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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涉

及农业机械设备领域，技术方案为包括包括移动

机构，移动机构上侧设置料斗，料斗下侧连接管

道，管道的出口下侧设置可以向两侧及后方撒种

的的撒种机构，所述管道的出口设置在撒种机构

的正上方；所述移动机构为交替步行式移动机

构。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使用方便，步行式的移

动方式不会对果园地面造成伤害，且行走稳定，

即使在后期进行草种补种的情况下，也不会对前

期已经播种的区域造成伤害，在移动的过程中，

撒种机构可同步完成撒种，装置仅用一个电机即

可驱动完成，可以实现均匀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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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机构(1)，移动机构(1)上侧设置料

斗(2)，料斗(2)下侧连接管道(3)，管道(3)的出口下侧设置可以向两侧及后方撒种的的撒

种机构(4)，所述管道(3)的出口设置在撒种机构(4)的正上方；

所述移动机构(1)为交替步行式移动机构；

所述移动机构(1)包括设置在其两侧对称设置的步行机构(101)，所述步行机构(101)

包括踏板(102)，踏板(102)通过设置在其上侧的框架杆(103)与偏心轮(104)连接，偏心轮

(104)主体为一平齿轮，其侧面偏心设置轴杆，该轴杆与所述框架杆(103)的侧面铰接，所述

偏心轮(105)与驱动机构(5)联接，由驱动机构(5)驱动；

所述步行机构(101)包括两个对称设置在所述偏心轮(104)两侧的踏板(102)，所述偏

心轮(104)的两侧分别设置两个轴杆，两个轴杆圆心的投影位于所述偏心轮(104)的同一直

径上，且以偏心轮(104)的圆心对称；

所述驱动机构(5)包括电机(501)，电机(501)通过锥齿轮组合一(502)联动移动机构驱

动轮(503)，移动机构驱动轮(503)两侧分别通过一个大齿轮一(504)联动两个所述偏心轮

(104)；

所述撒种机构(4)包括种桶(401)，种桶(401)底部封闭，其筒壁上设置排种口(402)，种

桶(401)底部设置锥台，锥台的中心位于所述管道(3)出口的正下方，所述种桶(401)上边缘

设置齿圈(403)，齿圈(403)下侧面固定连叶片(404)，叶片(404)的一个侧边与所述种桶

(401)的内壁贴合，其底边与所述锥台的斜面相贴合；所述齿圈(403)由所述驱动机构(5)驱

动；

所述电机(501)依次通过所述锥齿轮组合一(502)、锥齿轮组合二(505)联动大齿轮二

(506)，大齿轮二(506)啮合小齿轮(507)，小齿轮(507)与大齿轮三(508)同轴，大齿轮三

(508)啮合所述齿圈(40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杆(103)为门形

框架，其立杆为弹簧伸缩杆、横杆一侧的分别与两个对称设置的所述偏心轮(104)的轴杆铰

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料斗(2)的底部为倒

锥形，且其最低端设置通孔，所述管道(3)的进料端与该通孔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行机构(101)每一

侧均设置两组首尾相连的所述踏板(102)及对应的所述框架杆(1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种口(402)为扁平

形开口，共设置三个，三个所述排种口(402)的中心线之间的夹角为90°，叶片(404)转动时，

其转动轨迹中心处预留圆柱形空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种口(402)为上下

交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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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机械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

背景技术

[0002] 果园生草能够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结构，增进地力。国外许多果园由

于生草而减少了大量施用有机肥，避免了施用有机肥的繁重劳力支出。果园生草可降低表

层、亚表层土壤容重，增加总孔隙度和毛管孔隙度，改良土壤物理结构；高温季节，能降低土

壤极端高温，减小土温变幅，对土温变化起到了明显缓冲作用；秋旱季节，果园生草可保持

较高的土壤含水量，改善水。日本青森苹果试验场从1931年开始进行果园生草栽培试验；并

自1952年起在生产中推广。现在苹果园生草率接近100％；波兰果园几乎全部采用生草法，

有行间、全园两种；朝鲜也大力发展生草法；美国果园普遍采用行间生草，株间和树盘施用

除草剂的管理办法。果园生草技术已成为发达国家开发成功的一项现代化、标准化的果园

土壤管理技术。它符合果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农业的要求。

[0003] 采用生草制的果园，有机质含量显著提高，果实品质优良，树势健壮，取得了省工、

高效、绿色、生态的初步成效，其中土壤有机质含量由1.0％提高到2.4％，而用工量仅是清

耕除草的20％左右，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再次调动了发展果业的积极性。果园生草培肥地

力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相符，是全面提升果园土壤有机质含量，实现我国果业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选择。

[0004] 但是在现有果园的初期种草环节，依然采用人工进行撒种操作，目前没有合适的

机械装置予以替代，整个工作非常辛苦，且颇为繁琐费时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可以减轻人工撒种作业的负担，本发明提供一种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

[0006] 其技术方案为，通过步行式的移动机构，避免轮式机构对草皮造成伤害，配合撒种

机构，实习自走式的撒种作业。

[0007]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包括移动机构1，移

动机构1上侧设置料斗2，料斗2下侧连接管道3，管道3的出口下侧设置可以向两侧及后方撒

种的的撒种机构4，所述管道3的出口设置在撒种机构4的正上方；

[0008] 所述移动机构1为交替步行式移动机构。

[0009] 优选为，所述移动机构1包括设置在其两侧对称设置的步行机构101，所述步行机

构101包括踏板102，踏板102通过设置在其上侧的框架杆103与偏心轮104连接，偏心轮104

主体为一平齿轮，其侧面偏心设置轴杆，该轴杆与所述框架杆103的侧面铰接，所述偏心轮

105与驱动机构5联接，由驱动机构5驱动。

[0010] 偏心轮104两侧为圆柱体，中部为齿轮部分，其两侧的圆柱部分通过轴承与环形支

架连接，环形支架与装置壳体连接。

[0011] 优选为，所述步行机构101包括两个对称设置在所述偏心轮104两侧的踏板10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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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偏心轮104的两侧分别设置两个轴杆，两个轴杆圆心的投影位于所述偏心轮104的同一直

径上，且以偏心轮104的圆心对称。

[0012] 优选为，所述框架杆103为门形框架，其立杆为弹簧伸缩杆、横杆一侧的分别与两

个对称设置的所述偏心轮104的轴杆铰接。

[0013] 优选为，所述驱动机构5包括电机501，电机501通过锥齿轮组合一502联动移动机

构驱动轮503，移动机构驱动轮503两侧分别通过一个大齿轮一504联动两个所述偏心轮

104。

[0014] 所述锥齿轮组合一502包括与电机501同轴的一个主动锥齿轮，及与该锥齿轮啮合

的两个从动锥齿轮，两个从动锥齿轮分别通过一根连杆带动与其同轴的所述移动机构驱动

轮503。

[0015] 优选为，所述撒种机构4包括种桶401，种桶401底部封闭，其筒壁上设置排种口

402，种桶401底部设置锥台，锥台的中心位于所述管道3出口的正下方，所述种桶401上边缘

设置齿圈403，齿圈403下侧面固定连叶片404，叶片404的一个侧边与所述种桶401的内壁贴

合，其底边与所述锥台的斜面相贴合；所述齿圈403由所述驱动机构5驱动。

[0016] 排种口402为扁平形开口，共设置三个，三个排种口的中心线之间的夹角为90°。叶

片404转动时，其转动轨迹中心处预留圆柱形空间。

[0017] 优选为，所述电机501依次通过所述锥齿轮组合一502、锥齿轮组合二505联动大齿

轮二506，大齿轮二506啮合小齿轮507，小齿轮507与大齿轮三508同轴，大齿轮三508啮合所

述齿圈404。

[0018] 优选为，所述料斗2的底部为倒锥形，且其最低端设置通孔，所述管道3的进料端与

该通孔连通。

[0019] 优选为，所述步行机构101每一侧均设置两组首尾相连的所述踏板102及对应的所

述框架杆103。

[0020] 优选为，所述料斗2的底部通孔位于靠近所述驱动机构的一侧。

[0021] 优选为，所述排种口402为上下交错设置。

[002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是：使用方便，步行式的移动方式

不会对果园地面造成伤害，且行走稳定，即使在后期进行草种补种的情况下，也不会对前期

已经播种的区域造成伤害，在移动的过程中，撒种机构可同步完成撒种，装置仅用一个电机

即可驱动完成，可以实现均匀撒种。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驱动机构展示图。

[0025] 其中，附图标记为：1、移动机构；101、步行机构；102、踏板；103、框架杆；104、偏心

轮；2、料斗；3、管道；4、撒种机构；401、种桶；402、排种口；403、齿圈；404、叶片；5、驱动机构；

501、电机；502、锥齿轮组合一；503、移动机构驱动轮；504、大齿轮一；505、锥齿轮组合二；

506、大齿轮二；507、小齿轮；508、大齿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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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当然，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参见图1与图2，本发明提供一种果园行间草种播撒机，包括移动机构1，移动机构1

上侧设置料斗2，料斗2下侧连接管道3，管道3的出口下侧设置可以向两侧及后方撒种的的

撒种机构4，所述管道3的出口设置在撒种机构4的正上方；

[0029] 所述移动机构1为交替步行式移动机构。

[0030] 优选为，所述移动机构1包括设置在其两侧对称设置的步行机构101，所述步行机

构101包括踏板102，踏板102通过设置在其上侧的框架杆103与偏心轮104连接，偏心轮104

主体为一平齿轮，其侧面偏心设置轴杆，该轴杆与所述框架杆103的侧面铰接，所述偏心轮

105与驱动机构5联接，由驱动机构5驱动。

[0031] 偏心轮104两侧为圆柱体，中部为齿轮部分，其两侧的圆柱部分通过轴承与环形支

架连接，环形支架与装置壳体连接。

[0032] 优选为，所述步行机构101包括两个对称设置在所述偏心轮104两侧的踏板102，所

述偏心轮104的两侧分别设置两个轴杆，两个轴杆圆心的投影位于所述偏心轮104的同一直

径上，且以偏心轮104的圆心对称。

[0033] 优选为，所述框架杆103为门形框架，其立杆为弹簧伸缩杆、横杆一侧的分别与两

个对称设置的所述偏心轮104的轴杆铰接。

[0034] 优选为，所述驱动机构5包括电机501，电机501通过锥齿轮组合一502联动移动机

构驱动轮503，移动机构驱动轮503两侧分别通过一个大齿轮一504联动两个所述偏心轮

104。

[0035] 所述锥齿轮组合一502包括与电机501同轴的一个主动锥齿轮，及与该锥齿轮啮合

的两个从动锥齿轮，两个从动锥齿轮分别通过一根连杆带动与其同轴的所述移动机构驱动

轮503。

[0036] 优选为，所述撒种机构4包括种桶401，种桶401底部封闭，其筒壁上设置排种口

402，种桶401底部设置锥台，锥台的中心位于所述管道3出口的正下方，所述种桶401上边缘

设置齿圈403，齿圈403下侧面固定连叶片404，叶片404的一个侧边与所述种桶401的内壁贴

合，其底边与所述锥台的斜面相贴合；所述齿圈403由所述驱动机构5驱动。

[0037] 排种口402为扁平形开口，共设置三个，三个排种口的中心线之间的夹角为90°。叶

片404转动时，其转动轨迹中心处预留圆柱形空间。

[0038] 优选为，所述电机501依次通过所述锥齿轮组合一502、锥齿轮组合二505联动大齿

轮二506，大齿轮二506啮合小齿轮507，小齿轮507与大齿轮三508同轴，大齿轮三508啮合所

述齿圈404。

[0039] 优选为，所述料斗2的底部为倒锥形，且其最低端设置通孔，所述管道3的进料端与

该通孔连通。

[0040] 优选为，所述步行机构101每一侧均设置两组首尾相连的所述踏板102及对应的所

述框架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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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优选为，所述料斗2的底部通孔位于靠近所述驱动机构的一侧。

[0042] 本发明工作时，将种子装填在料斗2中，在偏心轮104的带动下，步行机构101逐步

前行，每侧的步行机构101设置两套踏板102，所以可以保证装置整体运动过程中的稳定性。

同时管道3的出口将种子撒到种桶的锥台上，可以保证种子均匀散开，且由叶片404将种子

由排种口402推洒而出。

[0043] 实施例2

[0044]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撒种机构由独立电机驱动运作。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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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07580834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