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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农业生产用机械，特别涉及

一种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

在覆膜机架（1）的前端固定两个平行的深松铧

架，在两个深松铧架的下端固定深松铧（7），在覆

膜机架前端上方固定装有肥箱架，在肥箱架上方

设有炭基肥箱，在肥箱架右侧的覆膜机架上方固

定菌液箱架，在菌液喷头的右下方设有开沟铧

（8），在两个覆土盘架的下端装有前覆土盘和后

覆土盘（10），在播种机架上方右侧设有水箱，播

种机架左侧下方设有种子箱，在播种盘架的左端

头上设有两个镇压滚架二，在每个镇压滚架二的

上方中间处固定设有水管架，在水管架的端头上

固定与水管连接的水管喷头，利用地膜锁住土壤

水分、减少水分蒸发，起到增温保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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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包括覆膜机架（1）、肥箱架（2-1）、炭

基肥箱（2）、排肥导管（12）、菌液箱架（3-1）、益生菌菌液箱（3）、深松铧（7）、开沟铧（8）、播种

机架（39）、播种盘架（29）、播种盘（33）、镇压滚一（11）、镇压滚二（35）、水箱（40）、种子箱

（43），其特征在于，在覆膜机架（1）的前端固定两个平行的深松铧架（7-1），在两个深松铧架

（7-1）的下端固定深松铧（7），在深松铧架（7-1）后面的覆膜机架（1）两侧下方固定两个相对

应的轴承座（13），在轴承座（13）中装畦面整形辊（4）两端的整形辊轴（4-1），在覆膜机架（1）

前端上方固定装有肥箱架（2-1），在肥箱架（2-1）上方设有炭基肥箱（2），在炭基肥箱（2）下

方连通炭基肥箱（2）设有两个排肥器（19），排肥器（19）下端连通排肥导管（12），排肥器（19）

中连接排肥器传动轴（23），排肥器传动轴（23）两端连接炭基肥箱（2）两侧外面的排肥量控

制手柄（17），在排肥器传动轴（23）的左端、肥箱架（2-1）内侧装有施肥链轮（24），施肥链轮

（24）通过驱动施肥链条（16）传动连接整形辊轴（4-1）左端头上的传动链轮（24-1），在肥箱

架（2-1）右侧的覆膜机架（1）上方固定菌液箱架（3-1），在菌液箱架（3-1）上方固定设有益生

菌菌液箱（3），在益生菌菌液箱（3）左面下方设有菌液泵（20），菌液泵（20）通过管路连接菌

液喷头（21），在菌液喷头（21）的右下方设有开沟铧（8），开沟铧（8）的右下方用压膜滚架

（14）通过压膜辊轴（5-2）装有压膜辊（5），在覆膜机架（1）的两侧右端处平行固定两个覆土

盘架（25），在两个覆土盘架（25）的下端装有前覆土盘（9）和后覆土盘（10），在覆膜机架（1）

的后端两侧固定弹簧架（27），在弹簧架（27）的下端铰连接镇压滚架（15），镇压滚架（15）内

装有镇压滚一（11），在播种盘架（29）的上方固定设有播种机架（39），在播种机架（39）和播

种盘架（29）的右端头上设牵引连接架（44），在播种机架（39）上方右侧设有水箱（40），播种

机架（39）左侧下方设有种子箱（43），在种子箱（43）下方的播种盘架（29）下面设有传动齿轮

盒（32），在传动齿轮盒（32）的输出轴上装有播种盘（33），在播种盘架（29）的左端头上设有

两个镇压滚架二（35），在每个镇压滚架二（35）的上方中间处固定设有水管架（41），在水管

架（41）的端头上固定与水管（30）连接的水管喷头（36），在播种机架（39）的左端头下方装有

播种盘吊链（37）和镇压滚吊链（38），在水箱（40）下方的水管（30）与喷头（36）连接的水管

（30）之间装有水泵（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其特征在于，畦面

整形辊（4）上设两个与深松铧（7）对应的整形辊笼（4-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其特征在于，在压

膜辊（5）的两端头上设有压膜辊笼（5-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其特征在于，在后

覆土盘（10）内侧设有导土滚筒（6），导土滚筒（6）装在导土滚筒轴（6-3）上，在外面的两个导

土滚筒（6）内设有导向板（6-1），导土滚筒轴（6-3）中间通过连接架（6-2）连接在覆膜机架

（1）的横梁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其特征在于，在镇

压滚一（11）的外围上对应两开沟铧（8）的位置均距设有多个镇压滚破膜针（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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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农业生产用机械，特别涉及一种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

膜播种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花生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大，而且很多是种植在风沙地上，但在风沙地上种植

花生所面临的问题是春旱。花生比较耐旱，但在播种出苗阶段则需要墒情好，而风沙地的春

旱极易影响花生正常播种出苗。另外就是风蚀，因为花生收获后，地表没有覆盖物遮挡，大

风很容易把地表沙土吹走，造成严重风蚀。再就是土壤极薄，有机质含量低，漏肥漏水。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技术不足，提供一种可适用施肥、覆膜、播种、保

墒防风蚀效果好的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

播种机包括覆膜机架、肥箱架、炭基肥箱、排肥导管、菌液箱架、益生菌菌液箱、深松铧、开沟

铧、播种机架、播种盘架、播种盘、镇压滚一、镇压滚二、水箱、种子箱，其特点是，在覆膜机架

的前端固定两个平行的深松铧架，在两个深松铧架的下端固定深松铧，在深松铧架后面的

覆膜机架两侧下方固定两个相对应的轴承座，在轴承座中装畦面整形辊两端的整形辊轴，

畦面整形辊上设两个与深松铧对应的整形辊笼，在覆膜机架前端上方固定装有肥箱架，在

肥箱架上方设有炭基肥箱，在炭基肥箱下方连通炭基肥箱设有两个排肥器，排肥器下端连

通排肥导管，排肥器中连接排肥器传动轴，排肥器传动轴两端连接炭基肥箱两侧外面的排

肥量控制手柄，在排肥器传动轴的左端、肥箱架内侧装有施肥链轮，施肥链轮通过驱动施肥

链条传动连接整形辊轴左端头上的传动链轮，在肥箱架右侧的覆膜机架上方固定菌液箱

架，在菌液箱架上方固定设有益生菌菌液箱，在益生菌菌液箱左面下方设有菌液泵，菌液泵

通过管路连接菌液喷头，在菌液喷头的右下方设有开沟铧，开沟铧的右下方用压膜滚架通

过压膜辊轴装有压膜辊，在压膜辊的两端头上设有压膜辊笼，在覆膜机架的两侧右端处平

行固定两个覆土盘架，在两个覆土盘架的下端装有前覆土盘和后覆土盘，在后覆土盘内侧

设有导土滚筒，导土滚筒装在导土滚筒轴上，在外面的两个导土滚筒内设有导向板，导土滚

筒轴中间通过连接架连接在覆膜机架的横梁上，在覆膜机架的后端两侧固定弹簧架，在弹

簧架的下端铰连接镇压滚架，镇压滚架内装有镇压滚，在镇压滚的外围上对应两开沟铧的

位置均距设有多个镇压滚破膜针，在播种盘架的上方固定设有播种机架，在播种机架和播

种盘架的右端头上设牵引连接架，在播种机架上方右侧设有水箱，播种机架左侧下方设有

种子箱，在种子箱下方的播种盘架下面设有传动齿轮盒，在传动齿轮盒的输出轴上装有播

种盘，在播种盘架的左端头上设有两个镇压滚架二，在每个镇压滚架二的上方中间处固定

设有水管架，在水管架的端头上固定与水管连接的水管喷头，在播种机架的左端头下方装

有播种盘吊链和镇压滚吊链，在水箱下方的水管与喷头连接的水管之间装有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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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利用地膜罩

住地表，防止风蚀，利用地膜锁住土壤水分、减少水分蒸发，起到增温保墒作用。设有施炭基

肥和喷施益生菌菌液装置，通过施炭基肥和益生菌菌液增加土壤有机质、增加土壤微生物，

提高土壤酶活性，促进花生增产。到花生播种期，再在覆膜上打孔播种，整套机械结构紧凑，

操作灵活，可适用小块风沙地的播种操作。

附图说明

[0006] 以下结合附图以实施例具体说明。

[0007] 图1是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的覆膜部分结构主视图。

[0008] 图2是图1的后视结构图。

[0009] 图3是图1中畦面整形辊的形状结构图。

[0010] 图4是图1中压膜辊的形状结构图。

[0011] 图5是图1中导土滚筒的形状结构图。

[0012] 图6是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的播种部分结构主视图。

[0013] 图7是图6的后视图。

[0014] 图8是覆膜与土壤结合形式图。

[0015] 图9是图8的播种后形式图。

[0016] 图中，1-覆膜机架；2-炭基肥箱；2-1-肥箱架；3-益生菌菌液箱；3-1-菌液箱架；4-

畦面整形辊；4-1-整形辊轴；4-2-整形滚笼；5-压膜辊；5-1-压膜辊笼；5-2-压膜辊轴；6-导

土滚筒；6-1-导向板；6-2-连接架；6-3-导土滚筒轴；7-深松铧；7-1-深松铧架；8-开沟铧；9-

前覆土盘；10-后覆土盘；11-镇压滚一；11-1-镇压滚破膜针；12-排肥导管；13-轴承座；14-

压模辊架；15-镇压滚架一；16-驱动施肥链条；17-排肥量控制手柄；18-固定地膜手柄；19-

排肥器；20-菌液泵；21-菌液喷头；22-菌液导管；23-排肥器传动轴；24-施肥链轮；24-1-传

动链轮；25-覆土盘架；26-地膜；27-弹簧架；28-复位弹簧；29-播种盘架；30-水管；31-水泵；

32-传动齿轮盒；33-播种盘；33-1-播种器；33-2-排种压板；34-镇压滚架二；35-镇压滚二；

36-水喷头；37-播种盘吊链；38-镇压滚吊链；39-播种机架；40-水箱；41-水管架；42-导种

管；43-种子箱；44-牵引连接架；A-土壤；B-花生种子。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参照附图1-7，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是在覆膜机架1

的前端固定两个平行的间距与花生播种行距对应的深松铧架7-1，在两个深松铧架7-1的下

端固定深松铧7。在深松铧架7-1后面的覆膜机架1两侧下方固定两个相对应的轴承座13，在

轴承座13中装畦面整形辊4两端的整形辊轴4-1，在畦面整形辊4上设两个与深松铧7对应的

整形辊笼4-2。在覆膜机架1前端上方固定装有肥箱架2-1，在肥箱架2-1上方设有炭基肥箱

2，在炭基肥箱2下方连通炭基肥箱2设有两个排肥器19，两个排肥器19的间距与深松铧7的

间距相等。在排肥器19下端连通排肥导管12，排肥导管12的下端固定在深松铧架7-1下端的

深松铧7后侧。排肥器19中连接排肥器传动轴23，排肥器传动轴23两端连接炭基肥箱2两侧

外面的排肥量控制手柄17。在排肥器传动轴23的左端、肥箱架2-1内侧装有施肥链轮24，施

肥链轮24通过驱动施肥链条16传动连接畦面整形辊轴4-1左端头上的传动链轮24-1。在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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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架2-1右侧的覆膜机架2的上方固定菌液箱架3-1，在菌液箱架3-1上方固定设有益生菌菌

液箱3，在菌液箱架3-1的右侧面上设有固定地膜手柄18，在益生菌菌液箱3中装的菌液成分

为有机质、光合菌、固氮菌、根瘤菌、解磷解钾菌、降解菌、抗虫菌、康病菌、益生菌，益生菌液

可有效防止病虫害，促进花生的生长。在益生菌菌液箱3左面下方设有菌液泵20，菌液泵20

通过菌液导管22连接益生菌菌液箱3和菌液喷头21。在菌液喷头21的右下方设有两个开沟

铧8，两个开沟铧8对应两个深松铧7，开沟铧8根据花生播种行距开出两个沟，在开沟铧8的

右下方的地膜26进行铺膜，用压膜辊架14上装的压膜辊5进行压地膜26，压膜辊5通过两端

的压膜辊轴5-2装在压膜辊架14上，在压膜辊5的两端头上设有压膜辊笼5-1，将地膜26压入

开沟铧8开的沟中，参照附图8，地膜26的两端成卷曲式，用压膜辊5外侧的前覆土盘9和后覆

土盘10对地膜26进行覆土A，前覆土盘9和后覆土盘10用覆土盘架25固定在覆膜机架1的侧

邦上。在后覆土盘10内侧设有导土滚筒6，导土滚筒6装在导土滚筒轴6-3上，在外面的两个

导土滚筒6内设有导向板6-1，导土滚筒轴6-3中间通过连接架6-2连接在覆膜机架1的横梁

上，在覆膜机架1的后端两侧固定弹簧架27，在弹簧架27的下端铰连接镇压滚架15，在两个

镇压滚架15内装有镇压滚11，在镇压滚11的外围上对应两开沟铧8的位置均距设有多个镇

压滚破膜针11-1。在弹簧架27的上端和镇压滚架15的右端头上方之间设有复位弹簧28。在

播种盘架29的上方固定设有播种机架39，在播种机架39和播种盘架29的右端头上固定设有

牵引连接架44。在播种机架39上方右侧设有水箱40，播种机,39左侧下方设有两个种子箱

43，在种子箱43下方的播种盘架29下面设有传动齿轮盒32，在传动齿轮盒32的输出轴上装

有播种盘33，播种盘33分别用导种管42连接种子箱43的下端，在播种盘33上设有播种器33-

1，在播种器33-1的外面设有播种压板33-2。在播种盘架29的左端头上设有两个镇压辊架

34，在每个镇压辊架34的上方中间处固定设有水管架41，在水管架41的端头上固定与水管

30连接的水管喷头36。在播种机架39的左端头下方两侧固定装有播种盘吊链37和镇压辊吊

链38，在水箱40下方的水管30与喷头36连接的水管30之间装有水泵31。在镇压辊架34上装

有两个镇压辊35，两个镇压辊35对应在两个播种盘33的后面。

[0018] 风沙地花生保墒防风蚀分段式覆膜播种机的工作过程是，在4月初利用覆膜机架1

与小四轮拖拉机连接对风沙地进行覆膜，地膜26覆在经过深松铧7开过和畦面整形辊4整过

的地面上，在覆膜前，通过对深松铧7松过土中施炭基肥，在畦面整形后的地上喷益生菌菌

液。覆膜后通过前覆土盘9和后覆土盘10和导土滚筒6对地膜进行覆盖土壤，然后通过镇压

滚11对覆土后的地膜进行镇压，并用镇压滚破膜针11-1将地膜进行扎孔，以备在下雨或水

浇地后的水从针孔中漏入土壤中。进入5月份，利用播种机械进行播花生种，播种盘33上的

鸭舌嘴破膜后通过播种器33-1和播种压板33-2将花生种B种入土壤中，参照附图9，播种后

用镇压滚35进行镇压，同时打开水泵31，使水箱40中的水通过水管30从喷头36喷入土壤中，

促进花生种B尽快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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