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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

箱装置。当需要风扇叶片反转清理水箱吸附的杂

物时，由电磁控制器控制碳刷组合通电，通过导

线使电磁线圈通电产生磁力，吸附反转外锥体、

风扇叶片以及正转外锥体组成的整体向左移动，

且拨杆带动轴向滑动轴承以及风扇叶内滑块向

左移动，压靠在反转体摩擦环上执行转动；当吸

附的杂物清理完毕后，电磁线圈断电，反转外锥

体、风扇叶片以及正转外锥体组成的整体，在风

力的轴向推力与弹簧的作用力向右移动，与正转

摩擦环紧密结合，执行正转。在结构方面，此装置

由于不需要对现有的结构做较大的改动，结构简

单；经济成本方面，此系统由于结构简单，单套成

本较低，能够广泛应用于花生、小麦、水稻玉米等

联合收获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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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包括原发动机水泵轴头（23）以及带动原发动机

水泵轴头（23）转动的原水泵皮带轮（25），其特征在于：原水泵皮带轮（25）上设置有用安装

三角带的正转轮槽，原水泵皮带轮（25）的右端安装有正转连接套（12），正转连接套（12）上

开设有轴向延伸的通孔，所述通孔内设置有风扇叶内滑块（13），风扇叶内滑块（13）能够在

所述通孔内左右轴向滑动，风扇叶内滑块（13）上设置有径向延伸的径向孔，所述径向孔内

设置有径向延伸的拨杆（14），正转连接套（12）的左端安装有正转转子（16），正转转子（16）

通过正转转子连接螺栓（24）固定连接到原水泵皮带轮（25）上，正转转子（16）的左锥体表面

粘结设置有正转体摩擦环（10），正转转子（16）的左端安装有正转外锥体（11），正转外锥体

（11）的左端安装有风扇叶片（1），风扇叶片（1）正转时，风扇叶片（1）在弹簧（22）的作用下向

右侧面压靠在正转体摩擦环（10）上，通过正转转子（16）带动风扇叶片（1）正转；且风扇叶片

（1）正转的风力也形成的轴向推力保证正转即结合力；风扇叶片（1）的左端安装有反转外锥

体（8），且反转外锥体（8）与正转外锥体（11）朝向相反，反转外锥体（8）与正转外锥体（11）背

靠背安装后形成一体用于安装轴向滑动轴承（15）的轴向延伸的凹槽，轴向滑动轴承（15）能

够在凹槽中左右滑动，反转外锥体（8）的左端安装有反转转子皮带轮（18），反转转子皮带轮

（18）通过反转转子轴承（21）转动安装在原发动机水泵轴头（23）组合体上，反转转子皮带轮

（18）上设置有用于反转的轮槽，反转转子皮带轮（18）锥体表面上设置有反转摩擦环（7），反

转转子皮带轮（18）的右端面设置有轴向延伸的凹槽，所述凹槽内安装有电磁线圈（9），当需

要风扇叶片（1）反转时，电磁线圈（9）通电后产生磁力，吸引反转外锥体（8）向左移动，压靠

在反转摩擦环（7）上，进而带动风扇叶片（1）反转，反转的风力反向穿透水箱与散热罩，实现

清理吸附杂物的功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其特征在于：正转连接套（12）

内设置有用于推动风扇叶内滑块（13）向右移动的风扇叶弹簧（22）。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其特征在于：反转外锥体（8）、

风扇叶片（1）和正转外锥体（11）通过内六角螺钉（27）连接一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其特征在于：正反转体摩擦环

（10）通过铆钉（17）与正反转转子（16）分别铆接。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其特征在于：

电磁线圈（9）通过导线连接有碳刷组合（5），碳刷组合（5）通过碳刷支架（2）支撑固定，碳刷

组合（5）通过碳刷导线（26）连接有电磁控制器（3），碳刷导线（26）上设置有开关（4）。

6.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风扇的正反转通过机械控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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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农用机械，尤其花生、小麦、水稻、玉米各种联合收获机正反转风

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联合收获机的使用环境多为杂草、灰尘多的恶劣环境，由于发动机散热一般

采用循环水散热，并在水箱一侧安装风扇为循环水冷却。机器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水箱上会

吸附许多的农作物秸秆碎屑、尘土等，长时间吸附大量的杂物会影响水箱的散热，从而导致

发动机高温，影响发动机性能甚至损坏发动机。

[0003] 为了清理散热器上吸附的杂物，中国专利CN205578099U公开了一种“农用机械散

热器风扇正反转装置”。当散热器水箱上有杂物吸附，需要清理的时候，拉动反转拉线，反转

张紧轮张紧反转皮带，正转皮带松弛，此时风扇反转，将吸附的杂物吹出。

[0004] 上述农用机械散热器风扇正反转装置反转时，需要操作人工拉动反转拉线，无法

实现自动反转，且反转结构需要2个张紧轮，结构复杂散乱，皮带容易跳槽损坏，人工操作繁

琐，也不及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用以解决现有技术中

的风扇正反转装置结构复杂且无法自动反转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一种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的技术方案是：一

种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包括原发动机水泵轴头以及带动原发动机水泵轴头转动

的原水泵皮带轮，原水泵皮带轮上设置有正转的轮槽，原水泵皮带轮的右端还安装有正转

连接套，正转连接套上开设有轴向延伸的通孔，所述通孔内设置有风扇叶内滑块，风扇叶内

滑块能够在所述通孔内左右轴向滑动，风扇叶内滑块上设置有径向延伸的径向孔，所述径

向孔内设置有径向延伸的拨杆，正转连接套的左端安装有正转转子，正转转子通过正转转

子连接螺栓固定连接到原水泵皮带轮上，正转转子的左侧面粘结设置有正转体摩擦环，正

转转子的左端安装有正转外锥体，正转外锥体的左端安装有风扇叶片，风扇叶片正转时，风

扇叶片在弹簧的作用下，右侧面压靠在正转体摩擦环上，通过正转转子带动风扇叶片正转；

且风扇叶片正转的风力也形成的轴向推力保证正转即结合力；风扇叶片的左端安装有反转

外锥体，且反转外锥体与正转外锥体朝向相反，反转外锥体与正转外锥体背靠背安装后形

成一体用于安装轴向滑动轴承的轴向延伸的凹槽，轴向滑动轴承能够在凹槽中左右滑动，

反转外锥体的左端安装有反转转子皮带轮，反转转子皮带轮设有反转皮带轮槽，反转转子

皮带轮通过反转转子轴承转动安装在原发动机水泵轴头组合体上，反转转子皮带轮的锥体

表面上设置有反转摩擦环，反转转子皮带轮的右端面设置有轴向延伸的凹槽，所述凹槽内

安装有电磁线圈，当需要风扇叶片反转时，电磁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力，吸引反转外锥体向左

移动，压靠在反转摩擦环上，进而带动风扇叶片反转，反转的风力反方向穿透水箱与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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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实现清理吸附杂物的功能。

[0007] 正转连接套内设置有用于推动风扇叶内滑块向右移动的风扇叶弹簧。

[0008] 反转外锥体、风扇叶片和正转外锥体通过内六角螺钉连接一体。

[0009] 正反转体摩擦环通过铆钉与正反转转子分别铆接。

[0010] 电磁线圈通过导线连接有碳刷组合，碳刷组合通过碳刷支架支撑固定，碳刷组合

通过碳刷导线连接有电磁控制器，碳刷导线上设置有开关。

[0011] 风扇的正反转通过电磁与机械相结合控制来实现。

[0012] 使用本发明产生的有益技术效果是：当需要风扇叶片1反转清理吸附的杂物时，由

电磁控制器3控制碳刷组合5通电，通过导线使电磁线圈9通电产生磁力，吸附反转外锥体8、

风扇叶片1以及正转外锥体11组成的整体向左移动，且拨杆14带动轴向滑动轴承15以及风

扇叶内滑块13向左移动，压靠在反转体摩擦环7上（即为图2所示视图）。此时三角带带动反

转转子皮带轮18转动，进而通过反转体摩擦环7带动风扇叶片1反转，反转风力穿透水箱与

水箱罩上进行清理吸附的杂物。当吸附的杂物清理完毕后，电磁线圈9断电，反转外锥体8、

风扇叶片1以及正转外锥体11组成的整体向右移动，且风扇叶片（1）正转的风力形成一种轴

向推力，更好保证正转结合力。在结构方面，此装置由于不需要对现有的结构做较大的改

动，结构简单；经济成本方面，此系统由于结构简单，单套成本较低，能够广泛应用于花生、

小麦、水稻、玉米等各种联合收获机上。

[0013] 进一步的，通过扇叶弹簧22来保证反转外锥体8、风扇叶片1以及正转外锥体11组

成的整体向右移动，使得该整体能够可靠的向右移动到位。

[0014] 进一步的，通过电磁控制风扇叶片1的自动反转时间，实现自动及时的清理杂物。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性的主视图。

[0016] 图2是图1的C-C剖视图。

[0017] 图中：1、风扇叶片，2、碳刷支架，3、电磁控制器，4、开关，5、碳刷组合，6、铜环，7、反

转体摩擦环，8、反转外锥体，9、电磁线圈，10、正转体摩擦环，11、正转外锥体，12、正转连接

套，13、风扇叶内滑块，14、拨杆，15、轴向滑动轴承，16、正转转子，17、铆钉，18、反转转子皮

带轮，19、粘胶，20、绝缘体，21、反转转子轴承，22、风扇叶弹簧，23、原发动机水泵轴头，24、

正转转子连接螺栓，25、原水泵皮带轮，26、碳刷导线，27、内六角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9] 一种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水箱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风扇叶片1、碳刷支架2、拨杆

14。

[0020] 如图2所示（该视图为风扇叶片1反转时的视图），所述正反转风扇自动清理装置还

包括原发动机水泵轴头23，带动原发动机水泵轴头23转动的原水泵皮带轮25，原水泵皮带

轮25上设置有用安装双面三角带的正转轮槽。原水泵皮带轮25的右端还安装有正转连接套

12，正转连接套12上开设有轴向延伸（即左右方向）的通孔，所述通孔内由左至右依次设置

有风扇叶弹簧22、风扇叶内滑块13，风扇叶内滑块13能够在所述通孔内左右轴向滑动。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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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内滑块13上设置有径向延伸的径向孔，所述径向孔内设置有径向延伸的拨杆14，正转连

接套12的左端安装有正转转子16，正转转子16通过正转转子连接螺栓24固定连接到原水泵

皮带轮25上。正转转子16的左侧面粘结设置有正转体摩擦环10，为了使正转体摩擦环10牢

固地固定在正转转子16，将两者用铆钉17铆接。正转转子16的左端安装有呈碗状的正转外

锥体11，正转外锥体11的左端安装有风扇叶片1。当需要风扇叶片1正转时，风扇叶片1的右

侧面压靠在正转体摩擦环10上，通过正转转子16带动风扇叶片1正转。

[0021] 风扇叶片1的左端安装有呈碗状的反转外锥体8，且反转外锥体8与正转外锥体11

朝向相反（反转外锥体8与正转外锥体11背靠背安装）；反转外锥体8、风扇叶片1和正转外锥

体11通过内六角螺钉27一体连接，从而能够整体左右轴向移动。反转外锥体8与正转外锥体

11背靠背安装后形成用于安装轴向滑动轴承15的轴向延伸的凹槽，轴向滑动轴承15能够在

凹槽中左右滑动，滑动距离一般在较小间隙内。

[0022] 反转外锥体8的左端安装有反转转子皮带轮18，反转转子皮带轮18通过反转转子

轴承21转动安装在原发动机水泵轴头23上。反转转子皮带轮18上设置有用于安装双面三角

带的反转的轮槽（也即是作为双面三角带的张紧轮）。反转转子皮带轮18的上侧面通过粘胶

19粘结有反转摩擦环7。反转转子皮带轮18的右端面设置有轴向延伸凹槽，所述凹槽内安装

有电磁线圈9，当需要风扇叶片1反转时，电磁线圈9通电后产生磁力，吸引反转外锥体8向左

移动，压靠在反转摩擦环7上，进而带动风扇叶片1反转。

[0023] 风扇的正反转通过电磁控制方式实现（但不限于电磁控制方式，还能够通过机械

控制方式实现）：电磁线圈9通过导线连接有碳刷组合5、铜环6，铜环6位于碳刷组合5的右端

面上。碳刷组合5通过碳刷支架2支撑固定，碳刷组合5通过碳刷导线26连接有电磁控制器3。

此外，碳刷导线26上设置有开关4。当联合收货机行驶在道路上时（不在田间作业），此时散

热器上吸附的杂物较少不会影响散热，可断开开关4，使得风扇叶片仅正转。

[0024] 此外，为了使碳刷组合5在通电后不会使反转转子皮带轮18带电，在反转转子皮带

轮18的左端面设置有绝缘体20。

[0025] 电磁控制器3控制风扇叶片1的反转时间，一般风扇叶片1反转反转时间较短即可

将吸附的杂物清理干净。

[0026] 上述实施例应用的原理是：根据直升机的上升原理，直升机旋翼的桨叶高速旋转，

每一片桨叶相对空气运动过程中都会产生各自的上浮提升力也就有了各自的整体升力。

[0027] 上述实施例的工作过程如下：当需要风扇叶片1正转散热时，原水泵皮带轮25由双

面三角带带动旋转，由于原水泵皮带轮25通过正转转子连接螺栓24与正转转子16一体连

接，进而带动正转转子16正转转动，此时，正转外锥体11压靠在正转转子16上的正转体摩擦

环10上，进而带动风扇叶片1正转吸风穿透水箱散热。

[0028] 当需要风扇叶片1反转清理吸附的杂物时，由电磁控制器3控制碳刷组合5通电，通

过导线使电磁线圈9通电产生磁力，吸附反转外锥体8、风扇叶片1以及正转外锥体11组成的

整体向左移动，且拨杆14带动轴向滑动轴承15以及风扇叶内滑块13向左移动，并由风扇叶

内滑块13压缩风扇叶弹簧22，压靠在反转体摩擦环7上（即为图2所示视图）。此时双面三角

带反扣在反转转子皮带轮18，带动反转转子皮带轮18（张紧轮）转动，进而通过反转体摩擦

环7带动风扇叶片1反转，清理水箱与水箱罩上吸附的杂物。当吸附的杂物清理完毕后，电磁

线圈9自动断电，反转外锥体8、风扇叶片1以及正转外锥体11组成的整体向右移动，为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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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该整体能够可靠的向右移动到位，由风扇叶弹簧22的弹性力推动风扇叶内滑块13向右移

动，进而带动该整体向右移动，且风扇叶片1正转的风力形成一种轴向推力，又更好保证正

转结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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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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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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