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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芽苗机。本发明包括底座、

培养桶、顶盖，底座上设置有控制面板。培养桶由

外向内依次包括光照桶组件、外遮光罩组件、内

遮光罩组件、培育盘组件。光照桶组件的下部为

水箱,水箱上为圆筒形的透光罩。外遮光罩组件

包括外遮光罩底盘和外遮光板，内遮光罩组件包

括内遮光罩底盘和内遮光板，外遮光板和内遮光

板数量相同，外遮光罩组件置于光照桶组件内，

内遮光罩组件置于外遮光罩组件内。培育盘组件

包括蓄水盘和育苗盘，多层培育盘组件设置在内

遮光罩组件内。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减少

了人力时间和成本，且种出的植物为无污染、无

农药残留的天然绿色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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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芽苗机，包括底座(1)、培养桶(2)、顶盖(3)；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座(1)上设置

有控制面板(4)，底座(1)内设置有电机(5) ,所述的顶盖(3)置于培养桶(2)上方，顶盖(3)上

开有气孔；

所述的培养桶(2)由外向内依次包括光照桶组件(6)、外遮光罩组件(7)、内遮光罩组件

(8)、培育盘组件(9)；外遮光罩组件(7)置于光照桶组件(6)内，内遮光罩组件(8)置于外遮

光罩组件(7)内；

所述的光照桶组件(6)的下部为水箱(6-1) ,水箱(6-1)上为圆筒形的透光罩(6-2)；水

箱(6-1)内设有雾化桶(6-4)，雾化桶(6-4)内设置有雾化器(6-5)，雾化桶(6-4)通过管路与

水箱(6-1)连通，雾化桶(6-4)内的液面高于雾化器(6-5)顶面2-3cm，雾化器(6-5)将其顶面

以上的水进行雾化；水箱(6-1)外设置有水泵(6-8)，水泵进水口(6-9)与水箱(6-1)通过管

路连通；透光罩(6-2)的内壁设置有LED灯；

所述的外遮光罩组件(7)包括外遮光罩底盘(7-1)和外遮光板(7-2)，外遮光罩底盘(7-

1)为圆盘形，外遮光板(7-2)垂直设置在外遮光罩底盘边沿，外遮光罩底盘(7-1)的顶面中

心开有圆形的下凹槽(7-3)，下凹槽(7-3)的中心开有轴孔，下凹槽(7-3)的内圆周壁上设有

棘齿；外遮光罩底盘(7-1)上开有外遮光罩喷水口(7-4)；

所述的内遮光罩组件(8)包括内遮光罩底盘(8-1)和内遮光板(8-2)，内遮光罩底盘(8-

1)为圆盘形，内遮光板(8-2)垂直设置在内遮光罩底盘边沿，内遮光罩底盘(8-1)的底面中

心开有圆形的上凹槽(8-3)，上凹槽(8-3)的中心开有轴孔，上凹槽(8-3)的内圆周壁上设有

棘齿；内遮光罩底盘(8-1)上开有内遮光罩喷水口(8-4)；

所述的外遮光罩底盘(7-1)的下凹槽(7-3)和内遮光罩底盘(8-1)的上凹槽(8-3)相对

设置，下凹槽(7-3)和上凹槽(8-3)内的棘齿方向相反，电机(5)的输出轴穿过外遮光罩组件

(7)和内遮光罩组件(8)的轴孔，电机(5)的输出轴上设置两个棘爪，两个棘爪分别位于下凹

槽(7-3)和上凹槽(8-3)；外遮光板(7-2)和内遮光板(8-2)数量相同；

所述的培育盘组件(9)包括蓄水盘(9-1)和育苗盘(9-2)；蓄水盘(9-1)上开有漏水孔

(9-3)和蓄水盘喷水口(9-4)；育苗盘(9-2)上开有槽孔(9-5)和育苗盘喷水口(9-6)；多层培

育盘组件(9)设置在内遮光罩组件(8)内，多层培育盘组件(9)通过支撑杆(9-7)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芽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透光罩(6-2)为透明材料制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芽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箱(6-1)的中心竖直设置电

机输出轴套(6-3)，电机(5)的输出轴设置在电机输出轴套(6-3)内，与水箱(6-1)内的水隔

离。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芽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雾化桶(6-4)的进水口处设置

有橡胶塞(6-6)，橡胶塞(6-6)通过连杆与雾化桶(6-4)内的浮子(6-7)连接，控制雾化桶(6-

4)内的液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芽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雾化桶(6-4)内设置有风机，通

过风机使雾气向上流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芽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遮光板(7-2)的横截面为扇

形弧，数量为n块，n＝1～4,每块外遮光板(7-2)的圆心角为180°/n，如果外遮光板(7-2)为

多块，则多块外遮光板(7-2)沿外遮光罩底盘(7-1)的圆周均匀分布。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芽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遮光板(8-2)的横截面为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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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弧，数量为m块，每块内遮光板(8-2)的圆心角为180°/m，如果内遮光板(8-2)为多块，则多

块内遮光板(8-2)沿内遮光罩底盘(8-1)的圆周均匀分布。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芽苗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遮光板(8-2)与外遮光板(7-

2)完全错开时，形成完整的遮光筒。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芽苗机，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的电机(5)正转时，带动内遮光

罩组件(8)和外遮光罩组件(7)同时转动；当电机(5)反转时，只能带动内遮光罩组件(8)转

动，外遮光罩组件(7)不动。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芽苗机，其特征在于：在内遮光板(8-2)与外遮光板(7-2)

完全重合或完全错开时，外遮光罩喷水口(7-4)、内遮光罩喷水口(8-4)、蓄水盘喷水口(9-

4)和育苗盘喷水口(9-6)完全重合，并与水泵出水口(6-10)位于同一直线上，水泵(6-8)将

水箱(6-1)内的水喷入育苗盘(9-2)内。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6134973 B

3



一种芽苗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小家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芽苗机。

背景技术

[0002] 现如今人们对于饮食健康极度重视，人们都希望能够吃上自种的绿色蔬菜，目前

市面上现有的豆芽机只能种植豆芽的品种单一。但是现在的客户对于健康的芽苗菜需求量

大，单一品种的豆芽菜已经无法满足大众，且操作性较大，许多家庭用户没有充足的时间进

行对芽苗菜的遮光控制等来培植芽苗菜，这将导致芽苗菜无法得到健康的成长，使得芽苗

菜变苦，变味。现有的豆芽机使用的仅仅是单一的雾化，或是单一的喷水，无法培育类型多

样的芽苗菜。另一方面，现有的豆芽机对于使用后的清洗极其不便，需要拆装整体，且需要

带着整个操作盘进行清洗。对于机器加水的部分亦是如此。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芽苗机。

[0004] 本发明包括底座、培养桶、顶盖；所述的底座上设置有控制面板，底座内设置有电

机,所述的顶盖置于培养桶上方，顶盖上开有气孔；

[0005] 所述的培养桶由外向内依次包括光照桶组件、外遮光罩组件、内遮光罩组件、培育

盘组件；外遮光罩组件置于光照桶组件内，内遮光罩组件置于外遮光罩组件内；

[0006] 所述的光照桶组件的下部为水箱,水箱上为圆筒形的透光罩；水箱内设有雾化桶，

雾化桶内设置有雾化器，雾化桶通过管路与水箱连通，雾化桶内的液面高于雾化器顶面2-

3cm，雾化器将其顶面以上的水进行雾化；水箱外设置有水泵，水泵进水口与水箱通过管路

连通；透光罩的内壁设置有LED灯；

[0007] 所述的外遮光罩组件包括外遮光罩底盘和外遮光板，外遮光罩底盘为圆盘形，外

遮光板垂直设置在外遮光罩底盘边沿，外遮光罩底盘的顶面中心开有圆形的下凹槽，下凹

槽的中心开有轴孔，下凹槽的内圆周壁上设有棘齿；外遮光罩底盘上开有外遮光罩喷水口；

[0008] 所述的内遮光罩组件包括内遮光罩底盘和内遮光板，内遮光罩底盘为圆盘形，内

遮光板垂直设置在内遮光罩底盘边沿，内遮光罩底盘的底面中心开有圆形的上凹槽，上凹

槽的中心开有轴孔，上凹槽的内圆周壁上设有棘齿；内遮光罩底盘上开有内遮光罩喷水口；

[0009] 所述的外遮光罩底盘的下凹槽和内遮光罩底盘的上凹槽相对设置，下凹槽和上凹

槽内的棘齿方向相反，电机的输出轴穿过外遮光罩组件和内遮光罩组件的轴孔，电机的输

出轴上设置两个棘爪，两个棘爪分别位于下凹槽和上凹槽；外遮光板和内遮光板数量相同；

[0010] 所述的培育盘组件包括蓄水盘和育苗盘；蓄水盘上开有漏水孔和蓄水盘喷水口；

育苗盘上开有槽孔和育苗盘喷水口；多层培育盘组件设置在内遮光罩组件内，多层培育盘

组件通过支撑杆连接。

[0011]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提供一种芽苗机，以达到自动遮光、清洗方便、种植品种类型

多，种植效果更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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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集合了雾化效果及喷水效果，可以更合理的进行种植芽苗菜，使水份更加

充足，芽苗生长更好；独立水箱利用接插件可以与操作盘进行分离，方便清洗；芽苗机整合

了控光及喷水雾化，使产品种植的种类更多。本发明对芽苗进行自动化生长控制，大大减少

了人力时间和成本，机器操作简单方便，且种出的植物为无污染、无农药残留的天然绿色植

物。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光照桶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外遮光罩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内遮光罩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外遮光罩组件和内遮光罩组件的组装示意图；

[0019] 图7为培育盘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和2所示，一种芽苗机，包括底座1、培养桶2、顶盖3。底座1上设置有控制面板

4，底座1内设置有电机5,顶盖3置于培养桶2上方，顶盖3上开有气孔。

[0021] 如图2所示，培养桶2由外向内依次包括光照桶组件6、外遮光罩组件7和内遮光罩

组件8、培育盘组件9。

[0022] 如图2和3所示，光照桶组件6的下部为水箱6-1,水箱6-1上为圆筒形的透光罩6-2，

透光罩6-2为透明材料制成。水箱6-1的中心竖直设置电机输出轴套6-3，电机5的输出轴设

置在电机输出轴套6-3内，与水箱6-1内的水隔离。水箱6-1内设有雾化桶6-4，雾化桶6-4的

底面低于水箱6-1底面，雾化桶6-4内设置有雾化器6-5和风机，雾化桶6-4通过管路与水箱

6-1连通，雾化桶6-4的进水口处设置有橡胶塞6-6，橡胶塞6-6通过连杆与雾化桶6-4内的浮

子6-7连接，控制雾化桶6-4内的液面高于雾化器6-5顶面2-3cm，雾化器6-5将其顶面以上的

水进行雾化，并通过风机使雾气向上流动。水箱6-1外设置有水泵6-8，水泵进水口6-9与水

箱6-1通过管路连通。透光罩6-2的内壁设置有LED灯。

[0023] 如图2和4所示，外遮光罩组件7包括外遮光罩底盘7-1和外遮光板7-2，外遮光罩底

盘7-1为圆盘形，外遮光板7-2垂直设置在外遮光罩底盘边沿，外遮光板7-2的横截面为扇形

弧，数量为n块，n＝1～4,每块外遮光板7-2的圆心角为180°/n，如果外遮光板7-2为多块，则

多块外遮光板7-2沿外遮光罩底盘7-1的圆周均匀分布。外遮光罩底盘7-1的顶面中心开有

圆形的下凹槽7-3，下凹槽7-3的中心开有轴孔，下凹槽7-3的内圆周壁上设有棘齿。外遮光

罩底盘7-1上开有外遮光罩喷水口7-4。

[0024] 如图2和5所示，内遮光罩组件8包括内遮光罩底盘8-1和内遮光板8-2，内遮光罩底

盘8-1为圆盘形，内遮光板8-2垂直设置在内遮光罩底盘边沿，内遮光板8-2的横截面为扇形

弧，数量为m块，m＝1～4,m＝n，每块内遮光板8-2的圆心角为180°/m，如果内遮光板8-2为多

块，则多块内遮光板8-2沿内遮光罩底盘8-1的圆周均匀分布。内遮光罩底盘8-1的底面中心

开有圆形的上凹槽8-3，上凹槽8-3的中心开有轴孔，上凹槽8-3的内圆周壁上设有棘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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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罩底盘8-1上开有内遮光罩喷水口8-4。

[0025] 如图2和6所示，取m＝n＝2，两块内外遮光板垂直设置在内外遮光罩底盘两侧，各

占1/4的桶壁，沿内遮光罩底盘中心对称分布。

[0026] 外遮光罩组件7置于光照桶组件6内，内遮光罩组件8置于外遮光罩组件7内；内遮

光板8-2与外遮光板7-2数量相同，当内遮光板8-2与外遮光板7-2完全错开时，形成完整的

遮光筒。外遮光罩底盘7-1的下凹槽7-3和内遮光罩底盘8-1的上凹槽8-3相对设置，下凹槽

7-3和上凹槽8-3内的棘齿方向相反，电机5的输出轴穿过外遮光罩组件7和内遮光罩组件8

的轴孔，电机5的输出轴上设置两个棘爪，两个棘爪分别位于下凹槽7-3和上凹槽8-3。当电

机正转时，带动内遮光罩组件8和外遮光罩组件7同时转动；当电机反转时，只能带动内遮光

罩组件8转动，外遮光罩组件7不动。

[0027] 如图2和7所示，培育盘组件9包括蓄水盘9-1和育苗盘9-2。蓄水盘9-1上开有漏水

孔9-3和蓄水盘喷水口9-4。育苗盘9-2上开有槽孔9-5和育苗盘喷水口9-6。多层培育盘组件

9设置在内遮光罩组件8内，多层培育盘组件9通过支撑杆9-7连接。

[0028] 在内遮光板8-2与外遮光板7-2完全重合或完全错开时，外遮光罩喷水口7-4、内遮

光罩喷水口8-4、蓄水盘喷水口9-4和育苗盘喷水口9-6完全重合，并与水泵出水口6-10位于

同一直线上，水泵6-8将水箱6-1内的水喷入育苗盘9-2内。

[0029] 工作流程和原理介绍：在育苗盘内放入需要种植的种子，再在水箱内加上水，处理

完毕后将育苗盘放入培养桶内，盖上顶盖；接通工作电源，在控制面板选择需种植的植物，

按下开始按键，即可进行植物的种植。在植物生长的过程中，芽苗机通过电机转动外遮光罩

组件和内遮光罩组件进行补光和遮光，通过喷水口和雾化器向育苗盘进行补水，保证植物

的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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