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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施肥机的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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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宿州市科鸣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宿州 234113)
摘 要：为解决现有免耕播种机存在的架种、吊苗现象，设计一种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施肥机，能够一次性
完成秸秆粉碎还田、洁区播种和侧施肥作业。该机结构简单、秸秆抛洒均匀。对该机的总机结构、工作原理、主要
工作部件的设计和相关参数选择进行了详细阐述。运用 SolidWorks 软件建立了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施肥机的三
维模型，通过 ANSYS 对关键部件进行有限元分析并进行校核。经田间玉米播种试验验证，秸秆粉碎合格率 92.5%，
粒距合格率 93.2%，种子肥料相对位置合格率 97.4%，仿形地轮滑移率 3.6%，晾籽率 1.3%。该机器能够满足玉米
免耕播种要求，有助于解决免耕播种的架种和吊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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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experiment of no-tillage planter with smashing straw and fer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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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uspension seed and hanging seedling in no-tillage seedling machinery, we designed a no-tillage planter with smashing straw and fertilization, which can complete straw crushing
and returning to the field, seeding in clean area, fertilization on the side at one time. The structure of the machine
is simple and the straw is sprinkled evenly. The structure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machine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and the design of main working par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elated parameters were introduced. A 3D model
of straw comminuting and no-tillage seedling and fertilizing machine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SolidWorks software. The key parts were analyzed and checked by ANSYS. The field sowing corn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qualified rates of stubble cleaning, seed spacing and relative position of seed and fertilizer were 92.5% , 93.2%
and 97.4%,respectively; the slip rate of profiling ground wheel was 3.6%, and the rate of surface seeds was 1.3%.
It met the requirement of no-tillage fine sowing and help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uspension seed and hanging
seedling in no-tillage seeding machinery.
Key words: no-tillage seeding; design; finite element; experiment
玉米免耕播种机能够在留有小麦秸秆和根茬的
地块直接播种，具有抢农时、节约成本和保护生态
等效益[1]。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施肥技术有助于
解决秸秆大规模焚烧污染空气的问题。
国内秸秆粉碎还田技术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工作部件为甩刀、锤爪，还有少部分为弯刀[2]。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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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市场上虽然有一些秸秆还田免耕播种机，但由于
秸秆粉碎效果差、秸秆缠绕、开沟器易堵塞、架种
和吊苗等现象，难以达到农艺要求[2]。本研究将农
机和农艺融合，设计一种新型秸秆粉碎还田玉米免
耕播种施肥机，采用灭茬粉碎机构在前、播种施肥
在后的设计，实现了洁区播种，避免秸秆拥堵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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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有助于解决免耕播种作业时存在的架种、吊苗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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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1 总机结构设计和工作原理
1.1.1 总机结构设计 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施肥
机，包括罩壳、机架、切茬粉碎机构、开沟器、仿
形地轮、排种器、肥箱和排肥器等（图 1）。开沟器
成线性排列位于机器后方的罩壳下部，切茬粉碎装
置在开沟器前方。排种器和肥箱前后排列分别置于
机架上方，排肥器安装在肥箱底部，仿形地轮对称
分布在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施肥机后方左右两
侧，右侧仿形地轮带动排种器的链传动系统，左侧
仿形地轮带动排肥器的链传动系统。采用侧施肥，
排种管和排肥管交错插入开沟器。

Table 1

表 1 整机主要技术参数[3]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the whole machine

参数
Parameters
外形尺寸/mm Boundary dimension

数值/类型
Figure / Type
1 430×2 195×1 560

作业速度/km·h-1 The speed of machine

6

-1

1 800～2 000

排种器形式 Seed metering device

指夹式精量排种器

主轴转速/r·min The speed of mainshaft
排肥器形式 Fertilizing device

外槽轮式排肥器

配套动力/kW Matched power

≥70

播种深度/mm Depth of seeding

50～60

挂接方式 Linkage

后悬挂

施肥深度/mm Fertilize depth

60～70

施肥作业行数 Number of fertilization lines

3

播种作业行数 Number of seeding lines

4

穴粒数 Seeds per bunch

1

作业幅宽/mm The work breadth
行距/mm Line spacing

1.排肥管；2.排种管；3.机架；4.仿形地轮；5.罩壳；6.
切茬粉碎装置；7.开沟器；8.排肥器；9.排种器；10.肥箱
1. Fertiliser pipe;2. Seed pipe; 3. Machine shelf; 4. Profiling ground wheel; 5. Machine housing; 6. Cutting and crushing device; 7. Hoe opener ;8. Fertilizing device ;9. Seed metering device; 10. Fertilizer box
图 1 整机结构示意图
Figure 1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whole machine

1.1.2 工作原理 拖拉机动力传递至变速箱，变速
箱通过皮带传动将动力传递给切茬刀轴，切茬刀轴
以 1 800～2 000 r·min-1 高速反转带动切茬动刀转
动，切茬动刀与切茬定刀配合，将秸秆切后被均匀
抛洒于开沟器后方。指夹式精量排种器与外槽轮式
施肥器均由仿形地轮驱动，下方均对应设置一个排
种管和施肥管，分别接入对应的开沟器，种子与肥
料可通过排种管、排肥管进入开沟器排入种沟，完
成玉米播种与侧施肥。
1.1.3 主要技术参数 整机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1 所
示。

2 000
600

1.2 关键工作部件设计
1.2.1 开沟器的设计 免耕播种机要有传统播种机
的开沟、覆土和镇压功能，还要具备破茬入土、种
肥分施等能力[4]。因此开沟器设计应该满足入土能
力好、不易堵塞、阻力小、结构简单等。目前，免
耕播种机多采用圆盘或锄铲式开沟器[5]。
不同开沟器的比较：双圆盘开沟器入土能力差，
结构比较复杂。单圆盘开沟器沟底不平、破茬能力
较差[6]。驱动式窄形旋耕刀开沟器作业时会把土壤
抛起，不利于保墒。波纹式圆盘开沟器成本高。锄
铲式开沟器质量小、入土能力强、结构简单、动土
量小。
为了将排种和施肥分开，避免烧种，确保种子
落入种沟，肥料位于种子两侧，设计施肥管插入开
沟器中，结合各部件布局要求，本机更适合采用锄
铲式开沟器（图 2）。

图 2 开沟器三维图
Figure 2 3D figure of hoe opener

开沟器参数：长 80 mm，宽 46 mm，高 127 mm，
通过一个长 720 mm 厚 3.5 mm 的 56 mm×34 m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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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管与开沟器焊接，并通过 U 型螺栓固定在机架上，
方管上端插入出种斗内。通过调节 U 型螺栓固定的
方管位置可以调整开沟深度。
开沟器阻力确定：取沟深 70 mm，沟宽 60 mm。
由公式 P=kab [7]
（1）
式（1）中：P 为牵引阻力，a 为沟深，b 为沟宽，
k 为犁耕比阻（一个综合系数，即单位截面阻力，通
常 k 的数值如下：轻质土壤 2～3 N·cm-2，一般土壤
4～5 N·cm-2 ，黏土 6～8 N·cm-2 ，重黏土 9～42
N·cm-2）
。
在安徽地区，土壤基本为黏土，石块较少，土
质均匀，因此 k 取 6～8。经过计算，单个开沟器的
牵引阻力 P=8×7×6=336 N。
1.2.2 切茬粉碎装置的设计 切茬粉碎装置（图 3）
由切茬刀轴、动刀、定刀、动刀座和定刀座组成。
切茬刀轴位于罩壳内部中间位置，刀轴中心距离后
侧开沟器水平距离 70 cm，即动刀旋转半径略小于
刀轴中心距开口器的横向距离。切茬刀轴上以横向
等距 6.7 cm 设有动刀座，且动刀座以轴向等距螺旋
线形式排列，每个动刀座上对称安装一对动刀。
定刀座等距排列置于罩壳外部中间位置，呈长
夹板状，中间留有插缝可插入定刀，长夹板侧面开
出两个圆孔，配合紧固螺母锁死定刀，同时方便定
刀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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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刀旋转半径略小于刀轴中心距开口器的横向
距离，可保证锄铲式开沟器后侧播出种子始终播入
无秸秆残茬的洁区种沟，避免秸秆在锄铲式开沟器
处产生拥堵，保证种子无架种、吊苗现象。
（1）灭茬动刀排布及个数确定。每个动刀座上
对称安装两把 L 型动刀，动刀厚 7 mm，每组动刀
下端开口约 120°呈 Y 型。动刀的排列数量影响灭茬
粉碎效果。
可由式（2）[8]计算得出
Q=N/D
（2）
式中：N 为动刀的数量，片；D 为作业幅宽，
m；Q 为刀片的排列密度，片·m-1。
设计的作业幅宽 2.0 m，由于采用的动刀安装方
式为一对动刀安装在螺旋分布的动刀座上，为避免
漏茬，相邻两对动刀作业范围要有重合区域，取排
列密度 Q=30 片·m-1，动刀座为 30 个，实际安装动
刀片数量 N=60 片。
（2）定刀参数设计（具体见图 4）。

图 4 定刀模型
Figure 4 Fixed knife model

1.定刀座；2.定刀；3.动刀；4.动刀座；5.切茬刀轴
1. Fixed knife seat; 2. Fixed knife ;3. Moving knife;
4. Moving knife stand ;5. Stubble cutter shaft
图 3 切茬粉碎装置
Figure 3 Stubble crushing device

作业时，切茬刀轴高速反转，带动动刀高速旋
转，每个动刀旋转经过对应的一对定刀时，定刀穿
过对应的一对动刀下端的 V 型开口，此结构可以彻
底粉碎留茬 15～30 cm 高度秸秆。螺旋线分布的动
刀会以滑切的形式切碎田地里面的秸秆根茬，避免
了整个切茬刀轴上的动刀同时受力，减轻机器作业
阻力，使动能集中在瞬时工作的甩刀上，提高了灭
茬粉碎效果。

1.排种箱；2.连接座；3.指夹式排种器
1. Seeding box; 2.Connecting seat; 3. Finger-type seedmetering device
图 5 指夹式精量排种器
Figure 5 Finger-type precision seed-metering device

1.2.3 排种器的设计 精密播种技术的核心部件是
精密排种器，精密排种器是学者研究的重点 [9]。排
种器按照工作原理主要分为机械式和气力式。机械
式排种器又可以分为槽轮式、圆盘式、窝眼轮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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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夹式等[10]。
不同排种器的比较：外槽轮式排种器，采用的
是强制排种，呈脉动现象会影响播种均匀性。窝眼
轮式排种器，易堵塞窝眼，发生漏播[10]。指夹式排
种器是依靠柔性夹持排种的机械式排种器，播种精
度高、伤种率低和排种适用性强 [11]。
因此，经过对比结合本机器的特点选择指夹式
排种器（图 5）。4 个指夹式排种器（图 1），位于机
架上方，通过排种管将种子排入对应的开沟器内，
每 2 个排种管中间有一个排肥管，间距 30 cm，每
2 个排种管间距 60 cm。
设计切茬刀轴上螺旋分布的每一对动刀正好对
应一个定刀，60 个动刀对应 30 个定刀。作业时每
对动刀和定刀配合产生一种剪切的效果，提高了机
器切茬粉碎的能力。相邻两个定刀的距离 6.7 cm，
材料选用 65 Mn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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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仿形地轮的设计 本机设计采用仿形地轮作
为从动轮，外加一定负载，由仿形地轮驱动排种箱
和排肥箱的传动系统，完成播种和排肥。因此，田
地不平整会影响地轮的转动效果，导致施肥和排种
不稳定，出现漏播和缺肥现象。
本设计采用四连杆仿形机构原理（图 7）
，通过
可调的弹簧弹力，使地轮紧贴地面，增大摩擦力即
为排种和施肥提供稳定的动力，保证了施肥、播种
的稳定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开沟器有限元分析
本设计通过使用 SolidWorks2015 软件建立秸秆
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施肥机的三维模型，然后把开沟
器部件导入 ANSYS 软件。采用 ANSYS Workbench
网格划分工具所建立的自由网格都能满足一般静力
分析计算需求[12]。为保证受力分析的准确性，对导
入进来的开沟器进行网格划分。定义开沟器材料为
Q235，材料属性为泊松比为 0.25、弹性模量 E=210
GPa、密度为 7 850 kg·m-3。采用自由网格划分，最
终得到的开沟器网格划分图（图 8）
。开沟器有限元
模型的节点数为 2 119 个，单元数为 962 个。

1.外挡圈；2.内挡圈二；3.排肥轮一；4.排肥轮二；5.外
壳；6.内挡圈一
1. Outer ring ;2. Inner ring two; 3. Fattening wheel one;
4. Fattening wheel two; 5. Hull 6. Inner ring one
图 6 外槽轮式排肥器
Figure 6 Outer-fluted of fertilizing device

图 8 开沟器网格划分
Figure 8 Grid division of hoe opener
图 7 仿形地轮模型
Figure 7 Profiling ground wheel model

1.2.4 排肥器的设计 肥箱位于排种器后方（图
1）。施肥选用外槽轮式排肥器（图 6），结构简单实
用，维修方便。作业过程中，仿形地轮带动链轮转
动系统从而带动排肥箱通轴，驱动 3 个外槽轮式排
肥器旋转，肥料经过排肥管进入开沟器施肥，形成
3 条肥带。

2.1.1 载荷施加于边界条件 为了分析开沟器的真
实工作状态，就要使用约束限制开沟机的部分自由
度。在实际加工生产过程种，开沟器下部的开沟嘴
实际上是和一个长 720 mm，厚 3.5 mm 的 56 mm×
34 mm 的方管焊接，因此开沟器后侧面采用完全固
定约束。开沟器主要受土壤阻力、土壤对其挤压力
等（合力 F=336 N）
。为了方便且尽可能分析真实工
作状态，对开沟器施加载荷为 336 N，通过 ANSYS
软件分析出开沟器应力、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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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即使考虑实际作业过程中遇到的小型石块等
也满足设计强度要求。为避免应力集中，开沟器实
际生产过程中会对边角进行倒角处理，减轻应力集
中，也更加安全便于安装、拆卸。

2.2

Figure 9

2.2.1 试验准备 田间试验选定安徽省宿州市埇桥
区芦岭镇进行试验。主要考核麦秸秆粉碎、播种、
施肥效果，秸秆留茬高度约 30 mm。配套拖拉机动
力 70 kW，田地未耕整，前茬作物小麦，播种玉米，
土壤绝对含水率 20%～25%，试验机具前进速度 6
km·h-1，切茬刀轴转速 2 000 r·min-1。

图 9 位移分布云图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 cloud map

图 11 工作状态
Figure 11 Working State

图 10 应力分布云图
Figure 10 Stress distribution cloud map

通过 ANSYS 软件进行静载荷计算云图结果，
可以看出开沟器工作时的应力最大值为 1.62×106
Pa，位于开沟器下端 L 型弯角处。开沟器工作时的
位移变化最大值为开沟器前端刀尖处，最大位移为
5.30×10-4 mm。
2.1.2 强度校核 第四强度理论认为只要畸变能密
度达到与材料性质有关的某一极限值，材料就发生
屈服[13]。针对本设计，研究开沟器静态强度校核根
据第四强度理论，选用 Equivalent(Von-Mises)等效
应力判断结构的强度等效应力可以表示为[13]：
 

1
2
2
2
1   2     2   3    3  1 
2

田间试验

（3）
（4）

强度条件：σγ≤[σ]
[σ]：材料的许用应力，N·mm-2；
[σ]≤[σS] /S
（5）
-2
[σS]：材料的屈服极限，N·mm ；[S]安全系数。
开 沟 器 材 料 为 Q235 ， 屈 服 极 限 为 [σS]=235
MPa，取安全系数为 2.5，求得许应力[σ]=235/2.5=94
MPa。
2.1.3 有限元分析结果 灭茬免耕播种机开沟器应
力最大值为 1.62 MPa，小于材料许用力应力值 94

图 12

作业后

Figure 12 After work

2.2.2 试验方法 （1）通过性。记录机具在作业过
程中停下来清理堵塞的次数。
（2）秸秆粉碎合格率。在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
种施肥机完成作业后的田块，利用 5 点取样法进行
随机取样，选取每个点为 1 m2，收集粉碎后区域秸
秆并称量（粉碎后秸秆长度小于 8cm 合格），按式
（6）计算[14]各点根茬粉碎合格率。
（6）
P  M h / M z 100%
式（6）中 P：根茬粉碎合格率，%；Mh：合
格秸秆的质量，g；Mz：秸秆总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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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播种和侧排肥效果。粒距合格率和种子、
肥料相对位置合格率作为播种和侧排肥效果的依
据，根据当地播种玉米的要求，行距设为 60 cm，
株距为 20 cm。在机具完成作业后，采用 5 点取样
法，每个区域的长 0.5 m，宽为一个作业幅宽，拨开
覆盖在种沟的土壤，统计取样点内粒距，（20±4）
cm 合格；肥料距种子距离，（30±6）cm 合格，计
算合格率。
（4）仿形地轮滑移率测量。在机器作业过程中
按照式（7）计算[15]。
S  2 Rn
1 =
100%
（7）
2 Rn

式（7）中：δ1：仿形地轮滑移率；S：仿形地
轮走过的实际距离，m；R：仿形地轮半径，m；n：
仿形地轮转动的圈数。
（5）晾籽率测量。在机器作业后的田块中，选
取 5 个测量区域，每个区域长 1 m，宽度为 1 个作
业幅宽。按照式（8）计算[15]晾籽率。
T=

 X 100%

（8）

N

式（8）中：T：晾籽率；X：晾籽总数；N：播
种总数。
2.2.3 试验结果分析 如表 2 所示。

表 2 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施肥机试验结果
Table 2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no-tillage sowing and fertilizing machine with straw crushing and returning to field
%
种子、肥料相对位置合格率
机具通过性
秸秆粉碎合格率
粒距合格率
仿形地轮滑移率
晾籽率
Qualified rate of
Machine passing
Qualified rate of
Qualified rate of
Slip rate of profiling
Rate of
relative position of
property
stubble cleaning
seed spacing
ground wheel
surface seeds
seed and fertilizer
不堵塞 No blockage

3

92.5

93.2

讨论和结论

设计新型的秸秆粉碎还田免耕播种施肥机，可
更换的动刀和定刀巧妙配合的灭茬粉碎机构在前、
播种施肥在后，通过粉碎机构切茬后的抛洒，解决
了免耕播种的拥堵开沟器的问题，实现了洁区播种
及播后覆盖。通过计算确定了动刀、定刀数量分别
为 60 和 30 个。
采用仿形地轮设计，并通过地轮的转动为播种
和施肥传动系统提供动力，播种、施肥稳定。选用
指夹式排种器实现了精量点播。
运用三维软件 SolidWorks 对秸秆粉碎还田免耕
播种施肥机进行了三维建模，并通过 ANSYS 软件
对开沟器部件进行了静力学分析，确保了设计的合
理性，降低后期生产成本。
经田间试验验证，秸秆粉碎率 92.5% ，粒距合
格率 93.2%，种子、肥料相对位置合格率 97.4%，仿
形地轮滑移率 3.6%，晾籽率 1.3%，该秸秆粉碎还田
免耕播种施肥机设计合理，能够满足免耕播种要求，
有助于解决现有免耕播种机存在的架种、吊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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