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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方

法，其步骤包括：干燥苞叶雪莲果序；用橡胶塞在

1.4～2.36mm孔径的不锈钢筛网上轻轻揉搓果

序，使果实从总苞中脱落出来，并与冠毛分离；将

底盘中的果实、少部分冠毛混合物放到种子分离

机中，选用风扇转速为12～25.46Hz的风力使饱

满果实与空瘪果实、虫蛀果实、冠毛分离；人工捡

除剩余残渣和混杂果实；用纸袋包装清理完毕的

果实。该方法简单易行，所需清理时间较短；清理

后的果实饱满率和纯度都可达到100％，能有效

减小其在冷库中的贮藏空间，方便后期果实的取

用。该清理方法同时还适用于风毛菊属其它种果

实的清理，在改变不锈钢筛网孔径和种子分离机

风扇转速的条件下，也能用于菊科其它种的清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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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1)将野外采集回来的苞叶雪莲果序放于干燥间中进行干燥；

2)在室温条件下，将苞叶雪莲果序放于不锈钢筛网上，用橡胶塞揉搓，使果实从总苞中

脱落出来，并与冠毛分离，落入下层的不锈钢底盘中，而大部分果序残渣和冠毛则留在不锈

钢筛网中；

3)将底盘中去除冠毛的果实、少量落下的冠毛及果序残渣放到种子分离机中，选用合

适大小的风力使果实与冠毛和残渣分离；

4)人工捡除剩余残渣和混杂的其它种果实；

5)将清理干净、饱满的苞叶雪莲果实装入合适的包装袋中，写上编号；

所述步骤1）干燥间中温度条件为15℃、相对湿度为15%，苞叶雪莲果序需干燥至相对湿

度为14%～16%RH时再进行清理；

所述步骤2）是将苞叶雪莲果序薄薄地摊放于吸尘罩下直径为21.1～21.5cm，深5.5cm

的不锈钢筛网上，再用梯形圆台状橡胶塞轻轻揉搓，不锈钢筛网孔径根据果实具体大小而

定，范围为1.4～2.36mm；

所述步骤3）是利用重量差的原理，根据果实大小，选用风扇转速为12～25.46Hz的风

力，使饱满果实与空瘪果实、虫蛀果实、冠毛和果序残渣分离；

所述步骤4）中所用镊子为不锈钢尖头镊子；

所述步骤5）中包装袋为透气的纸袋，大小视果实重量而定，包装时将清理完毕的干净、

饱满苞叶雪莲果实装入纸袋，然后把袋口向内折叠两次，再用曲别针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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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植物保护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苞叶雪莲(Saussurea  obvallata)是一种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高16～60cm，含有

蛋白质、氨基酸、黄酮类化合物、生物碱等，具通经活血、散寒除湿、调经、止血消肿功效，能

有效治疗风湿性关节炎、高山不适应、月经不调等症，是我国一种珍稀名贵中药材，应用前

景极为广阔。但苞叶雪莲的自然资源却十分有限，在我国仅分布于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和

西藏，且只生长于海拔3200～4700m的高山草地、山坡多石处、溪边石隙处、流石滩，加之近

年来其遭到药农的乱采滥挖，而人工栽培又较为困难，因此急需保护，是各大种子(质)库争

相保存的重要对象。

[0003] 苞叶雪莲的花序为头状花序，通常一株6～15个，在茎端密集生成球形的总花序。

总苞半球形，直径为1～1.5cm；总苞片有4层，外层卵形，中层椭圆形，内层线形，全部苞片外

面被有短柔毛及腺毛，对藏于总苞内的瘦果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瘦果长圆形，长5mm，顶端

具2层淡褐色冠毛，外层为长0.5cm的短糙毛，内层为长1.2cm的羽毛状，因此易靠风进行散

布。果实在散布学上的这些优点，却给其清理和贮藏带来了巨大麻烦。在野外采集时，为了

不让果实散落，同时提高采集效率，采集人员往往会从总苞基部剪断，将其装入合适的纸

袋，运回种子库。菊科果实的清理难度较大，因为清理时先需将果实从总苞内内取出，随着

果实的取出，其顶端的环形冠毛会逐渐展开，因而果实体积会严重增加，且一点微风就会造

成位于表面的果实到处乱飞，而内部果实间又相互交错在一起，形成一大团；此外苞叶雪莲

的果皮为草质，较薄，清理不当就会伤到果实，反而影响其贮藏寿命，因此有的种子(质)库

采取了不清理，直接保存果序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会占用冷库较大的贮藏空间；另外果序的

苞片、空瘪和虫蛀果实可能含有一些虫卵和有害真菌，会影响到整份苞叶雪莲果实的贮藏

寿命和保存质量，增大果实感染病菌的机会，且不利于后期果实的取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苞叶雪莲果实顶端具2层淡褐色冠毛，难于清理和去除其中的空瘪和

虫蛀种子，果皮较薄，清理不当会损伤到果实，影响其贮藏寿命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快速、有

效清理苞叶雪莲果实的方法。该方法简单易行，能节省大量清理时间，且清理后的果实饱满

率高，松散可分，非常方便后期果实的取用。

[0005]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出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方法，该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07] 1)将野外采集回来的苞叶雪莲果序放于干燥间中进行干燥；

[0008] 2)在室温条件下，将苞叶雪莲果序放于不锈钢筛网上，用橡胶塞揉搓，使果实从总

苞中脱落出来，并与冠毛分离，落入下层的不锈钢底盘中，而大部分果序残渣和冠毛则留在

不锈钢筛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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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3)将底盘中去除冠毛的果实、少量落下的冠毛及果序残渣放到种子分离机中，选

用合适大小的风力使果实与冠毛和残渣分离；

[0010] 4)人工捡除剩余残渣和混杂的其它种果实；

[0011] 5)将清理干净、饱满的苞叶雪莲果实装入合适的包装袋中，写上编号。

[0012] 如所述的一种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方法，其中所述步骤1)干燥间中温度条件为15

℃、相对湿度为15％，苞叶雪莲果序需干燥至相对湿度为14％～16％RH时再进行清理。

[0013] 如所述的一种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方法，其中所述步骤2)是将苞叶雪莲果序薄薄

地摊放于吸尘罩下直径为21.1～21.5cm，深5.5cm的不锈钢筛网上，然后用梯形圆台状橡胶

塞轻轻揉搓。

[0014] 如所述的一种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方法，其中所述步骤2)不锈钢筛网孔径根据果

实具体大小而定，范围为1.4～2.36mm。

[0015] 如所述的一种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方法，其中所述步骤步骤3)是利用重量差的原

理，根据果实大小，选用风扇转速为12～25.46Hz的风力，使饱满果实与空瘪果实、虫蛀果

实、冠毛和果序残渣分离。

[0016] 如所述的一种清理苞叶雪莲果实的方法，其中所述步骤步骤4)中所用镊子为不锈

钢尖头镊子。

[0017] 如所述的一种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方法，其中所述步骤5)中包装袋为透气的纸

袋，大小视果实质量而定，具体包装方法是将清理完毕的干净、饱满苞叶雪莲果实装入纸

袋，然后把袋口向内折叠两次，再用两颗曲别针别好。

[0018] 本发明同时还提供了一种清理菊科风毛菊属钝苞雪莲和球花雪莲果实的方法，该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1)将钝苞雪莲或球花雪莲的果序放于环境条件为15℃、15％RH的干燥间中，干燥

至14％～16％RH；

[0020] 2)在室温条件下，将钝苞雪莲或球花雪莲的果序薄薄地铺放于吸尘罩下直径为

21.1～21.5cm，深5.5cm，孔径为1.4～2.36mm的不锈钢筛网上，用橡胶塞轻轻揉搓，使果实

从总苞中脱落出来，并与冠毛分离，落入下层的不锈钢底盘中，而大部分果序残渣和冠毛留

在不锈钢筛网中；

[0021] 3)将底盘中去除了冠毛的果实、少量落下的冠毛及果序残渣放到种子分离机中，

根据果实具体大小，选用风扇转速为23.01～37.01Hz的风力，使果实与冠毛和残渣分离；

[0022] 4)用不锈钢尖头镊子人工捡除剩余残渣和混杂的其它种果实；

[0023] 5)将清理干净、饱满的钝苞雪莲或球花雪莲果实装入大小合适的纸袋中，袋口向

内折叠两次，然后用两颗曲别针别好，并写上编号。

[0024] 本发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有效解决了目前苞叶雪莲果实清理难的

问题，能有效节省人力和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清理效果较好，清理后的果实饱满率可达

100％，纯度达100％，净度达98％以上；通过去除冠毛、苞片、空瘪和虫蛀果实，能较大地节

省宝贵的冷库贮藏空间，减小饱满果实感染病菌的机会；清理后的果实松散可分，非常方便

后期取用。另外，清理过程在室内开展，温度适宜，利于清理人员操作；果序揉搓在吸尘罩下

进行，能有效防止揉搓产生的大量粉尘对清理人员的健康造成损害；用橡胶塞来揉搓果序，

能避免果序残渣对手造成伤害。此外，本方法运用范围较广，同时适用于风毛菊属其它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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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清理，在改变不锈钢筛网孔径和种子分离机风扇转速的条件下，还适用于菊科其它种

果实的清理。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筛网处理顶视图；

[0026] 图2为种子分离机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用本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实质性内容，但并不以此来限

定本发明内容。

[0028] 实施例1：

[0029] 苞叶雪莲果实的清理：

[0030] 1.将野外采集回来的苞叶雪莲果序放于环境条件为15℃、15％RH的干燥间中干燥

至14％～16％RH，一方面使果实体内的含水量快速下降到安全水平，防止老化、活力水平下

降、提前萌发等状况发生；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果实的耐处理性，并使苞叶雪莲果实易从总

苞中脱落出来，顶端的冠毛易从果实上脱落下来。

[0031] 2 .在室温条件下，将苞叶雪莲的果序薄薄地铺放于吸尘罩下直径为21 .1～

21.5cm，深5.5cm，孔径为1.4～2.36mm的不锈钢筛网上，用橡胶塞轻轻揉搓，使果实从总苞

中脱落出来，并与冠毛分离，落入下层的不锈钢底盘中，而大部分果序残渣和冠毛留在不锈

钢筛网中。

[0032] 3.将底盘中去除冠毛的果实、少量落下的冠毛及果序残渣放到种子分离机中，根

据果实大小，选用风扇转速为12～25.46Hz的风力，使果实与冠毛和残渣分离。

[0033] 4.用不锈钢尖头镊子人工捡除剩余残渣和混杂的其它种果实。

[0034] 5.将清理干净、饱满的苞叶雪莲果实装入大小合适的纸袋中，袋口向内折叠两次，

然后用两颗曲别针别好，并写上编号。

[0035] 实施例2：

[0036] 菊科风毛菊属其它种(如钝苞雪莲和球花雪莲)果实的清理：

[0037] 1 .将野外采集回来的菊科风毛菊属属其它种(如钝苞雪莲和球花雪莲)果序放于

干燥间中进行干燥，干燥间环境条件为15℃、15％RH，上述植物的果序需干燥至14％～16％

RH。

[0038] 2 .在室温条件下，将钝苞雪莲或球花雪莲的果序薄薄地铺放于吸尘罩下直径为

21.1～21.5cm，深5.5cm，孔径为1.4～2.36mm的不锈钢筛网上，用橡胶塞轻轻揉搓，使果实

从总苞中脱落出来，并与冠毛分离，落入下层的不锈钢底盘中。

[0039] 3.将底盘中去除冠毛的果实、少量落下的冠毛及果序残渣放到种子分离机中，根

据果实具体大小，选用风扇转速为23.01～37.01Hz的风力，使果实与冠毛和残渣分离。

[0040] 4.用不锈钢尖头镊子人工捡除剩余残渣和混杂的其它种果实。

[0041] 5.将清理干净、饱满的钝苞雪莲或球花雪莲果实装入大小合适的纸袋中，袋口向

内折叠两次，然后用两颗曲别针别好，并写上编号。

[0042]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设施，凡干燥方法和果实分离方法换成其它的方法也在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6385867 B

5



本发明权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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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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