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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催芽方法，属于种子催芽技

术领域，通过寻找一处开阔的阳光照射充足的平

地整平处理，在整平后的地面上开挖蓄液池，在

所述蓄液池内安置填充物，在所述填充物上安置

容腔本体；在所述容腔本体中间安置催芽单元容

纳种子；在所述催芽单元外设置避光层；将所述

蓄液池内的液体引到所述催芽单元内，始终保持

所述催芽单元处于含有上述液体状态；保持所述

催芽单元内温度处在20°-25°之间；保持所述催

芽单元内的空气处于流通状态。采用上述方案使

得种子出芽快速且成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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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催芽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以下步骤：

寻找一处开阔的阳光照射充足的平地整平处理，在整平后的地面上开挖蓄液池（21），

在所述蓄液池（21）内安置填充物（25），在所述填充物（25）上安置容腔本体（1）；

在所述容腔本体（1）中间安置催芽单元（13）容纳种子；

在所述催芽单元（13）外设置避光层；

将所述蓄液池（21）内的液体引到所述催芽单元（13）内，始终保持所述催芽单元（13）处

于含有上述液体状态；并保持所述催芽单元（13）内温度处在20℃-25℃之间；还需保持所述

催芽单元（13）内的空气处于流通状态,

待种子发芽后移走催芽单元（13）；所述催芽单元（13）包括固定边框（131）和设置在所

述固定边框（131）内的至少两层用于夹持种子的可拆卸和伸缩的蓄水通气层（132），所述固

定边框（131）中空且表面设置有的出液孔（133），所述出液孔（133）与所述蓄水通气层（132）

相匹配；

所述容腔本体（1）包括支撑架（4），所述支撑架（4）包括内层支撑架（42）和外层支撑架

（43），内层支撑架（42）的侧面覆盖有不透明且封闭的尼龙布，内层支撑架（42）上表面设置

有通气层，尼龙布、通气层和内层支撑架（42）形成内层（12），在内层（12）上覆盖有黑色的用

于吸热的网格布，外层支撑架（43）的表面覆盖有透光的尼龙布，在尼龙布与外层支撑架

（43）形成外层（11），在尼龙布与水平支撑面接触处的尼龙布上开设有通气结构（14）；

所述填充物（25）包括铺设在所述蓄液池（21）底的秸秆层，将所述秸秆层经过下压和整

平并软化处理；然后在所述秸秆层上铺设羊的排泄物层并均匀整平；再在所述羊的排泄物

层上铺设一层所述秸秆层并经过下压和整平并软化处理；再在所述秸秆层上铺设煤渣层，

再在所述煤渣层上铺设一层石英沙层并整平保持与上述平地处在同一平面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催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液池（21）包括收集槽（23）

和处理池（24），所述收集槽（23）设置在能收集所述容腔本体（1）内因重力作用而滑落的液

体的一侧边，而且所述收集槽（23）槽底呈一个斜面使得液体自由流向所述处理池（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催芽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液池（21）内设置有催芽

液，所述催芽液内的溶解氧浓度为10-12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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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催芽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种子催芽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催芽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催芽通过种子在播种前进行一段时间的浸泡，使种子内充斥饱满的自由

水，然后使得种子中的养分迅速分解运转，供给幼胚生长的重要措施。将吸取饱和自由水的

种子播撒后就直接等种子发芽，这种简单的种子处理方式虽然起到了催芽的效果但是并没

有提高出芽的效率和成功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使得种子出芽快速且成活率高的方法。

[000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催芽方法，其特征

在于，

[0005] 寻找一处开阔的阳光照射充足的平地整平处理，在整平后的地面上开挖蓄液池，

在所述蓄液池内安置填充物，在所述填充物上安置容腔本体；

[0006] 在所述容腔本体中间安置催芽单元容纳种子；

[0007] 在所述催芽单元外设置避光层；

[0008] 将所述蓄液池内的液体引到所述催芽单元内，始终保持所述催芽单元处于含有上

述液体状态；

[0009] 保持所述催芽单元内温度处在20℃-25℃之间；

[0010] 保持所述催芽单元内的空气处于流通状态。

[0011] 通过收集自然界的热量存储起来实现种子的快速发芽，将种子放在中间进行催芽

是防止底部通气不足而导致部分种子不能发芽。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填充物包括铺设在所述蓄液池底的秸秆层，所述秸秆层经过下压

和整平并软化处理；然后在所述秸秆层上铺设羊的排泄物层并均匀整平；再在所述羊的排

泄物层上铺设一层所述秸秆层并经过下压和整平并软化处理；再在所述秸秆层上铺设煤渣

层，再在所述煤渣层上铺设一层石英沙层并整平保持与上述平地处在同一平面内。

[0013] 作为优选，所述容腔本体包括透光的外层和与所述外层连通的避光的内层。

[0014] 作为优选，所述催芽单元包括固定边框和设置在所述固定边框内的至少两层用于

夹持种子的可拆卸和伸缩的蓄水通气层。

[0015] 作为优选，所述蓄液池包括收集槽和处理池，所述收集槽设置在能收集所述容腔

本体内因重力作用而滑落的液体的一侧边，且所述收集槽槽底呈一个斜面使得液体自由流

向所述处理池。

[0016] 作为优选，所述蓄液池内设置有催芽液，所述催芽液内的溶解氧浓度为10-12mg/

L。

[0017] 作为优选，所述容腔本体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架包括内层支撑架和外层支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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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内层支撑架和所述外层支撑架包括若干支撑件，所述支撑件可拆卸连接成一个封闭的

立体几何体。

[0018] 作为优选，所述立体几何体设置呈一个长方体或者圆柱体。

[0019] 作为优选，所述支撑件之间设置有连接套，且所述连接套和所述支撑件同过螺钉

固定。

[0020]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现了提高种子的发芽效率和发芽成功率，且结构简单，资源能

重复利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侧视剖视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催芽单元的侧视剖视图；

[0023] 在图1和图2中，1-容腔本体，2-液体循环系统，3-温度调节系统，4-支撑架，11-外

层，12-内层，13-催芽单元，14-通气结构，21-蓄液池，22-传输管道，23-收集槽，24-处理池，

25-填充物，31-吸热层，41-支撑件，42-内层支撑架，43-外层支撑架，131-固定边框，132-蓄

液通气层，133-出液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如图1和图2所示的一种催芽方法，首先组装一个容腔本体1，容腔本体1包括支撑

架4，支撑架4包括若干支撑件41，支撑件41之间设置有连接套，支撑件41嵌入连接套内，然

后通过螺钉将支撑件41与连接套固定起来形成一个圆柱体容腔本体1。支撑件41连接起来

后形成一个放置在一个水平支撑面上的圆柱体内层支撑架42和圆柱体外层支撑架43，内层

支撑架42的侧面覆盖有不透明且封闭的尼龙布，内层支撑架42上表面设置有通气层，尼龙

布、通气层和内层支撑架42形成内层12，在内层12上覆盖有黑色的用于吸热的网格布；外层

支撑架43的表面覆盖有透光的尼龙布，在尼龙布与外层支撑架43形成外层11，在尼龙布与

水平支撑面接触处的尼龙布上开设有通气结构14。

[0026] 将组装好的容腔本体1放置在一处开阔的阳光照射充足的平地上保持在自然界

内，太阳光的热量通过外层11传导进内层12，因为内层12设置有黑色的网格布，所以内层12

的温度因为黑色的网格布的吸热会很快上升，通过调节开设在外层11上的通气结构14的大

小，使得内层12和外层11之间的温度保持适中从而影响到内层12内始终处在一个合适的温

度下，所以内层12包含的所在空间为恒温层，内层12和外层11之间的空间为控温层。

[0027] 然后开始在内层12所在的空间内设置催芽单元13，催芽单元13包括固定边框131

和设置在固定边框131内的两层用于夹持种子的可拆卸和伸缩的蓄液通气层132，先将固定

边框131放置在水平支撑面上，并且通过层叠的方式排放有多个；在放置在水平支撑面上之

间，先在固定边框131内设置一层蓄液通气层132，蓄液通气层132为由多层纱布层叠而成，

在该层上均匀播撒挑选后的种子后，再覆盖一层蓄液通气层132。

[0028] 开始通入溶解氧浓度为10-12mg/L的催芽液将上述催芽单元保持湿润，整个过程

由液体循环系统2来完成，液体循环系统2包括设在容腔本体1附近的蓄液池21，蓄液池21包

括收集槽23和处理池24，收集槽23设置在容腔本体1的一侧边且能收集因重力作用而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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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液体，且收集槽23槽底呈一个斜面使得液体自由流向处理池24。上述结构最合适的方式

是将收集槽23设置在水平支撑面下方，使得收集槽22最终包含了内层12的一个侧面和外层

11的一个侧面，这种最优的结果使得内层12内多余的液体能回流到收集槽22内，因温度升

高而蒸发的液体能沿着外层11壁回流到收集槽22内；在处理池23内设置有水泵，水泵输出

端连接有传输管道22，且该传输管道22为软质传输管道。为了使得液体在流动过程中损失

的较少，软质传输管道直接与固定边框131连接，最合适用于和软质传输管连接的固定边框

131结构是固定边框131中空且表面设置有的出液孔133，出液孔133与蓄液通气层132相匹

配。为了使得收集槽23能支撑容腔本体1，所以在收集槽23内设置填充物25，填充物25的上

表面就是水平支撑面，填充物25包括设置在收集槽23底层的秸秆层，铺设在秸秆层上的羊

的排泄物层，再铺设一层秸秆层，再在该秸秆层上铺设煤渣层，在煤渣层上铺设一层石英沙

层。秸秆层用于基础支撑且又能有利于空气交换，也为排泄物层提供必要的空气流通使得

一些催芽液中没有的营养成本和微生物进入催芽液，煤渣层用于提供支撑力和通风且能吸

收排泄物层的异味。

[0029] 液体循环系统2是当种子在催芽单元13内安放完成时开始工作的，将调好的催芽

液体放入处理池24内，水泵工作将催芽液送入固定边框131内，进入固定边框131的液体能

经出液孔133流入蓄液通气层132内使得蓄液通气层132始终处于湿润状态，多余的液体自

由的经填充物25流入收集槽23内到达处理池24内；而部分催芽液经蒸发后在外层11上重新

液化成液体经外层11和内层12的空间回流到收集槽23内然后回到处理池24内。内层12挡住

了控温层的空气流动进入催芽单元所以内层12内的不同担心因为空气流通而导致液体的

快速流失。催芽液的流动也起到了调节内层12的温度的作用。

[0030] 催芽方法为，首先选择一处日照时间充足平地开挖一个处理池24，在处理池24一

侧边开挖一个与之连通的收集槽22，收集槽22的槽底距离地表的距离由远离处理池24的一

端向靠近处理池24的一端逐渐增大呈倾斜状。

[0031] 然后在收集槽22内铺设填充物25，秸秆层铺设的厚度要远大于排泄物层和煤渣

层，石英沙层用来填充收集槽使得与地表面处在同一面上。

[0032] 然后在石英沙层上开始搭建圆柱形支撑架4，先将支撑件41连接呈一个内层支撑

架42和外层支撑架43，然后在外层支撑架43上覆盖透光的尼龙布形成外层11，然后在内层

支撑架42内安置固定边框131，排布软质传输管道连接固定边框131和处理池24，在固定边

框131内设置蓄液通气层132，在该层上均匀撒上待发芽的种子，然后在覆盖一层蓄液通气

层132，两层蓄液通气层132将种子夹持确保整个种子发芽的环境是阴暗的，有充足的水分

和营养，且还有充足的氧气。

[0033] 在内层支撑架42的侧面上覆盖不透光的尼龙布，在上表面上设置有不透光的通气

纱布，经过上述处理形成内层12，在内层12上覆盖黑色的吸热层31。

[0034] 然后在外层12的透光尼龙布上开设通气结构14，开设位置处在靠近石英沙层附近

的外层侧面上。

[0035] 通过调节通气结构14的空气流量和固定边框131内催芽液的流量来促进种子的快

速发芽。始终保持内层12的温度在20℃到25℃之间，内层12的水分含量保持种子表面一直

处在潮湿状态。夜晚的时候将处理池24内的催芽液升温。

[0036] 经过3-4天，种子能达到百分百的出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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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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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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