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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耕式多功能农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包

括支架，装设于支架底部的旋耕装置，装设于支

架前端的冲击式铲土装置，装设于支架上与冲击

式铲土装置传动连接的碎土装置，装设于支架上

位于碎土装置后方与冲击式铲土装置传动连接

的筛土装置，所述冲击式铲土装置包括冲击力驱

动装置，与冲击力驱动装置传动连接的斜铲。铲

土装置将熟土层的土壤铲起，经由碎土装置将泥

土打碎后送至筛土装置，筛土装置将泥土中的农

作物果实、桔梗、杂草或垃圾过滤出来，清理干净

后的泥土重新覆盖于经由旋耕装置粉耕后的生

土层上，保持耕地的土壤结构，实现一次性完成

对土地耕作，收获及土地清理的作业，有效提高

工作效率，优化土壤结构及质量，提高作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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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包括支架(1)，装设于支架(1)底部的旋耕装置(6)，其特征

在于：还包括装设于支架(1)前端的冲击式铲土装置(4)，装设于支架(1)上位于冲击式铲土

装置(4)后方与冲击式铲土装置(4)传动连接的碎土装置(5)，装设于支架(1)上位于碎土装

置(5)后方与冲击式铲土装置传动连接的筛土装置(8)，所述冲击式铲土装置(4)包括冲击

力驱动装置(2)，与冲击力驱动装置(2)传动连接的斜铲(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冲击力驱动装置

(2)包括冲击第一驱动装置(9)，与冲击第一驱动装置(9)传动连接的冲击传动轴(25)，套设

于传动轴(25)上的偏心轮(1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1)上还装设

有斜铲固定销轴(14)，所述斜铲(12)的一端与冲击传动轴(25)连接，所述斜铲(12)的另一

端与斜铲固定销轴(14)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碎土装置(5)包括

装设于支架(1)上与冲击传动轴(25)传动连接的碎土刀轴(28)，装设于碎土刀轴(28)上的

若干个碎土刀片(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筛土装置(8)包括

摇杆(20)，与斜铲(12)连接的筛铲连接销轴(16)，与筛铲连接销轴(16)连接的筛床(18)，所

述摇杆(20)的一端与支架(1)连接，所述摇杆(20)的另一端与筛床(18)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耕装置(6)包括

第二驱动装置(29)，与第二驱动装置(29)传动连接的旋耕刀轴(23)，装设于旋耕刀轴(23)

上的旋耕刀片(22)。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冲击力驱动装置

(2)还包括冲击连杆(13)，所述冲击连杆(13)的一端与斜铲(12)的前端连接，所述冲击连杆

(13)的另一端与偏心轮(10)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2或7所述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冲击力驱动

装置(2)还包括装设于支架(1)上的用于装设冲击传动轴(25)的轴承座(26)，所述斜铲(12)

的形状为“U”形。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耕装置(6)还包

括装设于支架(1)上的用于装设旋耕刀轴(23)的旋耕刀轴架(27)。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斜铲(12)与地面

之间的夹角为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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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耕式多功能农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业机械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完成收获、灭茬、耕地、播种等一系列作业，需要农业机

械多次入地，对耕地反复碾压，不仅耕作层耕后的松土被压实，还造成耕作层下层的土壤板

结，耕作层与生土层之间形成一层坚硬、密闭的犁底层，抑制作物根系下扎，抗倒伏能力差，

作物生长不够旺盛，农作物产量下降，并且土壤板结后蓄水能力大幅下降，雨水径流，地表

水难以被土壤吸收和有效存留，广大的北方干旱地区抽取地下水灌溉，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形成地下漏斗，对地质结构造成破坏，这种情况在我国北方普遍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改

变耕作方式、改良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蓄水能力，发展节水型农业使农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0003] 目前农业耕作主要采用铧犁和旋耕犁，传统的铧犁和旋耕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都

存在耕层深度不足的问题，满足不了农艺深耕、深松的要求，严重制约农作物产量。近几年

国家提倡深耕、深松，由于铧犁属于翻耕，深翻犁使得熟土层和生土层置换，破坏了土壤结

构，不利于作物生长，而且地表的杂草种籽和有害虫卵被翻埋藏入地下，保护了虫卵越冬，

造成虫灾连年不断，再次耕作时地下草籽被翻回地地表层，因此杂草年年丛生难于根除。传

统深松犁只实现了局部松土，存在深松宽度窄、工作阻力大，能源消耗多，工作效率低等问

题。

[0004] 旋耕的应用非常普遍，但由于秸秆还田造成熟土层破碎的秸秆过于集中，土壤空

虚，作物种子与土壤接触不好，甚至被秸秆隔离，破坏了种子发芽、成长条件，种子发芽率大

幅降低，抑制了幼苗的根系发展，造成作物根苗不旺盛。还田秸秆腐烂时间长，腐烂过程需

要吸收土壤中的氮元素，出现与作物争氮肥情况，土壤氮肥含量降低了，影响作物生长和果

实质量，近几年秸秆间接还田综合利用的呼声很高。为改善旋耕效果，还有的采用两次旋耕

作业，有的采用双旋耕机或旋耕加深松组合作业，这样能耗大幅增加，而效果极为有限，上

述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集铲土，土壤过滤，粉耕，农

作物收获的旋耕式多功能农机。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包括支架，装设于支架

底部的旋耕装置，装设于支架前端的冲击式铲土装置，装设于支架上位于冲击式铲土装置

后方与冲击式铲土装置传动连接的碎土装置，装设于支架上位于碎土装置后方与冲击式铲

土装置传动连接的筛土装置，所述冲击式铲土装置包括冲击力驱动装置，与冲击力驱动装

置传动连接的斜铲。

[0007] 作为优选的，所述冲击力驱动装置包括冲击第一驱动装置，与冲击第一驱动装置

传动连接的冲击传动轴，套设于传动轴上的偏心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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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优选的，所述支架上还装设有斜铲固定销轴，所述斜铲的一端与冲击传动轴

连接，所述斜铲的另一端与斜铲固定销轴连接。

[0009] 作为优选的，所述碎土装置包括装设于支架上与冲击传动轴传动连接的碎土刀

轴，装设于碎土刀轴上的若干个碎土刀片。

[0010] 作为优选的，所述筛土装置包括摇杆，与斜铲连接的筛铲连接销轴，与筛铲连接销

轴连接的筛床，所述摇杆的一端与支架连接，所述摇杆的另一端与筛床连接。

[0011] 作为优选的，所述旋耕装置包括第二驱动装置，与第二驱动装置传动连接的旋耕

刀轴，装设于旋耕刀轴上的旋耕刀片。

[0012] 作为优选的，所述冲击力驱动装置还包括冲击连杆，所述冲击连杆的一端与斜铲

的前端连接，所述冲击连杆的另一端与偏心轮连接。

[0013] 作为优选的，所述冲击力驱动装置还包括装设于支架上的用于装设冲击传动轴的

轴承座。

[0014] 作为优选的，所述旋耕装置还包括装设于支架上的用于装设旋耕刀轴的旋耕刀轴

架。

[0015] 作为优选的，所述斜铲的形状为“U”形。

[0016] 作为优选的，所述斜铲与地面之间的夹角为30°-90°。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本实用新型包括支架，装设于支架底部的旋耕装置，装设于支架前端的冲击式铲

土装置，装设于支架上位于冲击式铲土装置后方与冲击式铲土装置传动连接的碎土装置，

装设于支架上位于碎土装置后方与冲击式铲土装置传动连接的筛土装置，所述冲击式铲土

装置包括冲击力驱动装置，与冲击力驱动装置传动连接的斜铲。铲土装置将熟土层的土壤

铲起，经由碎土装置将泥土打碎后送至筛土装置，筛土装置将泥土中的农作物果实、桔梗、

杂草或垃圾过滤出来，清理干净后的泥土重新覆盖于经由旋耕装置粉耕后的生土层上，保

持耕地的土壤结构，实现一次性完成对土地耕作，收获及土地清理的作业，有效提高工作效

率，优化土壤结构及质量，提高作物产量。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

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

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的立体结构图之一；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的立体结构图之二；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的立体结构图之三。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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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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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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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提供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

[0025] 请参考图1～图3，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旋耕式多功能农机，包括支架1，装设于支

架1底部的旋耕装置6，装设于支架1前端的冲击式铲土装置4，装设于支架1上位于冲击式铲

土装置4后方与冲击式铲土装置4传动连接的碎土装置5，装设于支架1上位于碎土装置5  后

方与冲击式铲土装置传动连接的筛土装置8，所述冲击式铲土装置  4包括冲击力驱动装置

2，与冲击力驱动装置2传动连接的斜铲12，装设于支架1上与斜铲12的后端连接的斜铲固定

销轴14。

[0026] 工作时，冲击力驱动装置2驱动斜铲12进行往复冲击运动，使得斜铲12插入熟土

层，随着整机前行，熟土层的泥土从斜铲12的前端滑入斜铲12的后端，碎土装置5动作，将进

入斜铲12后端的泥土粉碎后送至筛土装置8中，筛土装置8将打碎后的泥土过筛后重新掉落

至土地上，所述旋耕装置6设置于筛土装置8的前方，当土地的熟土层被斜铲12铲起时，斜铲

12先出现凹沟，下一层的土壤裸露出来，旋耕装置6动作，实现生土层土壤的粉耕，深松完成

后，熟土层的土壤从筛土装置8中落入土地，覆盖于粉耕后的生土层上，保持土壤结构不被

破坏，同时由于筛土装置8的设置，使得土壤内的桔梗，垃圾，杂草等会被筛土装置8过滤掉，

实现对泥土的清理，优化土壤成分，有利于作物的生长，提高作物产量。同时对于薯类，中草

药，花生，萝卜等果实埋在土地内的作物可作收割机使用，果实能够被筛土装置筛8选出来，

实现一次性同时完成收获，粉耕，灭茬，清理作业，提高作业效率，降低作业成本，减少对土

地的反复碾压，提高土地的的质量。

[0027] 所述冲击力驱动装置2包括冲击连杆13，装设于支架1上的轴承座26，冲击第一驱

动装置9，装设于轴承座26上与冲击第一驱动装置9传动连接的冲击传动轴25，套设于传动

轴25上的偏心轮10，所述冲击连杆13的一端与斜铲12的前端连接，所述冲击连杆13的另一

端与偏心轮10连接。第一驱动装置9驱动冲击传动轴25转动，从而驱动偏心轮10转动，动力

通过冲击连杆13传至斜铲12的前端，使得斜铲12产生往复冲击运动。

[0028] 所述碎土装置5包括装设于支架1上与冲击传动轴25通过传动机构7传动连接的碎

土刀轴28，装设于碎土刀轴28上的若干个碎土刀片15。当冲击传动轴25在第一驱动装置9的

驱动下转动时，动力通过传动机构7传至碎土刀轴28，碎土刀轴28转动，带动碎土刀片  15转

动，使得位于斜铲12后端的泥土被碎土刀片15打碎并扒入至筛床18上。

[0029] 所述筛土装置8包括摇杆20，与斜铲12连接的筛铲连接销轴16，与筛铲连接销轴16

连接的筛床18，所述摇杆20的一端通过筛床销轴19与支架1连接，所述摇杆20的另一端通过

筛床销轴19与筛床  18连接。所述摇杆20一端所述筛床18两点或多点连接，所述摇杆20另一

端与所述支架1两点或多点连接，形成摇杆机构，随着所述斜铲12的往复冲击运动带动筛土

装置8产生连续颠簸晃动，使熟土层土壤从筛床18中快速过滤并均匀洒落至土地上。

[0030] 所述旋耕装置6包括装设于支架1上的旋耕刀轴架27，第二驱动装置29，装设于旋

耕刀轴架27上与第二驱动装置29传动连接的旋耕刀轴23，装设于旋耕刀轴23上的旋耕刀片

22。所述第二驱动装置29驱动旋耕刀轴架27转动，带动旋耕刀片22转动，实现对生土层的粉

耕作业。所述第二驱动装置29包括旋耕驱动马达21和与旋耕驱动马达21传动连接的齿轮箱

24，所述旋耕驱动马达21通过齿轮箱24将动力传至旋耕刀轴2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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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由于碎土装置5和斜铲12的冲击力均来自第一驱动装置9，而筛床18与斜铲12连

接，当斜铲12作往复冲击运动时，筛床18同时发生振动，将泥土振落至土地上，有效减少动

能机构的数量，简化动力系统，同时减少作业能耗。

[0032] 所述斜铲12的形状为“U”形，便于将泥土从斜铲12的前端输送至斜铲12的后端。

[0033] 所述支架1上还装设有用于连接拖拉机的悬挂牵引装置3，实现农机的升降、进退

和拐弯。

[0034] 所述第一驱动装置9为马达。

[0035] 所述传动机构7为链轮传动机构。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斜铲12与地面之间的夹角为45°，以利于斜铲12更好地插入熟土

层，将熟土层铲起。在其他实施例中，其也可为30°-90°之间的任意值。

[0037]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旋耕式多功能农机能实现在不破坏土层结构的前提

下进行深耕细作，使熟土层和生土层土壤都得到粉碎松软；能将土壤尤其是熟土层中未粉

碎的秸秆、残留的砖块、石块、草根、塑料薄膜等有害物质过滤出来，使土壤优化有利于作物

生长；将收获、粉垄、过滤功能集为一体，入地一次就能完成多项作业；简化动力系统，尽量

减少作业能耗，降低生产成本。

[0038] 上述实施例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

实施例的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

代、组合、简化，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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