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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花红景天种子的加工

方法，步骤如下：a、种子采收：当大花红景天的蓇

葖皮有50％以上呈黄褐色或红色时，采收花序；

b、种子初分离：将采收的花序阴干，然后搓揉将

种子与蓇葖分离，得初级产品；c、筛选；d、风选；

e、种子储藏，即可。本发明方法，获得的大花红景

天种子净度高达98％，种子品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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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花红景天种子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a、种子采收：当大花红景天的蓇葖皮有50％以上呈黄褐色或红色时，采收花序；

b、种子初分离：将采收的花序阴干，然后搓揉将种子与蓇葖分离，得初级产品；

c、筛选：将初级产品进行三次过筛，其中，第一次过8-16目筛；收集筛下物过20-25目

筛；再次收集筛下物过40-50目筛，保留筛上物；

d、风选：取步骤c获得的筛上物，以1-3g/s的进料速度投入风选车进料口，调节风叶转

速为40-120转/分钟，收集出料口一产物，即为合格种子；

e、种子储藏，即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阴干在布袋中进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第一次过10-16目筛；第二次过

22-24目筛；和/或，第三次过45-50目筛。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第一次过10-12目筛。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风叶转速为50-70转/分钟。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风叶转速为60转/分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将收集的出料口一产物按照同样

条件再次风选，共计风选3次以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风选后的出料口二产物回收，重复进

料风选2～3次，获得合格种子。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e中，将种子装入玻璃瓶内

密封，在温度低于10℃的干燥环境下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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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花红景天种子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藏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花红景天种子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花红景天Rhodiola  crenulata(HK.f .et  Thoms.)H.Ohba为景天科红景天属多

年生草本植物，花序伞房状，有多花，有苞片；花大形，有长梗，雌雄异株；雄花萼片5，狭三角

形至披针形；花瓣5，红色，倒披针形，有长爪，先端钝；雄蕊10，与花瓣同长；鳞片5，近正方形

至长方形；心皮5，披针形，不育；雌花蓇葖5，直立，花枝短，干后红色；种子倒卵形，长1.5-2

毫米，两端有翅。花期6-7月，果期7-8月。产西藏、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生于海拔2800-

5600米的山坡草地、灌丛中、石缝中。

[0003] 大花红景天含有丰富的红景天甙、黄酮、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营养成

分齐全且配伍合理，被誉为“高原人参”、“植物黄金”，是国家2015版药典中唯一收录的红景

天药材，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0004] 目前，市售的大花红景天几乎全是野生资源，随着大花红景天用量不断增加造成

野生资源逐渐减少，因此大花红景天的人工种植事在必行。而最利于规模化和投入成本较

低的种植方式为莫过于种子育苗种植，因此，种子质量是大花红景天高产的基础。

[0005] 发明人在实际种植工作中发现，由于大花红景天种子形状不规整、两端有翅，难以

采用常规方法将其与杂质分离；而且由于种子极为细小、质量轻，与杂质无法通过水选达到

分离目的，导致种子净度不高，质量低，因此种植时种子的利用率低，种子用量大却依然低

产量，严重影响大花红景天资源的开发利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大花红景天种子加工方法，以提高大花红景天种子品

质。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花红景天种子加工方法，步骤如下：

[0008] a、种子采收：当大花红景天的蓇葖皮有50％以上呈黄褐色或红色时，采收花序；

[0009] b、种子初分离：将采收的花序阴干，然后搓揉将种子与蓇葖分离，得初级产品；

[0010] c、筛选：将初级产品进行三次过筛，其中，第一次过8-16目筛；收集筛下物过20-25

目筛；再次收集筛下物过40-50目筛，保留筛上物；

[0011] d、风选：取步骤c获得的筛上物，以1-3g/s的进料速度投入风选车进料口，调节风

叶转速为40-120转/分钟，收集出料口一产物，即为合格种子；

[0012] e、种子储藏，即可。

[0013] 阴干：种子含水量低于15％，认为已经阴干，一般在12-15％时即可。

[0014] 其中，步骤b中，所述阴干在布袋中进行。

[0015] 其中，步骤c中，第一次过10-16目筛；第二次过22-24目筛；和/或，第三次过45-50

目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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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其中，第一次过10-12目筛。

[0017] 其中，步骤d中，风叶转速为50-70转/分钟。

[0018] 其中，风叶转速为60转/分钟。

[0019] 其中，步骤d中，将收集的出料口一产物按照同样条件再次风选，共计风选3次以

上。

[0020] 其中，将风选后的出料口二产物回收，重复进料风选2～3次，获得合格种子。

[0021] 其中，步骤e中，将种子装入玻璃瓶内密封，在温度低于10℃的干燥环境下储藏。

[0022] 发明人在长期的大花红景天育种过程中发现，常规单一的风选、水选、过筛等方法

均无法将种子净度提高到90％以上，只有采取本发明特定的组合式方法及参数精选大花红

景天种子，才能获得高净度种子。具体地，本发明在种子加工过程中通过选择特定的种子采

收和初分离方法才能保证后期种子整理的净度；在过筛步骤采用三种不同特定规格的筛

网，才能刚好过滤掉过大和过小的杂质，保证后期风选的可能性；在风选步骤对种子进料速

度及风量进行精量控制，并结合多次风选从而保证种子的净度。

[0023] 本发明方法可以获得净度高达98％的大花红景天种子，而且种子质地饱满，解决

了现有生产上由于播种净度低的种子而无法统计发芽率的问题，为后期制定大花红景天种

子的质量标准提供了基础条件；通过在种子储藏步骤采用密封黑暗低温储存，种子储存时

间可达3年以上，从而为育苗及种子处理如包衣、丸化等长期提供大量优质种子。

[0024] 显然，根据本发明的上述内容，按照本领域的普通技术知识和惯用手段，在不脱离

本发明上述基本技术思想前提下，还可以做出其它多种形式的修改、替换或变更。

[0025] 以下通过实施例形式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上述内容再作进一步的详细说

明。但不应将此理解为本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例。凡基于本发明上述内容

所实现的技术均属于本发明的范围。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以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不局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7] 本发明采用的仪器工具皆为普通市售产品，皆可于市场购得。风选机型号为5Y-

400型电动风选机，风选机上装有无极变速电机。

[0028] 实施例1  本发明种子加工方法

[0029] 1、种子采收

[0030] 在大花红景天种子正常黄熟时(种子蓇葖皮50％及以上呈黄褐色或红色)将整个

花枝上的花序全部剪下收于透气布袋内阴干。

[0031] 大花红景天种子成熟的判定方法：①雌株花序上的蓇葖颜色变为黄褐色或紫红

色；或②种子颜色变为黄褐色。

[0032] 2、种子搓揉

[0033] 在大花红景天花序完全干燥后，用双手使劲搓揉整个花序将种子完全从花序中揉

出，将种子与苞片、蓇葖皮、花枝、花梗等完全分开。

[0034] 3、初筛

[0035] 搓揉得到的大花红景天种子初级产品用10-12目筛过筛进行初筛：筛上为不含种

子的大花红景天的花梗、花枝及大块的蓇葖皮和苞片等废弃物，筛下为大花红景天种子和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845447 A

4



蓇葖皮、苞片、灰渣等混合物，进入下一步精筛。

[0036] 4、精筛

[0037] 将初筛后的筛出的大花红景天种子和蓇葖皮、苞片、灰渣等混合物再用22-24目筛

进行精筛：筛上为不含种子的蓇葖皮、苞片等废弃物，筛下为大花红景天种子、碎苞片、灰渣

等混合物。

[0038] 5、去灰渣

[0039] 将经过精筛后筛下的大花红景天种子、碎苞片、灰渣等混合物产品再过45-50目

筛：筛下为灰渣、碎片等物，去掉不要，筛上为大花红景天种子和碎苞片的混合物。

[0040] 6、风选

[0041] 将去灰渣筛的大花红景天种子和碎苞片等的产品用风选车进行风选，利用种子与

蓇葖皮的重量差异，控制风选车的转速及进料量将两者分离，从而得到净度较高的大花红

景天种子。

[0042] 风选机工作原理：种子从进料口进入，通过下料开关板旋纽调节进料量，风机腔室

内的电机转动形成风将种子中的杂质及灰尘与种子分开，较重的产品从出料口一落出，稍

重的产品从出料口二落出，灰尘与更轻的杂质从出风口排出，风机风量大小可以通过自带

的无极变速器进行调整，出料口一与出料口二之间有挡风板且可以调节挡风强度，出料口

二与出风口之间也存在有可调节的挡风板。

[0043] 本发明风选的具体方法为：将待风选种子混合物以1-3g/s的投喂速度缓缓投入风

选车进料口，采用无极变速开关控制风叶转速为60转/分钟，将得到的出料口一产品再重复

第二次风选，连续3次，出料口一的产品即为基本达到种子净度98％以上的大花红景天种

子。

[0044] 出料口二的产品内还含有少部分漏出的饱满种子和部分瘪粒，然后将出料口二的

产品回收，重复进入风车风选，连续2～3次后，得到的出料口一的产品混合前面风选的出料

口一的产品，即为净度达到98％的大花红景天合格种子，可以用于大花红景天育苗和作为

合格种子使用。

[0045] 出风口产物经辨别，为不含种子的碎苞片等废弃品。

[0046] 7、储藏

[0047] 经过以上程序处理的大花红景天种子即为净度达到98％的合格种子，将该种子放

入玻璃瓶中密封，在温度低于10℃的干燥环境条件下进行储藏。

[0048] 以下通过试验例具体说明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49] 试验例1 风选机风选参数筛选试验

[0050] 大花红景天种子经过采收、搓揉、初筛、精筛和去灰渣后种子混合物中的杂质与种

子大小形状相近，仅有重量上差异，已无法通过过筛而分离。只能通过风选进行分离。

[0051] 为找寻最佳的风选参数，本试验设置了如下几个处理：

[0052] 风叶转速为120转/分钟，喂料速度为3g/s；

[0053] 风叶转速为90转/分钟，喂料速度为3g/s；

[0054] 风叶转速为60转/分钟，喂料速度为3g/s；

[0055] 风叶转速为40转/分钟，喂料速度为3g/s；

[0056] 风叶转速为120转/分钟，喂料速度为1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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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风叶转速为90转/分钟，喂料速度为1g/s；

[0058] 风叶转速为60转/分钟，喂料速度为1g/s；

[0059] 风叶转速为40转/分钟，喂料速度为1g/s。

[0060] 处理中风叶转速通过风选机自带的无极变速器调节，而喂料速度通过下料开关板

旋纽进行调节。

[0061] 结果表明：

[0062] 当风叶以120转/分钟的速度转动时，90％以上的大花红景天合格种子均被强风吹

至出风口而从出风口排出，无法与杂质分离；

[0063] 当风叶以90转/分钟的速度转动时，只有约20％的大花红景天合格种子从出料口

一排出，约60％的合格种子从出料口二出落出，仍有约20％的合格种子从出风口被排出，无

法与杂质很好地分离；

[0064] 当风叶以40转/分钟的速度转动时，合格种子全部由出料口一落出，但出料口一的

种子净度低至30％，没能与大部分杂质分开，无法运用于实际风选；

[0065] 当风叶以60转/分钟的速度转动时，出料口一的产物中种子净度达到了90％以上，

且出料口二产物中只有少量(5％以下)的合格种子，出风口中仅有杂质无合格种子。

[0066] 本次试验中喂料速度为1g/s和3g/s时，出料口一和二的产物无明显变化，因此优

选大花红景天种子风选参数调置为喂料速度为1-3g/s，风叶转速为60转/分钟。

[0067] 综上，本发明方法，获得的大花红景天种子净度高，品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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