲料状态；所述动力

系统为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置和籽粒破碎装

置提供动力。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动力系统，通过

三个电机分别驱动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置与

籽粒破碎装置，动力传递级数少，传动效率高，故

障率低，且容易排查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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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传动效率高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包括机架；

安装在机架上的进料斗、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置、籽粒破碎装置以及动力系统，所

述进料斗、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置与籽粒破碎装置依次连接；

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斗用于使玉米果穗进入预压碎装置；所述预压碎装置用于将玉

米果穗压散为长条状大块；所述切碎喂入装置用于将果穗切割为小块；所述籽粒破碎装置

用于将果穗最终粉碎为饲料状态；所述动力系统为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置和籽粒破碎

装置提供动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压碎装置包括壳体和安装

在所述壳体内的压碎辊一、压碎辊二，所述压碎辊一和压碎辊二转动方向相反；所述压碎辊

一、压碎辊二分别固定安装在辊轴一、辊轴二上，所述辊轴一的一端与所述动力系统传动连

接，另一端安装有主动齿轮，所述辊轴二的一端安装有被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被动齿轮

啮合。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系统包括安装在所述机

架上的第一电机和减速器，所述第一电机的输出端设置有第一传动轮，所述减速器的输入

端设置有第二传动轮，所述第一传动轮与第二传动轮通过皮带或链条传动连接，所述减速

器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传动连接所述辊轴一。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切碎喂入装置包括壳体总装

以及位于所述壳体总装内的喂入机构和切碎机构，所述喂入机构包括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

壳体总装内的喂入辊一和喂入辊二，所述喂入辊一和喂入辊二的转动方向相反；所述切碎

机构包括定刀组件和旋转动刀组件，且所述定刀组件和旋转动刀组件配合设置，

其中，所述旋转动刀组件的一端设置有皮带轮，所述皮带轮传动连接所述动力系统，所

述旋转动刀组件的另一端设置有喂入机构传动轮，所述喂入机构传动轮传动连接所述喂入

辊一和喂入辊二。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总装包括一对壳体侧

板，所述喂入辊一固定安装在辊轴一上，所述喂入辊二固定安装在辊轴二上，所述旋转动刀

组件固定安装在动刀轴上；所述辊轴一、辊轴二以及动刀轴均可转动地安装于一对所述壳

体侧板之间。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系统包括安装在所述机

架上的第二电机；所述动刀轴的一端固定设置有皮带轮，所述皮带轮通过第三传动轮传动

连接所述第二电机；所述动刀轴的另一端固定设置有喂入机构传动轮，所述喂入机构传动

轮传动连接所述辊轴一和辊轴二。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侧板上固定设置有介轴

一和介轴二，所述介轴一上可转动地套设有塔轮一，所述介轴二上可转动地套设有塔轮二，

所述喂入机构传动轮通过链条一传动连接所述塔轮一和塔轮二，所述塔轮一通过换向机构

传动连接所述辊轴一，所述塔轮二传动连接所述辊轴二。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塔轮一包括链轮一和主动直

齿轮；所述塔轮二包括链轮二和链轮三；所述喂入机构传动轮通过链条一传动连接所述链

轮一和链轮二；

其中，所述辊轴一上固定设置有被动直齿轮，所述被动直齿轮啮合连接所述主动直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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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所述辊轴一上固定设置有链轮四，所述链轮四通过链条二传动连接所述链轮二。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籽粒破碎装置包括壳体总成

以及安装于所述壳体总成上的主动破碎辊总成和从动破碎辊总成，所述主动破碎辊总成和

从动破碎辊总成转动方向相反；

所述主动破碎辊总成包括主动辊轴，所述从动破碎辊总成包括从动辊轴；

其中，所述籽粒破碎装置还包括籽粒破碎传动系统，所述籽粒破碎传动系统包括动力

轮、换向辅助轮、皮带、主动辊轴轮和从动辊轴轮，所述动力轮以及换向辅助轮安装在机架

上，所述主动辊轴轮固定安装在所述主动辊轴的端部，所述从动辊轴轮固定安装在所述从

动辊轴的端部，所述动力轮、换向辅助轮、主动辊轴轮和从动辊轴轮通过所述皮带传动连

接；

其中，所述动力轮、换向辅助轮和主动辊轴轮位于所述皮带内侧，所述从动辊轴轮位于

所述皮带外侧。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系统还包括第三电机，

所述动力轮安装在所述第三电机的输出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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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传动效率高的玉米果穗破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传动效率高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属于玉米果穗青贮饲料的制

作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青贮饲料是一类饲料，由含水分多的植物性饲料经过密封、发酵后而成，主要用于

喂养反刍动物。青贮饲料比新鲜饲料耐储存，营养成分强于干饲料。另外，青贮饲料储存占

地少，没有火灾问题。青贮饲料的制作工序为收割、破碎、加入添加剂、装袋贮存。由于我国

青贮机械的起步较晚，玉米果穗破碎机械往往由多个需要动力的部件组成，大部分玉米果

穗破碎机械适用单一动力源驱动，动力需要依次传递至各个部分，传动系统复杂、传动效率

低、故障率高。因此，及时的提供一种传动效率高的玉米果穗破碎机对于玉米果穗青贮饲料

的制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传动效率高的玉米果穗破碎机，

包括机架；

[0004] 安装在机架上的进料斗、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置、籽粒破碎装置以及动力系

统，所述进料斗、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置与籽粒破碎装置依次连接；

[0005] 其中，所述进料斗用于使玉米果穗进入预压碎装置；所述预压碎装置用于将玉米

果穗压散为长条状大块；所述切碎喂入装置用于将果穗切割为小块；所述籽粒破碎装置用

于将果穗最终粉碎为饲料状态；所述动力系统为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置和籽粒破碎装

置提供动力。

[0006] 优选的，所述预压碎装置包括壳体和安装在所述壳体内的压碎辊一、压碎辊二，所

述压碎辊一和压碎辊二转动方向相反；所述压碎辊一、压碎辊二分别固定安装在辊轴一、辊

轴二上，所述辊轴一的一端与所述动力系统传动连接，另一端安装有主动齿轮，所述辊轴二

的一端安装有被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被动齿轮啮合。

[0007] 优选的，所述动力系统包括安装在所述机架上的第一电机和减速器，所述第一电

机的输出端设置有第一传动轮，所述减速器的输入端设置有第二传动轮，所述第一传动轮

与第二传动轮通过皮带或链条传动连接，所述减速器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传动连接所述辊

轴一。

[0008] 优选的，所述切碎喂入装置包括壳体总装以及位于所述壳体总装内的喂入机构和

切碎机构，所述喂入机构包括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壳体总装内的喂入辊一和喂入辊二，所

述喂入辊一和喂入辊二的转动方向相反；所述切碎机构包括定刀组件和旋转动刀组件，且

所述定刀组件和旋转动刀组件配合设置，

[0009] 其中，所述旋转动刀组件的一端设置有皮带轮，所述皮带轮传动连接所述动力系

统，所述旋转动刀组件的另一端设置有喂入机构传动轮，所述喂入机构传动轮传动连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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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喂入辊一和喂入辊二。

[0010] 优选的，所述壳体总装包括一对壳体侧板，所述喂入辊一固定安装在辊轴一上，所

述喂入辊二固定安装在辊轴二上，所述旋转动刀组件固定安装在动刀轴上；所述辊轴一、辊

轴二以及动刀轴均可转动地安装于一对所述壳体侧板之间。

[0011] 优选的，所述动力系统包括安装在所述机架上的第二电机；所述动刀轴的一端固

定设置有皮带轮，所述皮带轮通过第三传动轮传动连接所述第二电机；所述动刀轴的另一

端固定设置有喂入机构传动轮，所述喂入机构传动轮传动连接所述辊轴一和辊轴二。

[0012] 优选的，所述壳体侧板上固定设置有介轴一和介轴二，所述介轴一上可转动地套

设有塔轮一，所述介轴二上可转动地套设有塔轮二，所述喂入机构传动轮通过链条一传动

连接所述塔轮一和塔轮二，所述塔轮一通过换向机构传动连接所述辊轴一，所述塔轮二传

动连接所述辊轴二。

[0013] 优选的，所述塔轮一包括链轮一和主动直齿轮；所述塔轮二包括链轮二和链轮三；

所述喂入机构传动轮通过链条一传动连接所述链轮一和链轮二；

[0014] 其中，所述辊轴一上固定设置有被动直齿轮，所述被动直齿轮啮合连接所述主动

直齿轮；所述辊轴一上固定设置有链轮四，所述链轮四通过链条二传动连接所述链轮二。

[0015] 优选的，所述籽粒破碎装置包括壳体总成以及安装于所述壳体总成上的主动破碎

辊总成和从动破碎辊总成，所述主动破碎辊总成和从动破碎辊总成转动方向相反；

[0016] 所述主动破碎辊总成包括主动辊轴，所述从动破碎辊总成包括从动辊轴；

[0017] 其中，所述籽粒破碎装置还包括籽粒破碎传动系统，所述籽粒破碎传动系统包括

动力轮、换向辅助轮、皮带、主动辊轴轮和从动辊轴轮，所述动力轮以及换向辅助轮安装在

机架上，所述主动辊轴轮固定安装在所述主动辊轴的端部，所述从动辊轴轮固定安装在所

述从动辊轴的端部，所述动力轮、换向辅助轮、主动辊轴轮和从动辊轴轮通过所述皮带传动

连接；

[0018] 其中，所述动力轮、换向辅助轮和主动辊轴轮位于所述皮带内侧，所述从动辊轴轮

位于所述皮带外侧。

[0019] 优选的，所述动力系统还包括第三电机，所述动力轮安装在所述第三电机的输出

端上。

[0020]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21]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动力系统，通过三个电机分别驱动预压碎装置、切碎喂入装置

与籽粒破碎装置，动力传递级数少，传动效率高，故障率低，且容易排查故障。

[0022]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切碎喂入装置，动力系统将动力传递至切碎机构，切碎机构通

过传动系统进一步将动力传递至喂入机构，使用单一动力源即可驱动切碎喂入装置整体工

作，传动效率高且降低能耗。

[002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籽粒破碎装置，主动辊轴轮的转动方向与动力轮相同，从动辊

轴轮的转动方向与动力轮相反，从而实现了主动破碎辊与从动破碎辊的转动方向相反，该

换向方式结构简单，传动高效，同时避免了使用换向箱，降低了装置整体体积与重量。

附图说明

[0024] 通过阅读下文优选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各种其他的优点和益处对于本领域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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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将变得清楚明了。附图仅用于示出优选实施方式的目的，而并不认为是对本实用

新型的限制。而且在整个附图中，用相同的参考符号表示相同的部件。在附图中：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玉米果穗破碎机整体结构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预压碎装置整体结构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压碎辊传动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实用新型动力系统结构图。

[0029] 图5为本实用新型切碎喂入装置整体结构图。

[0030] 图6为本实用新型动刀轴结构图。

[0031] 图7为本实用新型切碎喂入装置传动系统结构图。

[0032] 图8为本实用新型切碎喂入装置传动系统局部结构图。

[0033] 图9为本实用新型塔轮一结构图。

[0034] 图10为本实用新型塔轮二结构图。

[0035] 图11为本实用新型籽粒破碎装置整体结构图。

[0036] 图12为本实用新型主动破碎辊总成和从动破碎辊总成结构图。

[0037] 图13为本实用新型籽粒破碎装置动力系统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将参照附图更详细地描述本实用新型公开的示例性实施方式。虽然附图中显

示了本实用新型公开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然而应当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实用新型

公开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方式所限制。相反，提供这些实施方式是为了能够更透彻地

理解本实用新型公开，并且能够将本实用新型公开的范围完整的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

[0039]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

直”、“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或者

是该实用新型产品使用时惯常摆放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

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

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40] 如图1所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提出一种传动效率高的玉米果穗破碎

机，包括机架10；

[0041] 安装在机架10上的进料斗1、预压碎装置2、切碎喂入装置3、籽粒破碎装置4以及动

力系统9，所述进料斗1、预压碎装置2、切碎喂入装置3与籽粒破碎装置4依次连接；

[0042] 其中，所述进料斗1用于使玉米果穗进入预压碎装置2；所述预压碎装置2用于将玉

米果穗压散，使玉米果穗分散为长条状大块，从而避免切碎喂入装置3直接作用于玉米果

穗，降低切碎喂入装置3的负荷，提高切碎喂入装置3的工作效率；所述切碎喂入装置3用于

将果穗切割为小块；所述籽粒破碎装置4用于将果穗最终粉碎为饲料状态；所述动力系统9

为预压碎装置2、切碎喂入装置3和籽粒破碎装置4提供动力。

[0043] 进一步的，如图2‑4所示，所述预压碎装置2包括壳体21和安装在所述壳体21内的

压碎辊一22、压碎辊二23，所述压碎辊一22和压碎辊二23转动方向相反，将经过压碎辊一22

和压碎辊二23的间隙的玉米果穗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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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其中，所述壳体21上设置有开口211以及预压碎机出料斗212，所述开口211连接所

述进料斗1，所述预压碎机出料斗212连接所述切碎喂入装置3。

[0045] 进一步的，所述压碎辊一22、压碎辊二23分别固定安装在辊轴一221、辊轴二231

上，所述辊轴一221的一端与所述动力系统9传动连接，另一端安装有主动齿轮222，所述辊

轴二231的一端安装有被动齿轮232，所述主动齿轮222与被动齿轮232啮合。通过动力系统

驱动辊轴一221，通过主动齿轮222与被动齿轮232辊轴一221带动辊轴二231转动，从而实现

压碎辊一22和压碎辊二23相向转动，将玉米果穗压散。本实施例中，将压碎辊一22作为主动

辊带动压碎辊二23转动，作为另一种实施方式，将压碎辊二23作为主动辊带动压碎辊一22

转动，具体设置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参考本实用新型将压碎辊一22作为主动辊的实施方式

即可，此处不再赘述。

[0046] 进一步的，所述动力系统9包括安装在所述机架上的第一电机91和减速器913，所

述第一电机91的输出端设置有第一传动轮911，所述减速器913的输入端设置有第二传动轮

912，所述第一传动轮911与第二传动轮912通过皮带或链条(未示出)传动连接，所述减速器

913的输出端通过联轴器914传动连接所述辊轴一221。

[0047] 进一步的，如图4‑10所示，所述切碎喂入装置3包括壳体总装30以及位于所述壳体

总装30内的喂入机构、切碎机构和切碎喂入传动系统5，果穗经过喂入机构进入切碎机构；

所述喂入机构包括可转动地设置在所述壳体总装30内的喂入辊一31和喂入辊二32，所述喂

入辊一31和喂入辊二32的转动方向相反；所述切碎机构包括定刀组件35和旋转动刀组件

34，且所述定刀组件35和旋转动刀组件34配合设置，所述喂入机构和切碎机构通过所述切

碎喂入传动系统5连接第二电机92。通过设置喂入机构，在喂入辊一31和喂入辊二32配合作

用下，果穗竖向通过喂入辊一31和喂入辊二32之间的间隙，然后在通过切碎机构将长条状

大块果穗切割为小块，降低切碎机构的负荷，提高切碎机构的工作效率。

[0048] 进一步的，所述壳体总装30包括一对壳体侧板300，所述喂入辊一31固定安装在辊

轴一310上，所述喂入辊二32固定安装在辊轴二320上，所述旋转动刀组件34固定安装在动

刀轴340上；所述辊轴一310、辊轴二320以及动刀轴340均可转动地安装于一对所述壳体侧

板300之间。

[0049] 进一步的，所述动刀轴340的一端固定设置有皮带轮51，所述皮带轮51通过第三传

动轮921传动连接所述第二电机92，从而驱动旋转动刀组件34转动，从而驱动切碎机构对果

穗进行切割。

[0050] 进一步的，所述动刀轴340的另一端固定设置有喂入机构传动轮52，所述喂入机构

传动轮52传动连接所述辊轴一310和辊轴二320，从而驱动喂入辊一31和喂入辊二32转动，

且转动方向相反。本实用新型切碎机构将动力传递至喂入机构，使用单一动力源即可驱动

切碎喂入装置整体工作，传动效率高且降低能耗。

[0051] 进一步的，所述壳体侧板300上固定设置有介轴一53和介轴二54，所述介轴一53上

可转动地套设有塔轮一55，所述介轴二54上可转动地套设有塔轮二56，所述喂入机构传动

轮52通过链条一57传动连接所述塔轮一55和塔轮二56，所述塔轮一55通过换向机构传动连

接所述辊轴一310，从而驱动喂入辊一31转动，所述塔轮二56传动连接所述辊轴二320，从而

驱动喂入辊二32转动。通过上述设置，喂入机构传动轮52将动力传递至喂入辊一31和喂入

辊二32，且喂入辊一31和喂入辊二32转动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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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进一步的，所述塔轮一55为一体成型结构，包括链轮一551和主动直齿轮552；所述

塔轮二56为一体成型结构，包括链轮二561和链轮三562；所述喂入机构传动轮52通过链条

一57传动连接所述链轮一551和链轮二561。

[0053] 进一步的，所述辊轴一310上固定设置有被动直齿轮58，所述被动直齿轮58啮合连

接所述主动直齿轮552，从而使塔轮一55带动辊轴一310转动，且辊轴一310转动方向与塔轮

一55相反；所述辊轴一310上固定设置有链轮四59，所述链轮四59通过链条二50传动连接所

述链轮二561，从而使塔轮二56带动辊轴二320转动。

[005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切碎喂入装置3，预压碎装置2将玉米果穗分散为长条状大块，

在喂入辊一31和喂入辊二32配合作用下，果穗竖向通过喂入辊一31和喂入辊二32之间的间

隙，然后在通过切碎机构将长条状大块果穗切割为小块，进入下一道工序；动力源通过皮带

轮51将动力传动至动刀轴340，驱动切碎机构对果穗进行切割；动刀轴340的另一端固定设

置有喂入机构传动轮52，喂入机构传动轮52通过链条一57传动连接塔轮一55和塔轮二56，

塔轮一55带动辊轴一310转动，且辊轴一310转动方向与塔轮一55相反，塔轮二56带动辊轴

二320转动，最终实现切碎喂入装置整体动力的传递。

[0055] 进一步的，如图11‑13所示，所述籽粒破碎装置4包括壳体总成40以及安装于所述

壳体总成40上的主动破碎辊总成41和从动破碎辊总成42，所述主动破碎辊总成41和从动破

碎辊总成42间隙配合设置，且转动方向相反。

[0056] 进一步的，所述主动破碎辊总成41包括主动破碎辊410、主动辊轴411和轴承座

412，所述主动破碎辊410安装在所述主动辊轴411上，且所述主动破碎辊410位于所述壳体

总成40内部，所述主动辊轴411通过轴承安装在所述轴承座412内；

[0057] 其中，所述轴承座412固定安装在所述壳体总成40上。

[0058] 进一步的，所述从动破碎辊总成42包括从动破碎辊420、从动辊轴421和摆动臂

422，所述从动破碎辊420安装在所述从动辊轴421，且所述从动破碎辊420位于所述壳体总

成40内部，所述从动辊轴421通过轴承安装在所述摆动臂422内；

[0059] 其中，所述摆动臂422安装在所述壳体总成40上。

[0060] 进一步的，所述籽粒破碎装置4还包括籽粒破碎传动系统46，所述籽粒破碎传动系

统46包括动力轮461、换向辅助轮462、皮带463、主动辊轴轮464和从动辊轴轮465，所述动力

轮461以及换向辅助轮462安装在机架10上，所述主动辊轴轮464固定安装在所述主动辊轴

411的端部，所述从动辊轴轮465固定安装在所述从动辊轴421的端部，所述动力轮461、换向

辅助轮462、主动辊轴轮464和从动辊轴轮465通过所述皮带463传动连接。

[0061] 进一步的，所述动力轮461、换向辅助轮462和主动辊轴轮464位于所述皮带463内

侧，所述从动辊轴轮465位于所述皮带463外侧。通过上述设置，主动辊轴轮464的转动方向

与动力轮461相同，从动辊轴轮465的转动方向与动力轮461相反，从而实现了主动破碎辊

410与从动破碎辊420的转动方向相反，该换向方式结构简单，传动高效，同时避免了使用换

向箱，降低了装置整体体积与重量。

[0062] 进一步的，所述皮带463的外侧还设置有涨紧轮466，所述涨紧轮466通过弹簧机构

安装在机架10上。

[0063] 进一步的，所述动力系统9还包括第三电机93，所述动力轮461安装在所述第三电

机93的输出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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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籽粒破碎装置4，在主动破碎辊410和从动破碎辊420配合作用

下，小块的果穗通过主动破碎辊410和从动破碎辊420之间的间隙，被粉碎为饲料状态。动力

轮461、换向辅助轮462、主动辊轴轮464和从动辊轴轮465通过所述皮带463传动连接，动力

轮461、换向辅助轮462和主动辊轴轮464位于所述皮带463内侧，从动辊轴轮465位于所述皮

带463外侧，主动辊轴轮464的转动方向与动力轮461相同，从动辊轴轮465的转动方向与动

力轮461相反，从而实现了主动破碎辊410与从动破碎辊420的转动方向相反。

[006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

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以

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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