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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

台及装置，其包括支架、竖直设置在支架上的主

轴、旋转设置在主轴上的螺旋体及旋转设置在螺

旋体下端的割刀；在螺旋体的上端设置有拨禾

板；螺旋体带动割刀和拨禾板针同向旋转；在支

架上设置导引板，导引板将拨禾板、螺旋体及割

刀包络于其中；本发明设计合理、结构紧凑且使

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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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架、竖直设置在支架上的

主轴、旋转设置在主轴上的螺旋体及旋转设置在螺旋体下端的割刀；在螺旋体的上端设置

有拨禾板；螺旋体带动割刀和拨禾板针同向旋转；

在支架上设置导引板，导引板将拨禾板、螺旋体及割刀包络于其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其特征在于：导引板向两外

侧倾斜设置并形成喇叭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其特征在于：在螺旋体3的

上端和拨禾板1驱动部之间安装有摩擦片2，用于螺旋体3与拨禾板1在传动链处于半离合状

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其特征在于：拨禾板下端的

皮带轮与螺旋体的上端的皮带轮之间设置有传动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其特征在于：在螺旋体旁边

安装轴心线与螺旋体轴心线斜交的助推轮；助推轮与玉米茎秆粉碎处C的玉米茎秆接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其特征在于：助推轮与螺旋

体的向下分力共同向割刀方向推动茎秆，且螺旋体阻挡助推轮对茎秆的横向分运动；

拨禾板位于导引板包裹内，在拨禾板、导引板及割刀之间形成茎秆送入通道，其具有茎

秆进口A，茎秆进口A逐渐变窄；在拨禾轮的推动下，玉米茎秆被喂入茎秆进口A；

通过螺旋体向下螺旋传送及导引板的引导下，在茎秆送入通道具有茎秆割断处B，在茎

秆割断处B，玉米茎秆被割刀割断并被继续向下推送到玉米茎秆粉碎处C，连续不断和向下

运动的玉米茎秆被割刀连续割断；

到达玉米茎秆粉碎处C后，在螺旋体和助推轮的共同作用下，茎秆向下运动，并被割刀

割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其特征在于：摩擦片在螺旋

体的上端和拨禾板驱动皮带轮装置或齿轮部之间；

割刀为圆盘多刃，刀刃为锯齿形状；

主轴用螺栓设置在支架上，割刀和螺旋体用螺栓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在螺旋体

内部的顶端和下端各镶嵌密封轴承，并套装在主轴上，使之螺旋体在主轴上旋转；

拨禾板轴安装在轴套里并涂装润滑油，拨禾轮轴的下端安装一个A型皮带轮，与螺旋体

上端的拨禾板驱动皮带轮之间用A型皮带降速连接。

8.一种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装置，其特征在于：安装在玉米去顶机的机架上的

权利要求1的割台，其旋转部件驱动力来自玉米去顶机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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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及装置，属于玉米去顶技术应用的机

械装置，可用于玉米吐丝授粉至成熟期实施去顶作业过程中的穗位以上茎秆切割、切割下

来的茎秆粉碎还田作业。

背景技术

[0002] 籽粒田间机械直接收获，是我国玉米机械化收获和实现全程机械化的关键环节，

是今后玉米生产转方式的重要方向。目前在我国特别是东北高纬度地区玉米密植高产栽培

模式下，生长发育后期籽粒脱水缓慢，田间穗上发芽、霉变风险增加，加之收获时籽粒水分

含量偏高，导致籽粒直收过程中，籽粒破碎率、杂质率、损失率较高，制约着玉米机械粒收质

量、安全贮藏和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而改善密植条件下玉米生育后期田间通风透光性，以

及群体光合效率，对于促进玉米籽粒丰产和高效脱水至关重要，为此，玉米去顶机械应运而

生。然而，目前生产上应用的去顶机械以玉米去雄机为主，虽然可以实现玉米穗位以上茎秆

的削减，但削减下的大量的完整茎秆将无序散落于玉米群体中，会障碍留存于玉米植株上

的叶片高效光截获，光合系统功能锐减，叶片后期光合产物的积累及向果穗的转运分配效

率下降，最终不利于形成高产；此外，割台体型、整体重量较大，目的单一，不能满足玉米轻

简化栽培生产之需求。

[0003] 现有的玉米茎秆去顶机械的切割装置，专业性差，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总的来说是提供一种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

台及装置。基于此，本发明可实现茎叶削剪、粉碎、抛洒连续作业，解决了削减下的茎秆在群

体内无序分布问题的同时，有效提升了玉米秸秆还田质量，缓解玉米秸秆焚烧问题，助力了

玉米产业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本发明可以将切割下来的茎秆部分，可以粉碎撒落田间。

该割台具有体型较小、整体重量较小，可以适用于田间作业行走的特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包括支架、竖直设置在支架上的主轴、旋转

设置在主轴上的螺旋体及旋转设置在螺旋体下端的割刀；在螺旋体的上端设置有拨禾板；

螺旋体带动割刀和拨禾板针同向旋转；

[0007] 在支架上设置导引板，导引板将拨禾板、螺旋体及割刀包络于其中。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09] 导引板向两外侧倾斜设置并形成喇叭口。

[0010] 在螺旋体3的上端和拨禾板1驱动部之间安装有摩擦片2，用于螺旋体3与拨禾板1

在传动链处于半离合状态。

[0011] 拨禾板下端的皮带轮与螺旋体的上端的皮带轮之间设置有传动带。

[0012] 在螺旋体旁边安装轴心线与螺旋体轴心线斜交的助推轮；助推轮与玉米茎秆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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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C的玉米茎秆接触。

[0013] 助推轮与螺旋体的向下分力共同向割刀方向推动茎秆，且螺旋体阻挡助推轮对茎

秆的横向分运动；

[0014] 拨禾板位于导引板包裹内，在拨禾板、导引板及割刀之间形成茎秆送入通道，其具

有茎秆进口A，茎秆进口A逐渐变窄；在拨禾轮的推动下，玉米茎秆被喂入茎秆进口A；

[0015] 通过螺旋体向下螺旋传送及导引板的引导下，在茎秆送入通道具有茎秆割断处B，

在茎秆割断处B，玉米茎秆被割刀割断并被继续向下推送到玉米茎秆粉碎处C，连续不断和

向下运动的玉米茎秆被割刀连续割断；

[0016] 到达玉米茎秆粉碎处C后，在螺旋体和助推轮的共同作用下，茎秆向下运动，并被

割刀割断。

[0017] 摩擦片在螺旋体的上端和拨禾板驱动皮带轮装置或齿轮部之间；

[0018] 割刀为圆盘多刃，刀刃为锯齿形状；

[0019] 主轴用螺栓设置在支架上，割刀和螺旋体用螺栓连接在一起，形成个整体，在螺旋

体内部的顶端和下端各镶嵌密封轴承，并套装在主轴上，使之螺旋体在主轴上旋转；

[0020] 拨禾板轴安装在轴套里并涂装润滑油，拨禾轮轴的下端安装一个A型皮带轮，与螺

旋体上端的拨禾板驱动皮带轮之间用A型皮带降速连接。

[0021] 一种玉米茎秆去顶切割粉碎一体装置，安装在玉米去顶机的机架上的割台，其旋

转部件驱动力来自玉米去顶机的发动机。本发明比已有技术装置增加了茎秆粉碎还田的功

能。已有技术装置只有切割功能，切割下来的茎秆完整的撒落在田间，不利于茎秆的腐化和

分解。本发明的技术装置在切割茎秆的同时，将切割下来的茎秆粉碎并抛撒，有利于茎秆的

腐化和分解。比已有技术装置缩小了体型并减轻了整体总量。已有技术装置的切割器部件

整体重量较大，尤其拨禾轮部件体型大而重，重心距离悬挂点较远并且偏高。本发明的技术

装置是将已有技术装置的拨禾轮改为小型拨禾板，并与割刀、螺旋体串接在一起竖直摆放，

形成一个单行切割、粉碎一体割台。具有结构紧凑、体型较小、整体重心和悬挂点之间距离

较近等优点。

[0022] 本发明设计合理、成本低廉、结实耐用、安全可靠、操作简单、省时省力、节约资金、

结构紧凑且使用方便。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使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的整机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的整机另一视角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附图1-4，本发明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将已有技术的切割器去除，用功能相同的割刀

4替代，将拨禾轮去除，用小型拨禾板1替代，用于切割玉米茎秆顶部。在割刀4与拨禾板1之

间，增加一个螺旋体3部件和一个助推轮7部件，用于粉碎切割下来的茎秆，达到切割粉碎的

目的。将各功能部件整合成小型单行切割粉碎一体小型精密割台，多个单行小型割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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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一个多行的大型割台。

[0028] 针对玉米茎秆去顶技术的应用，该装置采用了紧凑而精密的结构。该割台包括支

架6、竖直设置在支架6上的主轴5及旋转设置在螺旋体3下端的割刀4；螺旋体3旋转设置在

主轴5上；当动力传递给螺旋体3时，带动割刀4和拨禾板1逆时针同向旋转。

[0029] 在螺旋体3的上端设置有拨禾板1；

[0030] 在螺旋体3的上端和拨禾板1驱动部之间安装有摩擦片2，用于螺旋体3与拨禾板1

在传动链处于半离合状态；避免超负荷运转。

[0031] 拨禾板1下端的皮带轮与螺旋体3的上端的皮带轮之间设置有传动带；

[0032] 在支架6上固定导引板8，导引板8向两外侧倾斜设置并形成喇叭口，在螺旋体3旁

边安装轴心线水平设置的助推轮7；

[0033] 割刀4和拨禾板1同向旋转，拨禾板1位于导引板8包裹内，在拨禾板1、导引板8及割

刀4之间形成茎秆送入通道，其具有茎秆进口A，茎秆进口A逐渐变窄；在拨禾轮1的推动下，

玉米茎秆被喂入茎秆进口A；

[0034] 通过螺旋体3向下螺旋传送及导引板8的引导下，在茎秆送入通道具有茎秆割断处

B，在茎秆割断处B，玉米茎秆被割刀4割断并被继续向下推送到玉米茎秆粉碎处C，连续不断

和向下运动的玉米茎秆被割刀4连续割断，达到了粉碎的目的。

[0035] 玉米逆时针方向运动，并呈现向下的趋势。到达玉米茎秆粉碎处C后，在螺旋体3和

助推轮7的共同作用下，茎秆向下运动，并被割刀4割断。助推轮7与玉米茎秆粉碎处C的玉米

茎秆接触；

[0036] 摩擦片2在螺旋体3的上端和拨禾板1驱动皮带轮装置或齿轮部之间；

[0037] 割刀为圆盘多刃，刀刃较长的特殊形状。

[0038] 助推轮7与螺旋体3是分开设置的，两者旋转方向相互垂直。(螺旋体3的作用是一

部分分力向割刀4方向推动茎秆，并阻挡因助推轮7工作时，茎秆的横向运动。)助推轮7旋转

方向是向螺旋体3方向顺时针旋转的，利用助推轮7叶片拨动茎秆并在螺旋体3对茎秆的阻

挡下，使茎秆向割刀4方向运动。

[0039] 主轴5用螺栓固定在支架6上，割刀4和螺旋体3用螺栓连接在一起，形成个整体，在

螺旋体3内部的顶端和下端各镶嵌密封轴承，并套装在主轴5上，使之螺旋体3在主轴5上旋

转。

[0040] 拨禾板1轴安装在轴套里并涂装润滑油，轴套设置在主轴5顶端上。拨禾轮1轴的下

端安装一个A型皮带轮，与螺旋体3上端的拨禾板1驱动皮带轮之间用A型皮带降速连接。

[0041] 本发明解决了茎秆缠绕螺旋体的问题，在沿着A方向运动的直立的富有弹性和硬

度的玉米茎秆到达B点后，被割刀4割断。割断下来的茎秆在螺旋体3和拨禾轮1共同作用下，

直立着沿着导引板8和螺旋体3之间逆时针方向运动，并呈现向下的趋势。到达C点后直立的

茎秆停止向下运动，在螺旋体3和助推轮7的共同作用下，茎秆向下运动，同时被割刀4割断。

连续不断向下运动的茎秆被割刀4连续的割断，达到了粉碎的目的。因此，茎秆始终与螺旋

体平行接触，解决了缠绕问题。

[0042] 本发明装置是玉米去顶机的割台部件，是安装在适合于玉米高杆作物的高架自走

式机械设备上，并为本发明的螺旋体3和助推轮7装置提供动力。

[0043] 本发明涉及玉米茎秆顶部的切割粉碎，可将切割、粉碎的茎秆(含雄穗、部分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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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茎秆)直接自由落体形式抛撒于地面(大多数落于垄沟中)，通过配套组件实现后续秸

秆降解、发酵等工艺。

[0044] 本发明充分描述是为了更加清楚的公开，而对于现有技术就不再一一列举。

[0045]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作

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多个技术方案进行组合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修改或者替

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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