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427324.3

(22)申请日 2021.04.21

(71)申请人 山东江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 274300 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经济技术

开发区(南樊路以南、东环路以东)

(72)发明人 李孔强　刘立波　张春辉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中济纬天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11429

代理人 刘庆超

(51)Int.Cl.

A01D 45/02(2006.01)

A01D 43/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及具有该收割台

的联合收获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农用收获机械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能一次性完成玉米摘穗、秸秆切碎、回收等作

业功能的收获机械，尤其是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

割台及具有该收割台的联合收获机，包括摘穗架

焊合，在所述摘穗架焊合上安装有摘穗收割装

置，所述摘穗收割装置用于实现对玉米穗茎的分

离以及实现对玉米茎的切割截断，在所述摘穗收

割装置的后侧设置有玉米穗输送收集装置；还包

括割台固定架，所述割台固定架与外部设备车体

连接，在所述割台固定架上固定安装有收割台结

构，所述收割台结构用于接收来自外部设备车体

上的发动机的传动动力，所述收割台结构位于所

述摘穗架焊合的下方。本发明设计的摘穗板配合

辊式摘穗辊的结构在进行收割工作时断杆少、玉

米损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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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其特征在于：包括摘穗架焊合，在所述摘穗架焊合上安装

有摘穗收割装置，所述摘穗收割装置用于实现对玉米穗茎的分离以及实现对玉米茎的切割

截断，在所述摘穗收割装置的后侧设置有玉米穗输送收集装置；

还包括割台固定架，所述割台固定架与外部设备车体连接，在所述割台固定架上固定

安装有收割台结构，所述收割台结构用于接收来自外部设备车体上的发动机的传动动力，

所述收割台结构位于所述摘穗架焊合的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摘穗收割装置包

括摘穗架固定板，在所述摘穗架固定板的前端固定安装有所述摘穗架焊合，在所述摘穗架

焊合的下方设置有两相对设置的摘穗辊，各所述摘穗辊的两端均活动安装在对应位置处的

轴承座内，各所述轴承座均固定安装在所述摘穗架焊合上，各所述摘穗辊的输入端分别通

过万向节传动轴与收割台结构上对应的输出端相连接，在各所述摘穗辊上方的摘穗架焊合

上固定有两相对间隔设置的摘穗板，两相对设置的所述摘穗辊通过相对旋转并配合摘穗板

实现摘穗；在所述摘穗架固定板的后端固定安装有所述玉米穗输送收集装置，在各所述摘

穗辊的下方设置有一玉米茎截断机构，所述玉米茎截断机构用于实现对玉米秸秆的截断，

各所述玉米茎截断机构组成所述收割台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玉米穗输送收集

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所述摘穗架固定板后端的玉米穗螺旋输送绞龙，一绞龙传动轴的端部

通过链传动组件与所述玉米穗螺旋输送绞龙的输入轴端相配合实现驱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割台结构包括

设置在所述割台箱，所述割台箱固定安装在所述割台固定架上，所述割台固定架固定设置，

在所述割台箱的输出端连接有水平设置的切割刀，所述切割刀通过旋转实现对玉米茎的截

断切割。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其特征在于：两所述摘穗板之间的

间隔距离小于玉米穗的直径。

6.一种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所述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

为如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玉米穗茎兼

收收割台的各个玉米茎截断机构的下部后方秸秆粉碎器，所述秸秆粉碎器用于实现对截断

后的秸秆进行接收并实现粉碎揉丝。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收割台结构的各个玉米

茎截断机构的下部后方设置有一秸秆粉碎器，所述秸秆粉碎器用于实现对截断后的秸秆进

行接收并实现粉碎揉丝。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各所述摘穗辊均为螺旋式摘穗

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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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及具有该收割台的联合收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用收获机械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能一次性完成玉米摘穗、秸秆切碎、

回收等作业功能的收获机械，尤其是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及具有该收割台的联合收获

机。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玉米种植总面积达6.3亿亩，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目

前，现在的玉米收获机大多一次可完成玉米棒摘穗、剥皮和果穗收集以及秸秆还田。秸秆还

田对不仅影响下一季的作用种植，还是造成极大的一种浪费，因为玉米秸秆是畜牧养殖的

主要原料。新型割台能同时收割玉米穗和玉米秸秆，并对秸秆进行切段揉丝，能为畜牧养殖

业提供饲料，并且提高用户的收益。

[0003] 目前我国市场现有玉米收获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适合东北区域板式割台和

适合内地区域的辊式割台；板式割台断杆严重，容易堵塞；辊式割台易对玉米造成损伤。

[0004] 现有的玉米收获机大多只能收获玉米棒，然后通过拖拉机牵引打捆机收获秸秆，

然后进行粉碎，做成饲料或者把玉米杆切段后收集。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之一，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割

台，包括摘穗架焊合，在所述摘穗架焊合上安装有摘穗收割装置，所述摘穗收割装置用于实

现对玉米穗茎的分离以及实现对玉米茎的切割截断，在所述摘穗收割装置的后侧设置有玉

米穗输送收集装置；还包括割台固定架，所述割台固定架与外部设备车体连接，在所述割台

固定架上固定安装有收割台结构，所述收割台结构用于接收来自外部设备车体上的发动机

的传动动力，所述收割台结构位于所述摘穗架焊合的下方。

[0006]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摘穗收割装置包括摘穗架固定板，在所述摘穗

架固定板的前端固定安装有所述摘穗架焊合，在所述摘穗架焊合的下方设置有两相对设置

的摘穗辊，各所述摘穗辊的两端均活动安装在对应位置处的轴承座内，各所述轴承座均固

定安装在所述摘穗架焊合上，各所述摘穗辊的输入端分别通过万向节传动轴与收割台结构

上对应的输出端相连接，在各所述摘穗辊上方的摘穗架焊合上固定有两相对间隔设置的摘

穗板，两相对设置的所述摘穗辊通过相对旋转并配合摘穗板实现摘穗；在所述摘穗架固定

板的后端固定安装有所述玉米穗输送收集装置，在各所述摘穗辊的下方设置有一玉米茎截

断机构，所述玉米茎截断机构用于实现对玉米秸秆的截断，各所述玉米茎截断机构组成所

述收割台结构。

[0007]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玉米穗输送收集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所述摘穗

架固定板后端的玉米穗螺旋输送绞龙，一绞龙传动轴的端部通过链传动组件与所述玉米穗

螺旋输送绞龙的输入轴端相配合实现驱动。

[0008]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收割台结构包括设置在所述割台箱，所述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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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固定安装在所述割台固定架上，所述割台固定架固定设置，在所述割台箱的输出端连接

有水平设置的切割刀，所述切割刀通过旋转实现对玉米茎的截断切割。

[0009]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两所述摘穗板之间的间隔距离小于玉米穗的直径。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所述玉米

穗茎兼收收割台为上述的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

[0011]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一种联合收获机，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玉米穗茎兼收

收割台的各个玉米茎截断机构的下部后方秸秆粉碎器，所述秸秆粉碎器用于实现对截断后

的秸秆进行接收并实现粉碎揉丝。

[0012]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在所述收割台结构的各个玉米茎截断机构的下部后

方设置有一秸秆粉碎器，所述秸秆粉碎器用于实现对截断后的秸秆进行接收并实现粉碎揉

丝。

[0013]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各所述摘穗辊均为螺旋式摘穗辊。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1、本发明设计的摘穗板配合辊式摘穗辊的结构在进行收割工作时断杆少、玉米损

伤小。

[0015] 2、玉米秸秆在进行收割时可以实现切段均匀、留茬一致，并且可以把秸秆揉丝。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在所有附图中，类似的元件

或部件一般由类似的附图标记标识。附图中，各元件或部件并不一定按照实际的比例绘制。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局部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割台箱输出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摘穗架焊合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摘穗架焊合；2、割台固定架；3、摘穗架固定板；4、摘穗辊；5、轴承座；6、万

向节传动轴；7、摘穗板；8、割台箱；9、玉米穗螺旋输送绞龙；10、绞龙传动轴；11、链传动组

件；12、切割刀；13、拨禾驱动部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

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因此只作为示例，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0023] 如图1‑4中所示，一种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包括摘穗架焊合1，在所述摘穗架焊合

1上安装有摘穗收割装置，所述摘穗收割装置用于实现对玉米穗茎的分离以及实现对玉米

茎的切割截断，在所述摘穗收割装置的后侧设置有玉米穗输送收集装置；还包括割台固定

架2，所述割台固定架2与外部设备车体连接，在所述割台固定架2上固定安装有收割台结

构，所述收割台结构用于接收来自外部设备车体上的发动机的传动动力，所述收割台结构

位于所述摘穗架焊合1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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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本收割台配合位于其前端的配套的玉米茎拔禾结构使用，玉米秸秆通过玉米茎拔

禾结构上的拨禾链实现对玉米杆进行拔禾，拔合后的带穗玉米杆被送入到本收割台结构。

[0025] 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工作时通过收割台结构上的对应的割台箱8上的两个输出轴

输出动力后，通过对应的万向节传动轴6实现与对应的一对相对设置的摘穗辊4相连，一对

螺旋摘穗辊4相对快速旋转把秸秆向下拉，由于玉米穗直径大于2个摘穗板7之间的宽度，所

以玉米穗和秸秆分离，继而被推送至玉米穗螺旋输送绞龙9内进行收集；玉米穗螺旋输送绞

龙9把玉米穗向下游推运。

[0026] 玉米秸秆在被一对螺旋式摘穗向下拉后，秸秆割台箱8前端装有的甩刀式的切割

刀12，切割刀12把秸秆切成段并输送到下游的收集设备内，从而完成秸秆的截断收集。

[0027] 收割台通过割台固定架2和整机的车体连接一起，发动机通过链条传动动力到割

台箱8（包括割台驱动箱体和秸秆收割台），割台驱动箱固定到摘穗架焊合1上，螺旋式摘穗

辊4的前后两端由两个轴承座5固定到摘穗架焊合1上，通过摘穗辊4万向节传动轴6由割台

驱动箱体提供动力，摘穗板7固定到摘穗架焊合1上，位置在摘穗辊4上面，拨禾链驱动链轮

也安装在割台驱动箱上，由割台驱动箱输出动力带动拨禾链到转动，另外还可以配置摘穗

护罩装到摘穗架上，盖住拨禾链只漏出拨齿向后面输送玉米。

[0028]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摘穗收割装置包括摘穗架固定板3，在所述摘穗

架固定板3的前端固定安装有所述摘穗架焊合1，在所述摘穗架焊合1的下方设置有两相对

设置的摘穗辊4，各所述摘穗辊4的两端均活动安装在对应位置处的轴承座5内，各所述轴承

座5均固定安装在所述摘穗架焊合1上，各所述摘穗辊4的输入端分别通过万向节传动轴6与

收割台结构上对应的输出端相连接，在各所述摘穗辊4上方的摘穗架焊合1上固定有两相对

间隔设置的摘穗板7，两相对设置的所述摘穗辊4通过相对旋转并配合摘穗板7实现摘穗；在

所述摘穗架固定板3的后端固定安装有所述玉米穗输送收集装置，在各所述摘穗辊4的下方

设置有一玉米茎截断机构，所述玉米茎截断机构用于实现对玉米秸秆的截断，各所述玉米

茎截断机构组成所述收割台结构。

[0029] 每对摘穗辊4均配置有割台箱8，而每个割台箱8又可以同时配置多个输出端。

[0030] 所述割台箱8采用本公司于2021年2月在先申请的名称为：一种秸秆切段玉米割台

齿轮箱的专利文本中的玉米割台齿轮箱结构，其配合工作时，高速旋转的甩刀对摘穗辊4撕

拉后的玉米秸秆进行高速切段，即在原有摘穗箱上增加一个往割台前部方向伸展的传动齿

轮箱，用来驱动拉茎辊后面的玉米茎秆切碎甩刀，具体结构包括动力输入组件、甩刀增速齿

轮组件、拨禾驱动部件、摘穗驱动部件，所述动力输入组件的输出端与所述甩刀增速齿轮组

件的输入端相连，所述动力输入组件用于驱动所述拨禾驱动部件13、所述摘穗驱动部件运

转；所述动力输入组件包括动力输入轴，动力通过动力输入轴上设置的第一链轮输入，动力

输入轴上装配的的第一齿轮把动力传递给所述甩刀增速齿轮组件。

[0031]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甩刀增速齿轮组件包括与所述动力输入轴上装

配的的第一齿轮相啮合的第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安装在第一过渡轴；所述第二齿轮与第

二过渡轴上的第三齿轮相啮合；第一增速轴上的第五齿轮与第二过渡轴上的第三齿轮啮

合；与第三齿轮同轴设置的第四齿轮与第二增速轴上的第六齿轮啮合；第二增速轴末端的

第一锥齿轮与甩刀轴末端的第二锥轮轴啮合，甩刀轴上设置甩刀安装盘，甩刀安装盘上间

隔设有两个用于安装甩刀的甩刀安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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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拨禾驱动部件包括两个第三锥齿轮轴，所述动

力输入轴上设有两个第二锥齿轮，各所述锥齿轮分别与对应的第三锥齿轮轴端部的锥齿轮

啮合后把动力输送给各所述第三锥齿轮轴上的第二链轮，各所述第二链轮上分别安装拨禾

链，实现玉米收获过程中玉米秸秆的拨禾动作。

[0033]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摘穗驱动部件包括两个摘穗辊驱动轴；所述摘

穗辊驱动轴用于驱动玉米收获机割台的摘穗辊4；两所述摘穗辊驱动轴对的内端通过其上

的锥齿轮与所述动力输入轴上的对应的第四锥齿轮相啮合。

[0034]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两所述安装位对称分布于甩刀轴两侧且夹角呈

180°。

[0035]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玉米穗输送收集装置包括固定安装在所述摘穗

架固定板3后端的玉米穗螺旋输送绞龙9，一绞龙传动轴10的端部通过链传动组件11与所述

玉米穗螺旋输送绞龙9的输入轴端相配合实现驱动。

[0036]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所述收割台结构包括设置在所述割台箱8，所述割台

箱8固定安装在所述割台固定架2上，所述割台固定架2固定设置，在所述割台箱8的甩刀轴

的输出端连接有水平设置的切割刀12，所述切割刀12通过旋转实现对玉米茎的截断切割。

[0037] 所述割台箱8采用本公司于2021年2月在先申请的名称为：一种秸秆切段玉米割台

齿轮箱的专利文本中的玉米割台齿轮箱结构，其具有多输出端，可以同时连接两个相对的

摘穗辊4，同时也存在与切割刀12相连的输出轴端，从而可以实现摘穗、秸秆截断的一体化

操作。

[0038]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两所述摘穗板7之间的间隔距离小于玉米穗的直径；

由于玉米穗直径大于2个摘穗板7之间的宽度，所以玉米穗和秸秆分离，继而被推送至玉米

穗螺旋输送绞龙9内进行收集。

[003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所述玉米

穗茎兼收收割台为上述的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

[0040]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一种联合收获机，还包括设置在所述玉米穗茎兼收

收割台的各个玉米茎截断机构的下部后方秸秆粉碎器，所述秸秆粉碎器用于实现对截断后

的秸秆进行接收并实现粉碎揉丝。

[0041]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在所述收割台结构的各个玉米茎截断机构的下部后

方设置有一秸秆粉碎器，所述秸秆粉碎器用于实现对截断后的秸秆进行接收并实现粉碎揉

丝。

[0042] 在上述任一方案中优选的是，各所述摘穗辊4均为螺旋式摘穗辊4。

[0043] 具体工作原理：

本收割台配合位于其前端的配套的玉米茎拔禾结构使用，玉米秸秆通过玉米茎拔

禾结构上的拨禾链实现对玉米杆进行拔禾，拔合后的带穗玉米杆被送入到本收割台结构。

[0044] 玉米穗茎兼收收割台工作时通过收割台结构上的对应的割台箱8上的两个输出轴

输出动力后，通过对应的万向节传动轴6实现与对应的一对相对设置的摘穗辊4相连，一对

螺旋摘穗辊4相对快速旋转把秸秆向下拉，由于玉米穗直径大于2个摘穗板7之间的宽度，所

以玉米穗和秸秆分离，继而被推送至玉米穗螺旋输送绞龙9内进行收集；玉米穗螺旋输送绞

龙9把玉米穗向下游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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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玉米秸秆在被一对螺旋式摘穗向下拉后，秸秆割台箱8前端装有的甩刀式的切割

刀12，切割刀12把秸秆切成段并输送到下游的收集设备内，从而完成秸秆的截断收集。

[0046] 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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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

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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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其

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范围当中；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对

本发明实施方式所做出的任何替代改进或变换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47] 本发明未详述之处，均为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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