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077433.1

(22)申请日 2018.09.1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15618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1.08

(73)专利权人 南通尔康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

地址 226600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大公镇

仲洋村十组

(72)发明人 李冬年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纵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224

代理人 赵虎

(51)Int.Cl.

A01F 29/00(2006.01)

A01F 29/09(2010.01)

C05F 11/00(2006.01)

C05F 17/00(2006.01)

审查员 陈启军

 

(54)发明名称

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生物质有机肥制备技术领域，特

别是涉及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

机；包括基座、进料箱、切断装置、摆动装置、驱动

机构、倾斜板和收集筒，所述的基座包括底板、主

支架、收集桶支架、进料箱支架、副支架、电机支

架和主轴支架；主支架固定连接在底板的中端；

收集桶支架固定连接在主支架的中端；进料箱支

架固定连接在主支架的顶端；副支架固定连接在

底板的侧端；本发明采用先由切断装置将各种秸

秆切成段状，再由切碎装置进行粉碎的处理方

式，可使本发明能够有效处理不同长度、粗细和

硬度的多种农作物秸秆，在使用时只需将秸秆装

入进料箱即可自动切断、粉碎、筛选和出料，减少

农民处理秸秆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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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包括基座（1）、进料箱（2）、切断装置（3）、摆

动装置（4）、驱动机构（5）、倾斜板（7）和收集筒（8），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基座（1）包括底板

（1-1）、主支架（1-2）、收集桶支架（1-3）、进料箱支架（1-4）、副支架（1-5）、电机支架（1-6）和

主轴支架（1-7）；主支架（1-2）固定连接在底板（1-1）的中部；收集桶支架（1-3）固定连接在

主支架（1-2）的中部；进料箱支架（1-4）固定连接在主支架（1-2）的顶端；副支架（1-5）固定

连接在底板（1-1）的侧端；电机支架（1-6）固定连接在副支架（1-5）的顶端；主轴支架（1-7）

固定连接在电机支架（1-6）的侧端；

所述的进料箱（2）包括梯形进料槽（2-1）、矩形槽（2-2）和滑块滑槽（2-3）；梯形进料槽

（2-1）由上至下开口逐渐减小；矩形槽（2-2）连接并连通在梯形进料槽（2-1）的底端；矩形槽

（2-2）的左右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滑块滑槽（2-3）；梯形进料槽（2-1）固定连接在进料箱

支架（1-4）上；

所述的倾斜板（7）的左端向下倾斜设置，倾斜板（7）固定连接在主支架（1-2）的顶端；倾

斜板（7）的右端位于矩形槽（2-2）的下方；

所述的收集筒（8）固定连接在收集桶支架（1-3）上；收集筒（8）位于倾斜板（7）左端的下

方；

所述的切断装置（3）包括挡板（3-1）、侧轴架（3-2）、侧滑块（3-3）、从动链轮轴（3-4）、从

动链轮（3-5）、链条（3-6）、切割片（3-7）、主动链轮（3-8）、主动链轮轴（3-9）、电机Ⅰ（3-10）和

电机架（3-11）；挡板（3-1）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侧轴架（3-2）；两个侧轴架（3-2）的内端

均固定连接有侧滑块（3-3）；从动链轮（3-5）固定连接在从动链轮轴（3-4）的底端，从动链轮

轴（3-4）转动配合连接在一侧的侧轴架（3-2）内；主动链轮（3-8）固定连接在主动链轮轴（3-

9）的底端，主动链轮轴（3-9）通过带座轴承转动配合连接在另一侧的侧轴架（3-2）内；主动

链轮（3-8）与从动链轮（3-5）通过链条（3-6）传动；链条（3-6）上均匀排列固定连接有若干个

切割片（3-7）；主动链轮轴（3-9）的顶端通过联轴器连接在电机Ⅰ（3-10）的输出轴上；电机Ⅰ

（3-10）通过电机架（3-11）固定连接在位于主动链轮轴（3-9）一侧的侧轴架（3-2）上；两个侧

滑块（3-3）分别滑动配合连接在两个滑块滑槽（2-3）内；

所述的摆动装置（4）包括转盘（4-1）、转盘轴（4-2）、从动带轮Ⅰ（4-3）、偏心轴（4-4）、偏

心轴滑槽（4-5）、连接杆（4-6）、摆动杆（4-7）、滑动柱（4-8）、拨杆（4-9）、铰接轴（4-10）、铰接

轴架（4-11）和转盘轴架（4-12）；转盘（4-1）固定连接在转盘轴（4-2）的顶端；从动带轮Ⅰ（4-

3）固定连接在转盘轴（4-2）的中部；转盘轴（4-2）转动配合连接在转盘轴架（4-12）的顶端；

偏心轴（4-4）偏心固定连接在转盘（4-1）的顶端；偏心轴（4-4）滑动配合连接在偏心轴滑槽

（4-5）内；连接杆（4-6）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偏心轴滑槽（4-5）和摆动杆（4-7）；滑动柱（4-

8）滑动配合连接在摆动杆（4-7）上；滑动柱（4-8）铰接在拨杆（4-9）的底端；连接杆（4-6）的

中部铰接在铰接轴（4-10）上；铰接轴（4-10）固定连接在铰接轴架（4-11）上；铰接轴架（4-

11）固定连接在矩形槽（2-2）上；拨杆（4-9）的侧端固定连接在位于从动链轮轴（3-4）一侧的

侧轴架（3-2）上；转盘轴架（4-12）固定连接在收集筒（8）上；

所述的驱动机构（5）包括主轴（5-1）、从动齿轮（5-2）、主动齿轮（5-3）、电机Ⅱ（5-4）和

主动带轮Ⅰ（5-5）；从动齿轮（5-2）固定连接在主轴（5-1）的中部；主动齿轮（5-3）与从动齿轮

（5-2）啮合传动；主动齿轮（5-3）固定连接在电机Ⅱ（5-4）的输出轴上；主动带轮Ⅰ（5-5）固定

连接在主轴（5-1）的顶端；电机Ⅱ（5-4）固定连接在电机支架（1-6）上；主轴（5-1）转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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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在主轴支架（1-7）上；主动带轮Ⅰ（5-5）与从动带轮Ⅰ（4-3）通过皮带带传动连接；

所述的驱动机构（5）还包括主动带轮Ⅱ（5-6）；主动带轮Ⅱ（5-6）固定连接在主轴（5-1）

的底端；

所述的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还包括切碎装置（6）；所述的切碎装置

（6）包括刀片轴（6-1）、切碎刀片（6-2）和从动带轮Ⅱ（6-3）；所述的刀片轴（6-1）上均匀环绕

固定连接有多个切碎刀片（6-2）；从动带轮Ⅱ（6-3）固定连接在刀片轴（6-1）的底端；刀片轴

（6-1）穿过过滤网中部的通孔；多个切碎刀片（6-2）均位于过滤网上方；多个切碎刀片（6-2）

均位于收集筒（8）内；刀片轴（6-1）转动配合连接在刀片轴支架（1-8）内；从动带轮Ⅱ（6-3）

与主动带轮Ⅱ（5-6）通过皮带带传动连接；

所述的从动带轮Ⅰ（4-3）、主动带轮Ⅱ（5-6）、主动带轮Ⅰ（5-5）和从动带轮Ⅱ（6-3）外圈

的半径依次逐渐减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倾斜板（7）包括倾斜板体（7-1）和挡板（7-2）；倾斜板体（7-1）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挡板

（7-2）；倾斜板体（7-1）固定连接在主支架（1-2）的顶端；倾斜板体（7-1）右端位于矩形槽（2-

2）的下端；收集筒（8）位于倾斜板体（7-1）左端的下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基座（1）还包括刀片轴支架（1-8）；刀片轴支架（1-8）固定连接在主支架（1-2）上；刀片轴支

架（1-8）位于底板（1-1）与收集桶支架（1-3）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收集筒（8）内壁的底端设有一层过滤网；过滤网的筛孔尺寸为1cm-3cm；过滤网的中部设有

通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还包括收纳筒（9）；所述的收纳筒（9）固定连接在底

板（1-1）上；收纳筒（9）位于收集筒（8）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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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质有机肥制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

原料制备机。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质有机肥是指特定功能微生物与主要以动植物残体(如畜禽粪便、农作物秸

秆等)为来源并经无害化处理、腐熟的有机物料复合而成的一类兼具微生物肥料和有机肥

效应的肥料。农作物秸秆是成熟农作物茎叶(穗)部分的总称，通常指小麦、水稻、玉米、薯

类、油菜、棉花、甘蔗和其它农作物(通常为粗粮)在收获籽实后的剩余部分。农作物光合作

用的产物有一半以上存在于秸秆中，秸秆富含氮、磷、钾、钙、镁和有机质等，是一种具有多

用途的可再生的生物资源。每到秋冬季节，秸秆、枯枝、落叶将会成为农户的头痛问题，在收

获籽实后，秸秆通常会被焚烧处理，但焚烧秸秆会增加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空气中

的可吸入颗粒物并降低空气的能见度，而秸秆若不经过系统的处理将会成为废弃垃圾；因

此设计出一款可将秸秆制备为生物质有机肥原料的装置，制备完成的秸秆经发酵除菌处理

后即可用作肥料，响应号召，实现秸秆还田。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可对农作物秸秆进

行自动分段切割处理并粉碎。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包括基座、进料箱、切断装置、摆动装置、

驱动机构、倾斜板和收集筒，所述的基座包括底板、主支架、收集桶支架、进料箱支架、副支

架、电机支架和主轴支架；主支架固定连接在底板的中部；收集桶支架固定连接在主支架的

中部；进料箱支架固定连接在主支架的顶端；副支架固定连接在底板的侧端；电机支架固定

连接在副支架的顶端；主轴支架固定连接在电机支架的侧端；

[0006] 所述的进料箱包括梯形进料槽、矩形槽和滑块滑槽；梯形进料槽由上至下开口逐

渐减小；矩形槽连接并连通在梯形进料槽的底端；矩形槽的左右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滑

块滑槽；梯形进料槽固定连接在进料箱支架上；

[0007] 所述的倾斜板的左端向下倾斜设置，倾斜板固定连接在主支架的顶端；倾斜板的

右端位于矩形槽的下方；

[0008] 所述的收集筒固定连接在收集桶支架上；收集筒位于倾斜板左端的下方；

[0009] 所述的切断装置包括挡板、侧轴架、侧滑块、从动链轮轴、从动链轮、链条、切割片、

主动链轮、主动链轮轴、电机Ⅰ和电机架；挡板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侧轴架；两个侧轴架

的内端均固定连接有侧滑块；从动链轮固定连接在从动链轮轴的底端，从动链轮轴转动配

合连接在一侧的侧轴架内；主动链轮固定连接在主动链轮轴的底端，主动链轮轴通过带座

轴承转动配合连接在另一侧的侧轴架内；主动链轮与从动链轮通过链条传动；链条上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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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固定连接有若干个切割片；主动链轮轴的顶端通过联轴器连接在电机Ⅰ的输出轴上；电

机Ⅰ通过电机架固定连接在位于主动链轮轴一侧的侧轴架上；两个侧滑块分别滑动配合连

接在两个滑块滑槽内；

[0010] 所述的摆动装置包括转盘、转盘轴、从动带轮Ⅰ、偏心轴、偏心轴滑槽、连接杆、摆动

杆、滑动柱、拨杆、铰接轴、铰接轴架和转盘轴架；转盘固定连接在转盘轴的顶端；从动带轮Ⅰ

固定连接在转盘轴的中部；转盘轴转动配合连接在转盘轴架的顶端；偏心轴偏心固定连接

在转盘的顶端；偏心轴滑动配合连接在偏心轴滑槽内；连接杆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有偏心

轴滑槽和摆动杆；滑动柱滑动配合连接在摆动杆上；滑动柱铰接在拨杆的底端；连接杆的中

部铰接在铰接轴上；铰接轴固定连接在铰接轴架上；铰接轴架固定连接在矩形槽上；拨杆的

侧端固定连接在位于从动链轮轴一侧的侧轴架上；转盘轴架固定连接在收集筒上；

[0011] 所述的驱动机构包括主轴、从动齿轮、主动齿轮、电机Ⅱ和主动带轮Ⅰ；从动齿轮固

定连接在主轴的中部；主动齿轮与从动齿轮啮合传动；主动齿轮固定连接在电机Ⅱ的输出

轴上；主动带轮Ⅰ固定连接在主轴的顶端；电机Ⅱ固定连接在电机支架上；主轴转动配合连

接在主轴支架上；主动带轮Ⅰ与从动带轮Ⅰ通过皮带带传动连接。

[0012] 所述的倾斜板包括倾斜板体和挡板；倾斜板体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挡板；倾

斜板体固定连接在主支架的顶端；倾斜板体右端位于矩形槽的下端；收集筒位于倾斜板体

左端的下端。

[0013] 所述的基座还包括刀片轴支架；刀片轴支架固定连接在主支架上；刀片轴支架位

于底板与收集桶支架之间。

[0014] 所述的驱动机构还包括主动带轮Ⅱ；主动带轮Ⅱ固定连接在主轴的底端。

[0015] 所述的收集筒内壁的底端设有一层过滤网；过滤网的筛孔尺寸为1cm-3cm；过滤网

的中部设有通孔。

[0016] 所述的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还包括切碎装置；所述的切碎装置

包括刀片轴、切碎刀片和从动带轮Ⅱ；所述的刀片轴上均匀环绕固定连接有多个切碎刀片；

从动带轮Ⅱ固定连接在刀片轴的底端；刀片轴穿过过滤网中部的通孔；多个切碎刀片均位

于过滤网上方；多个切碎刀片均位于收集筒内；刀片轴转动配合连接在刀片轴支架内；从动

带轮Ⅱ与主动带轮Ⅱ通过皮带带传动连接。

[0017] 所述的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还包括收纳筒；所述的收纳筒固定

连接在底板上；收纳筒位于收集筒的下方。

[0018] 所述的从动带轮Ⅰ、主动带轮Ⅱ、主动带轮Ⅰ和从动带轮Ⅱ外圈的半径依次逐渐减

小。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采用先由切断装置将各种秸秆切成段状，再由切碎装置进行粉碎的处理方

式，可使本发明能够有效处理不同长度、粗细和硬度的多种农作物秸秆，避免传统粉碎机直

接粉碎时由于农作物长度、粗细和硬度不一致导致的粉碎不均匀或卡机的现象；在使用时

只需将秸秆装入进料箱即可自动切断、粉碎、筛选和出料，减少农民处理秸秆的工作量；将

秸秆粉碎至1cm-3cm，会使秸秆在后续制备有机肥的过程中发酵效果会更好，效果更好的有

机肥会使土地更加肥沃，让农民的收入更多；通过废弃秸秆的循环利用制备生物质有机肥，

可使农民节省购买化肥的成本；将农作物秸秆循环利用后可避免对秸秆进行燃烧处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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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秸秆在燃烧过程中对环境进行的破坏。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一；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二；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基座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的进料箱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的切断装置结构示意图一；

[0026] 图6是本发明的切断装置结构示意图二；

[0027] 图7是本发明的摆动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8] 图8是本发明的驱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9是本发明的切碎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0是本发明的倾斜板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1是本发明的切碎装置和收集筒配合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基座1；底板1-1；主支架1-2；收集桶支架1-3；进料箱支架1-4；副支架1-5；电

机支架1-6；主轴支架1-7；刀片轴支架1-8；进料箱2；梯形进料槽2-1；矩形槽2-2；滑块滑槽

2-3；切断装置3；挡板3-1；侧轴架3-2；侧滑块3-3；从动链轮轴3-4；从动链轮3-5；链条3-6；

切割片3-7；主动链轮3-8；主动链轮轴3-9；电机Ⅰ3-10；电机架3-11；摆动装置4；转盘4-1；转

盘轴4-2；从动带轮Ⅰ4-3；偏心轴4-4；偏心轴滑槽4-5；连接杆4-6；摆动杆4-7；滑动柱4-8；拨

杆4-9；铰接轴4-10；铰接轴架4-11；转盘轴架4-12；驱动机构5；主轴5-1；从动齿轮5-2；主动

齿轮5-3；电机Ⅱ5-4；主动带轮Ⅰ5-5；主动带轮Ⅱ5-6；切碎装置6；刀片轴6-1；切碎刀片6-2；

从动带轮Ⅱ6-3；倾斜板7；倾斜板体7-1；挡板7-2；收集筒8；收纳筒9。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1-11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35] 如图1-11所示，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包括基座1、进料箱2、切

断装置3、摆动装置4、驱动机构5、倾斜板7和收集筒8，所述的基座1包括底板1-1、主支架1-

2、收集桶支架1-3、进料箱支架1-4、副支架1-5、电机支架1-6和主轴支架1-7；主支架1-2固

定连接在底板1-1的中部；收集桶支架1-3固定连接在主支架1-2的中部；进料箱支架1-4固

定连接在主支架1-2的顶端；副支架1-5固定连接在底板1-1的侧端；电机支架1-6固定连接

在副支架1-5的顶端；主轴支架1-7固定连接在电机支架1-6的侧端；

[0036] 所述的进料箱2包括梯形进料槽2-1、矩形槽2-2和滑块滑槽2-3；梯形进料槽2-1由

上至下开口逐渐减小；矩形槽2-2连接并连通在梯形进料槽2-1的底端；矩形槽2-2的左右两

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滑块滑槽2-3；梯形进料槽2-1固定连接在进料箱支架1-4上；在使用进

料箱2时，将农作物秸秆由梯形进料槽2-1装入，经过梯形进料槽2-1由上至下的收集后，秸

秆变得紧密，由矩形槽2-2下落。

[0037] 所述的倾斜板7的左端向下倾斜设置，倾斜板7固定连接在主支架1-2的顶端；倾斜

板7的右端位于矩形槽2-2的下方；在使用倾斜板7时，经矩形槽2-2下落的秸秆会掉落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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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板7上；较短的秸秆将直接滑落，较长的秸秆将在矩形槽2-2内滑动，且底端顶在倾斜板7

上。

[0038] 所述的收集筒8固定连接在收集桶支架1-3上；收集筒8位于倾斜板7左端的下方；

由倾斜板7上掉落的秸秆段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掉入收集筒8中。

[0039] 所述的切断装置3包括挡板3-1、侧轴架3-2、侧滑块3-3、从动链轮轴3-4、从动链轮

3-5、链条3-6、切割片3-7、主动链轮3-8、主动链轮轴3-9、电机Ⅰ3-10和电机架3-11；挡板3-1

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个侧轴架3-2；两个侧轴架3-2的内端均固定连接有侧滑块3-3；从动

链轮3-5固定连接在从动链轮轴3-4的底端，从动链轮轴3-4通过带座轴承在一侧的侧轴架

3-2内沿其轴线转动并轴向固定；主动链轮3-8固定连接在主动链轮轴3-9的底端，主动链轮

轴3-9通过带座轴承转动配合连接在另一侧的侧轴架3-2内；主动链轮3-8与从动链轮3-5通

过链条3-6传动；链条3-6上均匀排列固定连接有若干个切割片3-7；主动链轮轴3-9的顶端

通过联轴器连接在电机Ⅰ3-10的输出轴上；电机Ⅰ3-10通过电机架3-11固定连接在位于主动

链轮轴3-9一侧的侧轴架3-2上；两个侧滑块3-3分别滑动配合连接在两个滑块滑槽2-3内；

在使用切断装置3时，电机Ⅰ3-10通过导线连接开关和电源；打开电机Ⅰ3-10，使电机Ⅰ3-10带

动主动链轮轴3-9转动，主动链轮轴3-9带动主动链轮3-8转动，主动链轮3-8与从动链轮3-5

配合带动链条3-6转动；链条3-6转动即可带动切割片3-7运动，对较长的秸秆进行切断；拉

动侧轴架3-2可使两个侧滑块3-3在两个滑块滑槽2-3内滑动，以此可实现切断装置3在进料

箱2上相对滑动；切断装置3在进料箱2上滑动时会对秸秆进行切割，将较长的秸秆切成段

状，便于粉碎切割；被切断的秸秆段将经过倾斜板7掉入收集筒8内。

[0040] 所述的摆动装置4包括转盘4-1、转盘轴4-2、从动带轮Ⅰ4-3、偏心轴4-4、偏心轴滑

槽4-5、连接杆4-6、摆动杆4-7、滑动柱4-8、拨杆4-9、铰接轴4-10、铰接轴架4-11和转盘轴架

4-12；转盘4-1固定连接在转盘轴4-2的顶端；从动带轮Ⅰ4-3固定连接在转盘轴4-2的中部；

转盘轴4-2通过带座轴承在转盘轴架4-12的顶端沿其轴线转动并轴向固定；偏心轴4-4偏心

固定连接在转盘4-1的顶端；偏心轴4-4滑动配合连接在偏心轴滑槽4-5内；连接杆4-6的两

端分别固定连接有偏心轴滑槽4-5和摆动杆4-7；滑动柱4-8滑动配合连接在摆动杆4-7上；

滑动柱4-8铰接在拨杆4-9的底端；连接杆4-6的中部铰接在铰接轴4-10上；铰接轴4-10固定

连接在铰接轴架4-11上；铰接轴架4-11固定连接在矩形槽2-2上；拨杆4-9的侧端固定连接

在位于从动链轮轴3-4一侧的侧轴架3-2上；转盘轴架4-12固定连接在收集筒8上；在使用摆

动装置4时，从动带轮Ⅰ4-3带动转盘轴4-2转动，转盘轴4-2带动转盘4-1转动，转盘4-1带动

偏心轴4-4绕转盘4-1的圆心做圆周运动，偏心轴4-4在做圆周运动时，会在偏心轴滑槽4-5

内滑动并带动连接杆4-6在铰接轴4-10上摆动，连接杆4-6在摆动时会带动摆动杆4-7摆动，

摆动杆4-7会带动滑动柱4-8摆动；滑动柱4-8与摆动杆4-7之间相对滑动，滑动柱4-8与拨杆

4-9相对转动，可使拨杆4-9做直线往返运动，拨杆4-9做直线往返运动时会带动侧轴架3-2

移动，对秸秆进行自动切断。

[0041] 所述的驱动机构5包括主轴5-1、从动齿轮5-2、主动齿轮5-3、电机Ⅱ5-4和主动带

轮Ⅰ5-5；从动齿轮5-2固定连接在主轴5-1的中部；主动齿轮5-3与从动齿轮5-2啮合传动；主

动齿轮5-3固定连接在电机Ⅱ5-4的输出轴上；主动带轮Ⅰ5-5固定连接在主轴5-1的顶端；电

机Ⅱ5-4固定连接在电机支架1-6上；主轴5-1通过带座轴承在主轴支架1-7上沿其轴线转动

并轴向固定；主动带轮Ⅰ5-5与从动带轮Ⅰ4-3通过皮带带传动连接。在使用驱动机构5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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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Ⅱ5-4通过导线连接电源和开关，打开电机Ⅱ5-4，使电机Ⅱ5-4带动主动齿轮5-3转动，主

动齿轮5-3转动时会带动从动齿轮5-2转动，从动齿轮5-2转动时会带动主轴5-1转动，主轴

5-1转动时会带动主动带轮Ⅰ5-5转动，主动带轮Ⅰ5-5通过带传动带动从动带轮Ⅰ4-3转动。

[0042] 所述的倾斜板7包括倾斜板体7-1和挡板7-2；倾斜板体7-1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一

个挡板7-2；倾斜板体7-1固定连接在主支架1-2的顶端。倾斜板体7-1两侧的挡板7-2可使秸

秆段在向下滑动时不会从倾斜板体7-1的两端掉落。

[0043] 所述的基座1还包括刀片轴支架1-8；刀片轴支架1-8固定连接在主支架1-2上；刀

片轴支架1-8位于底板1-1与收集桶支架1-3之间。

[0044] 所述的驱动机构5还包括主动带轮Ⅱ5-6；主动带轮Ⅱ5-6固定连接在主轴5-1的底

端；主轴5-1转动时会带动主动带轮Ⅱ5-6转动。

[0045] 所述的收集筒8内壁的底端设有一层过滤网；过滤网的筛孔尺寸为1cm-3cm；过滤

网的中部设有通孔。过滤网可对秸秆碎段进行筛分，将秸秆破碎至1cm-3cm时，在后期制造

有机肥时的发酵效果更好。

[0046] 所述的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还包括切碎装置6；所述的切碎装

置6包括刀片轴6-1、切碎刀片6-2和从动带轮Ⅱ6-3；所述的刀片轴6-1上均匀环绕固定连接

有多个切碎刀片6-2；从动带轮Ⅱ6-3固定连接在刀片轴6-1的底端；刀片轴6-1穿过过滤网

中部的筛孔；切碎刀片6-2均位于过滤网上方；切碎刀片6-2均位于收集筒8内；刀片轴6-1通

过带座轴承在刀片轴支架1-8内沿其轴线转动并轴向固定；从动带轮Ⅱ6-3与主动带轮Ⅱ5-

6通过皮带带传动连接。在使用切碎装置6时，主动带轮Ⅱ5-6带动从动带轮Ⅱ6-3转动，从动

带轮Ⅱ6-3带动刀片轴6-1转动，刀片轴6-1带动多个切碎刀片6-2转动，多个切碎刀片6-2转

动时会将收集筒8内的秸秆段切碎，并将已切碎的秸秆碎段进行搅拌，达到尺寸要求的秸秆

碎段将由过滤网的筛孔内下落。

[0047] 所述的一种秸秆制生物质有机肥的原料制备机还包括收纳筒9；所述的收纳筒9固

定连接在底板1-1上；收纳筒9位于收集筒8的下方。由过滤网的筛孔内下落的秸秆碎段将掉

落在收纳筒9内被收集起来。

[0048] 所述的从动带轮Ⅰ4-3、主动带轮Ⅱ5-6、主动带轮Ⅰ5-5和从动带轮Ⅱ6-3外圈的半

径依次逐渐减小。主动带轮Ⅰ5-5带动从动带轮Ⅰ4-3时为小带大，使转盘4-1的转速不会过

快，主动带轮Ⅱ5-6带动从动带轮Ⅱ6-3时为大带小，在主轴5-1转速有限的情况下，加快切

碎刀片6-2转动的转动速度，加快加工效率。本发明中所述的固定连接是指通过焊接、螺纹

固定等方式进行固定，结合不同的使用环境，使用不同的固定方式。所述的铰接是指通过铰

接轴将需要铰接的两结构铰接在一起，铰接轴的两端分别与被铰接的两结构转动配合连

接。

[0049]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50] 在使用进料箱2时，将农作物秸秆由梯形进料槽2-1装入，经过梯形进料槽2-1由上

至下的收集后，秸秆变得紧密，由矩形槽2-2下落。在使用倾斜板7时，经矩形槽2-2下落的秸

秆会掉落至倾斜板7上；较短的秸秆将直接滑落，较长的秸秆将在矩形槽2-2内滑动，且底端

顶在倾斜板7上。由倾斜板7上掉落的秸秆段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掉入收集筒8中。在使用切断

装置3时，电机Ⅰ3-10通过导线连接开关和电源；打开电机Ⅰ3-10，使电机Ⅰ3-10带动主动链轮

轴3-9转动，主动链轮轴3-9带动主动链轮3-8转动，主动链轮3-8与从动链轮3-5配合带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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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3-6转动；链条3-6转动即可带动切割片3-7运动，对较长的秸秆进行切断；拉动侧轴架3-2

可使两个侧滑块3-3在两个滑块滑槽2-3内滑动，以此可实现切断装置3在进料箱2上相对滑

动；切断装置3在进料箱2上滑动时会对秸秆进行切割，将较长的秸秆切成段状，便于粉碎切

割；被切断的秸秆段将经过倾斜板7掉入收集筒8内。在使用摆动装置4时，从动带轮Ⅰ4-3带

动转盘轴4-2转动，转盘轴4-2带动转盘4-1转动，转盘4-1带动偏心轴4-4绕转盘4-1的圆心

做圆周运动，偏心轴4-4在做圆周运动时，会在偏心轴滑槽4-5内滑动并带动连接杆4-6在铰

接轴4-10上摆动，连接杆4-6在摆动时会带动摆动杆4-7摆动，摆动杆4-7会带动滑动柱4-8

摆动；滑动柱4-8与摆动杆4-7之间相对滑动，滑动柱4-8与拨杆4-9相对转动，可使拨杆4-9

做直线往返运动，拨杆4-9做直线往返运动时会带动侧轴架3-2移动，对秸秆进行自动切断。

在使用驱动机构5时；电机Ⅱ5-4通过导线连接电源和开关，打开电机Ⅱ5-4，使电机Ⅱ5-4带

动主动齿轮5-3转动，主动齿轮5-3转动时会带动从动齿轮5-2转动，从动齿轮5-2转动时会

带动主轴5-1转动，主轴5-1转动时会带动主动带轮Ⅰ5-5转动，主动带轮Ⅰ5-5通过带传动带

动从动带轮Ⅰ4-3转动。倾斜板体7-1两侧的挡板7-2可使秸秆段在向下滑动时不会从倾斜板

体7-1的两端掉落。主轴5-1转动时会带动主动带轮Ⅱ5-6转动。过滤网可对秸秆碎段进行筛

分，将秸秆破碎至1cm-3cm时，在后期制造有机肥时的发酵效果更好。在使用切碎装置6时，

主动带轮Ⅱ5-6带动从动带轮Ⅱ6-3转动，从动带轮Ⅱ6-3带动刀片轴6-1转动，刀片轴6-1带

动多个切碎刀片6-2转动，多个切碎刀片6-2转动时会将收集筒8内的秸秆段切碎，并将已切

碎的秸秆碎段进行搅拌，达到尺寸要求的秸秆碎段将由过滤网的筛孔内下落。由过滤网的

筛孔内下落的秸秆碎段将掉落在收纳筒9内被收集起来。主动带轮Ⅰ5-5带动从动带轮Ⅰ4-3

时为小带大，使转盘4-1的转速不会过快，主动带轮Ⅱ5-6带动从动带轮Ⅱ6-3时为大带小，

在主轴5-1转速有限的情况下，加快切碎刀片6-2转动的转动速度，加快加工效率。

[0051]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对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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