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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包括机

架，机架下方通过支撑杆连接有行走轮，行走轮

上同轴设置有第一齿轮，第一齿轮通过链条与位

于机架下方的第二齿轮相连，第二齿轮同轴设置

有第三齿轮，第三齿轮通过传输带与位于机架上

方的第四齿轮相连，传输带上均布有托种盘，传

输带穿过设于机架上的储种箱，储种箱右侧设有

播种箱，播种箱内设有用于减缓种子下落速度的

缓冲板，播种箱底部设有排种管道，该装置操作

简单，装置间相互配合，省时省力，可以边开沟边

落种，落种密度可根据需要进行调节，并且可以

提高山药种子后期结薯率，增加产量。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108811624 B

2021.05.25

CN
 1
08
81
16
24
 B



1.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包括机架（1），机架（1）下方通过支撑杆（2）连接有行走轮

（3），行走轮（3）上同轴设置有第一齿轮（12），第一齿轮（12）通过链条（13）与位于机架（1）下

方的第二齿轮（14）相连，第二齿轮（14）同轴设置有第三齿轮（15），第三齿轮（15）通过传输

带（17）与位于机架（1）上方的第四齿轮（16）相连，传输带（17）上均布有托种盘（18），传输带

（17）穿过设于机架（1）上的储种箱（9），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种箱（9）右侧设有播种箱（4），所

述播种箱（4）内设有用于减缓种子下落速度的缓冲板（5），所述播种箱（4）底部设有排种管

道（7）；所述播种箱（4）内设有播种器（6），所述播种器（6）与排种管道（7）连接，所述播种器

（6）内设有旋转盘（601），所述旋转盘（601）上设有用于容纳种子的窝眼（602）；所述排种管

道（7）倾斜向后设置，所述排种管道（7）底部前侧设有开土器（8）；所述托种盘（18）包括半圆

形的底盘（181），所述底盘（181）内通过连接杆（182）连接有若干网格（184）组成的网兜

（183）；所述网格（184）内设有弧形条（185），所述弧形条（185）内设有棉条（186），所述棉条

（186）上设有可摆动的翻片（18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种箱（9）底部设

有用于托种盘（18）通过的弹片（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种箱（9）顶部设

有用于托种盘（18）通过的挡板（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尾部设有

覆土装置，所述覆土装置包括设于分杆（22）上的覆土轮（23），所述分杆（22）通过带有弹簧

（21）的转轴（20）与机架（1）上的电机（19）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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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机械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山药为薯蓣科植物薯蓣的干燥根茎，其性平、味甘，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

精。用于脾虚食少，久泻不止，肺虚喘咳，肾虚遗精  ,带下  ,尿频  ,虚热消渴。以产于古怀庆

府(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  、沁阳县  、武陟县等沿沁河一带)的质量最优  ,这一地区气候有

利于养分的积累和植株的生长  ,  为我国山药道地产区  。山药根状茎主要含淀粉  、多糖

(包括黏液质及糖蛋白)，药理研究表明山药多糖具有增强免疫的作用  ,抗衰老、抗氧化活

性，抗肿瘤作用以及对糖尿病的治疗作用。

[0003] 山药为地下块茎产物，种植要求在地下一定深度，在我国其种植方式主要以人工

铁锹挖掘或机械挖掘开沟，人工排放播种为主，这种传统的种植方式效率很低，费时费力。

这种落后的播种方式极大的制约了山药的大规模生产与发展。对山药种植的机械化程度的

需求越来越大，有效地解决山药种植机械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山药播种机是利用机械

化来实现山药顺序播种的一种高效率作业机器，利用拖拉  机牵引，后面悬挂播种机，实现

从人工播种到机器自动播种，可以大大提高播种效率，降低劳动成本，同时可以释放出大量

的农业劳动力。  发展山药播种机，对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户增产增收步伐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该装置操作简单，装置间相互配

合，省时省力，可以边开沟边落种，落种密度可根据需要进行调节，并且可以提高山药种子

后期结薯率，增加产量。

[0005]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包括机架，

机架下方通过支撑杆连接有行走轮，行走轮上同轴设置有第一齿轮，第一齿轮通过链条与

位于机架下方的第二齿轮相连，第二齿轮同轴设置有第三齿轮，第三齿轮通过传输带与位

于机架上方的第四齿轮相连，传输带上均布有托种盘，传输带穿过设于机架上的储种箱，储

种箱右侧设有播种箱，播种箱内设有用于减缓种子下落速度的缓冲板，播种箱底部设有排

种管道，优选使用拖拉机等动力装置带动行走轮前行，行走轮转动，带动与其同轴设置的第

一齿轮转动，第一齿轮通过链条带动第二齿轮转动，第二齿轮转动带动与之同轴设置的第

三齿轮转动，第三齿轮通过传输带带动第四齿轮转动，同时传输带运作，传输带上的托种盘

随着传输带移动，托种盘穿过储种箱底部进入储种箱内部时，托种盘托起储种箱内的山药

种子向上移动，托种盘到达最顶端经过第四齿轮处后，托种盘向下，托种盘上的山药种子掉

入右侧播种箱内，播种箱内设有交叉设置且形状圆润的缓冲板，山药种子顺着每一阶缓冲

板缓慢滚入播种箱底部后进行播种，缓冲板可改直接坠落为缓慢滚落，并且大大减缓了滚

落的速度，避免山药种子损伤，保持山药种子完整性，提高了山药种子的存活率。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8811624 B

3



[0006] 优选的，播种箱内设有播种器，播种器与排种管道连接，播种器内设有旋转盘，旋

转盘上设有用于容纳种子的窝眼，窝眼的直径大于种子的直径，优选的将窝眼的直径设置

小于两颗种子的直径大小，可保证每次落入窝眼中的种子数目为一颗，旋转盘通过内置的

电机驱动匀速转动，当种子落入窝眼时，种子被旋转盘刮到排种管道，再经由排种管道落入

坑洞中，此设置可通过改变窝眼的大小，来决定每次播种的数量，并且可通过旋转盘匀速或

变速转动来控制播种的密度，满足各种播种需求。

[0007] 优选的，排种管道倾斜向后设置，排种管道底部前侧设有开土器，排种管道底部设

置的开土器可满足边开沟边播种，给种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由于开出的沟槽凹凸

不平，将排种管道倾斜向后设置，装置在行进过程中，山药种子更易从排种管道中下落，提

高播种效率，同时可避免排种管道口刮蹭到泥土导致管道口堵塞，造成播种困难和装置的

损伤。

[0008] 优选的，托种盘包括半圆形的底盘，底盘内通过连接杆连接有若干网格组成的网

兜，网兜优选为柔韧度好的弹力绳，山药种子落入托种盘上的网兜内，网兜为网格组成，并

且网兜具有一定弹性，避免山药种子直接与底盘直接接触，并且山药种子上长有许多根须，

此设计可使部分山药种子的根须穿过网格，避免根须被紧压，减少了山药种子的根须与托

种盘的接触面积，此设计大大减少了山药种子的损伤率，保持了山药种子的完整性，增加了

存活率。

[0009] 优选的，网格内设有弧形条，弧形条内设有棉条，棉条上设有可摆动的翻片，弧形

条优选设为四条，且相对弧口朝外设置，这样设置能起到结构更牢固的作用，可有效的撑开

网格，避免网格受山药种子压力而变形，网格一直保持撑开状态，山药种子的根须更大限度

的穿过网格，避免了根须被紧压，减少了山药种子的根须与托种盘的接触面积，大大减少了

山药种子的损伤率，保持了山药种子的完整性，增加了存活率，弧形条内设有棉条且棉条上

设有可摆动的翻片，播种时可将棉条用清水打湿，吸水后的棉条与山药种子接触，可滋养山

药种子的根须，进一步提高山药种子的存活率，棉条上的翻片可受力自行摆动，山药种子落

入网兜内时，翻片对山药种子进行不均匀的作用力，对山药种子产生类似生物刺激的效应，

刺激山药种子内生细胞激肽类和植物生长素的增加，引起细胞质膜渗透性能的改变，促进

植物蛋白的合成和细胞的生长，从而促进山药种子呼吸作用,  可大大提高山药种子后期结

薯率，增加产量。

[0010] 优选的，储种箱底部设有用于托种盘通过的弹片，弹片优选初始状态为微微向上

设置，该设置可避免种子从储种箱内掉落，弹片需要经过一定外力才能摆动，托种盘到达储

种箱底部时，托种盘推动弹片向上翘起，从而托种盘顺利进入储种箱内部。

[0011] 优选的，储种箱顶部设有用于托种盘通过的挡板，挡板需要经过一定外力才能摆

动，托种盘到达储种箱顶部时，托种盘推动挡板向上翘起，从而托种盘顺利转出储种箱内

部，挡板的设置更起到了开合盖的作用，需要播种时可拨动挡板，将山药种子从挡板处放入

储种箱内，并且可阻挡外部杂质进入储种箱内部。

[0012] 优选的，机架尾部设有覆土装置，覆土装置包括设于分杆上的覆土轮，分杆通过带

有弹簧的转轴与机架上的电机相连，覆土轮设置成相背对的两个，通过电机驱动转动，以旋

转的方式将沟槽两侧的泥土拨到沟槽内，使泥土覆盖于山药种子表面，保护山药种子，避免

山药种子裸露，增加山药种子存活率，转轴上设有弹簧，可以适应高低不同的地面，遇到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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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等阻挡物时，覆土轮向上抬起，以保护覆土轮不受碰撞损伤，增加装置使用寿命。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1）  设有四组齿轮相互配合的方式运输山

药种子，结构简单且省时省力；2）播种箱内设有交叉设置且形状圆润的缓冲板，可改直接坠

落为缓慢滚落，大大减缓了滚落的速度，避免山药种子损伤，保持山药种子完整性，提高了

山药种子的存活率；3）吸水后的棉条可滋养山药种子的根须，进一步提高山药种子的存活

率，棉条上的翻片可促进山药种子呼吸作用,  大大提高山药种子后期结薯率，增加产量；4）

设有可向上抬起且相背对的两个覆土轮，以旋转的方式将沟槽两侧的泥土拨到沟槽内，使

泥土覆盖于山药种子表面，保护山药种子，避免山药种子裸露。

[0014] 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提供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弥补了现有技术的不

足，设计合理，操作方便。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播种器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托种盘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托种盘的俯视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网格的俯视图；

[0020] 图6为本发明网格的右视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1.机架；2.支撑杆；3.行走轮；4.播种箱；5.缓冲板；6.播种器；601.

旋转盘；602.窝眼；7.排种管道；8.开土器；9.储种箱；10.弹片；11.挡板；12.第一齿轮；13.

链条；14.第二齿轮；15.第三齿轮；16.第四齿轮；17.传输带；18.托种盘；181.底盘；182.连

接杆；183.网兜；184.网格；185.弧形条；186.棉条；187.翻片；19.电机；20.转轴；21.弹簧；

22.分杆；23.覆土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图1所示，一种山药育苗播种装置，包括机架1，机架1下方通过支撑杆2连接有行

走轮3，行走轮3上同轴设置有第一齿轮12，第一齿轮12通过链条13与位于机架1下方的第二

齿轮14相连，第二齿轮14同轴设置有第三齿轮15，第三齿轮15通过传输带17与位于机架1上

方的第四齿轮16相连，传输带17上均布有托种盘18，传输带17穿过设于机架1上的储种箱9，

储种箱9右侧设有播种箱4，播种箱4内设有用于减缓种子下落速度的缓冲板5，播种箱4底部

设有排种管道7，优选使用拖拉机等动力装置带动行走轮3前行，行走轮3转动，带动与其同

轴设置的第一齿轮12转动，第一齿轮12通过链条13带动第二齿轮14转动，第二齿轮14转动

带动与之同轴设置的第三齿轮15转动，第三齿轮15通过传输带17带动第四齿轮16转动，同

时传输带17运作，传输带17上的托种盘18随着传输带17移动，托种盘18穿过储种箱9底部进

入储种箱9内部时，托种盘18托起储种箱9内的山药种子向上移动，托种盘18到达最顶端经

过第四齿轮16处后，托种盘18向下，托种盘18上的山药种子掉入右侧播种箱4内，播种箱4内

设有交叉设置且形状圆润的缓冲板5，山药种子顺着每一阶缓冲板5缓慢滚入播种箱4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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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播种，缓冲板5可改直接坠落为缓慢滚落，并且大大减缓了滚落的速度，避免山药种

子损伤，保持山药种子完整性，提高了山药种子的存活率。

[0025] 实施例2：

[0026] 如图1‑2所示，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的优化方案为：播种箱4内设有播种器

6，播种器6与排种管道7连接，播种器6内设有旋转盘601，旋转盘601上设有用于容纳种子的

窝眼602，窝眼602的直径大于种子的直径，优选的将窝眼602的直径设置小于两颗种子的直

径大小，可保证每次落入窝眼602中的种子数目为一颗，旋转盘601通过内置的电机驱动匀

速转动，当种子落入窝眼602时，种子被旋转盘601刮到排种管道7，再经由排种管道7落入坑

洞中，此设置可通过改变窝眼602的大小，来决定每次播种的数量，并且可通过旋转盘601匀

速或变速转动来控制播种的密度，满足各种播种需求，排种管道7倾斜向后设置，排种管道7

底部前侧设有开土器8，排种管道7底部设置的开土器8可满足边开沟边播种，给种子提供一

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由于开出的沟槽凹凸不平，将排种管道7倾斜向后设置，装置在行进过

程中，山药种子更易从排种管道7中下落，提高播种效率，同时可避免排种管道7口刮蹭到泥

土导致管道口堵塞，造成播种困难和装置的损伤。

[0027] 实施例3：

[0028] 如图3‑6所示，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的优化方案为：托种盘18包括半圆形

的底盘181，底盘181内通过连接杆182连接有若干网格184组成的网兜183，网兜183优选为

柔韧度好的弹力绳，山药种子落入托种盘18上的网兜183内，网兜183为网格184组成，并且

网兜183具有一定弹性，避免山药种子直接与底盘181直接接触，并且山药种子上长有许多

根须，此设计可使部分山药种子的根须穿过网格184，避免根须被紧压，减少了山药种子的

根须与托种盘18的接触面积，此设计大大减少了山药种子的损伤率，保持了山药种子的完

整性，增加了存活率，网格184内设有弧形条185，弧形条185内设有棉条186，棉条186上设有

可摆动的翻片187，弧形条185优选设为四条，且相对弧口朝外设置，这样设置能起到结构更

牢固的作用，可有效的撑开网格184，避免网格184受山药种子压力而变形，网格184一直保

持撑开状态，山药种子的根须更大限度的穿过网格184，避免了根须被紧压，减少了山药种

子的根须与托种盘18的接触面积，大大减少了山药种子的损伤率，保持了山药种子的完整

性，增加了存活率，弧形条185内设有棉条186且棉条186上设有可摆动的翻片187，播种时可

将棉条186用清水打湿，吸水后的棉条186与山药种子接触，可滋养山药种子的根须，进一步

提高山药种子的存活率，棉条186上的翻片187可受力自行摆动，山药种子落入网兜183内

时，翻片187对山药种子进行不均匀的作用力，对山药种子产生类似生物刺激的效应，刺激

山药种子内生细胞激肽类和植物生长素的增加，引起细胞质膜渗透性能的改变，促进植物

蛋白的合成和细胞的生长，从而促进山药种子呼吸作用,  可大大提高山药种子后期结薯

率，增加产量。

[0029] 本发明中，弧形条185为超柔软热塑性弹性体制得，其由下列重量份的材料组成：

三元乙丙橡胶25份；均聚聚丙烯9份；3，3’‑硫代丙酸月桂酸酯1.6份；3‑(溴乙基)庚烷0.01

份；纳米碳酸钙11份；橡胶油29份；2，5‑双(特丁基过氧化)‑2，5‑二甲基‑3‑己炔2.5份；二苯

甲烷双马来酰亚胺0.1份；其中三元乙丙橡胶由三种单体经共聚反应制成，第一单体为乙

烯，其重量含量为三种单体总重量的85％；第二单体为丙烯，其重量含量为三种单体总重量

的45％；第三单体为乙叉降冰片烯或者乙烯降冰片烯，其重量含量为三种单体总重量的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8811624 B

6



11％；三元乙丙橡胶的门尼粘度为10，其制备方法如下：按照重量份将原料准备好后，采用

双螺杆挤出机进行加工，双螺杆挤出机的参数为：长径比为59，转速为190转/分钟，温度为

210℃，本发明经过动态硫化所制得的热塑性材料可以显著提高弧形条185的弹性及柔韧

性，其中加入3‑(溴乙基)庚烷，可使硫化过程中橡胶粒子交联并不断被剪切破碎成微小的

颗粒，降低界面张力，实现机体流动性的要求，提高弹性恢复能力，从而使制备的弧形条185

更加柔软富有弹性。

[0030] 实施例4：

[003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的优化方案为：储种箱9底部设有用于托

种盘18通过的弹片10，弹片10优选初始状态为微微向上设置，该设置可避免种子从储种箱9

内掉落，弹片10需要经过一定外力才能摆动，托种盘18到达储种箱9底部时，托种盘18推动

弹片10向上翘起，从而托种盘18顺利进入储种箱9内部，储种箱9顶部设有用于托种盘18通

过的挡板11，挡板11需要经过一定外力才能摆动，托种盘18到达储种箱9顶部时，托种盘18

推动挡板11向上翘起，从而托种盘18顺利转出储种箱9内部，挡板11的设置更起到了开合盖

的作用，需要播种时可拨动挡板11，将山药种子从挡板11处放入储种箱9内，并且可阻挡外

部杂质进入储种箱9内部，机架1尾部设有覆土装置，覆土装置包括设于分杆22上的覆土轮

23，分杆22通过带有弹簧21的转轴20与机架1上的电机19相连，覆土轮23设置成相背对的两

个，通过电机19驱动转动，以旋转的方式将沟槽两侧的泥土拨到沟槽内，使泥土覆盖于山药

种子表面，保护山药种子，避免山药种子裸露，增加山药种子存活率，转轴20上设有弹簧，可

以适应高低不同的地面，遇到顽石等阻挡物时，覆土轮23向上抬起，以保护覆土轮23不受碰

撞损伤，增加装置使用寿命。

[0032] 实施例5：

[0033] 本发明的实际使用过程为：需要播种时拨动挡板11，将山药种子从挡板11处放入

储种箱9内，拖拉机等动力装置带动行走轮3前行，行走轮3转动，带动与其同轴设置的第一

齿轮12转动，第一齿轮12通过链条13带动第二齿轮14转动，第二齿轮14转动带动与之同轴

设置的第三齿轮15转动，第三齿轮15通过传输带17带动第四齿轮16转动，同时传输带17运

作，传输带17上的托种盘18随着传输带17移动，托种盘18穿过储种箱9底部进入储种箱9内

部时，托种盘18托起储种箱9内的山药种子向上移动，托种盘18到达最顶端经过第四齿轮16

处后，托种盘18向下，托种盘18上的山药种子掉入右侧播种箱4内，山药种子顺着每一阶缓

冲板5缓慢滚入播种箱4底部的播种器6内，旋转盘601通过内置的电机驱动匀速转动，当种

子落入窝眼602时，种子被旋转盘601刮到排种管道7，再经由排种管道7落入坑洞中，排种管

道7底部设置的开土器8可满足边开沟边播种，给种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通过电机

19驱动覆土轮23转动，将沟槽两侧的泥土拨到沟槽内，使泥土覆盖于山药种子表面，保护山

药种子，避免山药种子裸露。

[0034] 上述实施例中的常规技术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知晓的现有技术，故在此不再详细

描述。

[0035] 应理解，上述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

在阅读了本发明叙述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

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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