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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用于摘锭式棉花收获机的改

进的脱棉盘，其提供减小的振动、增加的耐磨性

和更有效的脱棉。具有不对称轮廓、以及基本垂

直前表面和倾斜后表面的脱棉凸耳提供更积极

和高效的脱棉，减少磨损和振动以及增加产量。

使用具有凹形轮辋的环提供改进的刚度，减少弯

曲和振动。本发明描述了与来自主要设备制造商

的行单元一起使用的数种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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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棉花收获机的改进的脱棉器，包括围绕刚性内部支撑件形成的弹性环形底

座部分，所述刚性内部支撑件包括适于定心并安装在脱棉轴上用于旋转的中心孔，所述中

心孔限定旋转轴；所述弹性环形底座部分具有大致呈平面的主表面，所述主表面包括沿所

述旋转轴径向向外沿圆周方向间隔开的多个凸耳，所述多个凸耳中的每一个包括基本上平

行于所述弹性环形底座部分的大致呈平面的主表面的脱棉表面，相对于围绕所述旋转轴的

旋转方向定向的前表面，以及围绕所述旋转轴的相反旋转方向定向的后表面；所述刚性内

部支撑件还包括具有轴向定向的凹形轮辋的扁平环。

2.一种用于棉花收获机的改进的脱棉器，包括围绕刚性内部支撑件形成的弹性环形底

座部分，所述刚性内部支撑件包括适于定心并安装在脱棉轴上用于旋转的中心孔，所述中

心孔限定旋转轴；所述弹性环形底座部分具有大致呈平面的主表面，所述主表面包括沿所

述旋转轴径向向外沿圆周方向间隔开的多个凸耳，所述多个凸耳中的每一个包括基本上平

行于所述弹性环形底座部分的大致呈平面的主表面的脱棉表面，相对于围绕所述旋转轴的

旋转方向定向的前表面，以及围绕所述旋转轴的相反旋转方向定向的后表面；所述多个凸

耳中的每个具有与所述弹性环形底座部分的大致呈平面的主表面基本垂直的前表面，所述

多个凸耳中的每个具有从所述脱棉表面向外倾斜的后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改进的脱棉器，所述刚性内部支撑件进一步包括从所述中心

孔的周围轴向延伸的基本上呈圆柱形的整体间隔件。

4.一种用于棉花收获机的改进的脱棉器，包括围绕刚性内部支撑件形成的弹性环形底

座部分，所述刚性内部支撑件包括适于定心并安装在脱棉轴上用于旋转的中心孔，所述中

心孔限定旋转轴；所述弹性环形底座部分具有大致呈平面的主表面，所述主表面包括沿所

述旋转轴径向向外沿圆周方向间隔开的多个凸耳，所述多个凸耳中的每一个包括基本上平

行于所述弹性环形底座部分的大致呈平面的主表面的脱棉表面，相对于围绕所述旋转轴的

旋转方向定向的前表面，以及围绕所述旋转轴的相反旋转方向定向的后表面；所述多个凸

耳中的每个具有与所述弹性环形底座部分的大致呈平面的主表面基本垂直的前表面，所述

多个凸耳中的每个具有从所述脱棉表面向外倾斜的后表面并且所述刚性内部支撑件还包

括具有轴向定向的凹形轮辋的扁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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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棉花收获机的改进的脱棉器

背景技术

[0001] 摘锭式棉花收获机的行单元通常包含具有多排旋转滚花(或倒钩)的圆锥形锭子

的旋转垂直取向的滚筒，当棉花收获机沿着棉花作物行移动时，圆锥形锭子接触绽开的棉

桃以摘取棉籽，将棉纤维缠绕在锭子上，然后用由一组脱棉盘组成的旋转滚筒将其解开，脱

棉盘配置为从锭子上擦除(或剥落)棉籽，此后通过真空系统搜集棉纤维以用于进一步加

工。脱棉盘由圆形底座构成，圆形底座上形成多个弹性凸耳，凸耳在脱棉盘的一面沿圆周布

置，每个凸耳具有平行于底座的平坦脱棉面。多个脱棉盘安装在垂直轴上，并且通过在脱棉

盘之间、相邻地安装在轴上的单独间隔件或作为脱棉盘一部分的整体间隔件间隔开。

[0002] 脱棉盘在垂直轴上凸耳侧向下设置，并且调节脱棉盘的高度使得当锭子旋转过去

时，凸耳的平坦脱棉面轻擦锭子顶部，从而从锥形锭子的底部到尖端将棉纤维解开。当沿盘

的半径观察时，现有脱棉盘的凸耳具有对称、大致梯形的轮廓，凸耳的前侧和后侧在脱棉面

和底座之间倾斜。在凸耳的前侧具有这种倾斜的结构可能导致棉籽被压在锭子和凸耳的脱

棉面之间，在这里它在脱棉盘上施加向上的力并且在锭子上施加向下的力，导致脱棉凸耳

和锭子上的压力和磨损增大，从而导致脱棉凸耳前缘的振动和“磨圆”，产生低效脱棉。

[0003] 脱棉盘通常由弹性材料，例如橡胶或者现在更经常是聚氨酯弹性体，制成，其绕铸

在刚性材料，通常是金属，的支撑环或轮毂周围。缺少整体间隔件的传统脱棉盘，例如在

John  Deere棉花收获机中使用的脱棉盘，绕铸在具有用于将脱棉盘安装在垂直轴上的中心

孔的平坦金属盘或环周围。除了用作安装点之外，金属环受压并保持在相邻间隔件之间，而

且为脱棉盘的弹性底座和凸耳提供内部支撑。如上所述，由脱棉凸耳的倾斜前缘导致的、凸

耳的脱棉面和锭子之间的棉籽受压而引起的脱棉盘上的压力也可能导致金属环的瞬时弯

曲，这可能导致脱棉盘和凸耳的振动和磨损增加。因此需要改进的脱棉盘，以减少振动、增

加耐磨性和更加有效的脱棉。

附图说明

[0004] 图1是现有技术的脱棉盘的平面图。

[0005] 图2是现有技术的脱棉盘的斜视局部横截面图，其中脱棉盘的弹性部分沿着图1的

线i-i截取以展示平面环。

[0006] 图3是现有技术的脱棉盘沿图1的线i-i观察的的正视图。

[0007] 图4是沿着图1的线i-i截取的现有技术的脱棉盘的横截面正视图。

[0008]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的平面图。

[0009]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的斜视局部横截面图，其中脱棉盘的

弹性部分沿着图5的线iii-iii截取以展示改进的环。

[0010]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的正视图，沿图5的线iii-iii观察。

[0011] 图8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器的部分横截面正视图，其中脱棉器的

弹性部分沿着图5的线ii-ii截取以展示改进的凸耳的不对称轮廓。

[0012] 图9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的横截面正视图，沿图5的线iii-iii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8617257 A

3



截取。

[0013] 图10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的斜视局部剖视图，对应于图2的相

同视图，并且展示了改进的环。

[0014] 图11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器的横截面正视图，对应于图4的相同

视图，并且展示了改进的环。

[0015] 图12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的斜视局部横截面图，对应于图6的

相同视图，除了使用传统的扁平环。

[0016] 图13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的横截面正视图，对应于图9的相同

视图，除了使用传统的扁平环。

[0017] 图14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具有带整体间隔件的轮毂的改进脱棉盘的斜视图。

[0018] 100脱棉盘(现有技术)

[0019] 110环(现有技术)

[0020] 115安装孔

[0021] 120底座

[0022] 130凸耳(现有技术)

[0023] 140脱棉表面

[0024] 230前表面(现有技术)

[0025] 235前缘(现有技术)

[0026] 250后表面(现有技术)

[0027] 500脱棉盘(改进的)

[0028] 510环(改进的)

[0029] 515凹形轮缘

[0030] 517斜面

[0031] 530凸耳(改进的)

[0032] 540前表面(改进的)

[0033] 545前缘(改进的)

[0034] 550后表面(改进的)

[0035] 900脱棉盘(仅改进的环)

[0036] 910脱棉盘(仅改进的凸耳)

[0037] 920脱棉器整体间隔件(改进的)

[0038] 930底座

[0039] 940轮毂

[0040] 942安装孔

[0041] 944间隔件

[0042] 946内延条

[0043] 950凸耳(改进的)

[0044] 952脱棉面

[0045] 954前表面(改进的)

[0046] 956前缘(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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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958后表面(改进的)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如图1-4所示，在现有技术的脱棉盘100中，多个凸耳130围绕圆形底座120的一面

沿圆周布置，圆形底座120形成在具有中心安装孔115的扁平圆环110周围。凸耳130与底座

120一体形成，并且由合适的弹性材料，例如橡胶，或最近的，聚氨酯弹性体制成。环110由刚

性材料，例如金属，制成，并且为底座120和形成脱棉盘100的弹性部分的凸耳130提供支撑。

[0049] 如图2所示，脱棉盘100的弹性部分已经沿着线i-i截取以展示扁平环110。脱棉器

100的弹性部分可以通过将其围绕环110浇铸来形成。环110中的安装孔115提供将脱棉盘

100安装在脱棉轴上的方式，以传统方式，将其沿箭头方向旋转驱动。为了便于说明，凸耳

130示为从底座120向上延伸，如果脱棉盘100平放在桌上将能够看到它们，但是在使用中，

脱棉盘100将被安装成有凸耳130向下延伸。因此，由箭头给出的脱棉器100的旋转方向，是

根据从下方向上观察安装的脱棉器100的观察者的视角来给出的。

[0050] 现有技术的脱棉器100中的凸耳130的形状是沿着脱棉器100的半径对称的，并且

具有前表面230、在底座120和与底座120平行的脱棉面140之间倾斜的后表面250，形成在高

度上大致对称的梯形轮廓(见图3)。前表面230在脱棉面140处的边缘是前缘235，当脱棉器

旋转时其首先与绕在锭子上的棉籽接触。

[0051] 在使用中，凸耳130的前表面230的斜面可以将棉籽在锭子和脱棉面140之间向下

驱动，在脱棉盘100上产生向上的力并且在锭子上产生向下的力，导致振动，形成锭子及其

轴承上的压力，导致脱棉盘100的凸耳130的磨损增加，由于凸耳的前缘235的“磨圆”，从而

降低脱棉效率并缩短脱棉盘100的使用寿命。这些增加的压力和磨损增加了维护成本，并且

需要更频繁地更换脱棉器，这也增加了操作成本。低效率的脱棉也会降低产量。

[0052] 如上所述，由于凸耳130倾斜的前表面230而压入凸耳130的脱棉面140和凸耳130

的棉籽而导致的脱棉盘100上的压力也可导致环110的瞬时弯曲，其导致脱棉盘100和凸耳

130的振动和磨损增加。

[0053] 图5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500的平面图。在改进的脱棉盘

500中，多个凸耳530沿圆周方向布置在圆形底座120的一面，圆形底座120围绕具有中心安

装孔115的改进的环510形成。凸耳530与底座120一体形成，并且由适当弹性的材料，例如橡

胶，制成，或者在优选实施例中，由聚氨酯弹性体制成。改进的环510由合适的刚性材料制

成，并且在优选实施例中，由金属制成。改进的环510为形成改进的脱棉盘500的弹性部分的

底座120和凸耳530提供支撑。

[0054] 如图6所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脱棉盘500的弹性部分已经沿着线iii-iii截

取，以展示改进的环510。在改进的环510中，在环510的外边缘中形成凹形轮辋515，其在优

选实施例中通过冲压形成。在使用中，凹形轮辋515为环510提供改进的刚度，抵抗现有技术

中出现的弯曲并减少振动。在优选实施例中，脱棉器500的弹性部分通过将其围绕环510浇

铸而形成。环510中的安装孔115提供了将脱棉盘500安装在脱棉轴上的方式，在传统方式

中，其可以沿箭头的方向旋转驱动。为了便于说明，凸耳530示为从底座120向上延伸，如果

脱棉盘500平放在桌上将能够看到它们，但是在使用中，脱棉盘500将被安装成有凸耳530向

下延伸。因此，由箭头给出的脱棉器500的旋转方向，是根据从下方向上观察安装的脱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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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的观察者的视角来给出的。

[0055] 图7描述了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500的正视图，如沿图5的线iii-

iii所示。在改进的脱棉盘500中，脱棉凸耳530形成为不对称的。

[0056] 当沿着脱棉器500的半径观察时，改进的脱棉器500中的凸耳530的形状是不对称

的，其具有基本上垂直于底座120的前表面540以及在底座120和平行于底座120的脱棉面

140之间倾斜的后表面550。在使用中，具有基本上垂直于底座120的前表面540的凸耳530使

棉籽在脱棉面140和锭子之间的向下偏移最小，从而防止在现有技术中看到的相关联的振

动和增加压力及磨损，同时提供更积极和有效的脱棉，延长脱棉盘500的使用寿命，减少停

机时间和操作及维护成本，并提高产量。

[0057] 图8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器的部分横截面正视图，其中脱棉器的

弹性部分已经沿着图5的线ii-ii截取以展示改进的凸耳530的不对称轮廓。在优选实施例

中，凸耳530的后表面550的斜度大于现有技术中的斜度，以便为改进的凸耳530提供额外的

厚度和刚度以抵抗弯曲，同时还受到需要保持凸耳530之间的间距的限制，使得落下的棉籽

被有效地扫入收集系统。

[0058] 如图9所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脱棉盘已经沿着图5的线iii-iii截取，并且正

面示出以展示改进的环的轮廓。在优选实施例中，在改进的环510中的凹形轮辋515冲压成

形之后，在凹形轮缘515的内向边缘中加工出斜面517，使得环510的凸耳侧保持平坦，并且

在该点保持底座120的弹性材料的厚度。

[0059] 尽管根据本发明的改进的凸耳可以和改进的环优选如图5-9所示的组合使用，改

进的环也可以与现有技术的凸耳组合，如图10和图11所示，或者由改进的凸耳与现有技术

的扁平环组合，如图12和13所示。

[0060] 图10是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900的对应于图2视图的斜视局部横

截面图，并示出改进的环510与现有技术的凸耳130的组合。凸耳130与底座120一体形成，并

且由合适的弹性材料，例如橡胶，制成，或者在优选实施例中，由聚氨酯弹性体制成。改进的

环510由合适的刚性材料制成，并且在优选实施例中，由金属制成。在改进的环510中，在环

510的外边缘中形成凹形轮辋515，其在优选实施例中通过冲压形成。在优选实施例中，在改

进的环510中的凹形轮辋515的冲压之后，在凹形轮辋515的内向边缘中加工斜面517，使得

环510的凸耳侧保持平坦，并且在该点处保持底座120的弹性材料的厚度。脱棉器900的弹性

部分可以通过将其围绕环510浇铸形成。环510中的安装孔115提供了将脱棉盘900安装在脱

棉轴上的方式，在传统方式中，其可以沿箭头的方向旋转驱动。为了便于说明，凸耳130示为

从底座120向上延伸，如果脱棉盘900平放在桌上将能够看到它们，但是在使用中，脱棉盘

900将被安装成有凸耳130向下延伸。因此，由箭头给出的脱棉器900的旋转方向，是根据从

下方向上观察安装的脱棉器100的观察者的视角来给出的。

[0061] 如图11的横截面正视图所示，改进的环510的轮廓具有凹形轮辋515，凹形轮辋515

在使用中为环510提供改进的刚度，抵抗现有技术中出现的弯曲并减少振动。

[0062] 图12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改进的脱棉盘910的斜视局部横截面图，对应

于图6的视图，并示出改进的凸耳530与传统扁平环110的组合。凸耳530与底座120一体形

成，并且由合适的弹性材料，例如橡胶，制成，或者在优选实施例中，由聚氨酯弹性体制成。

环110由刚性材料，例如金属，制成，并且为底座120和形成脱棉盘910的弹性部分的凸耳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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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撑。脱棉器910的弹性部分可以通过将其围绕环110浇铸而形成。环110中的安装孔

115提供了将脱棉盘910安装在脱棉轴上的方式，在传统方式中，其可以沿箭头的方向旋转

驱动。为了便于说明，凸耳530示为从底座120向上延伸，如果脱棉盘910平放在桌上将能够

看到它们，但是在使用中，脱棉盘900将被安装以使有凸耳530向下延伸。因此，由箭头给出

的脱棉器910的旋转方向，是根据从下方向上观察安装的脱棉器910的观察者的视角来给出

的。

[0063] 如图13的横截面正视图所示，改进的凸耳530具有基本上垂直于底座120的前表面

540，其使得棉籽在脱棉面140和锭子之间的向下偏移最小，从而防止在现有技术中出现的

相关联的振动和增加的压力及磨损，同时提供更积极和有效的脱棉，延长脱棉盘910的使用

寿命，减少停机时间和操作及维护成本，并提高产量。

[0064] 参考图14，示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的具有整体间隔件920的脱棉盘。在该实施

例中，多个改进的凸耳950沿圆周方向布置在圆形底座930的一面上，圆形底座930围绕具有

垂直于中心安装孔942的整体间隔件944的轮毂940形成。整体间隔件944的侧面是内延条

946。由Case-IH制造的棉花收获机中使用了具有整体间隔件944的轮毂940的脱棉盘。在该

实施例中，底座930和凸耳950由适当弹性的材料，例如橡胶，制成，并且在优选实施例中，由

聚氨酯弹性体制成，并且通过围绕传统轮毂940浇铸形成。轮毂940由适当刚性的材料，例如

金属，制成，在优选实施例中，为铸铝。在本发明的该实施例中，由于在Case-1H脱棉盘中使

用的轮毂和在John  Deere脱棉盘棉花收获机中使用的环之间的设计差异，未使用在图6、8、

9和10中所示的环510的改进的凹形轮辋515，然而改进的凸耳950如前述实施例所描述的那

样成形。

[0065] 应当注意，尽管如本发明的前述实施例中所示和描述的改进的脱棉凸耳总是被定

向成使得它们的前表面朝向脱棉盘的旋转方向，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本发明包括

在某些棉花收获机的行单元中的脱棉盘绕之前示出的反方向旋转，并且在具有相反旋转方

向的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改进的凸耳的前表面朝向旋转方向，并且那些脱棉器将因此呈现

为前面示出和描述的实施例的镜像。

[0066] 虽然已经参考某些具体的当前优选实施例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但是给定的实施

例不应被解释为对本发明的范围的限制，而是作为说明性示例，并且本发明所属领域的技

术人员在阅读本公开发明之后无疑将会发现其他实施例是显而易见的。考虑到这一点，所

附权利要求旨在限定发明人提供的保护范围，并且这些权利要求应被视为包括等同结构，

只要它们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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