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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

免耕播种机，该播种机的两个排种器分别为大豆

排种器系统和玉米排种器系统，能够拆卸并互相

替换；大豆排种器系统的大豆排种器、支架和大

豆下种筒固定在播种机机架上，开沟器通过支架

与播种机机架连接，开沟器架与开沟器同轴，开

沟器架下方安装有大豆分土器，大豆排种器下方

安装有大豆下种筒；玉米排种器、支架和玉米下

种筒固定在播种机机架上，玉米排种器下方安装

有玉米下种筒，支架下方安装有玉米分土器。解

决了播种机单机单功能作业的缺点，开沟器部件

不能置换的缺点，以及农户种地成本高、机器设

备投入多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具有播种大豆和播

种玉米的双向功能，一机两用，且更换便捷、简

单、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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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两个播种机机架

(2)、两个传动装置(3)、两个镇压装置(4)、两个种箱(5)、两个排种器(6)、两个肥箱(7)和两

个限深装置(8)；

所述机架(1)与拖拉机连接，所述机架(1)的后方固定有两个播种机机架(2)，所述机架

(1)的后方对称固定两个传动装置(3)，两个传动装置(3)通过传动轴连接，每个所述播种机

机架(2)上固定有种箱(5)、肥箱(7)和限深装置(8)，所述种箱(5)的下方安装有排种器(6)，

所述排种器(6)与播种机机架(2)连接，所述肥箱(7)的下方安装有施肥管，每个所述播种机

机架(2)的后方安装有镇压装置(4)，两个所述排种器(6)分别为大豆排种器系统和玉米排

种器系统，能够拆卸并互相替换；

所述大豆排种器系统包括大豆排种器(601)、支架(602)、开沟器(603)、大豆分土器

(604)、开沟器架(605)和大豆下种筒(606)，所述大豆排种器(601)、支架(602)和大豆下种

筒(606)固定在播种机机架(2)上，所述支架(602)下部设置有轴孔，所述开沟器(603)的轴

安装在轴孔内，通过支架(602)与播种机机架(2)连接，所述开沟器架(605)与开沟器(603)

同轴，所述开沟器架(605)下方安装有大豆分土器(604)，所述大豆排种器(601)下方安装有

大豆下种筒(606)，所述大豆下种筒(606)伸入大豆分土器(604)内；

所述玉米排种器系统包括玉米排种器(611)、支架(602)、开沟器(603)、玉米分土器

(614)、玉米下种筒(615)，其中支架(602)和开沟器(603)与大豆排种器系统是通用的，所述

玉米排种器(611)、支架(602)和玉米下种筒(615)固定在播种机机架(2)上，所述玉米排种

器(611)下方安装有玉米下种筒(615)，所述支架(602)下方安装有玉米分土器(6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

与播种机机架(2)采用U型夹螺栓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

与传动装置(3)采用U型夹螺栓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种箱(5)、

排种器(6)和肥箱(7)与播种机机架(2)通过螺钉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镇压装置

(4)与播种机机架(2)采用连杆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限深装置

(8)与播种机机架(2)采用轴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开沟器

(603)通过轴和轴承与播种机机架(2)连接。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1580617 U

2



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具体涉及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属于农业机械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1、技术背景

[0003] 当前免耕播种机主要以单机的形式销售于市场，农户主要是雇佣种植该类作物的

邻居、合作社等为自己播种。例如今年农户想种植大豆，就必须找到拥有大豆播种机的人为

自己进行种植。如果农户想种植玉米，就应该找到拥有玉米播种机的人为自己进行种植。但

是到了农忙季节，设备就会出现抢种抢收的现象。大多数农户都会购买相应的机器进行种

植，市场上以单机作业最为常见。一机两用的设备价格昂贵，农户难以接受，操作起来比较

麻烦。农机行业的大公司主要以大型农场的大型设备为研发对象进行设备改造，而现实中

农户的土地多以小面积，形状不规矩为主。并且农户的土地面积较少，大量的设备投入不合

算，成本太高。例如一台大型播种机价格过10万，而农户的年收入才几万元，所以为农户研

发小型免耕播种的市场前景较好，同时一机多用更是农户的采购愿望。

[0004] 2、现有技术方案

[0005] 大豆播种机：大豆精量播种技术最为广泛，它是实现大豆植株分布均匀、克服缺苗

断空、合理密植、提高产量的重要技术措施。绝大多数地方都已采用机械精量播种，其能做

到开沟、下种、施肥、覆土、镇压连续作业。

[0006] 玉米播种机：玉米免耕精量播种机，采用”W”型全方位深松机与外槽轮式施肥装置

和勺轮式玉米精量穴播机组合设计制造而成。主要由机架、“W”型深松施肥铲、碎土轮、肥料

箱、种子箱、排种器、开沟铲、镇压轮等部件组成。产品主要用于玉米深松施肥和精量播种作

业。

[0007] 工作原理：无论是大豆还是玉米播种机的现有技术都是采用播种器将种子按序列

进入排种桶，在种子入土之前必须进行秸秆粉碎、土壤开沟、下种、施肥、覆土、镇压的全过

程。

[0008] 这是目前最广泛的应用，当然还有其他的高精密设备，采用了数字化控制，主要应

用于大型重型设备。依据现有技术，大豆和玉米是两套独立的设备。由于作物种子的大小的

不同，所以排种器不同；种植株距行距的不同，所以设备的调试范围不同；种植深浅不同，所

以设备的设计结构不同。

[0009] 3、现有技术的缺点：

[0010] 1.1现有技术单机单功能作业，造成农户设备成本增加、种植投入增加。

[0011] 1.2现有技术采用固定式开沟器无法满足农户应用。

[0012] 1.3现有设备部件通用性差，基本是单机单设备。种大豆和种玉米分开，不通用，部

件损坏采购困难。

[0013] 1 .4现有设备在功能上单一，就会造成制造产能浪费，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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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

[0014] 1.5现有设备与农户一机多能多用的需求有差距，难以满足客户需求。

[0015] 总结为：现有市场上播种机主要以种植作物类别进行制造生产，例如大豆、玉米都

采用分开播种的形式进行作业，也有部分机型采用大豆和玉米通用播种，但是设备的价格

农户难以承受，播种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难以达到实际应用效果。

实用新型内容

[0016]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提到的播种机单机单功能作业的缺点，开沟器部件不能

置换的缺点，以及农户种地成本高、机器设备投入多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一种牵引式大豆玉

米通用免耕播种机，主要是针对免耕播种机进行创新设计，让设备具有播种大豆和播种玉

米的双向功能，同时不增加设备成本，一机两用，节约农户的生产成本和投入，同时装置更

换便捷、简单、易于操作。

[0017]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包括机架、两个播种机机

架、两个传动装置、两个镇压装置、两个种箱、两个排种器、两个肥箱和两个限深装置；所述

机架与拖拉机连接，所述机架的后方固定有两个播种机机架，所述机架的后方对称固定两

个传动装置，两个传动装置通过传动轴连接，每个所述播种机机架上固定有种箱、肥箱和限

深装置，所述种箱的下方安装有排种器，所述排种器与播种机机架连接，所述肥箱的下方安

装有施肥管，每个所述播种机机架的后方安装有镇压装置，两个所述排种器分别为大豆排

种器系统和玉米排种器系统，能够拆卸并互相替换；所述大豆排种器系统包括大豆排种器、

支架、开沟器、大豆分土器、开沟器架和大豆下种筒，所述大豆排种器、支架和大豆下种筒固

定在播种机机架上，所述支架下部设置有轴孔，所述开沟器的轴安装在轴孔内，通过支架与

播种机机架连接，所述开沟器架与开沟器同轴，所述开沟器架下方安装有大豆分土器，所述

大豆排种器下方安装有大豆下种筒，所述大豆下种筒伸入大豆分土器内；所述玉米排种器

系统包括玉米排种器、支架、开沟器、玉米分土器、玉米下种筒，其中支架和开沟器与大豆排

种器系统是通用的，所述玉米排种器、支架和玉米下种筒固定在播种机机架上，所述玉米排

种器下方安装有玉米下种筒，所述支架下方安装有玉米分土器。

[0018] 优选地，所述机架与播种机机架采用U型夹螺栓固定连接。

[0019] 优选地，所述机架与传动装置采用U型夹螺栓固定连接。

[0020] 优选地，所述种箱、排种器和肥箱与播种机机架通过螺钉连接。

[0021] 优选地，所述镇压装置与播种机机架采用连杆连接。

[0022] 优选地，所述限深装置与播种机机架采用轴连接。

[0023] 优选地，所述开沟器通过轴和轴承与播种机机架连接。

[0024] 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的有益效果为：

[0025] 1、本实用新型设计可置换模块化开沟器，是实现玉米和大豆通用播种于一体的新

机型，能实现大豆玉米一机两用，通过快换装置，达到标准的免耕效果，农户单机多功能使

用。

[0026] 2、本实用新型基于两行种植设计，适合小面积土地耕种，经济效益高，作业能力和

作业范围广，适合农户采购使用。

[0027] 3、本实用新型该同时具有精确的播种量、株行距和深度，具有节省种子、免除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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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间苗作业、苗距整齐的优点，在穴播机各类排种器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可一次性作业完

成深松、分层施肥、开沟播种、镇压等多道工序，通过快换装置来实现设备功能的增加。

[0028] 4、本实用新型采用置换部件进行功能转换，制造成本低，解决了农户采购农机设

备成本高的问题，玉米和大豆同机播种的问题同机播种置换装置结构复杂，难于操作的问

题，以及农户对于产品的多功能需求同时价格不贵、实用的要求。

[0029] 5、本实用新型实现了大豆和玉米播种机两个机型合二为一，二机合一降低种植成

本，提高农户收益，节约设备生产能源及其资源，置换装置简单、操作容易，操作者易于实

现，实现复合功能、满足客户需求。

[0030] 6、本实用新型置换部件简单、制造成本低，置换方便，便于生产配件。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大豆种植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大豆种植结构立体图；

[0034]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玉米种植结构示意图；

[0035]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玉米种植结构立体图；

[0036]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的侧视图；

[0037] 图7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8] 图8是本实用新型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的主视图；

[0039] 图中：1-机架组成；2-播种机机架；3-传动装置；4-镇压装置；5-种箱；6-排种器；7-

肥箱；8-限深装置；601-大豆排种器；602-支架；603-开沟器；604-大豆分土器；605-开沟器

架；606-大豆下种筒；611-玉米排种器；614-玉米分土器；615-玉米下种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1] 具体实施方式一：参见图1-8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的一种牵引式大豆

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包括机架1、两个播种机机架2、两个传动装置3、两个镇压装置4、两个

种箱5、两个排种器6、两个肥箱7和两个限深装置8；所述机架1与拖拉机连接，所述机架1的

后方固定有两个播种机机架2，所述机架1的后方对称固定两个传动装置3，两个传动装置3

通过传动轴连接，每个所述播种机机架2上固定有种箱5、肥箱7和限深装置8，所述种箱5的

下方安装有排种器6，所述排种器6与播种机机架2连接，所述肥箱7的下方安装有施肥管，每

个所述播种机机架2的后方安装有镇压装置4，两个所述排种器6分别为大豆排种器系统和

玉米排种器系统，能够拆卸并互相替换；

[0042] 所述大豆排种器系统包括大豆排种器601、支架602、开沟器603、大豆分土器604、

开沟器架605和大豆下种筒606，所述大豆排种器601、支架602和大豆下种筒606固定在播种

机机架2上，所述支架602下部设置有轴孔，所述开沟器603的轴安装在轴孔内，通过支架602

与播种机机架2连接，所述开沟器架605与开沟器603同轴，所述开沟器架605下方安装有大

豆分土器604，所述大豆排种器601下方安装有大豆下种筒606，所述大豆下种筒606伸入大

豆分土器604内；所述玉米排种器系统包括玉米排种器611、支架602、开沟器603、玉米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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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614、玉米下种筒615，其中支架602和开沟器603与大豆排种器系统是通用的，所述玉米排

种器611、支架602和玉米下种筒606固定在播种机机架2上，所述玉米排种器611下方安装有

玉米下种筒615，所述支架602下方安装有玉米分土器614。

[0043] 所述开沟器603可以实现360度无限旋转，并且开沟器603带有张角，分土器604固

定在开沟器架605上成一定角度，所述开沟器架605与开沟器603同轴，但是开沟器架605与

播种机机架2通过3个螺钉连接固定；下种筒606固定在播种单组2通过螺钉连接固定。

[0044] 所述机架1与播种机机架2采用U型夹螺栓固定连接。

[0045] 所述机架1与传动装置3采用U型夹螺栓固定连接。

[0046] 两个传动装置3完全相同、功能相同，相当于汽车的两个前轮，中间连有传动轴。

[0047] 所述传动装置3的作用主要是为整个免耕播种机提供旋转的动力来源，传动装置3

上的轮胎与地面接触，产生摩擦力，从而进行转动，轮胎将转动经过链条链轮传递给轴，该

轴是所有相连的链轮的动力来源。

[0048] 所述镇压装置4的作用：镇压装置4就是种子种下后进行盖土和填平，然后进行镇

压压平，也就是填土压平的作用。

[0049] 所述限深装置8的作用：当播种单组在播种时，开沟器是依靠重力开土，为了控制

开沟的深度，限深装置8上的轮胎起到限制深度的作用，这样开沟器603的开沟深度就会得

到控制，所以限制装置8就是依靠轮胎与开沟器603之间的距离，来实现开多深的沟的作用。

[0050] 所述种箱5、排种器6和肥箱7与播种机机架2通过螺钉连接。

[0051] 所述镇压装置4与播种机机架2采用连杆连接。

[0052] 所述限深装置8与播种机机架2采用轴连接。

[0053] 所述开沟器603通过轴和轴承与播种机机架2连接。

[0054] 所述排种器6固定安装在播种机机架2上，根据种植行数的不同，可以增加为单行、

两行、四行等。图1主要连接关系说明了排种装置的基本位置。

[0055] 方案简述：总装结构图1说明了一种牵引式大豆玉米通用免耕播种机整机的基本

构成，展示主要部件，整机是一台两行玉米、四行大豆的播种机。一台设备上需要两个播种

机机架2，一个播种机机架2可以播种一行玉米，两行大豆，为了能实现整机播种大豆和玉米

的双功能，设计了如图2所示的大豆装置结构和如图3所示的玉米装置结构。两种装置拆卸

轮换，就可以实现两种作物的播种，两种作物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共性是免耕种植过程相

似，区别是种植的密度、行距、株距等不同。一机两用的实现可以有很多的方案，但是要节约

成本，不能大幅度提高客户的采购成本，也就是农户的种地的投入。在以上设计理念和前提

下，本次设计采用结构件置换的方式，来实现玉米和大豆在一台机器上播种，不提高或者微

量提高成本，来满足农户的使用要求，达到设计目的和使用需求。

[0056] 1.大豆播种工作过程及原理如图2-3示意图

[0057] 设计要求：小垄密植，一般就是垄距30厘米到40厘米的种植方式。具体说就是按80

厘米起垄，在垄上种植两行，垄距30厘米到40厘米，就是这么一种种植方式。所以本设计设

计的大豆播种装置两行的株距为40mm，两行进行种植。所以设计如图2-3所示的结构。

[0058] 工作过程：机器在作业状态时，开沟器603旋转开沟，将土分别挤压到两边，开出一

条沟，沟的深度根据要求提前调整，也叫播种深度，需要其他机构调整。为了避免土壤回填

造成的深度不一致，或者种子下落后的位置不同，在此设计了大豆分土器604对地面土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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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两个小的开沟，同时将大豆下种筒606包含在大豆分土器604的内部，防止松土回填。种子

通过大豆排种器601的排种功能将已经优选的种子传送到大豆下种筒604，种子掉入大豆分

土器604的紧邻位置，完成排种过程，整机设备会进行镇压，完成覆盖。

[0059] 工作原理：利用开沟器603开沟功能，首先开出一条没有杂质，松软的土质层。然后

利用分土器604进行二次开沟。二次开沟的目的是为了让种子不受回填土、杂质、秸秆、土块

等造成种子下落的深度，从而造成种子的深度不同、株距产生偏离。二次开沟的设计让种子

在沟中及时无阻挡的下种，达到良好的种植效果。为了进行玉米和大豆可以在一台机器上

播种，设计了开沟器架605，用来安装开沟器603，保证大豆种植的两行要求。开沟器架605是

大豆的专用装置，如果改成种植玉米，可以进行拆除，只要将开沟器架605从支架602上拆

下，卸下3个连接螺母，就可以拆除。同时也拆除了大豆分土器604，两行的开沟器必须配备

两行的下种筒，设计了大豆下种筒606两行下种筒，实现种子顺利进入分土器，然后进行后

续的播种工作任务。

[0060] 2.玉米播种工作过程及原理如图4-5示意图

[0061] 设计要求：一般来说有两种种植方式，一种是将过去的两垄垄距60厘米～65厘米

合成一大垄，在垄上种两行玉米，小行间距40厘米，大行间距80厘米或90厘米；第二种方式，

将过去的垄合成两大垄，在每大垄上种两行玉米。即由过去的三行变四行，小行间距30厘

米，大行间距60厘米或67.5厘米。株距约25-27厘米。种植密度要根据地方栽培水平和品种

特性而定。本设计采用第二种两垄间距60厘米，每垄种植一行，两垄共计两行的方式，便于

通风、阳光照射。设计了如图4-5所示的排种结构。

[0062] 工作过程：工作过程与大豆相似，机器在作业状态时，开沟器603旋转开沟，将土分

别挤压到两边，开出一条沟，沟的深度根据要求提前调整，也叫播种深度，需要其他机构调

整。为了避免土壤回填造成的深度不一致，或者种子下落后的位置不同，在此设计了玉米分

土器614对地面土壤进行小的开沟。同时将玉米下种筒615紧跟其后，防止松土回填。种子通

过玉米排种器611的排种功能将已经优选的种子传送到玉米下种筒615，种子掉入玉米分土

器614的紧邻位置，完成排种过程，整机设备会进行镇压，完成覆盖。

[0063] 工作原理：利用3开沟器开沟功能，首先开出一条没有杂质，松软的土质层，然后利

用玉米分土器614进行二次开沟，玉米分土器614直接通过轴安装在支架602上，玉米设计单

行播种，所以玉米下种筒615是单列设计，种子通过玉米排种器611，经过玉米下种筒615进

入到玉米分土器614所形成的沟槽之中，然后进行播种的后续作业，进行镇压等。

[0064] 3.置换部件说明：

[0065] 相同部件：玉米播种和大豆播种采用的支架602是同一个支架，采用的开沟器603

是同一个零件。

[0066] 为了进行功能转换需要更替的部件：排种器种植玉米采用玉米播种器，种植大豆

采用大豆播种器。两个播种器的安装位置已经预留，此处不作为创新点介绍；玉米分土器

614和大豆分土器604功能相同。但形状不同、尺寸不同，玉米分土器614器直接安装在支架

602上，大豆分土器604安装在开沟器架605上，开沟器架605安装在支架602上；玉米下种筒

615和大豆下种筒606功能相同，但是结构尺寸不同，原因：大豆为两行，玉米为单行。

[0067]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

步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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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还可以是上述各个实施方式记载的特征的合理组合，凡在本实用新型精神和原

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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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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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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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1

CN 211580617 U

11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211580617 U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