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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饲用谷草的粉碎装

置，属于谷草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包括箱体、输送

组件、滚柱刀、定刀、风扇组件、变速箱和电动机，

所述箱体的底板上设置所述输送组件，所述箱体

的一端开口为进料端，所述箱体的另一端设置滚

柱刀和定刀，所述滚柱刀后侧连接所述风扇组

件，所述风扇组件的顶部一侧设置有出料口；所

述风扇组件的前端设置有变速箱，所述变速箱的

输入轴连接所述电动机的输出轴，所述变速箱的

第一输出轴驱动所述滚柱刀和输送组件，所述变

速箱的第二输出轴驱动所述风扇组件的搅拌叶

旋转。本实用新型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能够将

大型谷草捆直接投入进行粉碎揉搓，提高了作业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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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箱体(1)、输送组件(2)、滚柱刀(3)、定

刀(4)、风扇组件(5)、变速箱(6)和电动机(8)，所述箱体(1)的底板(101)上设置所述输送组

件(2)，所述箱体(1)的一端开口为进料端，所述箱体(1)的另一端设置滚柱刀(3)和定刀

(4)，所述滚柱刀(3)后侧连接所述风扇组件(5)，所述风扇组件(5)的顶部一侧设置有出料

口；

所述风扇组件(5)的前端设置有变速箱(6)，所述变速箱(6)的输入轴连接所述电动机

(8)的输出轴，所述变速箱(6)的第一输出轴(601)驱动所述滚柱刀(3)和输送组件(2)，所述

变速箱(6)的第二输出轴(602)驱动所述风扇组件(5)的搅拌叶旋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组件(2)包括主

动链轮轴(201)、从动链轮轴(202)、链条和输送连接杆(203)，所述主动链轮轴(201)和从动

链轮轴(202)分别通过轴承架设在所述箱体(1)的底部且两端均设置有链轮，所述链轮之间

传动连接两条所述链条，两条所述链条之间安装若干平行设置的输送连接杆(203)，所述链

条的上半部分在所述底板(101)的上表面滑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链条和链轮具体采用

圆环链链条和链轮。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柱刀(3)的外圆柱

面上设置有若干三角刀片(301)，所述三角刀片(301)在所述滚柱刀(3)的外圆柱面上呈正

弦曲线排布，所述定刀(4)包括若干间隔排布的阻挡刀片，所述阻挡刀片呈月牙形状且凹口

方向朝向来料方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柱刀(3)的转轴一

端探出所述箱体(1)侧壁后设置有第一链轮和第二链轮，所述第一链轮通过传动链条连接

所述主动链轮轴(201)的输入链轮，所述第二链轮通过传动链条连接过渡轴(7)的输出链

轮，所述过渡轴(7)通过轴承座(701)架设在所述风扇组件(5)的前端壳体上，所述过渡轴

(7)的另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第一输出轴(60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扇组件(5)还包括

外罩(501)和可调出口罩(502)，所述风扇组件(5)的搅拌叶在所述外罩(501)内高速旋转，

所述外罩(501)的顶部出料口处设置有所述可调出口罩(50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可调出口罩(502)包

括本体、长圆弧孔(502a)、销轴(502b)和锁紧螺丝(502c)，所述可调出口罩(502)的本体通

过两个所述销轴(502b)铰接在所述出料口处，所述锁紧螺丝(502c)穿过所述长圆弧孔

(502a)后螺纹连接在所述外罩(501)的壳体上，所述长圆弧孔(502a)的圆心在所述销轴

(502b)的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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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谷草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我国畜牧业发展面临较大瓶颈，制约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优质饲

草供应不足，尤其是冷季饲草短缺，我国优质饲草缺口巨大，常年需从国外进口。2017年，中

国进口饲草累计200万吨，较2016年同期增长20％左右，主要为苜蓿和燕麦草。更令人心忧

的是，近年来饲草的进口增长量更加迅猛。

[0003] 谷子是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是粮饲兼用的传统作物。谷草作为一种

优质饲草历史悠久，其质地柔软厚实，适口性好，营养价值高，是牛羊等反刍动物的优质饲

料资源，其蛋白含量远高于玉米秸秆，不失为奶牛、肉驴、肉牛等牲畜的一种优质饲草。而

且，全株饲用谷草的推广对缓解我国畜牧业饲草缺口的意义重大，具有减轻对国外饲草过

度依赖的战略意义。

[0004] 饲用谷草在作为饲料喂养牲畜或者制备青贮时，需要将成捆的饲用谷草进行粉碎

揉搓，需要使用铡草机具。目前，在我国现有的铡草机具，一般由机架、动力、喂料、铡切粉碎

部分组成。在机架上设有固定刀片，在旋转刀架上设有动刀片，利用喂料传送装置或手工将

草料送至刀刃部位，依靠旋转刀架上的动刀片快速旋转切割动作，将草料铡切粉碎成碎料。

现有技术中的铡草机具处理量较小，不适用于大型谷草捆的切割粉碎。

[0005] 因此，有必要针对以上缺点开发出一种新型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能够将大型谷草捆直接投入

进行粉碎揉搓，提高了作业效率。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实用新型一种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包括箱体、输送组件、滚柱刀、定刀、风扇组

件、变速箱和电动机，所述箱体的底板上设置所述输送组件，所述箱体的一端开口为进料

端，所述箱体的另一端设置滚柱刀和定刀，所述滚柱刀后侧连接所述风扇组件，所述风扇组

件的顶部一侧设置有出料口；所述风扇组件的前端设置有变速箱，所述变速箱的输入轴连

接所述电动机的输出轴，所述变速箱的第一输出轴驱动所述滚柱刀和输送组件，所述变速

箱的第二输出轴驱动所述风扇组件的搅拌叶旋转。

[0009] 进一步的，所述输送组件包括主动链轮轴、从动链轮轴、链条和输送连接杆，所述

主动链轮轴和从动链轮轴分别通过轴承架设在所述箱体的底部且两端均设置有链轮，所述

链轮之间传动连接两条所述链条，两条所述链条之间安装若干平行设置的输送连接杆，所

述链条的上半部分在所述底板的上表面滑行。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链条和链轮具体采用圆环链链条和链轮。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滚柱刀的外圆柱面上设置有若干三角刀片，所述三角刀片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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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柱刀的外圆柱面上呈正弦曲线排布，所述定刀包括若干间隔排布的阻挡刀片，所述阻挡

刀片呈月牙形状且所述凹口方向朝向来料方向。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滚柱刀的转轴一端探出所述箱体侧壁后设置有第一链轮和第二链

轮，所述第一链轮通过传动链条连接所述主动链轮轴的输入链轮，所述第二链轮通过传动

链条连接过渡轴的输出链轮，所述过渡轴通过轴承座架设在所述风扇组件的前端壳体上，

所述过渡轴的另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第一输出轴。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风扇组件还包括外罩和可调出口罩，所述风扇组件的搅拌叶在所

述外罩内高速旋转，所述外罩的顶部出料口处设置有所述可调出口罩。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可调出口罩包括本体、长圆弧孔、销轴和锁紧螺丝，所述可调出口

罩的本体通过两个所述销轴铰接在所述出料口处，所述锁紧螺丝穿过所述长圆弧孔后螺纹

连接在所述外罩的壳体上，所述长圆弧孔的圆心在所述销轴的轴线上。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一种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通过本实用新型的箱体、输送组件、滚柱

刀、定刀、风扇组件和驱动单元的设置，将整捆的谷草投入到箱体的进料端，输送组件带动

谷草捆向后输送，接触到滚柱刀和定刀时，滚柱刀高速旋转对所述谷草捆进行粉碎切割，定

刀架设住所述谷草捆，防止所述谷草捆未经切割直接向后输送。经过粉碎切割谷草物料进

入到风扇组件的腔体内，搅拌叶高速旋转进一步将所述粉碎的谷草物料进行揉搓，同时，粉

碎的谷草物料受到离心甩动作用沿着所述出料口喷出。

[0017] 此外，通过主动链轮轴和从动链轮轴架设圆环链条的传送带方式，所述谷草捆在

输送连接杆的拨动下向后输送。圆环链和链轮的结构强度大，不容易受到草沫碎屑的干扰，

稳定性高。通过滚柱刀和定刀配合应用，定刀的阻挡刀片起到辅助切割和阻挡的作用，高速

旋转的滚柱刀上的正弦曲线排布的三角刀片起到切割粉碎的作用，二者的配合可以将体型

较大的所述谷草捆逐步快速粉碎切割。通过链轮传动互相连接的滚柱刀、过渡轴和主动链

轮轴，通过配备不同齿数的链轮，能够获得较佳的转速比。通过调整锁紧螺丝相对于长圆弧

孔的锁紧位置，能够调整可调出口罩的出口角度，便于控制出料的喷出角度，进而控制落料

点。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主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1、箱体；101、底板；2、输送组件；201、主动链轮轴；202、从动链轮

轴；203、输送连接杆；3、滚柱刀；301、三角刀片；4、定刀；5、风扇组件；501、外罩；502、可调出

口罩；502a、长圆弧孔；502b、销轴；502c、锁紧螺丝；6、变速箱；601、第一输出轴；602、第二输

出轴；7、过渡轴；701、轴承座；8、电动机；9、支撑脚。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实用新型的核心是提供一种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能够将大型谷草捆直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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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粉碎揉搓，提高了作业效率。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附图说明，以下具体实施例中，

对上、下、左、右的描述均是对说明书附图而言，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5] 参考附图，图1为本实用新型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主视剖视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

实用新型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俯视结构示意图；图3为本实用新型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左

视结构示意图。

[0026]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1～3所示，一种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包

括箱体1、输送组件2、滚柱刀3、定刀4、风扇组件5、变速箱6和电动机8，箱体1的底板101上设

置输送组件2，箱体1的一端开口为进料端，箱体1的另一端设置滚柱刀3和定刀4，滚柱刀3后

侧连接风扇组件5，风扇组件5的顶部一侧设置有出料口。风扇组件5的前端设置有变速箱6，

变速箱6的输入轴连接电动机8的输出轴，变速箱6的第一输出轴601驱动滚柱刀3和输送组

件2，变速箱6的第二输出轴602驱动风扇组件5的搅拌叶旋转。

[0027] 通过本实用新型的箱体1、输送组件2、滚柱刀3、定刀4、风扇组件5和驱动单元的设

置，将整捆的谷草投入到箱体1的进料端，输送组件2带动谷草捆向后输送，接触到滚柱刀3

和定刀4时，滚柱刀3高速旋转对所述谷草捆进行粉碎切割，定刀4架设住所述谷草捆，防止

所述谷草捆未经切割直接向后输送。经过粉碎切割谷草物料进入到风扇组件5的腔体内，搅

拌叶高速旋转进一步将所述粉碎的谷草物料进行揉搓，同时，粉碎的谷草物料受到离心甩

动作用沿着所述出料口喷出。

[0028]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1和图2所示，输送组件2包括主动链轮轴

201、从动链轮轴202、链条和输送连接杆203，主动链轮轴201和从动链轮轴202分别通过轴

承架设在箱体1的底部且两端均设置有链轮，链轮之间传动连接两条链条，两条链条之间安

装若干平行设置的输送连接杆203，链条的上半部分在底板101的上表面滑行。进一步的，链

条和链轮具体采用圆环链链条和链轮。

[0029] 通过主动链轮轴201和从动链轮轴202架设圆环链条的传送带方式，所述谷草捆在

输送连接杆203的拨动下向后输送。圆环链和链轮的结构强度大，不容易受到草沫碎屑的干

扰，稳定性高。

[0030]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1和图2所示，滚柱刀3的外圆柱面上通过

螺栓安装有若干三角刀片301，三角刀片301在滚柱刀3的外圆柱面上呈正弦曲线排布，三角

刀片301具体采用合金刀片。定刀4包括若干间隔排布的阻挡刀片，阻挡刀片呈月牙形状且

凹口方向朝向来料方向。

[0031] 通过滚柱刀3和定刀4配合应用，定刀4的阻挡刀片起到辅助切割和阻挡的作用，高

速旋转的滚柱刀3上的正弦曲线排布的三角刀片301起到切割粉碎的作用，二者的配合可以

将体型较大的所述谷草捆逐步快速粉碎切割。

[0032]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1～3所示，滚柱刀3的转轴一端探出箱体

1侧壁后设置有同轴安装的第一链轮和第二链轮，第一链轮通过传动链条连接主动链轮轴

201的输入链轮，第二链轮通过传动链条连接过渡轴7的输出链轮，过渡轴7通过轴承座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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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在风扇组件5的前端壳体上，过渡轴7的另一端通过联轴器连接第一输出轴601。

[0033] 通过链轮传动互相连接的滚柱刀3、过渡轴7和主动链轮轴201，通过配备不同齿数

的链轮，能够获得较佳的转速比。本实施例中，主动链轮轴201与所述滚柱刀3的转速比为1:

4.5，取得较好的切割粉碎效果。

[0034]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如图1～3所示，风扇组件5还包括外罩501和

可调出口罩502，风扇组件5的搅拌叶在外罩501内高速旋转，外罩501的顶部出料口处设置

有可调出口罩502。

[0035] 而且，可调出口罩502包括本体、长圆弧孔502a、销轴502b和锁紧螺丝502c，可调出

口罩502的本体通过两个销轴502b铰接在出料口处，锁紧螺丝502c穿过长圆弧孔502a后螺

纹连接在外罩501的壳体上，长圆弧孔502a的圆心在销轴502b的轴线上。

[0036] 通过调整锁紧螺丝502c相对于长圆弧孔502a的锁紧位置，能够调整可调出口罩

502的出口角度，便于控制出料的喷出角度，进而控制落料点。

[0037] 本案所述的饲用谷草的粉碎装置，通过本实用新型的箱体1、输送组件2、滚柱刀3、

定刀4、风扇组件5和驱动单元的设置，将整捆的谷草投入到箱体1的进料端，输送组件2带动

谷草捆向后输送，接触到滚柱刀3和定刀4时，滚柱刀3高速旋转对所述谷草捆进行粉碎切

割，定刀4架设住所述谷草捆，防止所述谷草捆未经切割直接向后输送。经过粉碎切割谷草

物料进入到风扇组件5的腔体内，搅拌叶高速旋转进一步将所述粉碎的谷草物料进行揉搓，

同时，粉碎的谷草物料受到离心甩动作用沿着所述出料口喷出。此外，通过主动链轮轴201

和从动链轮轴202架设圆环链条的传送带方式，所述谷草捆在输送连接杆203的拨动下向后

输送。圆环链和链轮的结构强度大，不容易受到草沫碎屑的干扰，稳定性高。通过滚柱刀3和

定刀4配合应用，定刀4的阻挡刀片起到辅助切割和阻挡的作用，高速旋转的滚柱刀3上的正

弦曲线排布的三角刀片301起到切割粉碎的作用，二者的配合可以将体型较大的所述谷草

捆逐步快速粉碎切割。通过链轮传动互相连接的滚柱刀3、过渡轴7和主动链轮轴201，通过

配备不同齿数的链轮，能够获得较佳的转速比。通过调整锁紧螺丝502c相对于长圆弧孔

502a的锁紧位置，能够调整可调出口罩502的出口角度，便于控制出料的喷出角度，进而控

制落料点。

[0038]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

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实用新

型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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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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