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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麦玉米两用深松整地播

种机及其使用方法，属于农机技术领域，包括牵

引机及连接在其后端的机架，机架上由前向后依

次设置秸秆导流板、施肥单元、旋耕单元、深松单

元、播种单元和镇压单元，秸秆导流板将秸秆集

中至旋耕轮的间隔区域，旋耕轮进行小麦播种区

域的旋耕作业，深松单元中链条式开沟器将秸秆

带入地中并粉碎，小麦播种铲在旋耕区域进行小

麦播种，最后进行镇压，播种玉米时，将旋耕单元

切断动力，链条式开沟器和小麦播种铲抬升，玉

米播种铲在小麦播种区域间隔中播种玉米，该播

种机不仅一机两用，而且在小麦播种前将秸秆粉

碎并留在地中，既避免了秸秆对出苗的影响，又

将秸秆留在深松沟中改善土质并且为作物后续

生长提供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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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麦、玉米两用深松整地播种机的使用方法，该播种机包括牵引机及借助其悬

挂连接在其后端且带有限深轮的机架（1），机架（1）上设置有旋耕单元、施肥单元和播种单

元，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施肥单元位于旋耕单元前端，施肥单元的前端增设有一组中部向前

弯折的秸秆导流板（2），两个相邻的秸秆导流板（2）间距为700‑900mm，旋耕单元包括一组旋

耕轮（3），旋耕轮（3）的作业宽度为300‑500mm且位于秸秆导流板（2）的作业范围内，旋耕单

元后端设置有深松单元，深松单元包括一组链条式开沟器（4），所有链条式开沟器（4）两侧

均设置有用于作业深度调节的升降结构，链条式开沟器（4）位于两个相邻的秸秆导流板（2）

的间隔所在运行方向上，播种单元位于深松单元后端，包括由上到下依次连接的种箱（5）、

播种器、下种管和播种铲（6），播种铲（6）包括小麦播种铲（601）和玉米播种铲（602），每个旋

耕轮（3）的运行方向上对应设置有一组间距为200‑400mm的玉米播种铲（602），每个链条式

开沟器（4）的运行方向上对应设置有两个间距为90‑110mm的小麦播种铲（601），所有播种铲

（6）借助升降装置连接在机架（1）中；

播种机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小麦播种

秸秆导流板（2）将地面上的秸秆集中并位于旋耕轮（3）的间距中，施肥单元将肥料作用

在集中后的秸秆上以及清除秸秆后的地面上，旋耕轮（3）对清除秸秆后的地面耕层进行旋

耕进而形成玉米播种区域，小麦播种区域宽度为700‑900mm，间距为300‑500mm，旋耕轮（3）

的间距与链条式开沟器（4）前后对应，链条式开沟器（4）将集中后的秸秆粉碎并带入地中，

形成混有粉碎秸秆的深松带，播种铲（6）中的小麦播种铲（601）下降而玉米播种铲（602）上

升，小麦播种铲（601）在旋耕区域进行小麦播种，在小麦播种区域形成间距为90‑110mm的小

麦播种行；

B、玉米播种

小麦收割后，将旋耕单元与其动力来源分离，将机架（1）中的链条式开沟器（4）借助升

降结构升起，并将小麦播种铲（601）升起而玉米播种铲（602）降下，玉米播种铲（602）在小麦

播种区域的间距中进行玉米播种进而形成玉米播种区域，玉米播种区域的宽度为300‑

500mm，间距为700‑900mm，玉米播种区域中玉米播种行的间距为200‑400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麦、玉米两用深松整地播种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施肥单元包括固定于机架上的肥箱（7）、撒肥机构（8）以及两者之间的输肥管，所述

撒肥机构包括上端向后倾斜的梯形盒体，梯形盒体上端为短边且与输肥管相连，下端为长

边且为肥料输出端，盒体中垂直固定有散肥柱（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麦、玉米两用深松整地播种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链条式开沟器（4）上环绕链条设置有一组开沟刀（10），开沟刀（10）横截面为半椭圆

形，开沟刀（10）与链条垂直固定，其外端为刀头（11），刀头（11）前端为前刀面（12），后端为

后刀面（13），刀头端面与前刀面（12）的夹角为60‑80度，刀头（11）端面与半椭圆形外圆弧面

的夹角为40‑70度，所述链条式开沟器（4）伸入土层的深度为40‑6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麦、玉米两用深松整地播种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限深轮为设置于播种单元后端的镇压单元，所述的镇压单元包括旋转轴（14）及

安装在其上的一组镇压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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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麦、玉米两用深松整地播种机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小麦、玉米两用深松整地播种机及其使

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农业种植中，小麦和玉米两熟轮作种植方式是华北地区一种最为常见的种

植方式，小麦种植前需要将玉米秸秆粉碎并进行耕层的旋耕，所用的设备为实现深松、整地

及播种用的各个设备或者一体式的小麦深松整地播种机，小麦收割后将玉米直接种植在小

麦播种行的间隔处，所用的设备为玉米播种机，这样就需要两种甚至多种设备来进行操作，

设备成本和维护成本较高。

[0003] 除此之外，现行耕种方式还存在两大现实问题：1）传统耕种方式严重影响小麦、玉

米播种质量；小麦播种时，玉米秸秆粉碎后旋耕造成大量秸秆分散在浅层耕层中，小麦的播

种铲容易被秸秆堵塞，并且会有一部分小麦种子播种在秸秆上因而不能与土壤紧密接触，

严重影响了小麦播种质量，造成成活率和出苗率严重下降；玉米播种时，由于小麦秸秆实施

覆盖还田，大量秸秆覆于地表，玉米播种机行走过程中易造成秸秆堆积，使得玉米播种铲悬

浮出地表，籽粒不能播于土壤中，影响出苗，造成玉米缺苗断垄，秸秆还田情况下，如何提高

作物播种质量是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2）长期浅旋耕造成耕层变浅、犁底层加厚且上移、养

分过度表聚，造成了作物根水肥错位，影响了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利用，降低了资源利

用效率。如何通过农机具改良创新来打破犁底层、加深耕层以及加速团聚化深厚耕层形成

是亟待解决的另一个重要现实问题。

[0004] 传统的耕种方式引起的这些现实问题已严重影响了作物产量的进一步提高和耕

地质量的进一步改善，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小麦和玉米的播种设备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小麦、玉米两用深松整地播种机及其

使用方法，该播种机能够用于小麦的旋耕、深松、整地及播种，并能够避免秸秆粉碎后进入

小麦的播种带中，提高小麦的出苗率，小麦收割后，该播种机还能够应用于小麦播种带间距

中玉米的播种，设备成本和维护成本显著降低。

[0006]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小麦、玉米两用深松整地播种机，该播种机包括牵引机及借助其悬挂连接在

其后端且带有限深轮的机架，机架上设置有旋耕单元、施肥单元和播种单元，关键点是，所

述的施肥单元位于旋耕单元前端，施肥单元的前端增设有一组中部向前弯折的秸秆导流

板，两个相邻的秸秆导流板间距为700‑900mm，旋耕单元包括一组旋耕轮，旋耕轮的作业宽

度为300‑500mm且位于秸秆导流板的作业范围内，旋耕单元后端设置有深松单元，深松单元

包括一组链条式开沟器，所有链条式开沟器两侧均设置有用于作业深度调节的升降结构，

链条式开沟器位于两个相邻的秸秆导流板的间隔所在运行方向上，播种单元位于深松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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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包括由上到下依次连接的种箱、播种器、下种管和播种铲，播种铲包括小麦播种铲和

玉米播种铲，每个旋耕轮的运行方向上对应设置有一组间距为200‑400mm的玉米播种铲，每

个链条式开沟器的运行方向上对应设置有两个间距为90‑110mm的小麦播种铲，所有播种铲

借助升降装置连接在机架中。

[0008] 所述施肥单元包括固定于机架上的肥箱、撒肥机构以及两者之间的输肥管，所述

撒肥机构包括上端向后倾斜的梯形盒体，梯形盒体上端为短边且与输肥管相连，下端为长

边且为肥料输出端，盒体中垂直固定有散肥柱。

[0009] 所述链条式开沟器上环绕链条设置有一组开沟刀，开沟刀横截面为半椭圆形，开

沟刀与链条垂直固定，其外端为刀头，刀头前端为前刀面，后端为后刀面，刀头端面与前刀

面的夹角为60‑80度，刀头端面与半椭圆形外圆弧面的夹角为40‑70度，所述链条式开沟器

伸入土层的深度为40‑60cm。

[0010] 所述的限深轮为设置于播种单元后端的镇压单元，所述的镇压单元包括旋转轴及

安装在其上的一组镇压轮。

[0011] 如上所述播种机的使用方法，关键点是，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A、小麦播种

[0013] 秸秆导流板将地面上的秸秆集中并位于旋耕轮的间距中，施肥单元将肥料作用在

集中后的秸秆上以及清除秸秆后的地面上，旋耕轮对清除秸秆后的地面耕层进行旋耕进而

形成玉米播种区域，小麦播种区域宽度为700‑900mm，间距为300‑500mm，旋耕轮的间距与链

条式开沟器前后对应，链条式开沟器将集中后的秸秆粉碎并带入地中，形成混有粉碎秸秆

的深松带，播种铲中的小麦播种铲下降而玉米播种铲上升，小麦播种铲在旋耕区域进行小

麦播种，在小麦播种区域形成间距为90‑110mm的小麦播种行；

[0014] B、玉米播种

[0015] 小麦收割后，将旋耕单元与其动力来源分离，将机架中的链条式开沟器借助升降

结构升起，并将小麦播种铲升起而玉米播种铲降下，玉米播种铲在小麦播种区域的间距中

进行玉米播种进而形成玉米播种区域，玉米播种区域的宽度为300‑500mm，间距为700‑

900mm，玉米播种区域中玉米播种行的间距为200‑400mm。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秸秆导流板将秸秆集中至小麦播种带的间隔位

置上，并且借助链条式开沟器将秸秆带入土中粉碎，秸秆均匀分布于小麦播种带间隔位置

的40‑60cm的深松层中，避免了粉碎的秸秆分布于小麦播种带耕层中影响小麦出苗率的问

题，而且施肥单元位于秸秆导流板后端，肥料施撒在秸秆或者地表上，秸秆上的肥料随秸秆

进入深松层中，该肥料能够促进作物根系向深层生长，促进吸水和抗倒伏的能力，地表上的

肥料通过旋耕轮的旋耕作业进入耕层中，该肥料能够为作物种子生长初期提供养分，促进

根系的萌发生长，此外，在小麦收割后，利用牵引机的悬挂将机架抬起，然后调整链条式开

沟器的作业深度以避免其与地面接触，随后抬起小麦播种铲，降低玉米播种铲，并且将镇压

轮调整至玉米播种带所在方向上，最终实现玉米在小麦播种带的间隔位置的播种，一个设

备同时能够实现小麦和玉米的播种作业，设备购买成本和维护成本显著降低。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中播种机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6612668 B

4



[0018] 图2是图1的俯视图。

[0019] 图3是开沟刀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图3的右视图。

[0021] 图5是撒肥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小麦播种结构图。

[0023] 图7是玉米播种结构图。

[0024] 附图中，1、机架，2、秸秆导流板，3、旋耕轮，4、链条式开沟器，5、种箱，6、播种铲，

601、小麦播种铲，602、玉米播种铲，7、肥箱，8、撒肥机构，9、散肥柱，10、开沟刀，11、刀头，

12、前刀面，13、后刀面，14、旋转轴，15、镇压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一种小麦、玉米两用深松整地播种机，该播种机包括牵引机及借助其悬挂连接在

其后端且带有限深轮的机架1，机架1上设置有旋耕单元、施肥单元和播种单元，所述的施肥

单元位于旋耕单元前端，施肥单元的前端增设有一组中部向前弯折的秸秆导流板2，两个相

邻的秸秆导流板2间距为700‑900mm，旋耕单元包括一组旋耕轮3，旋耕轮3的作业宽度为

300‑500mm且位于秸秆导流板2的作业范围内，旋耕单元后端设置有深松单元，深松单元包

括一组链条式开沟器4，所有链条式开沟器4两侧均设置有用于作业深度调节的升降结构，

升降结构为气缸或者油缸调节的结构，链条式开沟器4位于两个相邻的秸秆导流板2的间隔

所在运行方向上，播种单元位于深松单元后端，包括由上到下依次连接的种箱5、播种器、下

种管和播种铲6，播种铲6包括小麦播种铲601和玉米播种铲602，每个旋耕轮3的运行方向上

对应设置有一组间距为200‑400mm的玉米播种铲602，每个链条式开沟器4的运行方向上对

应设置有两个间距为90‑110mm的小麦播种铲601，所有播种铲6借助升降装置连接在机架1

中，升降装置为气缸、油缸或者电液推杆等可伸缩升降形式，基于上述结构的播种机进行小

麦或者玉米的适时播种。

[0026] 实施例1，该播种机中的旋耕单元、施肥单元、播种单元以及深松单元的动力来源

均来自牵引机的发动机，发动机经过齿轮箱的变速后输出动力，该动力借助链条传动或者

带传动的形式传递至播种机的各个单元中，如图1所示，该播种机借助可以升降的链条式开

沟器4、播种铲6来进行播种行位置的调整，旋耕轮3的轴与其动力来源之间设置有离合，当

播种小麦时将该离合调整为结合，当播种玉米时将该离合调整为断开，此外，镇压轮15在其

旋转轴14上可进行位置的更换调节以适应小麦或者玉米播种行的位置变化，基于上述结

构，该播种机在具体工作时的使用方法如下所述：

[0027] A、小麦播种

[0028] 小麦播种前玉米秸秆覆盖在地面上，秸秆导流板2将地面上的秸秆集中并位于旋

耕轮3的间距中，施肥单元将肥料作用在集中后的秸秆上以及清除秸秆后的地面上，施肥单

元包括固定于机架上的肥箱7、撒肥机构8以及两者之间的输肥管，所述撒肥机构8包括上端

向后倾斜的梯形盒体，梯形盒体上端为短边且与输肥管相连，下端为长边且为肥料输出端，

盒体中垂直固定有散肥柱9，如图5所示，肥料经过散肥柱9的撞击能够较为均匀地落在地面

或者秸秆上，肥料的分散效果较好，旋耕轮3在秸秆导流板正后方并随其安装轴旋转，旋耕

轮3对清除秸秆后的地面耕层进行旋耕进而形成玉米播种区域，小麦播种区域宽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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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mm，间距为400mm；

[0029] 旋耕轮3的间距位置与链条式开沟器4前后对应，链条式开沟器4上环绕链条设置

有一组开沟刀10，如图3和图4所示，开沟刀10横截面为半椭圆形，开沟刀10与链条垂直固

定，其外端为刀头11，刀头11前端为前刀面12，后端为后刀面13，刀头11端面与前刀面12的

夹角为70度，刀头11端面与半椭圆形外圆弧面的夹角为60度，所述链条式开沟器4伸入土层

的深度为50cm，链条式开沟器4将集中后的秸秆粉碎并带入地中，形成混有粉碎秸秆的深松

带，秸秆上的肥料也随之进入土中，该开沟刀10的形状设置既能够避免高速旋转过程中刀

与秸秆硬性接触导致的刀的断裂和损伤，同时该开沟刀10的各个角度设置能够保证秸秆被

带入土壤之前不被切断，而进入土壤后利用土壤对秸秆的阻力作用能够保证开沟刀对秸秆

切断且留在土壤中，最大限度将地表的秸秆送入土壤中，并且保证秸秆粉碎且均匀混合在

开沟刀10经过的土壤厚度中。

[0030] 播种铲6中的小麦播种铲601下降而玉米播种铲602抬起，小麦播种铲601在旋耕区

域进行小麦播种，种箱5中盛放有小麦种子，种箱5下端设置播种器，播种器将种子通过下种

管输送至小麦播种铲601，小麦播种铲601进行开沟播种，在小麦播种区域形成间距为100mm

的小麦播种行，最后，小麦播种区域中形成行距为100的8个小麦播种行，如图6所示；

[0031] 镇压单元中镇压轮15可沿旋转轴14轴向任意位置进行调节安装，小麦播种完毕

后，此时，镇压轮15位于旋转轴14上的位置与小麦播种区域前后一一对应，镇压轮15对小麦

播种区域进行镇压作业；

[0032] B、玉米播种

[0033] 小麦收割后，将旋耕轮3的转轴与其动力机构进行分离，旋耕轮3不工作，将机架1

中的链条式开沟器4借助升降结构升起，并将小麦播种铲601升起而玉米播种铲602降下，镇

压轮15在旋转轴14上的位置调整至小麦播种区域的间隔位置，并将多余的镇压轮15拆卸下

来，玉米播种铲602在小麦播种区域的间距中进行玉米播种进而形成玉米播种区域，玉米播

种区域的宽度为400mm，间距为800mm，玉米播种区域中玉米播种行的间距为300mm，玉米播

种完毕后，镇压轮15对玉米播种区域进行镇压作业，此时，每个玉米播种区域中形成两个间

隔300mm的玉米播种行，如图7所示。

[0034] 实施例2，如图2所示，为了保持每个播种机作业后不影响旁边的秸秆量，在播种机

两端位置的秸秆导流板2均为现有结构的一半，即为向内侧倾斜的斜板，秸秆沿其斜面流

动，其后端的各个单元均调整为与其宽度相对应的宽度，而位于中部的秸秆导流板2仍然为

中部向前弯折的结构，秸秆沿其结构向两侧流动，这样的结构设置使得每个播种机工作后，

其工作面以外区域的秸秆量保持不变，不会影响其他播种机进行秸秆粉碎和深松作业，避

免某一个区域的秸秆量增加后导致的播种机堵塞和工作不畅。

[0035] 本发明中的播种机及其使用方法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多种功能一

体化，节本、增效，该播种机集小麦、玉米两种作物播种与秸秆的收拢集中深还、旋耕、施肥、

整地多种功能于一体，能够用于小麦、玉米的旋耕、深松、整地、秸秆深埋及播种，显著降低

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和作业成本；2）秸秆还田与作物播种分条带错位作业，改善播种质量，

提高作物出苗率，利于高产稳定；小麦播种时，通过调配播种铲和秸秆导流板、深耕器、旋耕

器的作业范围，进行秸秆还田与作物播种的分条带错位作业，通过秸秆导流板将玉米秸秆

分条带集中还田，即将宽度为120cm条带范围内的秸秆收拢集中深埋于宽度为40cm条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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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40cm秸秆深层还田带与80cm无秸秆的小麦播种带，在80cm播种带上，由于秸秆被清除，

消除了传统耕种作业时还田秸秆对小麦播种的影响；小麦收割后进行玉米播种时，该播种

机还能够用于在上季的40cm秸秆还田带上播种玉米，该条带上由于上季未播种小麦，使得

小麦秸秆还田带与玉米播种带错位，消除了还田小麦秸秆影响玉米播种的问题；该机具可

实现两季作物的秸秆还田与作物播种分条带错位作业，消除了还田秸秆对作物播种的影

响，大大提高了小麦、玉米播种质量和出苗率，为作物高产稳产奠定基础；3）秸秆田间原位

堆腐式集中深还，加速改善土壤结构，培育深厚团聚化耕层，在40cm的秸秆深层还田带上，

秸秆还田量是常规秸秆还田措施的3倍，且秸秆还田深度由传统旋耕还田的15cm增加到

40cm，大量秸秆集中深埋减少了秸秆曝氧，形成了40cm宽、40cm深的秸秆堆腐带，促进了还

田秸秆腐解和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可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实现耕地质量的快速提升；4）针对

腐解秸秆微生物C/N比需求和作物生长对养分的需求，实施分区位不等量的定量施肥，其中

“不等量”的含义为小麦和玉米播种行位置不同，根据不同作物的不同需要进行肥料的调整

和施肥，小麦播种行中旋耕层施肥，玉米秸秆收集带中为深松层施肥，两种施肥方式相结

合，能够满足前期出苗的肥料需要，也能够对生长后期深根层提供肥料，不同生长时期的肥

料成分也会不同，其中“定量”的含义即为相同播种行中各处施肥量相同；适宜于土壤微生

物的C/N比大约为25：1，而小麦、玉米秸秆的碳氮比大约分别为70:1和48:1，为了加速微生

物对秸秆的分解速度，需通过添加氮肥来调配适宜的碳氮比；小麦、玉米草籽比大约为1:1，

按年产吨粮计，每年还田秸秆为1吨/亩，每季作物秸秆量各占一半，按本机具秸秆集中还田

模式，玉米秸秆集中还田到1/3种植面积上，小麦秸秆集中还田到2/3种植面积上；小麦、玉

米秸秆含氮量分别为7.25g/kg和11.27g/kg，据此计算，小麦、玉米种植前需在秸秆还田带

上分别补充氮素5.2kg/亩和6.5kg/亩，以调配至微生物适宜的C/N比；在作物播种带上，根

据小麦、玉米生长对养分需求和土壤供肥能力进行施肥，按照年产吨粮计，小麦季需要施用

氮肥14.6kg/亩（底肥和追肥各1/2）、磷肥13.3kg/亩（底肥），玉米季需要施用氮肥13.3kg/

亩、钾肥10kg/亩，玉米季肥料全部用于底肥；在实际作业过程中，根据上述需求调控秸秆还

田带和作物播种带施肥器施肥量，施行分区位不等量的定量施肥；5）针对秸秆集中深还与

作物播种需求，实施分条带不等深度的深松与浅耕层；在秸秆还田带上，实施深松，耕层达

到40cm,将秸秆充分与40cm深的土壤混匀；而在播种带上，采用浅旋耕，形成作物生长带紧

实、行间疏松的耕层构型，即“根带紧行间松”型耕层，根带紧实防止作物倒伏，行间疏松利

于蓄水，侧渗供作物需求，利于作物高产稳产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6）创新耕种模式，耕种、

休闲兼备；利用该机具实现秸秆还田与作物播种的分条带错位作业，小麦播种时，玉米秸秆

收集带中粉碎的秸秆和肥料共同混合在土壤中，该位置的土壤质量会得到修养和改善，起

到恢复地力的作用，而秸秆播种时，小麦播种行的土壤也会得到轮休；更主要的是通过秸秆

的集中深还堆腐达到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地力目的，为下季作物生长提供充足养分；作物在

播种带上进行密植，保证足够的作物群体，通过秸秆还田带通风透光，保证作物光合作用具

有充足的光能，提高作物产量；利用本机具耕种可实现3年为一周期的深松‑浅旋耕轮耕和

种植‑休闲兼备的耕种模式。本机具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先进的设备支撑，对保证我国

耕地质量提升和粮食安全、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具有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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