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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种植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选种方

法。采用选种装置对桃树进行选种，选种装置包

括第一传送带、第二传送带、分离筒和收集筒，第

一传送带上设有筛选孔，分离筒设置在第二传送

带上；分离筒包括内筒和外筒，内筒上设有通孔、

开口，外筒上设有出口，内筒外设有挡片，挡片连

接在内筒上，内筒固定有电磁铁；外筒与第一传

送带连接，外筒与内筒之间固定旋转电机；外筒

与收集筒连通，收集筒设有活塞和控制开关，控

制开关能够打开和关闭电磁铁，收集筒上设有出

料口，出料口外设有出料开关；第二传送带下方

设有良种收集槽、劣种收集槽和果肉收集槽，还

包括以下步骤：1）清洗2）选种3）种植4）反复选

种。本方案能够根据本地环境不断进行优化桃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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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桃树选种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选种装置对桃树进行选种，所述选种装置包括

第一传送带、第二传送带、分离筒和收集筒，所述第一传送带上设有筛选孔，所述第二传送

带设置在第一传送带下方，所述分离筒设置在第二传送带上；所述分离筒包括内筒和设置

在内筒外侧的外筒，内筒上设有用于排出果肉的通孔以及用于排出果核的开口，外筒上设

有用于排出果核的出口，内筒外设有可封闭开口的挡片，所述挡片通过扭簧转动连接在内

筒上，内筒上固定有能吸附挡片使开口封闭的电磁铁；所述外筒与第一传送带转动连接，所

述外筒与内筒之间固定有驱动内筒转动的旋转电机；所述外筒与收集筒连通，所述收集筒

中设有与收集筒滑动连接的活塞和能被活塞触动的控制开关，所述控制开关能够打开和关

闭电磁铁，所述收集筒上还设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外设有出料开关；所述第二传送带下方

依次设有良种收集槽、劣种收集槽和果肉收集槽，所述劣种收集槽上设有使外筒翻转的翻

转机构，所述果肉收集槽上设有能打开出料开关的第一凸起；

选种步骤包括：

1）清洗：将采摘下的果实进行清洗并去除果实表面的清洗液；

2）选种：使用选种装置，将经过步骤1）处理的果实依次放置在第一传送带上的筛选孔

中，第一传送带将大小符合标准的果实送入选种装置，得到良种收集槽中的合格种子、劣种

收集槽中的不合格种子以及果肉收集槽中的果酱；

3）种植：将良种收集槽中的合格种子进行催芽，催芽前先去除果核表面的硬壳，直到芽

萌动即开始播种，播种时将芽埋入土中；

4）反复选种：将合格种子生长出的果树上结出的果实重复步骤1）至步骤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桃树选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机构包括固定在外

筒外壁的翻转齿轮以及固定在劣种收集槽上的与翻转齿轮啮合的驱动齿轮，还包括固定在

劣种收集槽上的用于驱动驱动齿轮的电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桃树选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机构包括沿外筒竖

直方向的中心线对称的两个翻转单元，一个所述翻转齿轮和一个所述驱动齿轮构成一个翻

转单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桃树选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筒通过波纹管与所述

收集筒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桃树选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波纹管设置在所述收集

筒底部。

6.根据权利要求3和5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桃树选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筒与

外筒底部形成密闭空间，所述旋转电机固定在密闭空间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桃树选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筒固定在外筒外

壁，且收集筒底部高度低于外筒底部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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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桃树选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种植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选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桃子富含果胶、钾、铁、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维生素A和维生素B等多种营养物质，

具有预防便秘、防治贫血、增强肠道功能、保护肝脏、提高免疫力等多种效果，所以深受消费

者的喜爱。而桃树在我国分布区域广，但不同区域桃树结出的桃子也有很大差异。

[0003] 目前普遍的做法是使用优良的桃枝进行嫁接，以缩短桃树的生长时间、改良桃子

的口味。嫁接是植物的人工营养繁殖方法之一，即把一种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种植物

的茎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两个部分长成一个完整的植株。嫁接的方式分为枝接和芽接。接

时应当使接穗与砧木的形成层紧密结合，以确保接穗成活。接上去的枝或芽，叫做接穗，被

接的植物体，叫做砧木或台木。接穗时一般选用具2到4个芽的苗，嫁接后成为植物体的上部

或顶部；砧木嫁接后成为植物体的根系部分。嫁接既能保持接穗品种的优良性状，又能利用

砧木的有利特性。

[0004] 2015年4月22日公开的申请号为CN201410836135.1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桃子嫁

接育苗种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砧木树准备：砧木树为毛桃树，在嫁接前在嫁接之前，

用肥料灌溉砧木1-3天；  把毛桃树砧木树在地面0.8-1.1m处锯断，使得砧木树的直径为15-

20cm；  根据分叉情况与角度在离地面70-80cm的高度处将锯断的创面通过嫁接刀修平，在

砧木树创面的中心纵劈一刀；  S2、削平接穗：剪取生长健壮、丰产、品质优良的成年食用桃

树母株树冠外围中、上部的发育枝、长果枝及带有2年生枝段的中果枝，选取饱满，髓心小，

无病虫危害的芽体，枝接接穗应在发芽前20-30天或在头年秋季落叶后采集，采后放于0-5

度的地窑里或阴凉处，最高不能超过  8℃，用相对湿度70％湿沙埋藏，嫁接前将接穗取出后

剪断，剪留长度20cm左  右，剪段后用清水浸泡3-6小时，使接穗充分吸水；  S3、嵌芽：然后将

削好的接穗插入砧木的切口内；  S4、包扎薄膜：包扎多用聚乙稀薄膜；先用宽的单层薄膜把

锯口全部覆盖，握住切口不使接穗上下左右移动，然后把薄膜沿切口周边扎紧，使切口与锯

面水分不流失，待接芽愈合露芽顶破薄膜。

[0005] 但是嫁接法只能对桃树进行一次优化，不能反复进行改良，使桃树的品质不断提

升。其次，桃树在我国分布地域广，结出的桃子口味、大小等受地域影响严重，嫁接不能打破

地域限制，利用不同地域的桃树进行嫁接时，成活率低，且嫁接后接触的桃子品质往往无法

与母株相比。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根据本地环境不断进行优化的桃树选种方法。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桃树选种方法，采用选种装置对桃树

进行选种，选种装置包括第一传送带、第二传送带、分离筒和收集筒，第一传送带上设有供

水果通过的筛选孔，第二传送带设置在第一传送带下方，分离筒设置在第二传送带上；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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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包括内筒和设置在内筒外侧的外筒，内筒上设有用于排出果肉的通孔以及用于排出果核

的开口，外筒上设有用于排出果核的出口，内筒外设有可封闭开口的挡片，挡片通过扭簧转

动连接在内筒上，内筒上固定有能吸附挡片使开口封闭的电磁铁；外筒与第一传送带转动

连接，外筒与内筒之间固定有驱动内筒转动的旋转电机；外筒与收集筒连通，收集筒中设有

与收集筒滑动连接的活塞和能被活塞触动的控制开关，控制开关能够打开和关闭电磁铁，

收集筒上还设有出料口，出料口外设有出料开关；第二传送带下方依次设有良种收集槽、劣

种收集槽和果肉收集槽，劣种收集槽上设有使外筒翻转的翻转机构，果肉收集槽上设有能

打开出料开关的第一凸起；

[0008] 选种步骤包括：

[0009] 1）清洗：将采摘下的果实进行清洗并去除果实表面的清洗液；

[0010] 2）选种：使用选种装置，将经过步骤1）处理的果实依次放置在第一传送带上的筛

选孔中，第一传送带将大小符合标准的果实送入选种装置，得到良种收集槽中的合格种子、

劣种收集槽中的不合格种子以及果肉收集槽中的果酱；

[0011] 3）种植：将良种收集槽中的合格种子进行催芽，催芽前先去除果核表面的硬壳，直

到芽萌动即开始播种，播种时将芽埋入土中；

[0012] 4）反复选种：将合格种子生长出的果树上结出的果实重复步骤1）至步骤3）。

[0013] 选种装置中第一传送带上的筛选孔的尺寸根据果实的种类进行调整，保证能够留

在第一传送带上的果实均为同种类果实中个头较大的。进行选种时，将果实采摘下后，先进

行清洗，将果实表面的灰尘、绒毛等无法食用的杂质洗去，再进行晾干，然后将晾干的果实

放置在第一传送带的筛选孔中，筛选孔为贯穿第一传送带的通孔，此时尺寸小于筛选孔的

果实即从筛选孔中落下，尺寸大于筛选孔的果实可以停留在第一传送带上，所以此时进行

第一次选择，将个小的果实淘汰。大小符合标准的果实随第一传送带运动，直到运动到第二

传送带上侧，果实从第一传送带上落下，落入第二传送带连接的分离筒的内筒中，内筒一直

处于旋转的状态，电磁铁吸附住挡片，开口被挡片封闭。落入内筒的果实受到离心力的作

用，果肉从果核上脱落，脱落的果肉穿过内筒的通孔进入内筒和外筒之间的空间中，由于外

筒与收集筒连通，所以果肉进入收集筒中。进入收集筒中的果肉将活塞向上推，在果肉足够

多的情况下，活塞向上运动触动控制开关，电磁铁被关闭，挡片在扭簧的作用下转动，开口

打开，果核依次通过开口、出口最后从外筒中落出，落入良种收集槽中，此时落出的果核为

合格的种子。果肉量少，即果实果核大、果肉少时，分离出的果肉不足以推动活塞触动控制

开关，则果核无法落入良种收集槽中。果核在内筒中随第二传送带一起运动，直到运动到劣

种收集槽上方时，劣种收集槽上设置的翻转机构使外筒发生翻转，位于外筒内的内筒同样

发生翻转，内筒中的果核被倒出，落入劣种收集槽中，此时落出的果核为不合格的种子。第

二传送带继续运动，直到运动到果肉收集槽上侧时，果肉收集槽上设置的第一凸起打开出

料开关，收集筒中的果肉落入果肉收集槽中，所以果肉不会被浪费。最后选出的合格种子是

落入良种收集槽中的果核，这些果核对应的果实均为个大、肉多，所以这些种子生长出的果

树结出的果实同样个大、肉多。

[0014] 选出合格的种子后，在进行种植，等生长出的果树再次结果时，在利用选种装置进

行选种，如此不断进行筛选，果树可以不断优化。

[0015] 本方案的有益效果是：（一）利用选种装置进行选种，筛选孔可以筛选出个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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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在分离果核、果肉的同时还可以筛选出果肉多的果核，如此最后落入良种收集槽中的

是含有“果大、肉多”基因的果核，利用机械选种可以排除人为判断的误差，达到标准统一，

还可以减少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0016] （二）经过选种装置选种处理的果肉还可以再次利用，减少选种带来的经济损失。

[0017] （三）不适应本地环境的果树，结出的果实或者个小，或者果肉少，所以同时将这两

个指标作为筛选条件可以排除不适应本地环境的果实结出的种子，挑选出适合本地环境的

种子。

[0018] （四）直接对种子进行选种可以保证桃树优良基因的稳定遗传，并在不断进行选种

的情况下累积优良基因，使种植的桃树愈加适合本地环境。

[0019] （五）筛选孔还可以对符合标准的果实起到限位作用，可以防止果实在第一传送带

上乱滚，且可以保证果实可以逐个落到内筒中。

[0020] 优选方案一，作为对基础方案的进一步改进，翻转机构包括固定在外筒外壁的翻

转齿轮以及固定在劣种收集槽上的与翻转齿轮啮合的驱动齿轮，还包括固定在劣种收集槽

上的用于驱动驱动齿轮的电机。驱动齿轮位于劣种收集槽上方，当收集筒运动到劣种收集

槽上方时，驱动齿轮与翻转齿轮啮合，翻转齿轮转动，带动外筒、内筒一起翻转，使内筒中的

果核落出。当翻转齿轮不与驱动齿轮啮合时，外筒、内筒恢复原位，所以外筒、内筒的翻转不

需要另外的开关控制，可以简化结构，且可以使合格的果核和不合格的果核分开，方便下一

步操作。将内筒中的果核倒出后，分离筒可以再次分离果核、果肉，如此可以实现连续工作。

[0021] 优选方案二，作为对优选方案一的进一步改进，翻转机构包括沿外筒竖直方向的

中心线对称的两个翻转单元，一个翻转齿轮和一个驱动齿轮构成一个翻转单元。两侧均设

有翻转齿轮，在进行翻转时，外筒两侧受力均匀，所以不会发生倾斜，或者无法翻转的情况。

[0022] 优选方案三，作为对基础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外筒通过波纹管与收集筒连通。波纹

管可以进行拉伸，所以波纹管不容易被拉断。

[0023] 优选方案四，作为对优选方案三的进一步改进，波纹管设置在收集筒底部。此时果

肉直接从收集筒底部进入收集筒中，再将活塞向上推动，所以可以避免波纹管设置在收集

筒侧壁后，活塞将波纹管堵塞，使果肉无法进入收集筒中。

[0024] 优选方案五，作为对优选方案二和优选方案四中任意一项的进一步改进，内筒与

外筒底部形成密闭空间，旋转电机固定在密闭空间中。旋转电机设置在密闭空间内后，从内

筒的通孔中流出的果肉不会与旋转电机接触，可以避免电机上的污渍污染果肉。

[0025] 优选方案六，作为对优选方案五的进一步改进，收集筒固定在外筒外壁，且收集筒

底部高度低于收集筒底部高度。此时第二传送带上不需要另外设置用于固定收集筒的固定

装置，可以简化结构；且收集筒高度低于外筒底部高度，由于连通器原理，所以进入外筒和

内筒之间的果肉可以完全进入收集筒中。

附图说明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图1为实施例1中选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图1中分离筒的剖视图；

[0029] 图3为实施例2中分离筒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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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附图标记为：第一传送带1、第二传送带2、固定圈21、良种收集槽3、劣种收集槽4、

安装座41、电机42、驱动齿轮43、果肉收集槽5、第一凸起51、分离筒6、内筒61、外筒62、转轴

63、翻转齿轮64、外齿圈65、出口66、通孔67、旋转电机68、内齿圈69、收集筒7、出料开关71、

控制开关72、活塞73、波纹管74。

[0031] 实施例1

[0032] 如图1、图2所示，一种桃树选种方法，采用选种装置对桃树进行选种，选种装置从

左到右依次设置有第一传送带1和第二传送带2，第一传送带1位于第二传送带2上方。第一

传送带1上设有筛选孔，筛选孔贯穿第一传送带1，筛选孔的直径为8cm；第二传送带2侧面转

动连接有分离筒6。分离筒6包括内筒61和设置在内筒61外的外筒62，外筒62上端左右两侧

焊接有垂直于外筒62侧壁的转轴63，第二传送带2上焊接有供转轴63穿过的固定圈21，转轴

63端部焊接有翻转齿轮64。内筒61的直径小于外筒62直径，外筒62上端焊接有开口小于内

筒61直径的第一挡圈以及位于第一挡圈下方，焊接有限制内筒61左右移动的第二挡圈，外

筒62上端外沿向外凸起，内筒61外侧壁上焊接有外齿圈65，内筒61侧壁上贯穿设置有多个

通孔67，下端侧壁上设有用于排出果核的开口，开口外设有挡片，挡片左端通过扭簧与内筒

61连接，内筒61右侧侧壁中镶嵌有电磁铁。内筒61底部外壁上焊接有转动轴，外筒62底部内

壁上设有供转轴63伸入的槽，内筒61和外筒62转动连接。外筒62和内筒61之间形成的空间

中用螺栓固定有旋转电机68，旋转电机68的输出轴连接有齿轮，齿轮与外齿圈65啮合。外筒

62下端侧壁上设有用于排出果核的出口66。外筒62底部连接有波纹管74，波纹管74一端贯

穿外筒62底部侧壁，与外筒62与内筒61之间的空间连通，波纹管74另一端连接有收集筒7，

收集筒7焊接在外筒62外侧壁，波纹管74贯穿收集筒7底部侧壁。收集筒7中滑动连接有活塞

73，活塞73上侧的收集筒7侧壁上设有能够关闭电磁铁的控制开关72，活塞73挤压控制开关

72，则电磁铁被关闭。活塞73下侧的收集筒7侧壁上设有出料管，出料管端部设有出料挡板，

出料挡板通过扭簧固定在出料管上，出料挡板和扭簧形成出料开关71。

[0033] 第二传送带2下方依次设有良种收集槽3、劣种收集槽4、果肉收集槽5。劣种收集槽

4侧壁上焊接有T形的安装座41，安装座41上用螺栓固定有电机42，电机42的输出轴上焊接

有驱动齿轮43，输出轴平行于地面设置，输出轴穿过驱动齿轮43后转动连接在T形安装座41

上。果肉收集槽5的侧壁上焊接有第一凸起51，第一凸起51可以打开出料开关71。

[0034] 选种步骤包括：

[0035] 1）清洗：将采摘下的果实用水进行清洗，洗去果实表面的灰尘和绒毛，再将果实表

面的水晾干；

[0036] 2）选种：使用选种装置，将经过步骤1）处理的果实依次放置在筛选孔中，筛选孔排

出大小不合格的果实，大小合格的果实随第一传送带1进入选种装置，再次进行选种，最后

合格的果核落入良种收集槽3中，不合格的果核落入劣种收集槽4中，果肉落入果肉收集槽5

中；

[0037] 3）种植：将合格的果核的硬壳去除，再进行催芽，直到芽萌动时将芽埋入土中；

[0038] 4）反复选种：将合格种植生长出的果实上结出的果实重复步骤1）至步骤3）。

[0039] 果实放置在筛选孔中后，尺寸小于筛选孔尺寸的果实从筛选孔中掉落，尺寸大于

筛选孔尺寸的果实停留在筛选孔中，随第一传送带1一起向右运动，直到运动到第一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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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右端，再逐个从第一传送带1上落下，落入内筒61中。进入收集筒7中的果肉将活塞73向上

推，在果肉足够多的情况下，活塞73向上运动触动控制开关72，电磁铁被关闭，挡片在扭簧

的作用大转动，开口打开，果核通过开口、出口66从外筒62中落出，落入良种收集槽3中，则

果核为合格的种子。果肉量少，即果实果核大、果肉少时，分离出的果肉不足以推动活塞73

触动控制开关72，则果核无法落入良种收集槽3中。果核在内筒61中随第二传送带2一起运

动，直到运动到劣种收集槽4上方时，劣种收集槽4上设置的翻转机构使外筒62发生翻转，位

于外筒62内的内筒61同样发生翻转，内筒61中的果核被倒出，落入劣种收集槽4中，则果核

为不合格的种子。第二传送带2继续运动，直到运动到果肉收集槽5上侧时，果肉收集槽5上

设置的第一凸起51打开出料开关71，收集筒7中的果肉落入果肉收集槽5中，所以果肉不会

被浪费。最后选出的合格种子是落入良种收集槽3中的果核，这些果核对应的果实均为个

大、肉多，所以这些种子生长出的果树结出的果实同样个大、肉多。

[0040] 实施例2

[0041] 如图3所示，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内筒61为H形，内筒61与外筒62底部之间形

成一个密闭空腔，旋转电机68设置在密闭空腔中，内筒61下端的侧壁上焊接有内齿圈69，电

机42的输出轴轴端焊接有齿轮，齿轮与内齿圈69啮合。波纹管74与连接在密闭空间外围的

外筒62底部。收集筒7底部的高度低于外筒62底部的高度。

[0042] 此时果肉进入内筒61和外筒62之间的空间后，不会与电机42接触，直接进入收集

筒7中，所以可以避免果肉被污染。由于收集筒7底部高度低于外筒62底部的高度，所以在未

打开出料开关时，果肉也可以完全流入收集筒中。

[0043]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效果和专利的实用性。本发明所省略描述的技术、形

状、构造部分均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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