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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秸秆丝状化弯刀式破碎

机，包括机台、动力组，以及由左至右依次设置在

机台上的进料输送机构、喂料机构和搓丝粉碎机

构，所述机台包括带进料口和出料口的物料粉碎

仓，所述搓丝粉碎机构设置于物料粉碎仓内，包

括主轴、围绕主轴固定的刀组架和固定在刀组架

上的多个粉碎刀组，所述粉碎刀组的刀片为带折

弯的L型结构，相邻粉碎刀组刀片的折弯部朝向

相反。本发明通过抓辊给料加薄型刀片，一转实

现物料的破碎，无筛板一次性撕裂，粉碎效果好，

效率高，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喂料机构可使秸

秆以稳定的速度进入物料粉碎仓，保证大直径的

秸秆能均匀、充分的进料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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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秸秆丝状化弯刀式破碎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台、固定在机台上的动力组，以

及由左至右依次设置在机台上的进料输送机构、喂料机构和搓丝粉碎机构，所述机台包括

带进料口和出料口的物料粉碎仓，所述搓丝粉碎机构设置于物料粉碎仓内，包括主轴、围绕

主轴固定的刀组架和固定在刀组架上的多个粉碎刀组，所述粉碎刀组的刀片为带折弯的L

型结构，折弯部与固定部呈90°～150°夹角，相邻粉碎刀组刀片的折弯部朝向相反,所述刀

组架包括垂直于所述主轴轴线的多片圆形定位盘、与粉碎刀组数量对应的多根固定轴，所

述定位盘的中心开有供主轴穿过的中心孔，以及在圆周方向等距排列可供固定轴穿过的轴

孔，所述定位盘通过中心孔和轴孔分别与主轴和固定轴固定连接,所述粉碎刀组由沿固定

轴轴线方向等距排列的刀片组成，所述刀片的固定部开有可供固定轴穿过的定位孔，所述

刀片通过定位孔与固定轴连接固定，所述刀片平行于所述定位孔圆心与所述定位盘中心孔

圆心的连线方向；所述进料输送机构包括主动轮、从动轮和输送带，所述喂料机构包括设置

于所述主动轮上方、转动固定在机台上的喂料辊，所述喂料辊为圆柱形结构，所述喂料辊的

表面设置有在圆周方向均匀排列、沿径向延伸的压料板，所述机台上与喂料辊连接处设置

有滑槽；所述物料粉碎仓的出料口由活页式上门板和可上下移动的下门板组成，所述上门

板通过铰链与物料粉碎仓的壳体固定，所述下门板的门体上设置有腰型孔，所述下门板与

物料粉碎仓的壳体通过腰型孔上的螺栓连接固定；所述喂料机构还包括设置在喂料辊左侧

的两个上下对置的铺料轮，上铺料轮位于输送带上方，下铺料轮位于输送带下方，所述上铺

料轮与喂料辊以链条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丝状化弯刀式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刀片的折弯

部与固定部夹角为12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丝状化弯刀式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刀片的固定

部之间还设置有多节衬套，所述衬套与固定轴套接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丝状化弯刀式破碎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组包括

电机Ⅰ和电机Ⅱ，所述电机Ⅰ通过链条连接所述进料输送机构的主动轮，所述电机Ⅱ通过链

条连接所述搓丝粉碎机构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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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秸秆丝状化弯刀式破碎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机械领域，特别是一种秸秆丝状化弯刀式破碎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谷物收货后留下的秸秆作为农业生产的必然产物，是一种

十分宝贵的资源，秸秆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物质和少量的粗蛋白、粗脂肪，这三种成分在干物

质中的含量一般在75%～85%`、2.5%～8.0%和1.0%～2.5%之间，另外还有4.5%～10%的粗灰

分。秸秆作为重要的生物质资源，总能量基本和玉米、淀粉的总能量相当。秸秆燃烧值约为

标准煤的50%，秸秆蛋白含量约为5%，纤维含量在3%左右，还含有一定量的钙、磷等矿物质，1

吨普通秸秆的营养价值平均与0.25吨粮食的营养价值相当。据测算，每生产1吨玉米可产两

吨秸秆，每生产1吨稻谷和小麦可产1吨秸秆。我国每年可产农作物秸秆6亿多吨。如全部用

作饲料，折算相当于1.5亿吨粮食。经过科学处理，秸秆的营养价值还可以大幅度提高。但是

植物秸秆因其茎细胞壁中含有木质纤维素而很难作为工业原料及饲料。目前，全国大约有

3%的秸秆直接作为农村生活燃料、10%用于牲畜的饲料、23%用作副工业产品、60%直接还田，

而大量的秸秆被就地焚烧，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又污染了环境。如何提高秸秆的利用率研

究是当今世界性的研究课题。

[0003] 目前，对于秸秆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物理处理、化学处理、生物处理等，物理处理主

要利用人、机械、热和压力等方法,改变秸秆的物理性状,使其软化。要包括铡切、粉碎、揉

碎、浸泡、蒸煮与膨化等。物理方法处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适口性，提高采食量和减少饲喂

中的浪费。将秸秆切短粉碎后便于草食动物咀嚼，也易于和其他饲料配合，是生产中秸秆饲

料利用比较理想的方法。试验证明，秸秆经切短或粉碎后饲喂，采食量增加20%～30%，日增

重提高20%左右，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绿色生物质饲料。由于人力生产的效率底下，现在大多

使用机械加工秸秆饲料。

[0004] 近年来，公开文献大量报道了秸秆生产饲料的方法，如：

[0005] 1、授权公告号CN200963868的实用新型《秸秆搓丝机》，涉及一种秸秆加工机械。针

对现有秸秆搓丝机不能完全将秸秆纤维分解、剥离，搓丝效果差，加工效率低的问题而设计

的。该使用新型的主动轴和两根从动轴装在箱体内，主动轴位于并列排列的两根从动轴上

方的中间位置上，主动轴上固定装有齿轮一，两根从动轴上分别固定装有与齿轮一相啮合

的齿轮二，两根从动轴分别与相对应的联轴器三传动连接，壳体内装有两根主轴，两根主轴

的一端穿过轴承箱总成与联轴器三传动连接，两根主轴的另一端装在侧端轴承座  总成内，

装在壳体内的主轴上装有通过键谅解的入料螺旋推进器总成和搓丝螺旋推进器，壳体上端

的进料口与喂料器总成固接。该实用新型具有能将秸秆纤维完全分解、剥离，加工量大的优

点。

[0006] 2、授权公告号CN202316051的实用新型《秸秆饲料粉碎机》，包括刀具，其特征是，

所述刀具包括刀片及安装刀片的刀座，所述刀片设有多个，且刀片在刀座上安装的高度不

同；刀片、刀座位于一料斗内的底部；刀座安装在一纵向设置的传动轴上，该传动轴位于料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7185670 B

3



斗外且与驱动电机连接；所述料斗、驱动电机设置在机架上，所述料斗底部的一侧设有出料

口，该出料口通过输料管道连接储料装置，粉碎均匀且不易卡料。

[0007] 3、申请公布号  CN  104275235  A的发明专利《一种农作物秸秆粉碎机》，涉及一种

用于粉碎农作物秸秆的粉碎机，包括机架、电机、进料口、粉碎装置、变速箱和出料口，电机、

粉碎装置、变速箱均固定在机架上，所述电机和粉碎装置连接，粉碎装置上安装有进料口和

出料口，粉碎装置包括转轴和粉碎桶，所述转轴上固定有刀片，所述刀片的数量为5片，所述

粉碎桶顶部设有加热器，所述粉碎桶上设置有出气孔。该发明的农作物秸秆粉碎机适用于

新鲜的农作物秸秆，  新鲜秸秆粉碎后水分可由70%降至15%以下，可以用作燃料，也可以用

作饲料、基料等。该发明还适用于秸秆较粗大的作物，操作简单，不会造成堵塞。

[0008] 上述公开文献报道的装置中，秸秆粉碎部件主要为利用高速旋转对秸秆进行粉碎

的Y型甩刀型，粉碎效果较好，但是Y型刀片加工困难，同时两片刀刃和刀柄结合处易形成应

力集中而断裂，且位于其中的秸秆残渣难以清理，造成使用成本高、工作寿命短。

[0009] 同时，传统的破碎机内部均设置有带孔的筛板，秸秆从孔中进入，经刀片切碎后，

再从孔中送出，这种结构的筛板孔很容易被堵住，有时候没有充分破碎，需要多次破碎之后

才能达到成品标准。

发明内容

[0010]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秸秆丝状化弯刀式破碎机。

[0011]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2] 一种秸秆丝状化弯刀式破碎机，包括机台、固定在机台上的动力组，以及由左至右

依次设置在机台上的进料输送机构、喂料机构和搓丝粉碎机构，所述机台包括带进料口和

出料口的物料粉碎仓，所述搓丝粉碎机构设置于物料粉碎仓内，包括主轴、围绕主轴固定的

刀组架和固定在刀组架上的多个粉碎刀组，所述粉碎刀组的刀片为带折弯的L型结构，折弯

部与固定部呈90°～150°夹角，相邻粉碎刀组刀片的折弯部朝向相反。

[001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刀组架包括垂直于所述主轴轴线的多片圆形定位

盘、与粉碎刀组数量对应的多根固定轴，所述定位盘的中心开有供主轴穿过的中心孔，以及

在圆周方向等距排列可供固定轴穿过的轴孔，所述定位盘通过中心孔和轴孔分别与主轴和

固定轴固定连接。

[0014]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粉碎刀组由沿固定轴轴线等距排列的刀片

组成，所述多个粉碎刀组中同组刀片的折弯部朝向相同，相邻组刀片的折弯部朝向相反，所

述刀片的固定部开有可供固定轴穿过的定位孔，所述刀片通过定位孔与固定轴连接固定，

所述刀片平行于所述定位孔圆心与所述定位盘中心孔圆心的连线方向。

[001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刀片的折弯部与固定部夹角为120°。

[001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刀片的固定部之间还设置有多节衬套，所

述衬套与固定轴套接固定。

[0017] 进一步，所述物料破碎仓的出料口由活页式上门板和可上下移动的下门板组成，

所述上门板通过铰链与物料粉碎仓的壳体固定，所述下门板的门体上设置有腰型孔，所述

下门板与物料粉碎仓的壳体通过腰型孔上的螺栓连接固定。

[0018] 进一步，所述进料输送机构包括主动轮、从动轮和输送带，所述主动轮在右，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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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轮在左，所述喂料机构包括设置于所述主动轮正上方、转动固定在机台上的喂料辊，所

述机台上与喂料辊连接处设置有滑槽。

[0019] 进一步，所述喂料机构还包括设置在喂料辊左侧的两个上下对置的铺料轮，所述

上铺料轮位于输送带上方，所述下铺料轮位于输送带下方，所述上铺料轮与喂料辊以链条

连接。

[0020] 进一步，所述喂料辊为圆柱形结构，所述喂料辊的表面设置有在圆周方向均匀排

列、沿径向延伸的压料板。

[0021] 进一步，所述动力组包括电机Ⅰ和电机Ⅱ，所述电机Ⅰ通过链条连接所述进料输送

机构的主动轮，所述电机Ⅱ通过链条连接所述搓丝粉碎机构的主轴。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粉碎机构相邻刀组的L型薄型刀片反向排列，可以一转实

现物料的破碎，既有传统的Y型刀片粉碎效果好、工作效率高的优点，又利于日常维护保养，

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0023] 2、带压料板的喂料辊可以使秸秆以稳定的速度进入物料粉碎仓，保证大直径的秸

秆能均匀、充分的粉碎；

[0024] 3、摒弃了传统的筛板式多转破碎结构，免除筛板隔离，无论秸秆的状态是湿的、干

的、软的、硬的，均可以一次性撕裂，快速破碎；

[0025] 4、出料口可以调节大小，当需要粉碎后的秸秆颗粒减小时，可以缩小出料口是秸

秆在物料粉碎仓切割的更充分；如果需要粉碎后的秸秆颗粒较大时，则可以增大出料口。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剖面结构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粉碎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本发明粉碎刀片的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物料破碎仓出料口下门板的示意图；

[0031] 图5是本发明喂料辊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33] 须知，本说明书结构描述的“左”即为图中的左边方向，“右”即为图中的右边方向。

[0034] 本说明书所附图式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内

容，以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

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所能产

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围内。

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间”及其他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

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

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

[0035] 参照图1至图3，本发明的一种秸秆丝状化弯刀式破碎机，包括机台1、固定在机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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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动力组2，以及由左至右依次设置在机台1上的进料输送机构3、喂料机构4和搓丝粉碎

机构5，所述机台1包括带进料口和出料口的物料粉碎仓11，所述搓丝粉碎机构5设置于物料

粉碎仓11内，包括主轴51、围绕主轴51固定的刀组架52和固定在刀组架52上的多个粉碎刀

组，所述粉碎刀组的刀片53为带折弯的L型结构，折弯部531与固定部532呈90°～150°夹角，

相邻粉碎刀组刀片53的折弯部531朝向相反。

[0036] 所述刀组架52包括垂直于所述主轴51轴线的多片圆形定位盘521、与粉碎刀组数

量对应的多根固定轴522，所述定位盘521的中心开有供主轴51穿过的中心孔，以及在圆周

方向等距排列可供固定轴522穿过的轴孔，所述定位盘521通过中心孔和轴孔分别与主轴51

和固定轴522固定连接。

[0037] 所述粉碎刀组由沿固定轴522轴线等距排列的刀片53组成，所述多个粉碎刀组中

同组刀片53的折弯部531朝向相同，相邻组刀片53的折弯部531朝向相反，所述刀片53的固

定部532开有可供固定轴522穿过的定位孔，所述刀片53通过定位孔与固定轴522连接固定，

所述刀片53平行于所述定位孔圆心与所述定位盘中心孔圆心的连线方向。

[0038]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种优选方式，所述刀片53的折弯部与固定部532夹角为120°，所

述刀片53的固定部532之间还设置有多节衬套，所述衬套与固定轴522套接固定。

[0039] 参阅图4，所述物料粉碎仓11的出料口由活页式上门板111和可上下移动的下门板

112组成，所述上门板111通过铰链与物料粉碎仓11的壳体固定，所述下门板112的门体上设

置有腰型孔113，所述下门板112与物料粉碎仓11的壳体通过腰型孔113上的螺栓连接固定。

将螺栓置于腰型孔113的上端用螺母固定，即可增大出料口，加快出料速度、提高工作效率；

相应的，将螺栓置于腰型孔113的下端用螺母固定，即可减小出料口，使秸秆粉碎的更充分，

得到的秸秆颗粒更细碎。

[0040] 所述进料输送机构3包括主动轮31、从动轮32和输送带33，所述主动轮31在右，所

述从动轮32在左，所述喂料机构4包括设置于所述主动轮31正上方、转动固定在机台1上的

喂料辊41。

[0041] 参阅图5，所述喂料辊41为圆柱形结构，所述喂料辊41的表面设置有在圆周方向均

匀排列、沿径向延伸的压料板411，压料板411可将大直径的秸秆压扁或将秸秆铺开的厚度

更均匀，使后续的粉碎过程更稳定。

[0042] 作为本实施例的另一种优选方式，所述机台1上与喂料辊41连接处设置有滑槽12，

所述喂料机构4还包括设置在喂料辊41左侧的两个上下对置的铺料轮，所述上铺料轮42位

于输送带上方，所述下铺料轮43位于输送带下方，所述上铺料轮42与喂料辊41以链条连接。

在秸秆送料过程中，需要先经过对置的上铺料轮42和下铺料轮43使秸秆能够铺开均匀，如

果秸秆的输送量较大，喂料辊41会沿着滑槽12向上移动，避免发生堵塞进料输送机构3的情

况发生。

[0043] 所述动力组2包括电机Ⅰ  21和电机Ⅱ  22，所述电机Ⅰ  21通过链条连接所述进料输

送机构3的主动轮31，所述通过链条连接所述搓丝粉碎机构5的主轴51。

[0044]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将秸秆放置在进料输送机构3的输送带33上，此时主动轮

31在电机Ⅰ  21的带动下驱动输送带33，将秸秆输送到喂料机构4的喂料辊41位置处，秸秆经

过压料板411压紧铺匀后进入物料粉碎仓11的进料口，搓丝粉碎机构5的主轴51在电机Ⅱ 

22的驱动下，带动刀组架52使粉碎刀组高速旋转切碎秸秆，经过粉碎后的秸秆颗粒最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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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粉碎仓11的出料口111排出，得到成品。

[0045] 本产品将粉碎机构相邻刀组的L型刀片反向排列，既有传统的Y型刀片粉碎效果

好、工作效率高的优点，又利于日常清洁保养，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整体结构采用丝状化

加弯刀式撕裂的模式，通过抓辊给料和薄型刀片一转实现物料的破碎，无筛板一次性撕裂。

[0046] 而传统的破碎机内部设置有筛板，上面有孔，秸秆从孔中进入，然后被刀片打碎，

然后从孔中送出，这种结构孔容易被堵住，有时候没有充分破碎，需要多转破碎之后才能输

出，效率低下，容易堵塞。

[0047] 本技术方案改变了这种筛板式多转破碎的结构，免除筛板隔离，无论秸秆是湿的、

干的、软的、硬的，均可以快速破碎，效率高，粉碎快，配合调节出口的宽度可以调节输出秸

秆碎片的长度，结构合理，效果更佳。

[0048]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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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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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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