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672813.3

(22)申请日 2021.11.03

(73)专利权人 姚春盖

地址 459099 河南省济源市天坛南路东方

物资家属院B单元5B2号

    专利权人 谢小涛

(72)发明人 姚春盖　谢小涛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豫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1178

专利代理师 郭丽娜

(51)Int.Cl.

A01F 29/08(2006.01)

A01F 29/09(2010.01)

B07B 1/28(2006.01)

B07B 1/4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装

置，通过设置初步切割装置和带有剪切刀的挤压

板对牧草进行多次切割，提高了牧草切割效果和

切割效率，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包括壳体，壳体

左端面上端固定连接有进料管，进料管内部设有

进料装置，壳体内部与进料管连通处设有初步切

割装置，初步切割装置下端设有在壳体内部横向

移动的封堵板，壳体内部初步切割装置正下方固

定连接有筛料板，壳体内部转动连接有转轴纵向

前后布置的驱动齿轮，驱动齿轮通过齿轮齿条配

合驱动封堵板进行横向移动，驱动齿轮还通过齿

轮齿条配合驱动有在壳体内部竖向移动的挤压

板，挤压板下端面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剪

切刀，本实用新型能够对牧草进行完全切割，而

且切割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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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装置，包括壳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左端面上端固定

连接有进料管（2），进料管（2）内部设有进料装置，壳体（1）内部与进料管（2）连通处设有初

步切割装置，初步切割装置下端设有在壳体（1）内部横向移动的封堵板（3），壳体（1）内部初

步切割装置正下方固定连接有筛料板（4），壳体（1）内部转动连接有转轴纵向前后布置的驱

动齿轮（5），驱动齿轮（5）通过齿轮齿条配合驱动封堵板（3）进行横向移动，驱动齿轮（5）还

通过齿轮齿条配合驱动有在壳体（1）内部竖向移动的挤压板（6），挤压板（6）下端面固定连

接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剪切刀（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初步切割装置包

括支撑架（8），壳体（1）内部左上端转动连接有电机驱动的竖向螺杆，竖向螺杆经螺纹配合

驱动支撑架（8）进行竖向移动，支撑架（8）下端面对称固定连接有多个纵向前后布置的定切

割片（9），各个定切割片（9）上均滑动连接有与定切割片（9）相接触且纵向前后布置的动切

割片（10），动切割片（10）经固定连接在支撑架（8）上的气缸驱动进行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装置包括转

动连接在进料管（2）内部且转轴纵向前后布置的多个拨料板（11），各个拨料板（11）固定连

接在转轴上且沿圆周均匀布置，多个拨料板（11）在静止时构成对进料管（2）内部的封堵结

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料板（4）上开

设有多个筛孔（12），筛料板（4）为倾斜布置且倾斜方向为朝向进料管（2）方向斜向上布置，

筛料板（4）下方固定连接有振动电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内部筛

料板（4）所封堵的空间内设有杂质收集腔（13），壳体（1）内部挤压板（6）正下方位置设有切

割腔（1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腔（14）左上

方转动连接有多个拨料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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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切割装置，特别是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牧草指作为家畜饲料而栽培的植物，广义的牧草包括青饲料和作物，作为牧草的

条件最好是具备生长旺盛草质柔嫩、单位面积产量高、再生力强、一年内能收割多次、对家

畜适口性好、营养上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和长骨骼所必需的适量的磷钙及丰富的维生素类

等，牧草收割后可作为鲜草、干草、青贮饲料使用或不收割直接放牧，在畜牧业中不同家畜

对牧草的需求量不同，需要将牧草加工切割之后再进行饲喂，比如喂养兔子就需要将牧草

进行切短再喂，这样才能避免浪费，但是现有的牧草切割装置存在切割不彻底切割效果不

好的问题，因牧草收割后内部会有土壤等其他杂质，现有的牧草切割装置不能对这些土壤

杂质进行有效过滤，影响后期牧草切割完成后的家畜喂养。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上述情况，为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了畜牧加工用牧草切割

装置，通过设置初步切割装置和带有剪切刀的挤压板对牧草进行多次切割，提高了牧草切

割效果和切割效率，通过设置筛料板可以把牧草里的土壤和杂质筛除提高牧草切割后的质

量，减少了后期牧草去除杂质的工作。

[0004] 其解决的技术方案是，包括壳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左端面上端固定连接有进

料管，进料管内部设有进料装置，壳体内部与进料管连通处设有初步切割装置，初步切割装

置下端设有在壳体内部横向移动的封堵板，壳体内部初步切割装置正下方固定连接有筛料

板，壳体内部转动连接有转轴纵向前后布置的驱动齿轮，驱动齿轮通过齿轮齿条配合驱动

封堵板进行横向移动，驱动齿轮还通过齿轮齿条配合驱动有在壳体内部竖向移动的挤压

板，挤压板下端面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剪切刀。

[0005] 作为优选，所述初步切割装置包括支撑架，壳体内部左上端转动连接有电机驱动

的竖向螺杆，竖向螺杆经螺纹配合驱动支撑架进行竖向移动，支撑架下端面对称固定连接

有多个纵向前后布置的定切割片，各个定切割片上均滑动连接有与定切割片相接触且纵向

前后布置的动切割片，动切割片经固定连接在支撑架上的气缸驱动进行移动。

[0006] 作为优选，所述进料装置包括转动连接在进料管内部且转轴纵向前后布置的多个

拨料板，各个拨料板固定连接在转轴上且沿圆周均匀布置，多个拨料板在静止时构成对进

料管内部的封堵结构。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筛料板上开设有多个筛孔，筛料板为倾斜布置且倾斜方向为朝向

进料管方向斜向上布置，筛料板下方固定连接有振动电机。

[0008] 作为优选，所述壳体内部筛料板所封堵的空间内设有杂质收集腔，壳体内部挤压

板正下方位置设有切割腔。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切割腔左上方转动连接有多个拨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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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是：

[0011] 1.通过设置初步切割装置和带有剪切刀的挤压板对牧草进行多次切割，提高了牧

草切割效果和切割效率；

[0012] 2.通过设置筛料板可以把牧草里的土壤和杂质筛除提高牧草切割后的质量，减少

了后期牧草去除杂质的工作；

[0013] 3.通过设置拨料杆使得牧草下落到筛料板上时不会落到挤压板上方，影响后续切

割工作。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示意图第一视角。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内部结构局部剖视图。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挤压板装置示意图。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初步切割装置示意图第一视角。

[0019] 图6为本实用新型初步切割装置示意图第二视角。

[0020] 附图标记

[0021] 1.壳体，2.进料管，3.封堵板，4.筛料板，5.驱动齿轮，6.挤压板，7.剪切刀，8.支撑

架，9.定切割片，10.动切割片，11.拨料板，12.筛孔，13.杂质收集腔，14.切割腔，15.拨料

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1‑6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出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3]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将待切割加工的牧草放入切割装置壳体1左端面上端固定

连接的进料管2内部，进料管2内部设有进料装置，进料装置包括转动连接在进料管2内部且

转轴纵向前后布置的多个拨料板11，各个拨料板11固定连接在转轴上且沿圆周均匀布置，

多个拨料板11在静止时构成对进料管2内部的封堵结构，进料装置用于将牧草定量投入切

割装置内部防止牧草投入过多影响切割效果，牧草投入进料管2内部后，启动多个拨料板11

转轴的驱动电机使拨料板11在进料管2内部开始转动，牧草在多个拨料板11的作用下开始

进入壳体1内部，壳体1内部与进料管2连通处设有初步切割装置，初步切割装置下端设有在

壳体1内部横向移动的封堵板3，此时在初始状态封堵板3对初步切割装置下端的腔体进行

封堵，牧草进入壳体1内部后落在封堵板3上方，当驱动拨料板11转动的电机转动一定时间

后，牧草进入壳体1内部达到一定量，驱动拨料板11转动的电机停止转动，多个拨料板11停

止转动并对进料管2内部进行封堵，牧草不再进入到壳体1内部，此时初步切割装置开始工

作，初步切割装置包括支撑架8，壳体1内部左上端转动连接有电机驱动的竖向螺杆，竖向螺

杆经螺纹配合驱动支撑架8进行竖向移动，支撑架8下端面对称固定连接有多个纵向前后布

置的定切割片9，各个定切割片9上均滑动连接有与定切割片9相接触且纵向前后布置的动

切割片10，动切割片10经固定连接在支撑架8上的气缸驱动进行移动，此时启动壳体1内部

左上端固定连接的电机开关，电机驱动竖向螺杆进行转动，竖向螺杆经螺纹配合驱动支撑

架8进行竖向向下移动，同时固定连接在支撑架8上的各个气缸开始工作带动各个动切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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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相对于对应的定切割片9做往复切割运动，支撑架8竖向向下移动过程中各个动切割片10

相对于对应的定切割片9做往复切割运动将初步切割装置下方腔体内的牧草进行初步切割

处理，当支撑架8向下移动到行程尽头时壳体1内部左上端的电机反转驱动竖向螺杆进行反

转，竖向螺杆反转驱动支撑架8进行向上移动，支撑架8向上移动过程中各个动切割片10相

对于对应的定切割片9做往复切割运动进一步的对牧草进行切割，如此往复一定时间后，初

步切割装置下方腔体内的牧草就得到了有效地初步切割处理。

[0024] 随后启动壳体1内部驱动齿轮5的驱动电机转动，电机转动带动驱动齿轮5进行转

动，驱动齿轮5通过齿轮齿条配合驱动封堵板3进行横向移动，驱动齿轮5还通过齿轮齿条配

合驱动有在壳体1内部竖向移动的挤压板6，挤压板6下端面固定连接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剪

切刀7，如附图所示驱动齿轮5经电机驱动进行顺时针转动，驱动齿轮5顺时针转动经齿轮齿

条配合驱动封堵板3横向向右移动，封堵板3向右移动将初步切割装置下端的腔体逐渐打

开，初步切割处理后的牧草开始从初步切割装置下端的腔体内向下掉落，壳体1内部初步切

割装置正下方固定连接有筛料板4，筛料板4上开设有多个筛孔12，筛料板4为倾斜布置且倾

斜方向为朝向进料管2方向斜向上布置，这样布置使得牧草在下落到筛料板4上方时沿筛料

板4的斜面向下滑动，而且筛料板4下方固定连接有振动电机，牧草里的泥土等杂质因其自

身重力大于牧草的重力在经过筛料板4上开设的多个筛孔12后经过振动电机的振动会被筛

分出来，筛料板4所封堵的空间内设有杂质收集腔13，牧草里的泥土等杂质进入多个筛孔12

后最终落入杂质收集腔13内部，在驱动齿轮5顺时针转动驱动封堵板3向右移动的同时驱动

齿轮5顺时针转动经齿轮齿条配合也驱动挤压板6竖向向下运动，挤压板6下端面固定连接

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剪切刀7，壳体1内部挤压板6正下方位置设有切割腔14，切割腔14左上方

转动连接有多个拨料杆15，多个拨料杆15的设置使得牧草下落到筛料板4上的过程中不会

落到挤压板6上方，从而影响后续切割工作，牧草经过筛料板4上的振动电机筛分后进入到

切割腔14内部，封堵板3经驱动齿轮5驱动向右移动直至初步切割装置下端的腔体完全打开

牧草全部下落，此时驱动齿轮5驱动的挤压板6向下运动到切割腔14上方一定距离还未对切

割腔14进行封堵，驱动齿轮5顺时针转动继续驱动封堵板3向右运动以及挤压板6向下运动，

在挤压板6继续向下运动对切割腔14进行封堵时，最后下落的牧草经过筛料板4上的振动电

机筛分后最终进入切割腔14内部，随后挤压板6连同挤压板6下端面固定连接的多个剪切刀

7继续向下运动，挤压板6向下运动对切割腔14进行封堵的同时对切割腔14内部的牧草进行

充分压实，这样使得剪切刀7能够更好的对牧草进行切割，切割效果更好，在切割完成后，控

制驱动齿轮5的驱动电机反转，驱动齿轮5经电机驱动进行逆时针转动，驱动齿轮5逆时针转

动驱动封堵板3向左运动以及挤压板6向上运动回到初始位置，然后控制驱动齿轮5的驱动

电机正转重复上述的切割过程，循环往复切割一定时间后最终驱动齿轮5的驱动电机反转，

驱动齿轮5经电机驱动进行逆时针转动，驱动齿轮5逆时针转动驱动封堵板3向左运动以及

挤压板6向上运动回到初始位置，随后驱动齿轮5的驱动电机停止工作所有装置回到初始状

态，后续再进行牧草切割时只需打开多个拨料板11转轴的驱动电机使拨料板11在进料管2

内部开始转动，这样就会开始新一轮的切割工作将进料管2内部剩余的牧草继续进行切割，

牧草切割过程中筛出的泥土和杂质都储存在收集腔13内部，收集腔13与壳体1外壁间设有

可打开的门，可以定期打开清理收集腔13内部的泥土和杂质，切割完成后的牧草都储存在

切割腔14内部，切割腔14与壳体1外壁间设有可打开的门，可以定期打开将切割腔14内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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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完成的牧草转运出去用来喂养家畜等，这样通过连续的循环往复的切割工作得到的牧草

切割完全而且切割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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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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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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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9

CN 216438026 U

9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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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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