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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玉米三角定苗免耕

施肥播种机，去除现有玉米播种机上的耘锄松土

铲和限深轮，在耘锄松土铲的位置，安装一个种

带处理装置，在种带处理装置的刀轴上，设置多

组可随刀轴一起旋转的多组防缠绕刀片，每组防

缠绕刀片对应后面的一组播种开沟器，地轮转动

并带动排种器和排肥器转动，通过播种开沟器组

和施肥开沟器在种带处理装置刀轴转动形成的

处理区内进行施肥播种作业；本实用新型用种带

处理装置替换现有玉米播种机上的耘锄松土铲

和限深轮，通过种带处理装置对秸秆和土壤进行

粉碎处理，解决播种器组处秸秆、土壤壅堵的问

题；调整相应排种器间距，形成三角定苗播种功

能，在不改变播种株距和基本行距的条件下，增

加了玉米的播种密度。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5页

CN 210470217 U

2020.05.08

CN
 2
10
47
02
17
 U



1.一种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包括机架、种带处理装置、施肥装置和播种器，

所述种带处理装置和播种器均设置在所述机架上，且所述种带处理装置端的机架上设置有

与拖拉机连接的连接件；所述施肥装置包括肥料箱、排肥器和施肥开沟器；所述种带处理装

置包括变速箱、刀轴和防缠绕刀组；所述播种器包括排种器、播种开沟器和覆土器；所述播

种器后侧的机架上安装有铰接地轮，所述地轮通过链条带动排种器和排肥器转动；所述排

种器上设置有排种变速箱，其特征是：所述播种器和施肥开沟器前后对应设置且均为至少

两个，防缠绕刀组为至少四个防缠绕刀片形成，且至少两个防缠绕刀组间隔设置在所述刀

轴上，在刀轴上形成处理区和免耕区，且播种器、施肥开沟器和防缠绕刀组形成的处理区处

于同一轴线，所述排种器为两个，且设置在所述播种开沟器两侧，并分别与设置在所述播种

开沟器内的两个排种通道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其特征是：所述地轮与所述机

架之间设置有复位弹簧，地轮通过链条带动主动轴转动，主动轴通过链条带动所述排种变

速箱和从动轴转动，从动轴通过链条带动所述排肥器转动，从动轴之间通过万向节及可伸

缩方形套管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其特征是：所述排种器为两个

勺轮式排种器组成的排种器组，每组中两个勺轮式排排种器背靠背由同轴转轴链接，且转

轴的一端通过链条与排种变速箱连接；每组中两个勺轮式排种器各自独立工作，投种间隔

彼此错开18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其特征是：所述播种开沟器内

的两个排种通道相距150mm，两个相邻所述施肥开沟器相距60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其特征是：所述防缠绕刀片为

矩形片，其一端设置成三角形结构，另一端设置有刀轴连接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其特征是：与肥料箱连接的排

肥器通过鹅颈软管与施肥开沟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其特征是：所述覆土器通过覆

土器连接架铰接在所述播种开沟器的后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其特征是：所述施肥开沟器和

播种器由“U”型卡固定在机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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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实用新型涉及农业机械领域，特别是涉及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

[0003] 背景技术：

[0004] 在“三夏”玉米播种季节，播种机是种植玉米所必须的种植机械，特别是抢墒、抢时

贴茬播种环节，前茬秸秆覆盖量大，播种环境恶劣；同时，玉米籽粒直收技术需要各玉米品

种密植栽培，根据农艺要求，特引进相应播种机型。

[0005] 现有的玉米播种机均是复合型播种机，一次实现种子和肥料的播施操作，其具体

操作是：由前面的耘锄松土铲进行松土，限深轮对耘锄松土铲的深度进行限位，松土后通过

与排肥器连接的施肥开沟器进行开沟施肥，后面的排种器进行排种并通过播种开沟器和覆

土器实现播种覆盖，其中排种器和排肥器的转动通过覆土器后侧设置的地轮通过链条进行

驱动，操作使用简单，能够快速实现种植操作。但是，现有的玉米播种机中，在土壤墒情较

大、且有大量秸秆覆盖在地表时，由于前侧耘锄松土铲、施肥开沟器和播种开沟器距离较

近，被耘锄松动过的土层与拖带来的秸秆大量壅堵于播种机施肥开沟器与播种开沟器处，

播种机每作业一段距离都必须提起播种机，进行清理，无法正常播种；大量松土与秸秆被带

走过程中，种子也被拖带，造成位移，难以定位；同时，被播种机施肥开沟器与播种开沟器拖

带走土层后，播下的种子晾在地表，无法覆盖，形成晾种等；总之，在土壤墒情较大、且有大

量秸秆覆盖在地表的情况下，由于机具壅堵，断播、缺垄、晾种、种子位移现象严重，影响播

种质量。

[0006]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通过在现有的玉米播

种机上设置种带处理装置，解决秸秆壅堵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改善种床环境，使种子顺利着

床；同时设置排种器组，调整相应排种器间距，实现种子定位播种，提高播种密度，形成具有

三角定苗播种功能的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包括机架、种带处

理装置、施肥装置和播种器等。所述种带处理装置和播种器均设置在所述机架上，且所述种

带处理装置端的机架上设置有与拖拉机连接的连接件；所述施肥装置包括肥料箱、排肥器

和施肥开沟器；所述种带处理装置包括变速箱、刀轴和防缠绕刀组；所述播种器包括排种

器、播种开沟器和覆土器；所述播种器后侧的机架上安装有铰接地轮，所述地轮通过链条带

动排种器和排肥器转动；所述排种器上设置有排种变速箱，其特征是：所述播种器和施肥开

沟器前后对应设置且均为至少两个，防缠绕刀组由至少四个防缠绕刀片形成，且至少两个

防缠绕刀组间隔设置在所述刀轴上，在刀轴上形成处理区和免耕区，且播种器、施肥开沟器

和防缠绕刀组形成的处理区处于同一轴线，所述排种器为两个，且设置在所述播种开沟器

两侧，并分别与设置在所述播种开沟器内的两个排种通道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地轮与所述机架之间设置有复位弹簧，地轮通过链条带动主动轴

转动，主动轴通过链条带动所述排种变速箱和从动轴转动，从动轴通过链条带动所述排肥

器转动，从动轴之间通过万向节及可伸缩方形套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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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排种器为两个勺轮式排种器组成的排种器组，每组中两个勺轮式

排种器背靠背由同轴转轴链接，且转轴的一端通过链条与排种变速箱连接；每组两个排种

器各自独立工作，投种间隔彼此错开180°。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播种开沟器内的两个排种通道相距150mm，两个相邻所述施肥开沟

器相距600mm。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防缠绕刀片为矩形片，其一端设置成三角形结构，另一端设置有刀

轴连接块。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与肥料箱连接的排肥器通过鹅颈软管与施肥开沟器连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覆土器通过覆土器连接架铰接在所述播种开沟器的后侧。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施肥开沟器和播种器由“U”型卡固定在机架上。

[0016] 本实用新型具有的优点或效果是：

[0017] 1、本实用新型用种带处理装置替换现有玉米播种机上的耘锄松土铲和限深轮，通

过防缠绕刀组对秸秆和土壤作业，使种带种床土壤松散，解决播种、施肥开沟器处土壤与秸

秆壅堵的问题；同时在一个播种器上设置两个排种器，形成排种器组，使机具具有三角定苗

播种功能，在不改变播种株距和行距的条件下，提高了玉米的播种密度并有利于作物光合

物质生成，最终实现玉米密植，高效增产。

[0018] 2、本实用新型中由至少四个防缠绕刀片形成防缠绕刀组，且至少两个防缠绕刀组

间隔设置在刀轴上，在刀轴上形成处理区和免耕区，当刀轴带动防缠绕刀片转动时，防缠绕

刀片对处理区的秸秆和土壤进行粉碎，实现松土的同时，解决了秸秆壅堵的问题。

[0019] 3、本实用新型中的播种器、施肥开沟器和防缠绕刀组形成的处理区处于同一轴

线，防缠绕刀组对秸秆和土壤粉碎后，施肥开沟器和播种器直接在作业后的土壤上进行施

肥播种，由于免耕区的秸秆和土壤未被粉碎，蓄水保墒效果好，有利于玉米的后期生长。

[0020] 4、本实用新型在播种开沟器两侧设置背靠背连在一起的两个勺盘式排种器，两个

勺盘式排种器的转轴同轴相互连接，其共用一个地轮驱动、一个种箱和一套种子株距调节

装置（排种变速箱），实现同步转动。

[0021] 5、本实用新型中两个勺盘式排种器的投种间隔彼此错开180°，并且每个排种器下

面各对应一个排种通道，播种后的种子轨迹是两条彼此相距150mm的直线，即一个种子带，

这条种子带上的种子成等距离“之”字型分布，每相临的任意三粒种子都成“鳌三角”排列，

在不改变播种株距和行距的条件下（实则行距变化很小，不会影响到玉米机械直收的对行

收获），既提高了玉米的播种密度又有利于作物光合物质生成，对玉米产量的提高具有重大

意义。

[0022] 6、本实用新型中的施肥开沟器、播种器组由“U”型卡固定在机架上，可以根据农艺

及收获机械的要求进行调整，调整原则为防缠绕刀组、施肥开沟器、播种器组对中；初设置

为两个相邻施肥开沟器相距600mm，相邻两个种子带的中线相距600mm，符合玉米收割机对

行距的需要，能够满足玉米机收作业，方便快捷。

[0023] 7、本实用新型中每个播种器均通过链条由其后侧的地轮驱动，其每个播种器上的

从动轴通过万向节及可伸缩方形套管连接，形成一个整体，当一个地轮接触地面进行转动

时，能够带动所有的从动轮、排种器和排肥器进行转动，实现整体同步转动，防止一个地轮

没有接触到地面没有转动时，造成由其驱动的排种器和排肥器不转动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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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8、本实用新型中的地轮在各自重力与复位弹簧力作用下，地轮与地面成仿形结

构，压紧地面，防止打滑及缺苗断垄现象出现，它们并靠各自地轮转动时与地面的摩擦力作

为排种器的驱动力，带动排种器工作，代替以往通过拖拉机提供的驱动力，减少拖拉机的负

荷。

[0025]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玉米三角定苗免耕施肥播种机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图1和图2的左视图。

[0029] 图4为图1和图2的右视图。

[0030] 图5为排种器的主视图。

[0031] 图6为排种器的后视图。

[0032] 图7为图5中A-A剖视图。

[0033] 图8为使用本申请播种一条种子带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9为施肥开沟器设置与机架连接的主视图。

[0035] 图10为施肥开沟器设置与机架连接的俯视图。

[0036]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实施例：参见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和图10，图中，1-机架，2-连

接件，3-肥料箱，4-排肥器，5-施肥开沟器，6-变速箱，7-种带处理装置刀轴，8-防缠绕刀片，

9-种箱，10-排种器，11-播种开沟器，12-覆土器，13-地轮，14-链条，15-排种变速箱，16-排

种通道，17-复位弹簧，18-主动轴，19-从动轴，20-转轴，21-鹅颈软管，22-覆土器连接架，

23-动力输入轴，24-“U”型卡。

[0038] a-种子带,b-肥料,c-种子轨迹1,d-种子轨迹2,c1-种子,  d1-种子,d2-是d1在另

一条种子轨迹上的投影。

[0039] 本申请在现有玉米播种机上去除前面的耘锄松土铲和限深轮，并在前面安装耘锄

松土铲的位置处，安装一个种带处理装置变速箱，在种带处理装置变速箱下面的刀轴上，设

置多组可随种带处理装置的刀轴一起旋转的多组防缠绕刀组，每组防缠绕刀组对应后面的

一组播种开沟器，种带处理装置刀轴的驱动力，来自拖拉机后动力输出轴，地轮转动并带动

排种器和排肥器转动，通过播种开沟器和施肥开沟器在防缠绕刀组转动形成的处理区内进

行施肥播种作业。

[0040] 其具体结构为：

[0041] 本申请包括机架1、种带处理装置、施肥装置和播种器，种带处理装置和播种器均

设置在机架1上，且种带处理装置端的机架1上设置有与拖拉机连接的连接件2，施肥装置包

括肥料箱3、排肥器4和施肥开沟器5，种带处理装置包括变速箱6、刀轴7和防缠绕刀片8，播

种器包括种箱9、排种器10、播种开沟器11和覆土器12，播种器后侧的机架1上铰接地轮13，

地轮13通过链条14带动排种器10和排肥器4转动，排种器10上设置有排种变速箱15，播种器

和施肥开沟器5前后对应设置且均为至少两个，至少四个防缠绕刀片8形成防缠绕刀组，且

至少两个防缠绕刀组间隔设置在刀轴7上，在刀轴7上形成处理区和免耕区，且播种器、施肥

开沟器5和防缠绕刀组形成的处理区处于同一轴线，排种器10为两个，且设置在播种开沟器

11两侧，并分别与设置在播种开沟器11内的两个排种通道16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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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进一步的，地轮13与机架1之间设置有复位弹簧17，地轮13通过链条14带动主动轴

18转动，主动轴18通过链条14带动排种变速箱15和从动轴19转动，从动轴19通过链条14带

动排肥器4转动，从动轴19之间通过万向节可伸缩方形套管连接。

[0043] 进一步的，排种器10为勺轮式排种器组，其两个转轴20背靠背由同轴转轴互相链

接，且转轴20的一端通过链条14与排种变速箱连接，每组两个排种器各自独立工作，投种间

隔彼此错开180°。

[0044] 进一步的，播种开沟器11内的两个排种通道16相距150mm，两个相邻施肥开沟器5

相距600mm。

[0045] 进一步的，防缠绕刀片8为矩形片，其一端设置成三角形结构，另一端设置有刀轴

连接块。

[0046] 进一步的，与肥料箱3连接的排肥器4通过鹅颈软管21与施肥开沟器5连接。

[0047] 进一步的，覆土器12通过覆土器连接架22铰接在播种开沟器11的后侧。

[0048] 进一步的，施肥开沟器5和播种器由“U”型卡24固定在机架1上。

[0049] 使用时，拖拉机通过连接件2与机架1连接，拖拉机后动力输出轴与变速箱6的动力

输入轴23连接，在肥料箱3和种箱9内放置肥料和种子，拖拉机驱动种带处理装置的刀轴7转

动的同时并带动机架1整体向前移动，进行施肥播种操作。

[0050] 其中，至少四个防缠绕刀片8形成的防缠绕刀组伴随刀轴7旋转，每组刀组后面均

对应一个播种开沟器11，防缠绕刀组旋转时提前将播种区域可能导致壅堵部分的秸秆拨开

或粉碎，在播种地块上形成处理区，防止缠绕播种、施肥开沟器组，疏松种带土层，有利于种

子着床，保证播种机正常作业。

[0051] 地轮13在地上滚动，并通过链条14带动主动轴18转动，主动轴18通过链条14带动

从动轴19和种子株距调节变速机构（排种变速箱15）转动，从动轴19通过链条14带动排肥器

4转动，排肥器4实现肥料通过鹅颈软管21进入施肥开沟器5进行施肥操作，种子株距调节变

速机构通过链条14带动勺轮式排种器10转动，勺轮式排种器10实现肥料通过播种开沟器11

内的两个排种通道16进行播种，并在覆土器12的作用下进行覆土作业，完成播种操作。

[0052] 其本申请是在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2BMFJ-3”玉米播种机基础上进

行改进，种带处理装置是在旋耕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其最大不同之处为刀轴上刀片的设

置方式。

[0053]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

的限制，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

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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