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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

包括有收获部分、输送部分、剥皮除杂部分、驾驶

室、粮仓以及底盘行走部分，收获部分的传动方

式采用中间传动结构，在拉茎辊的前端安装有快

速切断喂入机构，摘穗机构的摘穗板和拉茎辊采

用浮动机构，输送部分包括前级升运器和后级升

运器，前级升运器安装在剥皮机构的前方，后级

升运器安装在粮仓和剥皮机构之间，前级升运器

的顶端设有导流罩和除杂辊，除杂风机安装在导

流罩的上部，在剥皮机构与导流罩之间设有果穗

均布搅龙和果穗均布导槽。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8页

CN 209824441 U

2019.12.24

CN
 2
09
82
44
41
 U



1.一种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它包括有割台部分(01)、输送部分(02)、

剥皮除杂部分(03)、驾驶室(04)、粮仓(05)以及底盘行走部分(06)，其特征在于：

①割台部分(01)在拉茎辊(13)的前端安装有快速切断和喂入拨轮系统，系统中切断定

刀(114)位于切断动刀(113)的上方，切断动刀(113)、上下拨禾轮(115)与拨禾链(3)共用同

一个传动系统：切断刀座(111)安装在摘穗辊支架(11)的前下端，切断刀座(111)在摘穗辊

支架(11)上前后能够调节，切断刀轴(112)通过轴承支撑安装在切断刀座(111)中，切断定

刀(114)固定在切断刀座(111)的下端，它位于切断动刀(113)的上方同时又与切断动刀

(113)配合，切断动刀(113)安装在切断刀轴(112)的下端，拨禾链轮(119)安装在切断刀轴

(112)的上端，拨禾链轮(119)既作为拨禾链(3)的涨紧链轮，同时也作为切断刀轴(112)动

力的输入链轮，拨禾轮轴(116)的下端与切断刀轴(112)的上端传动连接，拨禾轮轴(116)的

上部通过轴承支撑安装在拨禾轮支管(117)中，拨禾轮支管(117)的下端与拉茎辊罩前部支

架的前端铰接，上部通过支管调节杆(118)与拉茎辊罩前部支架的后端连接，通过调整支管

调节杆(118)的长度能够实现拨禾轮支管(117)和拨禾轮轴(116)前倾角度的调节，拨禾轮

轴(116)的上下两端各安装一个拨禾轮(115)；

②割台部分(01)摘穗机构的摘穗板采用自适应调节摘穗板机构：它包括有转轴支座

(1)、浮动转臂(2)、连接转销(4)、浮动摘穗板(5)、调节丝杆(9)、预紧弹簧(10)、限位螺丝

(12)以及拉茎辊(13)，其中浮动摘穗板(5)位于拉茎辊(13)的上方，它安装在摘穗辊支架

(11)与拨禾链(3)和拨禾链导板(6)之间，在浮动摘穗板(5)的下方安装有缓冲弹簧(7)和缓

冲压头(8)，浮动转臂(2)通过转轴支座(1)安装在摘穗辊支架(11)上，它主要由浮动转轴

(22)、上浮动臂(21)、下浮动臂(23)组成，上浮动臂(21)固定在浮动转轴(22)的两端，上浮

动臂(21)的上端安装有连接转销(4)，连接转销(4)与上浮动臂(21)铰接，连接转销(4)通过

紧固件与浮动摘穗板(5)上的连接座(51)连接在一起，下浮动臂(23)固定在浮动转轴(22)

上，下浮动臂(23)的下端通过调节丝杆(9)和预紧弹簧(10)与摘穗辊支架(11)之间的横梁

相连接，摘穗辊支架(11)在与上浮动臂(21)和下浮动臂(23)的对应位置安装有限位螺丝

(12)；

③割台部分(01)摘穗机构的拉茎辊(13)采用自适应调节拉茎辊机构：它包括有除草刀

(131)、拉茎辊支座(132)、连接叉(134)、导向杆(136)、导向弹簧(137)、导向杆座(138)，在

摘穗辊支架(11)上加装导向杆座(138)，导向杆(136)和导向弹簧(137)安装在导向杆座

(138)中，导向杆(136)的外圆与导向杆座(138)的内孔相配合，在导向杆(136)的外端安装

有调整螺母(139)用以调整导向弹簧(137)的预紧力，在导向杆(136)的中部设有定位台阶

用以限定导向杆(136)的伸缩范围，连接叉(134)和锁紧螺母(135)安装在导向杆(136)的内

端，拉茎辊支座(132)通过连接销(133)安装在连接叉(134)中，同时又通过轴承安装在拉茎

辊(13)的前端，在拉茎辊支座(132)的下方安装除草刀(131)，除草刀(131)的刃口与拉茎辊

(13)的回转轮廓相对应；

④割台部分(01)摘穗辊的下方安装有纵置辊刀切碎装置，切碎传动箱(121)与摘穗传

动箱(120)上下两层传动布置，切碎传动箱(121)安装在摘穗传动箱(120)的下方，切碎传动

箱(121)的输入轴齿轮与摘穗传动箱(120)中的齿轮啮合，从摘穗箱中取出动力，再经锥齿

轮换向后传递给切碎刀辊(122)，切碎刀辊(122)位于拉茎辊(13)的下方，切碎刀辊(122)的

前端安装有螺旋导锥(124)，切碎动刀(123)均布安装在切碎刀辊(122)的圆周上，切碎定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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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安装在摘穗辊支架(11)上的定刀支架上(126)，切碎定刀(125)与切碎动刀(123)之间

的间隙可调；

⑤输送部分(02)包括前级升运器(021)和后级升运器(022)，前级升运器(021)安装在

剥皮机构(031)的前方，后级升运器(022)安装在剥皮机构(031)的后方，位于粮仓(05)和剥

皮机构(031)之间；

⑥剥皮除杂部分(03)包括剥皮机构(031)、除杂风机(032)和苞叶粉碎装置(033)，苞叶

粉碎装置(033)安装在剥皮机构(031)下方苞叶搅龙的出口处，前级升运器(021)的顶端设

有导流罩(211)和除杂辊(212)，除杂风机(032)安装在导流罩(211)的上部，在剥皮机构

(031)与导流罩(211)之间设有正反均布搅龙(311)和果穗均布导槽(312)，在正反均布搅龙

(311)的两端设有与中间的均布螺旋旋向相反的反向螺旋，剥皮辊(313)的前端向前延长到

前导流板(315)之前，剥皮辊(313)前端的上方安装有强制喂入轮(314)，强制喂入轮(314)

的后方安装有若干组压送轮(31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切碎刀辊

(122)前端螺旋导锥(124)的对应位置安装有弧形切碎定刀(127)，弧形切碎定刀(127)安装

在摘穗辊支架(11)上，弧形切碎定刀(127)的刃口与螺旋导锥(124)上的螺旋导筋相互配

合，螺旋导锥(124)的螺旋导筋上设有切割刃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取消浮动摘

穗板(5)下方的缓冲弹簧(7)和缓冲压头(8)，浮动摘穗板(5)直接支撑在摘穗辊支架(11)

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切断动刀

(113)和切断定刀(114)制作成组合结构，在切断动刀(113)和切断定刀(114)的切割刃口处

设有不同材质的切割刃片。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螺旋导锥

(124)和弧形切碎定刀(127)制作成组合结构，在螺旋导锥(124)和弧形切碎定刀(127)的切

割刃口处设有不同材质的切割刃片。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种所述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

割台部分(01)摘穗机构的拉茎辊(13)采用圆弧对棱拉茎辊，即将拉茎辊(13)的棱筋制作成

圆弧状，且安装时两对拉茎辊的圆弧棱筋相对。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种所述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

同一组拉茎辊中左右两个拉茎辊前端的拉茎辊支座(132)安装位置前后错开。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种所述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其特征在于：

割台部分(01)采用中间传动结构，即由主机传递过来的动力先传递给中间的摘穗传动箱，

再由中间的摘穗传动箱传递给两边的摘穗传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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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玉米收获机，尤其为一种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社会上玉米收联合获机收获时对不同玉米行距的适应性(特别是多行玉米

收获机割台)、喂入量、收获速度都比较差，作业效率低；所配秸秆还田机的功率消耗大，粉

碎物的扬尘大，环境污染严重。

发明内容

[0003] 1、本发明的目的就是克服以上不足，提供一种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

机，它包括有割台部分(01)、输送部分(02)、剥皮除杂部分(03)、驾驶室(04)、粮仓(05)以及

底盘行走部分(06)，其特征在于：

[0004] ①割台部分(01)在拉茎辊(13)的前端安装有快速切断喂入拨轮系统，系统中切断

定刀(114)位于切断动刀(113)的上方，切断动刀(113)、上下拨禾轮(115)与拨禾链(3)共用

同一个传动系统：切断刀座安装在摘穗辊支架  (11)的前下端，切断刀座(111)在摘穗辊支

架(11)上前后能够调节，切断刀轴(112)通过轴承支撑安装在切断刀座(111)中，切断定刀

(114)固定在切断刀座(111)的下端，它位于切断动刀(113)的上方同时又与切断动刀(113) 

配合，切断动刀(113)安装在切断刀轴(112)的下端，拨禾链轮(119)安装在切断刀轴(112)

的上端，拨禾链轮(119)既作为拨禾链(3)的涨紧链轮，同时也作为切断刀轴(112)动力的输

入链轮，拨禾轮轴(116)的下端与切断刀轴(112)的上端传动连接，拨禾轮轴(116)的上部通

过轴承支撑安装在拨禾轮支管(117)中，拨禾轮支管(117)的下端与拉茎辊罩前部支架的前

端铰接，上部通过支管调节杆(118)与拉茎辊罩前部支架的后端连接，通过调整支管调节杆

(118)的长度能够实现拨禾轮支管(117)和拨禾轮轴(116)前倾角度的调节，拨禾轮轴(116)

的上下两端各安装一个拨禾轮(115)；

[0005] ②割台部分(01)摘穗机构的摘穗板采用自适应调节摘穗板机构：它包括有转轴支

座(1)、浮动转臂(2)、连接转销(4)、浮动摘穗板(5)、调节丝杆(9)、预紧弹簧(10)、限位螺丝

(12)以及拉茎辊(13)，其中浮动摘穗板(5)位于拉茎辊(13)的上方，它安装在摘穗辊支架

(11)与拨禾链(3)和拨禾链导板  (6)之间，在浮动摘穗板(5)的下方安装有缓冲弹簧(7)和

缓冲压头(8)，浮动转臂(2)通过转轴支座(1)安装在摘穗辊支架(11)上，它主要由浮动转轴

(22)、上浮动臂(21)、下浮动臂(23)组成，上浮动臂(21)固定在浮动转轴(22)的两端，上浮

动臂(21)的上端安装有连接转销(4)，连接转销  (4)与上浮动臂(21)铰接，连接转销(4)通

过紧固件与浮动摘穗板(5)上的连接座(51)连接在一起，下浮动臂(23)固定在浮动转轴

(22)上，下浮动臂(23)的下端通过调节丝杆(9)和预紧弹簧(10)与摘穗辊支架(11)之间的

横梁相连接，摘穗辊支架(11)在与上浮动臂(21)和下浮动臂(23)的对应位置安装有限位螺

丝(12)；

[0006] ③割台部分(01)摘穗机构的拉茎辊(13)采用自适应调节拉茎辊机构：它包括有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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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刀(131)、拉茎辊支座(132)、连接叉(134)、导向杆(136)、导向弹簧(137)、导向杆座

(138)，在拉茎辊支架(11)上加装导向杆座(138)，导向杆(136)和导向弹簧(137)安装在导

向杆座(138)中，导向杆(136) 的外圆与导向杆座(138)的内孔相配合，在导向杆(136)的外

端安装有调整螺母(139)用以调整导向弹簧(137)的预紧力，在导向杆(136)的中部设有定

位台阶用以限定导向杆座(138)、的伸缩范围，连接叉(134)和锁紧螺母(135)  安装在导向

杆(136)的内端，拉茎辊支座(132)通过连接销(133)安装在连接叉(134)中，同时又通过轴

承安装在拉茎辊(13)的前端，在拉茎辊支座(132) 的下方安装除草刀(131)，除草刀(131)

的刃口与拉茎辊(13)的回转轮廓相对应；

[0007] ④割台部分(01)摘穗辊的下方安装有纵置辊刀切碎装置，切碎传动箱(121)  与摘

穗传动箱(120)上下两层传动布置，切碎传动箱(121)安装在摘穗传动箱(120)的下方，切碎

传动箱(121)的输入轴齿轮与摘穗传动箱(120)中的齿轮啮合，从摘穗箱中取出动力，再经

锥齿轮换向后传递给切碎刀辊(122)，切碎刀辊(122)位于拉茎辊(13)的下方，切碎刀辊

(122)的前端安装有螺旋导锥(124)，切碎动刀(123)均布安装在切碎刀辊(122)的圆周上，

切碎定刀(125)安装在摘穗辊支架(11)上的定刀支架上(126)，切碎定刀(125)  与切碎动刀

(123)之间的间隙可调；

[0008] ⑤输送部分(02)包括前级升运器(021)和后级升运器(022)，前级升运器(021)安

装在剥皮机构(031)的前方，后级升运器(021)安装在剥皮机构  (031)的后方，位于粮仓

(05)和剥皮机构(031)之间；

[0009] ⑥剥皮部分(03)包括剥皮机构(031)、除杂风机(032)和苞叶粉碎装置  (033)，苞

叶粉碎装置(033)安装在剥皮机构(031)下方苞叶搅龙的出口处，前级升运器(021)的顶端

设有导流罩(211)和除杂辊(212)，除杂风机(032)  安装在导流罩(211)的上部，在剥皮机构

(031)与导流罩(211)之间设有正反均布搅龙(311)和果穗均布导槽(312)，在正反均布搅龙

(311)的两端设有与中间的均布螺旋旋向相反的反向螺旋，剥皮辊(313)的前端向前延长到

前导流板(315)之前，剥皮辊(313)前端的上方安装有强制喂入轮(314)，强制喂入轮(314)

的后方安装有若干组压送轮(316)。

[0010] 本发明的积极效果：通过以上机构，本发明实现了玉米的不对行高速收获，省去原

来玉米收获机大功率消耗的秸秆还田机，改用功率消耗非常小的秸秆滚切粉碎还田结构，

减少了粉碎物的扬尘污染，以满足高速收获和绿色环保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11] 本发明将结合附图中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中浮动摘穗板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中浮动转臂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中浮动摘穗板的斜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中浮动摘穗板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发明中浮动拉茎辊部分的横向剖视图。

[0018] 图7为本发明中浮动拉茎辊部分的纵向剖视图。

[0019] 图8为本发明中快速切断喂入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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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9为本发明中秸秆切碎装置的纵向剖视图。

[0021] 图10为本发明中秸秆切碎装置的横向剖视图。

[0022] 图11为本发明中输送和剥皮部分的斜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12为本发明中输送和剥皮部分的局部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3为本发明中弧形切碎定刀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4为本发明中拉茎辊支座安装位置前后错开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一种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包括有割台部分(01)、输送部分(02)、

剥皮除杂部分(03)、驾驶室(04)、粮仓(05)以及底盘行走部分(06)，具体实施方式如下：

[0027] 1、割台部分(01)在拉茎辊(13)的前端安装有快速切断喂入拨轮系统，系统中切断

定刀(114)位于切断动刀(113)的上方，切断动刀(113)、上下拨禾轮(115)与拨禾链(3)共用

同一个传动系统：它包括有切断刀座(111)、切断刀轴(112)、切断动刀(113)、切断定刀

(114)、拨禾轮(115)、拨禾轮轴(116)、拨禾轮支管(117)和支管调节杆(118)，其中切断刀座

安装在摘穗辊支架(11)的前下端，切断刀座(111)在摘穗辊支架(11)上前后能够调节，切断

刀轴(112)通过轴承支撑安装在切断刀座(111)中，切断动刀(113)安装在切断刀轴(112)的

下端，切断定刀(114)固定在切断刀座(111)的下端，它位于切断动刀(113)的上方同时又与

切断动刀(113)配合，既简化了结构，又使得秸秆能够顺利通过，防止秸秆堵塞；拨禾链轮

(119)安装在切断刀轴(112) 的上端，拨禾链轮(119)既作为拨禾链(3)的涨紧链轮，同时也

作为切断刀轴(112)动力的输入链轮，拨禾轮轴(116)的下端与切断刀轴(112)的上端传动

连接，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可以为球销连接、花键连接、万向节连接多种连接方式，使得拨

禾轮轴(116)的角度能够方便地调节，拨禾轮轴(116)的上部通过轴承支撑安装在拨禾轮支

管(117)中，拨禾轮支管(117)的下端与拉茎辊罩前部支架的前端铰接，上部通过支管调节

杆(118)与拉茎辊罩前部支架的后端连接，通过调整支管调节杆(118)的长度能够实现拨禾

轮支管(117)  和拨禾轮轴(116)前倾角度的调节，拨禾轮轴(116)的上下两端各安装一个拨

禾轮(115)(参见图8)。收获作业时拨禾链(3)通过拨禾链轮(119)带动切断刀轴(112)旋转，

切断刀轴(112)在带动切断动刀(113)工作的同时又通过拨禾轮轴(116)带动拨禾轮(115)

旋转，拨禾轮(115)先扶住玉米茎秆的上半部分，切断定刀(114)和切断动刀(113)共同作用

将玉米茎秆从下端切断，然后再由拨禾链(3)和拨禾轮(115)共同将玉米茎秆送入到拉茎辊

(13) 的工作通道中，从而实现玉米秸秆的快速切断和喂入。

[0028] 2、割台部分(01)摘穗机构的摘穗板采用自适应调节摘穗板机构，即浮动式摘穗板

机构，防止掉粒和果穗因撞击摘穗板跳出割台，降低割台损失率：它包括有转轴支座(1)、浮

动转臂(2)、连接转销(4)、浮动摘穗板(5)、调节丝杆(9)、预紧弹簧(10)、限位螺丝(12)以及

拉茎辊(13)，其中浮动摘穗板(5)位于拉茎辊(13)的上方，它安装在摘穗辊支架(11)与拨禾

链(3)  和拨禾链导板(6)之间，在浮动摘穗板(5)的下方安装有缓冲弹簧(7)和缓冲压头

(8)，在果穗未到浮动摘穗板(5)之前，缓冲弹簧(7)和缓冲压头(8)  使得浮动摘穗板(5)在

初始状态下始终抬起与拨禾链导板(6)的下面接触，当果穗随玉米秆到浮动摘穗板(5)时，

果穗带动浮动摘穗板(5)下移，缓冲弹簧(7)被压缩，果穗与摘穗板之间的冲击力得到缓冲，

从而减轻了果穗根部因为冲击力过大而损伤的问题；浮动转臂(2)通过转轴支座(1)安装在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209824441 U

6



摘穗辊支架(11)上，它主要由浮动转轴(22)、上浮动臂(21)、下浮动臂(23) 组成，上浮动臂

(21)固定在浮动转轴(22)的两端，上浮动臂(21)的上端安装有连接转销(4)，连接转销(4)

与上浮动臂(21)铰接，连接转销(4)  通过紧固件与浮动摘穗板(5)上的连接座(51)连接在

一起，下浮动臂(23) 固定在浮动转轴(22)上，下浮动臂(23)的位置既可以在浮动转轴(22)

的中部也可以在浮动转轴(22)的前部或后部，下浮动臂(23)的下端通过调节丝杆(9)和预

紧弹簧(10)与摘穗辊支架(11)之间的横梁相连接，预紧弹簧  (10)使得浮动摘穗板(5)在初

始状态下始终处于最小间隙的状态下，调节丝杆(9)用以调节预紧弹簧(10)的预紧力；摘穗

辊支架(11)在与上浮动臂(21)  和下浮动臂(23)的对应位置安装有限位螺丝(12)，上部的

限位螺丝用于设定浮动摘穗板的最小间隙，下部的限位螺丝则用于设定浮动摘穗板的最大

间隙(参见图2、图3、图4)。作业时拨禾链(3)将玉米秆引导进入浮动摘穗板(5)形成的通道

中，拉茎辊(13)将玉米秆向下方拉引，当果穗到达摘穗板时被浮动摘穗板(5)卡住，玉米秆

则被继续向下方拉引，果穗被摘离玉米秆；如有粗的玉米秆进入通道时，玉米秆扛着浮动摘

穗板(5)向两边分开，保证粗的玉米秆顺利进入并经过通道，从而减少在摘穗过程中因为摘

穗板间隙不合适而造成的玉米秆断杆的问题，当粗的玉米秆经过通道后，在预紧弹簧(10)

的作用下浮动摘穗板(5)自动回到最小间隙位置。

[0029] 3、割台部分(01)摘穗机构的拉茎辊(13)采用自适应调节拉茎辊机构，即浮动拉茎

辊机构，防止断杆和堵塞，降低含杂率：它包括有除草刀(131)、拉茎辊支座(132)、连接叉

(134)、导向杆(136)、导向弹簧(137)、导向杆座(138)，在拉茎辊支架(11)上加装导向杆座

(138)，导向杆(136)和导向弹簧(137)安装在导向杆座(138)中，导向杆(136)的外圆与导向

杆座(138) 的内孔相配合，在导向杆(136)的外端安装有调整螺母(139)用以调整导向弹簧

(137)的预紧力，在导向杆(136)的中部设有定位台阶用以限定导向杆  (136)的伸缩范围，

连接叉(134)和锁紧螺母(135)安装在导向杆(136) 的内端，拉茎辊支座(132)通过连接销

(133)安装在连接叉(134)中，同时又通过轴承安装在拉茎辊(13)的前端，在拉茎辊支座

(132)的下方安装除草刀(131)，除草刀(131)的刃口与拉茎辊(13)的回转轮廓相对应(参见

图6、图7)。使用时先通过调整螺母(139)调整好导向弹簧(137)的预紧力并用双并母或开口

销锁紧，然后通过连接叉(134)调整好拉茎辊(13)的初始间隙并用锁紧螺母(135)锁紧；当

收获较粗的玉米秸秆进入两个拉茎辊之间的摘穗通道时，导向弹簧(137)被压缩，拉茎辊

(13)向外移动，摘穗通道的间隙加大，当较粗的玉米秸秆经过后，在导向弹簧(137)的作用

下，拉茎辊(13)自动回到设定的初始位置，除草刀(131)则将缠绕在拉茎辊(13)上的杂草及

时切除，解决杂草缠绕拉茎辊(13)的问题。

[0030] 4、在割台部分(01)拉茎辊(13)的下方安装有纵置辊刀切碎装置，拉茎辊在拉茎的

同时又起到对茎秆的夹持和向下均匀输送的作用，使下部的切碎辊刀能够均匀地滚切，以

保证秸秆能够均匀切碎，同时切碎传动箱与摘穗传动箱上下两层传动布置，紧凑高效：它包

括有切碎传动箱(121)、切碎刀辊(122)、切碎动刀(123)、切碎定刀(125)，切碎传动箱(121)

安装在摘穗传动箱(120) 的下方，切碎传动箱(121)的输入轴齿轮与摘穗传动箱(120)中的

齿轮啮合，从摘穗箱中取出动力，再经锥齿轮换向后传递给切碎刀辊(122)，切碎刀辊(122) 

位于拉茎辊(13)的下方，切碎刀辊(122)的前端安装有螺旋导锥(124)，切碎动刀(123)均布

安装在切碎刀辊(122)的圆周上，切碎定刀(125)安装在摘穗辊支架(11)上的定刀支架上

(126)，切碎定刀(125)与切碎动刀(123)  之间的间隙可调(参见图9、图10)。作业时玉米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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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被拉茎辊(13)拉下后直接被切碎动刀(123)和切碎定刀(125)切碎，既减少了秸秆还田机

粉碎秸秆时的扬尘污染，又大大减小了收获机的功率消耗，进一步满足高速收获的需求。

[0031] 5、切碎刀辊(122)前端螺旋导锥(124)的对应位置安装有弧形切碎定刀(127)，弧

形切碎定刀(127)安装在摘穗辊支架(11)上，弧形切碎定刀(127) 的刃口与螺旋导锥(124)

上的螺旋导筋相互配合，螺旋导锥(124)的螺旋导筋上设有切割刃口(参见图13)。这样螺旋

导锥(124)也起到切碎秸秆的作用，使得不能完全进入辊刀滚切的秸秆剩余部分不至于过

长，从而保证秸秆的粉碎效果，同时也解决了秸秆和杂草缠绕螺旋导锥(124)的问题。

[0032] 6、输送部分(02)包括前级升运器(021)和后级升运器(022)，前级升运器(021)安

装在剥皮机构(031)的前方，后级升运器(021)安装在剥皮机构(031)的后方，位于粮仓(05)

和剥皮机构(031)之间，果穗剥皮后经，后级升运器(021)进一步向上输送进入粮仓(05)，使

粮仓(05)能够进一步加高，从而加大粮仓(05)容积，以满足高速收获的需求。

[0033] 7、剥皮部分(03)包括剥皮机构(031)、除杂风机(032)和苞叶粉碎装置(033)，苞叶

粉碎装置(033)安装在剥皮机构(031)下方苞叶搅龙的出口处，前级升运器(021)的顶端设

有导流罩(211)和除杂辊(212)，除杂风机(032)安装在导流罩(211)的上部，在剥皮机构

(031)与导流罩(211)  之间设有正反均布搅龙(311)和果穗均布导槽(312)，在正反均布搅

龙(311) 的两端设有与中间的均布螺旋旋向相反的反向螺旋，收获时两端的反向螺旋则将

较长叶子和断杆向内收拢，避免了搅龙两端的缠绕问题；剥皮辊(313)的前端向前延长到前

导流板(315)之前，剥皮辊(313)前端的上方安装有强制喂入轮(314)，强制喂入轮(314)的

后方安装有若干组压送轮(316)(参见图11、图12)。作业时前级升运器(021)将割台部分

(01)收获的果穗和断杆、叶等杂质一起输送到顶部，叶子等较轻的杂质被除杂风机(032)直

接抽走排出，断杆等较重的杂质则被除杂辊(212)夹持送入除杂风机(032)，由除杂风机排

出；果穗经导流罩(211)导流落入果穗均布导槽(312)，正反均布搅龙(311)则将果穗均匀输

送分布到剥皮辊(313)的前端，保证果穗能够被均匀地剥皮，强制喂入轮(314)则将果穗强

制向后输送并喂入到剥皮机，避免了果穗的堆积和堵塞。

[0034] 8、所述的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也可以取消浮动摘穗板  (5)下方

的缓冲弹簧(7)和缓冲压头(8)，浮动摘穗板(5)直接支撑在摘穗辊支架(11)上。

[0035] 9、所述的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螺旋导锥(124)、切断动刀(113)

和切断定刀(114)制作成组合结构，在螺旋导锥(124)、切断动刀(113)和切断定刀(114)的

切割刃口处设有不同材质的切割刃片，切割刃片既可以是焊接在螺旋导锥(124)、切断动刀

(113)和切断定刀(114)上，也可以是通过螺丝或铆钉固定在螺旋导锥(124)、切断动刀

(113)和切断定刀  (114)上。

[0036] 10、所述的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割台部分(01)摘穗机构的拉茎

辊(13)采用圆弧对棱拉茎辊，即将拉茎辊(13)的棱筋制作成圆弧状，且安装时两对拉茎辊

的棱筋相对(参见图2、图6)。作业时当两对棱筋错开时，拉茎辊之间的间隙变大，便于玉米

秸秆的喂入，随着拉茎辊(13)的旋转，圆弧状的棱筋又能有效夹持并向下拉茎，同时又避免

了对刀式拉茎辊容易将玉米秸秆拉断含杂率高的缺陷。

[0037] 11、所述的不对行大喂入量高速玉米联合收获机，同一组拉茎辊中左右两个拉茎

辊前端的拉茎辊支座(132)安装位置前后错开(参见图14)。作业时当玉米秸秆经过左侧拉

茎辊前端的拉茎辊支座时有右侧的螺旋导锥向后导入并输送玉米秸秆，玉米秸秆经过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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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茎辊前端的拉茎辊支座时有左侧的拉茎辊向下拉茎并输送玉米秸秆，从而解决了现有拉

茎辊结构在高速收获时前端容易堵塞的问题。

[0038] 12、割台部分(01)的传动方式采用中间传动结构，即由主机传递过来的动力通过

传动链、传动带、传动轴、齿轮传动箱、液压马达等多种传动方式先传递给中间的摘穗传动

箱(传动方式既可以是传动链、传动带、传动轴、齿轮传动箱、液压马达等传动方式中的任意

一种传递动力，也可以是两种或多种传动方式的组合传递动力)，再由中间的摘穗传动箱传

递给两边的摘穗传动箱(传动方式既可以是由中间的摘穗传动箱向两边的摘穗传动箱依次

传递动力，也可以是由中间的摘穗传动箱向两边的摘穗传动箱分别传递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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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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