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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玉米合理密植错位播种技术领

域，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

位播种装置，指夹式排种器固定设置在并列种箱

的底部位置，每一个并列种箱的底部设置一个指

夹式排种器，指夹式排种器呈左右对称设置；种

箱传动装置固定设置在肥箱传动装置的右侧位

置；镇压覆土装置固定设置在机架的右侧位置，

通过连接板与机架固定连接；下种管固定设置在

指夹式排种器的下部位置，下种管呈Y型结构，下

种管的上部左侧与左指夹式排种器的下种口固

定连接，下种管的右侧与右指夹式排种器的下种

口固定连接；该发明实现了对玉米种子的错位播

种，合理提高玉米的种植密度；提高了玉米的亩

产量。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2页

CN 212487208 U

2021.02.09

CN
 2
12
48
72
08
 U



1.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包括机架、悬挂架、减速机、圆盘锯齿开

沟器、四连杆仿形机构、肥箱；所述机架的左侧上部位置固定设置有用于连接拖拉机的悬挂

架，悬挂架与机架的前后两端固定连接；所述减速机固定设置在悬挂架的右侧位置，减速机

固定设置在机架上；所述圆盘锯齿开沟器等间距固定设置在与减速机传动连接的转轴上，

用减速机驱动圆盘锯齿开沟器转动用于对杂草的旋转铡切粉碎；所述四连杆仿形机构固定

设置在圆盘锯齿开沟器的右侧上部位置，用于将圆盘锯齿开沟器的右侧上部与机架固定连

接在一起；所述肥箱固定设置在减速机的右侧位置，并列种箱固定设置在肥箱的右侧位置，

肥箱和并列种箱与机架的上部固定连接；开沟总成固定设置在圆盘锯齿开沟器的右侧位

置，用于对农地的开沟播种；肥箱传动装置固定设置在肥箱前侧倾斜位置，用于通过镇压覆

土装置的转动带动肥箱传动装置的施肥器实现施肥作业；其特征在于：指夹式排种器固定

设置在并列种箱的底部位置，每一个并列种箱的底部设置一个指夹式排种器，指夹式排种

器呈左右对称设置；种箱传动装置固定设置在肥箱传动装置的右侧位置，用于驱动种箱传

动装置上指夹式排种器精量播种；所述镇压覆土装置固定设置在机架的右侧位置，通过连

接板与机架固定连接，用于对玉米播种后的镇压覆土；下种管固定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的

下部位置，下种管呈Y型结构，下种管的上部左侧与左指夹式排种器的下种口固定连接，下

种管的右侧与右指夹式排种器的下种口固定连接，实现对左右指夹式排种器的播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其特征在于：肥箱

传动装置包括传动链，排肥器驱动轮固定设置在肥箱的前侧靠近左侧位置，中间链轮固定

设置驱动轮的下部右侧位置，中间链轮与机架的前侧部固定连接；传动链的上部与排肥器

驱动轮套接，传动链的下部与中间链轮套接传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其特征在于：指夹

式排种器包括指夹式排种器本体，指夹式排种器本体为圆盘结构，指夹围绕指夹式排种器

本体的周向均匀设置，用于对玉米种子的精量播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其特征在于：种箱

传动装置包括主传动链，传动轴固定横向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的下部位置，传动轴与机架

的左右两端通过轴座固定连接；链轮固定设置在肥箱传动装置中间链轮的右侧位置，并固

定设置在机架的前侧；主传动链套装在链轮和中间链轮上；调速器固定设置在链轮的右侧

位置，并套装在传动轴的左端位置，用于调整传动轴的旋转速度；从动链轮等间距固定设置

在传动轴上，并与并列种箱对应设置，从动链轮固定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右侧对应的下部

位置；次传动轮固定设置在次传动轴上，次传动轴的左端与左指夹式排种器的转动轴固定

连接，次传动轴的右端与右指夹式排种器的转动轴固定连接；次传动链将从动链轮和次传

动轮套装传动连接，用于驱动次传动轴转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其特征在于：镇压

覆土装置包括主轴，主轴固定设置在机架的右侧底部位置，主轴穿过机架的前后通过轴座

固定连接，驱动链轮固定设置在主轴的前端外侧位置，地轮等间距固定设置在主轴上。

6.根据权利要求2或5所述的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其特征在于：

中间链轮与驱动链轮之间通过驱动链条套接传动，通过地轮与地面的接触转动带动中间链

轮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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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玉米合理密植错位播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

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玉米产量是由亩穗数、穗粒数和粒重构成的。试验表明，随着种植密度的增加，亩

穗数增加（但增长比数越来越小），而穗粒数和粒重降低，合理密植增产的原因是增穗增加

的产量大于由于粒数、粒重降低而减少的产量，如果是增穗增加的产量小于由于粒数、粒重

降低而减少的产量，则说明种植过密。合理密植，就是根据当地自然条件、生产条件和玉米

的品种特性，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种植适当的株数，使玉米与环境统一，群体与个体统一，及

玉米产量三因素相协调，平衡在较高水平上，进而建立高产的玉米群体结构，达到高产、优

质、高效的目的。因此对玉米的种植农艺中，合理密植是提高玉米产量的重要措施。

[0003] 现有生产实践中，黄淮海种植区通常在小麦收获后麦茬免耕，采用600mm的等行距

种植玉米，每亩种植玉米株数为4000～5000株，而采用合理密植技术要求每亩种植玉米的

株数大于5000株，根据品种特性和生态条件在5500～7000株之间。目前采用的玉米播种机

不能满足合理密植依据品种和生态条件对种植密度进行精确调整和密植植株在空间的合

理分布的技术要求，如果仅仅依靠增加单行的种植密度或者缩小行距来提高玉米的种植密

度，就会加剧植株间对光、温、水、肥等资源的竞争，导致玉米通风透光变差，影响玉米光合，

使玉米生长缓慢，植株瘦弱，病虫害加剧并增大倒伏风险，降低玉米产量和品质。目前所唯

有气吸播种器能够解决玉米种子的错位播种，来提高玉米的合理种植密度，仅仅采用普通

的机械式播种器不能实现对玉米种子的错位播种。发明人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研发了一

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能够依据玉米品种和生态条件要求在合理增加玉

米种植密度的同时到达增加玉米产量、改善玉米品质的目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

置，其设计结构简单、科学合理、操作方便；本实用新型在原有播种机为单个种箱的基础上，

将种箱设置成并列的两个种箱，同时在并列设置的种箱的下部设置左右对称的指夹式播种

器，利用指夹式播种器播种指夹的错位对称设置，实现玉米种子的下落时间的错开，从而实

现了对玉米种子的错位播种，提高了玉米播种的种植密度，满足了合理密植的农艺要求。

[0005]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包

括机架、悬挂架、减速机、圆盘锯齿开沟器、四连杆仿形机构、肥箱；所述机架的左侧上部位

置固定设置有用于连接拖拉机的悬挂架，悬挂架与机架的前后两端固定连接；所述减速机

固定设置在悬挂架的右侧位置，减速机固定设置在机架上；所述圆盘锯齿开沟器等间距固

定设置在与减速机传动连接的转轴上，用减速机驱动圆盘锯齿开沟器转动用于对杂草的旋

转铡切粉碎；所述四连杆仿形机构固定设置在圆盘锯齿开沟器的右侧上部位置，用于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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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锯齿开沟器的右侧上部与机架固定连接在一起；所述肥箱固定设置在减速机的右侧位

置，并列种箱固定设置在肥箱的右侧位置，肥箱和并列种箱与机架的上部固定连接；所述开

沟总成固定设置在圆盘锯齿开沟器的右侧位置，用于对农地的开沟播种；所述肥箱传动装

置固定设置在肥箱前侧倾斜位置，用于通过镇压覆土装置的转动带动肥箱传动装置的施肥

器实现施肥作业；所述指夹式排种器固定设置在并列种箱的底部位置，每一个并列种箱的

底部设置一个指夹式排种器，指夹式排种器呈左右对称设置；所述种箱传动装置固定设置

在肥箱传动装置的右侧位置，用于驱动种箱传动装置上指夹式排种器精量播种；所述镇压

覆土装置固定设置在机架的右侧位置，通过连接板与机架固定连接，用于对玉米播种后的

镇压覆土；所述下种管固定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的下部位置，下种管呈Y型结构，下种管的

上部左侧与左指夹式排种器的下种口固定连接，下种管的右侧与右指夹式排种器的下种口

固定连接，实现对左右指夹式排种器的播种。

[0006] 所述肥箱传动装置包括传动链，排肥器驱动轮固定设置在肥箱的前侧靠近左侧位

置，中间链轮固定设置驱动轮的下部右侧位置，中间链轮与机架的前侧部固定连接；传动链

的上部与排肥器驱动轮套接，传动链的下部与中间链轮套接传动。

[0007] 所述指夹式排种器包括指夹式排种器本体，指夹式排种器本体为圆盘结构，指夹

围绕指夹式排种器本体的周向均匀设置，用于对玉米种子的精量播种。

[0008] 所述种箱传动装置包括主传动链，传动轴固定横向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的下部位

置，传动轴与机架的左右两端通过轴座固定连接；链轮固定设置在肥箱传动装置中间链轮

的右侧位置，并固定设置在机架的前侧；主传动链套装在链轮和中间链轮上；调速器固定设

置在链轮的右侧位置，并套装在传动轴的左端位置，用于调整传动轴的旋转速度；从动链轮

等间距固定设置在传动轴上，并与并列种箱对应设置，从动链轮固定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

右侧对应的下部位置；次传动轮固定设置在次传动轴上，次传动轴的左端与左指夹式排种

器的转动轴固定连接，次传动轴的右端与右指夹式排种器的转动轴固定连接；次传动链将

从动链轮和次传动轮套装传动连接，用于驱动次传动轴转动。

[0009] 所述镇压覆土装置包括主轴，主轴固定设置在机架的右侧底部位置，主轴穿过机

架的前后通过轴座固定连接，驱动链轮固定设置在主轴的前端外侧位置，地轮等间距固定

设置在主轴上。

[0010] 所述中间链轮与驱动链轮之间通过驱动链条套接传动，通过地轮与地面的接触转

动带动中间链轮转动。

[0011] 这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的使用过程为：首先将悬挂架与拖拉机

的后部连接，在拖拉机行走的过程中，拖拉机的输出动力传输给减速机，减速机带动圆盘锯

齿开沟器的转轴转动，并带圆盘锯齿开沟器高速转动；同时机架在拖拉机的带动下向左侧

移动，带动开沟总成对地面开沟，在镇压覆土装置随着拖拉机的带动下向左侧移动，通过地

轮与地面的接触，带动主轴通过轴座的转动作用，利用驱动链轮带动肥箱传动装置的中间

链轮转动，利用传动链带动排肥器驱动轮转动，从而最后使肥箱中的肥料下落到圆盘锯齿

开沟器所形成的沟中；与此同时，在中间链轮的转动下，种箱传动装置的主传动链将动力传

输给链轮，链轮带动传动轴转动，并同时带动从动链轮转动，利用次传动链带动次传动轴上

的次传动轮转动，带动左右指夹式排种器转动，利用左右指夹式排种器的指夹的对称错位

设置，实现下种时间的错开，  最终实现对玉米种子的错位精准下种，并通过下种管将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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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箱中的玉米种子，实现错位播种，不仅提高了玉米的种植密度，同时满足了合理密植的农

艺要求。以上过程就是这种用于玉米合理密植的免耕错位播种机的使用过程。

[0012] 所述肥箱传动装置包括传动链，排肥器驱动轮固定设置在肥箱的前侧靠近左侧位

置，中间链轮固定设置张紧轮的下部右侧位置，中间链轮与机架的前侧部固定连接；传动链

的上部与排肥器驱动轮套接，传动链的下部与通过张紧轮与中间链轮套接传动。这样设置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肥箱传动装置的设置，使肥箱中的肥料能够下落到施肥开沟器所形

成的沟中，起到了集中施肥的作用。

[0013] 所述种箱传动装置包括主传动链，传动轴固定设置在横向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的

下部位置，传动轴与机架的左右两端通过轴座固定连接；链轮固定设置在肥箱传动装置中

间链轮的右侧位置，并固定设置在机架的前侧；主传动链套装在链轮和中间链轮上；调速器

固定设置在链轮的右侧位置，并套装在传动轴的左端位置，用于调整传动轴的旋转速度；从

动链轮等间距固定设置在传动轴上，从动链轮固定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右侧对应的下部位

置，次传动链将从动链轮和指夹式排种器套装传动连接，用于驱动指夹式排种器精确播种。

其中设置调速器是为了实现传动轴上所有的从动链轮的转动速度保持同步，这样就是实现

了所有种箱能够保持以同样的速度精确播种，提高了玉米种子的精确播种。

[0014] 所述镇压覆土装置固定设置在播种开沟器的右侧位置，用于对播种后对种子的镇

压覆土；这样设置的主要目的是：一方面通过镇压覆土装置的设置，为玉米播种后对种子的

镇压覆土，提高了玉米种子的出苗率；另一方面通过镇压覆土装置的地轮与地面的接触，带

动主轴转动，并带动驱动链轮转动，通过传动链带动肥箱传动装置的中间链轮转动，最终实

现对肥箱转动装置和种箱传动装置的转动，起到了在施肥的同时使玉米种子实现错位播

种，提高了玉米的种植密度，起到了合理密植的作用，从而提高了玉米的产量。

[0015] 所述指夹式排种器固定设置在固定设置在并列种箱的底部位置，每一个并列种箱

的底部设置一个指夹式排种器，指夹式排种器呈左右对称设置；这样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利

用左右指夹式排种器的指夹的对称错位设置，实现下种时间的错开，  最终实现对玉米种子

的错位精准下种。

[0016] 所述指夹式排种器包括指夹式排种器本体，指夹式排种器本体为圆盘结构，指夹

围绕指夹式排种器本体的周向均匀设置，用于对玉米种子的精量播种；这样设置的主要目

的是：通过左右指夹式排种器的指夹的对称错位设置，实现下种时间的错开，从而最终实现

了玉米种子的错位精量播种，提高了玉米的种植密度，同时满足了合理密植的农艺要求。

[0017] 所述机架、悬挂架、减速机、圆盘锯齿开沟器、四连杆仿形机构、开沟总成、肥箱、种

箱、肥箱传动装置、指夹是排种器、种箱传动装置和镇压覆土装置是属于现有技术的范畴，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应当知道技术，在此对上述现有技术的部件的原理和结构无需

过多的描述。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

置，其设计结构简单、科学合理、操作方便；实现了对玉米种子的错位播种，合理提高玉米的

种植密度；提高了玉米的亩产量。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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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后部侧视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指夹式排种器错位安装示意图；

[0022] 图中标记：1、机架，2、悬挂架，3、减速机，4、圆盘锯齿开沟器，5、四连杆仿形机构，

6、肥箱，7、并列种箱，8、开沟总成，9、肥箱传动装置，901、传动链，902、排肥器驱动轮，903、

中间链轮，10、指夹式排种器，101、指夹式排种器本体，102、指夹，11、种箱传动装置，111、主

传动链，112、传动轴，113、调速器，114、链轮，115、从动链轮，116、次传动链，117、次转动轮，

118、次传动轴，12、镇压覆土装置，121、主轴，122、轴座，123、驱动链轮，124、地轮，13、下种

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4] 如图所示，一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包括机架1、悬挂架2、减速

机3、圆盘锯齿开沟器4、四连杆仿形机构5、肥箱6；机架1的左侧上部位置固定设置有用于连

接拖拉机的悬挂架2，悬挂架2与机架1的前后两端固定连接；减速机3固定设置在悬挂架2的

右侧位置，减速机3固定设置在机架1上；圆盘锯齿开沟器4等间距固定设置在与减速机3传

动连接的转轴上，用减速机3驱动圆盘锯齿开沟器4转动用于对杂草的旋转铡切粉碎；四连

杆仿形机构5固定设置在圆盘锯齿开沟器4的右侧上部位置，用于将圆盘锯齿开沟器4的右

侧上部与机架1固定连接在一起；肥箱6固定设置在减速机3的右侧位置，并列种箱7固定设

置在肥箱6的右侧位置，肥箱6和并列种箱7与机架1的上部固定连接；开沟总成8固定设置在

圆盘锯齿开沟器4的右侧位置，用于对农地的开沟播种；肥箱传动装置9固定设置在肥箱6前

侧倾斜位置，用于通过镇压覆土装置12的转动带动肥箱传动装置9的施肥器实现施肥作业；

指夹式排种器10固定设置在固定设置在并列种箱7的底部位置，每一个并列种箱7的底部设

置一个指夹式排种器10，指夹式排种器10呈左右对称设置；种箱传动装置11固定设置在肥

箱传动装置9的右侧位置，用于驱动种箱传动装置11上指夹式排种器10精量播种；镇压覆土

装置12固定设置在机架1的右侧位置，通过连接板与机架1固定连接，用于对玉米播种后的

镇压覆土；下种管13固定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10的下部位置，下种管13呈Y型结构，下种管

13的上部左侧与左指夹式排种器10的下种口固定连接，下种管13的右侧与右指夹式排种器

10的下种口固定连接，实现对左右指夹式排种器10的播种。

[0025] 肥箱传动装置9包括传动链901，排肥器驱动轮902固定设置在肥箱6的前侧靠近左

侧位置，中间链轮903固定设置驱动轮902的下部右侧位置，中间链轮903与机架1的前侧部

固定连接；传动链901的上部与排肥器驱动轮902套接，传动链901的下部与中间链轮803套

接传动。

[0026] 指夹式排种器10包括指夹式排种器本体101，指夹式排种器本体101为圆盘结构，

指夹102围绕指夹式排种器本体102的周向均匀设置，用于对玉米种子的精量播种。

[0027] 种箱传动装置11包括主传动链111，传动轴112固定横向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10的

下部位置，传动轴112与机架1的左右两端通过轴座固定连接；链轮114固定设置在肥箱传动

装置9中间链轮903的右侧位置，并固定设置在机架1的前侧；主传动链111套装在链轮114和

中间链轮903上；调速器113固定设置在链轮114的右侧位置，并套装在传动轴112的左端位

置，用于调整传动轴112的旋转速度；从动链轮115等间距固定设置在传动轴112上，并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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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种箱7对应设置，从动链轮115固定设置在指夹式排种器10右侧对应的下部位置；次传动

轮117固定设置在次传动轴118上，次传动轴118的左端与左指夹式排种器10的转动轴固定

连接，次传动轴118的右端与右指夹式排种器10的转动轴固定连接；次传动链116将从动链

轮115和次传动轮117套装传动连接，用于驱动次传动轴118转动。

[0028] 镇压覆土装置12包括主轴121，主轴121固定设置在机架1的右侧底部位置，主轴

121穿过机架1的前后通过轴座122固定连接，驱动链轮123固定设置在主轴121的前端外侧

位置，地轮124等间距固定设置在主轴121上。

[0029] 中间链轮903与驱动链轮123之间通过驱动链条套接传动，通过地轮124与地面的

接触转动带动中间链轮903转动。

[0030] 这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的使用过程为：首先将悬挂架2与拖拉

机的后部连接，在拖拉机行走的过程中，拖拉机的输出动力传输给减速机3，减速机3带动圆

盘锯齿开沟器4的转轴转动，并带圆盘锯齿开沟器4高速转动；同时机架1在拖拉机的带动下

向左侧移动，带动开沟总成8对地面开沟，在镇压覆土装置12随着拖拉机的带动下向左侧移

动，通过地轮124与地面的接触，带动主轴121通过轴座122的转动作用，利用驱动链轮123带

动肥箱传动装置9的中间链轮903转动，利用传动链901带动排肥器驱动轮902转动，从而最

后使肥箱6中的肥料下落到圆盘锯齿开沟器4所形成的沟中；与此同时，在中间链轮803的转

动下，种箱传动装置11的主传动链111将动力传输给链轮114，链轮114带动传动轴112转动，

并同时带动从动链轮115转动，利用次传动链116带动次传动轴118上的次传动轮117转动，

带动左右指夹式排种器10转动，利用左右指夹式排种器10的指夹102的对称错位设置，实现

下种时间的错开，  最终实现对玉米种子的错位精准下种，并通过下种管13将并列种箱7中

的玉米种子，实现错位播种，不仅提高了玉米的种植密度，同时满足了合理密植的农艺要

求。以上过程就是这种玉米合理密植免耕施肥错位播种装置的使用过程。

[0031] 对上述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

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

此，本发明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

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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