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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 0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宏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

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田海清、刘飞、任仙国、周建成、李大鹏、王新、王强、郭永良、贺长彬、吴

英思、钱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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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玉米秸秆饲料机械化收获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干玉米秸秆饲料机械化收获的作业基本要求、作业技术规程、安全作业注意事项以及

保养与存放。 

本文件适用于一次完成干玉米秸杆切割、捡拾、切段及抛送装车的干玉米秸秆饲料机械化收获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394.1  饲料收获机  第1部分：术语 

GB/T 10394.4  饲料收获机  第4部分：安全和作业性能要求 

GB 10395.1  农林机械  安全  第1部分：总则 

GB 10395.7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7部分：联合收割机、饲料和棉花收获机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39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干玉米秸秆  dry corn straw 

玉米果穗收获后，经自然风干晾晒，便于长期安全贮存的秸秆。 

 

秸秆饲料收获机  straw feed harvester 

将田间的农作物秸秆切成碎段后，送到物料箱或接料车内的机械。 

 

割茬高度  shears the stubble altitude 

收获作业后，留在地块中的禾茬顶端到地面的高度。 

 

损失率  loss rate 

秸秆饲料收获机正常作业时，在收获面积上损失的秸秆质量占应收获秸秆总质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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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切段长度  qualified sectioning length 

秸秆切段后符合要求的秸秆长度。 

 

切段长度合格率  passing rate of sectioning length 

切段长度合格的秸秆质量占收获秸秆总质量的百分比。 

4 作业基本要求 

地块条件 

土壤含水率应不大于25 %，或作业时轮胎不下陷为宜。应地势平坦，地块横纵坡度均应不大于8°，

无障碍物，满足收获机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收获作业要求。 

作物条件 

玉米秸秆含水率应不大于17 %。 

机具条件 

4.3.1 收获机安全应符合 GB/T 10394.4、GB 10395.1 和 GB 10395.7的规定。 

4.3.2 收获机的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应符合 GB 10396 的规定。 

4.3.3 收获机的传动等危险部位应有安全防护装置，并应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4.3.4 收获机上应配备有效的灭火器、铁锹、绝缘杆。 

作业人员 

4.4.1 收获机操作人员应仔细阅读收获机使用说明书，熟悉收获机的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收获

机的使用和维修方法，并应按照收获机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 

4.4.2 收获机操作人员应熟知收获机使用说明书中安全操作注意事项，了解危险部位安全标志的内容、

灭火器有效期及安放位置，掌握灭火器使用方法。 

4.4.3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不应驾驶收获机： 

—— 饮酒或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 

—— 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或疲劳驾驶的。 

4.4.4 收获机操作人员及辅助作业人员着装应避免被机件缠绕，留长发者应盘绕发辫并带工作帽。 

作业前准备 

4.5.1 地块及田间调查 

4.5.1.1 作业人员应做好田间调查，根据地块情况、农艺要求、作业习惯、作业任务及作业质量要求，

规划作业路线，制定作业计划。 

4.5.1.2 调查作业地块的地形以及道路、桥涵、高压电线的通过要求，应保证安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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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 清除田间滴灌设备，检查作业地块中有无电杆、拉线、沟壑、水井等影响作业的障碍物，对

无法清除的障碍物应设置明显标志。 

4.5.1.4 清除地表的金属、石块及其它易损坏切割和粉碎部件的硬物。 

4.5.1.5 应留有收获机进地和转弯的通道，并事先进行修整，消除行车障碍。 

4.5.2 收获机的准备 

4.5.2.1 作业前，应按照收获机使用说明书要求对收获机进行全面检查、调整和保养。动力机械应加

足燃油、冷却水和润滑油；检查作业机械零部件的完整性及联接装置、安全装置的可靠性；检查操纵、

制动、离合装置以及升降起落机构是否灵活可靠；检查各紧固部件、传动部件及润滑部位情况；检查液

压系统性能是否良好，切段工作部件及防护罩是否牢固，灭火器是否有效、安全标识是否清晰等，并做

相应调试，确保收获机运行安全可靠。 

4.5.2.2 收获机上各部件的杂物、泥土应清除干净，各零部件应无损坏或变形并完整无缺。 

4.5.2.3 准备足够的维护保养所需的常用工具、零配件、润滑油（脂）和水。 

4.5.2.4 收获机空车试运行时，整机运行平稳，无异常响动及卡滞现象，各操作系统运转灵活、准确，

制动系统稳定有效。 

5 作业技术规程 

收获前试运行及调整 

5.1.1 收获机进入田间后，接合动力挡，使收获机缓慢运转，确认无故障后，将割台降到合适位置，

逐渐加大油门，在机器达到额定转速后，开始试收获。 

5.1.2 试收获时，收获机操作人员应根据实际作业情况，调节收获机切割高度、抛料筒角度及作业速

度，仔细观察收获机各作业部分的工作情况。 

5.1.3 收获机进入田间试收获作业应不少于 20 m，试收获后停车检查作业质量和收获机运转情况，必

要时进行调整，直至作业质量达到规定要求，方可正常收获。 

正常收获时的操作 

5.2.1 选择最佳工作挡位，按作业计划和规划路线进行作业。 

5.2.2 在收获作业时机器应保持直线行走。 

5.2.3 收获机作业中掉头、转弯、倒车时，应将割台提升至运输状态。 

5.2.4 转弯收获时，应低速行驶，但不应缩减油门，转弯半径应大些，防止漏切。 

5.2.5 作业时收获机操作人员应随时观察收获机的各种仪表和作业质量，注意水温、油温和油压是否

正常，倾听有无异常声音，发现作业质量问题或收获机故障时，应先熄火，切断发动机动力，使各部件

停止运转后，及时对收获机进行调整和故障排除。 

5.2.6 作业时应随时观察收获机与接料车的距离，调整抛料筒的方向，保证有效收获。 

5.2.7 作业过程中应及时熄火清除发动机机体、散热通风口处的杂物。 

5.2.8 作业中应保持割茬高度一致，不应重切、漏切、拖堆。 

5.2.9 作业时相邻往返行程邻接行应准确。 

5.2.10 悬挂机组作业时，液压手柄应置于浮动位置。 

5.2.11 收获机与接料车之间应有联络信号并保持联络通畅，接料车驾驶员应听从收获机操作人员的

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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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接料车驾驶员应随时观察接料车情况，以免装满后草料散落。 

5.2.13 在 4.1、4.2规定的作业条件下，收获作业质量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作业质量指标 

项目 质量指标 

生产率，hm
2
/h 不低于标定生产率 

切段长度合格率
a
，% ≥85 

损失率，% ≤5 

割茬高度
b
，mm ≤150 

a
合格切段长度为秸秆切段长度设计标准值的0.7～1.2倍。 

b
垄作作物的测量基准为垄顶。 

停收或转移时的操作 

5.3.1 停机前，应进行空运转，待物料全部排出后方可停机。 

5.3.2 停机后，应及时清除机体内外的杂物。 

5.3.3 收获机转移行驶前，应将各部件调整至运输位置并锁定，检查收获机和行走轮的情况，收获机

上超宽、超高部分要折叠或拆解后运送。 

5.3.4 收获机转移行驶时，不应牵引其他机械；遇有安全性不确定的道路，应停车检查，确认安全后

通过；出现故障牵引时，应采用刚性牵引杆连接，并开启警示灯。 

5.3.5 收获机装车运输转移时，应有足够长度、宽度和强度的装卸台，应采用绳索等将收获机稳固在

运输车上。 

6 安全作业注意事项 

收获机在起步、转弯或倒车时，应将割台提升至运输状态，应鸣喇叭示意，仔细观察收获机周围

情况，提醒非工作人员远离收获机和作业现场。 

作业时，辅助作业人员不应靠近收获机或站在收获机平台上操作，接料车箱内不应站人。 

作业过程中，除驾驶室内规定的人员外，收获机上不应有其他人员滞留。 

不应人工往喂料口喂入秸秆。 

发动机在运转状态下，收获机操作人员不应离开驾驶位置，离开时应熄火。 

收获机保养、清除杂物和排除故障等，应熄火，拉紧停车制动装置，待运转部件完全停止运转后

再进行。 

清除杂物时不应将手或铁制物件伸向切割器。 

在有高压线的地块中作业，收获机不应在高压线下停车，不应与高压线平行行驶，应使喷料筒与

高压线间保持安全距离。 

7 保养与存放 

每天作业完毕应进行班次保养，检查链条张紧度、各皮带调节情况、各紧固件情况及部件变形、

磨损情况，磨损严重或损坏的应及时更换；检查轴承密封状态，发现漏油时，应及时更换密封件；检查

润滑油、燃油及冷却水情况，不足时应及时加注；对敞开式传动链条要经常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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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业季结束后彻底清除收获机内外泥沙、缠草等杂物；放松各工作部件弹簧，使其不受压缩；

各工作部件液压缸应处于不工作位置；按收获机使用说明书要求对收获机各工作部件进行一次彻底的

维护保养。 

维护保养后，将收获机存放在干燥、通风的仓库内。如露天存放，应有防雨、防晒等设施。雷雨

天不应停放在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