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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

种植机，包括支撑机架，连接架，驱动齿轮，驱动

轮，驱动链条，可调节株距的播种棒结构，可调节

抬动的手推把手，可覆土的开沟犁沟板结构，机

器提手，刮泥板，导料斗，种子盒，防护盒盖，压土

轮和驱动机器，所述的连接架焊接在支撑机架的

左侧位置；所述的驱动齿轮键连接在驱动轮的前

端。本实用新型芝麻种子凹槽和覆盖条的设置，

有利于根据播种芝麻株距成长的需要，调节芝麻

种子凹槽的开启和密封，从而满足调节株距的需

要；调节通孔具体采用圆形通孔；所述的调节通

孔设置有多个，有利于根据使用者的不同，调节

改变U型把手与支撑机架之间的角度，从而满足

播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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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其特征在于，该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包括

支撑机架（1），连接架（2），驱动齿轮（3），驱动轮（4），驱动链条（5），可调节株距的播种棒结

构（6），可调节抬动的手推把手（7），可覆土的开沟犁沟板结构（8），机器提手（9），刮泥板

（10），导料斗（11），种子盒（12），防护盒盖（13），压土轮（14）和驱动机器（15），所述的连接架

（2）焊接在支撑机架（1）的左侧位置；所述的驱动齿轮（3）键连接在驱动轮（4）的前端；所述

的驱动轮（4）轴接在支撑机架（1）的内部右侧位置；所述的驱动链条（5）啮合连接在驱动齿

轮（3）的外部；所述的可调节株距的播种棒结构（6）分别与驱动链条（5）和导料斗（11）相连

接；所述的可调节抬动的手推把手（7）分别与支撑机架（1）和连接架（2）相连接；所述的可覆

土的开沟犁沟板结构（8）安装在支撑机架（1）的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机器提手（9）设置在

支撑机架（1）的内部右上侧；所述的刮泥板（10）螺钉连接在机器提手（9）的右侧下部位置；

所述的导料斗（11）螺钉连接在支撑机架（1）的内部左侧位置；所述的种子盒（12）铆接在导

料斗（11）的上部；所述的防护盒盖（13）扣接在种子盒（12）的上端；所述的压土轮（14）轴接

在连接架（2）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驱动机器（15）螺栓连接在驱动轮（4）的内部并与驱动

轮（4）的驱动轴啮合连接设置；所述的可调节株距的播种棒结构（6）包括旋转轴（61），滚珠

轴承（62），从动齿轮（63），播种胶棒（64），芝麻种子凹槽（65）和覆盖条（66），所述的旋转轴

（61）一端插接在滚珠轴承（62）的内圈，另一端键连接在从动齿轮（63）的内部；所述的播种

胶棒（64）套接在旋转轴（61）的外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芝麻种子凹槽（65）开设在播种胶棒

（64）的外表面；所述的覆盖条（66）卡接在芝麻种子凹槽（65）的上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抬动的

手推把手（7）包括U型把手（71），抬握杆（72），连接耳板（73），支撑斜杆（74），调节通孔（75）

和锁紧螺钉（76），所述的抬握杆（72）镶嵌在U型把手（71）的内部下侧位置；所述的连接耳板

（73）焊接在U型把手（71）的下表面右侧位置；所述的支撑斜杆（74）轴接在连接耳板（73）的

后表面下部位置；所述的调节通孔（75）开设在支撑斜杆（74）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锁

紧螺钉（76）螺纹连接在调节通孔（75）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覆土的开沟

犁沟板结构（8）包括连接固定板（81），漏料槽（82），开沟犁沟板（83），连接杆（84）和盖土板

（85），所述的漏料槽（82）开设在连接固定板（81）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开沟犁沟板（83）

螺钉连接在连接固定板（81）的正表面；所述的连接杆（84）螺栓连接在连接固定板（81）和开

沟犁沟板（83）的相交处的左侧位置；所述的盖土板（85）焊接在连接杆（84）的下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刮泥板（10）具

体采用梯形的PVC塑料板；所述的刮泥板（10）的右端与驱动轮（4）表面的间距设置在三毫米

至五毫米；所述的刮泥板（10）与机器提手（9）的锐角夹角设置在三十度至六十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种子盒（12）具

体采用上部开口的透明PVC塑料盒；所述的导料斗（11）与种子盒（12）的内部相连通。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芝麻种子凹槽

（65）采用深度设置在一毫米至三毫米的长方形凹槽；所述的芝麻种子凹槽（65）设置有多

个。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轴（61）与

滚珠轴承（62）的内圈过盈配合设置；所述的滚珠轴承（62）镶嵌在支撑机架（1）的内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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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动齿轮（63）与驱动链条（5）啮合连接设置。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轴（61）活

动插接在导料斗（11）的内部下侧位置；所述的导料斗（11）插接在漏料槽（82）的内部。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通孔（75）

具体采用圆形通孔；所述的调节通孔（75）设置有多个。

10.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锁紧螺钉

（76）贯穿支撑斜杆（74）与连接架（2）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U型把手（71）与支撑机架（1）的

外表面螺栓连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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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农业机械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

机。

背景技术

[0002] 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产业。农业属于

第一产业，研究农业的科学是农学。农业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获得的产品是动植

物本身。农业是提供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产业。

[0003] 芝麻，又名脂麻、胡麻，是胡麻的籽种，一年生直立草本植物，高60-150厘米。它遍

布世界上的热带地区以及部分温带地区。芝麻是中国主要油料作物之一，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它的种子含油量高达55%。中国自古就有许多用芝麻和芝麻油制作的各色食品和美味

佳肴，一直著称于世。

[0004] 芝麻，被称为八谷之冠。芝麻是一种油料作物，榨取的油称为麻油、胡麻油、香油，

特点是气味醇香，生用热用皆可。芝麻种植时需要在土壤水分多的情况下进行，可在犁地后

纵横精细耙地，播种后耙地盖种；在土壤水分少的情况下，耙地后立即播种、耙地盖种，并镇

压保墒。

[0005] 但是现有的芝麻种植机还存在着不方便根据种植需要调节株距，不具备覆土压平

功能和使用不方便的问题。

[0006] 因此，发明一种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以解

决现有的芝麻种植机不方便根据种植需要调节株距，不具备覆土压平功能和使用不方便的

问题。一种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包括支撑机架，连接架，驱动齿轮，驱动轮，驱动链

条，可调节株距的播种棒结构，可调节抬动的手推把手，可覆土的开沟犁沟板结构，机器提

手，刮泥板，导料斗，种子盒，防护盒盖，压土轮和驱动机器，所述的连接架焊接在支撑机架

的左侧位置；所述的驱动齿轮键连接在驱动轮的前端；所述的驱动轮轴接在支撑机架的内

部右侧位置；所述的驱动链条啮合连接在驱动齿轮的外部；所述的可调节株距的播种棒结

构分别与驱动链条和导料斗相连接；所述的可调节抬动的手推把手分别与支撑机架和连接

架相连接；所述的可覆土的开沟犁沟板结构安装在支撑机架的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机器

提手设置在支撑机架的内部右上侧；所述的刮泥板螺钉连接在机器提手的右侧下部位置；

所述的导料斗螺钉连接在支撑机架的内部左侧位置；所述的种子盒铆接在导料斗的上部；

所述的防护盒盖扣接在种子盒的上端；所述的压土轮轴接在连接架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

的驱动机器螺栓连接在驱动轮的内部并与驱动轮的驱动轴啮合连接设置；所述的可调节株

距的播种棒结构包括旋转轴，滚珠轴承，从动齿轮，播种胶棒，芝麻种子凹槽和覆盖条，所述

的旋转轴一端插接在滚珠轴承的内圈，另一端键连接在从动齿轮的内部；所述的播种胶棒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210671273 U

4



套接在旋转轴的外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芝麻种子凹槽开设在播种胶棒的外表面；所述的

覆盖条卡接在芝麻种子凹槽的上部。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抬动的手推把手包括U型把手，抬握杆，连接耳板，支撑斜

杆，调节通孔和锁紧螺钉，所述的抬握杆镶嵌在U型把手的内部下侧位置；所述的连接耳板

焊接在U型把手的下表面右侧位置；所述的支撑斜杆轴接在连接耳板的后表面下部位置；所

述的调节通孔开设在支撑斜杆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锁紧螺钉螺纹连接在调节通孔

内。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可覆土的开沟犁沟板结构包括连接固定板，漏料槽，开沟犁沟板，

连接杆和盖土板，所述的漏料槽开设在连接固定板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开沟犁沟板螺

钉连接在连接固定板的正表面；所述的连接杆螺栓连接在连接固定板和开沟犁沟板的相交

处的左侧位置；所述的盖土板焊接在连接杆的下端。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刮泥板具体采用梯形的PVC塑料板；所述的刮泥板的右端与驱动轮

表面的间距设置在三毫米至五毫米；所述的刮泥板与机器提手的锐角夹角设置在三十度至

六十度。

[0011] 优选的，所述的种子盒具体采用上部开口的透明PVC塑料盒；所述的导料斗与种子

盒的内部相连通。

[0012] 优选的，所述的芝麻种子凹槽采用深度设置在一毫米至三毫米的长方形凹槽；所

述的芝麻种子凹槽设置有多个。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旋转轴与滚珠轴承的内圈过盈配合设置；所述的滚珠轴承镶嵌在

支撑机架的内部；所述的从动齿轮与驱动链条啮合连接设置。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旋转轴活动插接在导料斗的内部下侧位置；所述的导料斗插接在

漏料槽的内部。

[0015] 优选的，所述的调节通孔具体采用圆形通孔；所述的调节通孔设置有多个。

[0016] 优选的，所述的锁紧螺钉贯穿支撑斜杆与连接架螺纹连接设置；所述的U型把手与

支撑机架的外表面螺栓连接设置。

[0017] 优选的，所述的连接杆具体采用弧形的不锈钢杆；所述的连接固定板与支撑机架

的下表面螺栓连接设置。

[0018] 优选的，所述的驱动机器具体采用型号为LM301的汽油机。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0] 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芝麻种子凹槽和覆盖条的设置，有利于根据播种芝麻株

距成长的需要，调节芝麻种子凹槽的开启和密封，从而满足调节株距的需要。

[0021]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刮泥板的右端与驱动轮表面的间距设置在三毫米至五毫

米，有利于在播种过程中对附着在驱动轮表面的泥土进行刮除，提高种植效率。

[0022] 3.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调节通孔具体采用圆形通孔；所述的调节通孔设置有多

个，有利于根据使用者的不同，调节改变U型把手与支撑机架之间的角度，从而满足播种的

需要。

[0023]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导料斗和种子盒的设置，有利于起到对芝麻种子缓存和

疏导的作用。

[0024] 5.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连接固定板，漏料槽和开沟犁沟板的设置，有利于起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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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的作用，丰富播种机的使用功能，提高播种效率。

[0025]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连接杆，盖土板和压土轮的设置，有利于在播种完成后进

行覆土压实，提高芝麻的成活率。

[0026]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驱动齿轮，驱动轮，驱动链条，从动齿轮和驱动机器的设

置，有利于起到提供动力和连接的作用，减轻人力推动播撒的劳动量。

[0027]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种子盒具体采用上部开口的透明PVC塑料盒，有利于对芝

麻种子的下漏情况进行查看。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株距的播种棒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抬动的手推把手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进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

[0033] 1、支撑机架；2、连接架；3、驱动齿轮；4、驱动轮；5、驱动链条；6、可调节株距的播种

棒结构；61、旋转轴；62、滚珠轴承；63、从动齿轮；64、播种胶棒；65、芝麻种子凹槽；66、覆盖

条；7、可调节抬动的手推把手；71、U型把手；72、抬握杆；73、连接耳板；74、支撑斜杆；75、调

节通孔；76、锁紧螺钉；8、可覆土的开沟犁沟板结构；81、连接固定板；82、漏料槽；83、开沟犁

沟板；84、连接杆；85、盖土板；9、机器提手；10、刮泥板；11、导料斗；12、种子盒；13、防护盒

盖；14、压土轮；15、驱动机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5] 实施例：

[0036] 如附图1至附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调节的多功能芝麻种植机，包括支

撑机架1，连接架2，驱动齿轮3，驱动轮4，驱动链条5，可调节株距的播种棒结构6，可调节抬

动的手推把手7，可覆土的开沟犁沟板结构8，机器提手9，刮泥板10，导料斗11，种子盒12，防

护盒盖13，压土轮14和驱动机器15，所述的连接架2焊接在支撑机架1的左侧位置；所述的驱

动齿轮3键连接在驱动轮4的前端；所述的驱动轮4轴接在支撑机架1的内部右侧位置；所述

的驱动链条5啮合连接在驱动齿轮3的外部；所述的可调节株距的播种棒结构6分别与驱动

链条5和导料斗11相连接；所述的可调节抬动的手推把手7分别与支撑机架1和连接架2相连

接；所述的可覆土的开沟犁沟板结构8安装在支撑机架1的下部中间位置；所述的机器提手9

设置在支撑机架1的内部右上侧；所述的刮泥板10螺钉连接在机器提手9的右侧下部位置；

所述的导料斗11螺钉连接在支撑机架1的内部左侧位置；所述的种子盒12铆接在导料斗11

的上部；所述的防护盒盖13扣接在种子盒12的上端；所述的压土轮14轴接在连接架2的内部

中间位置；所述的驱动机器15螺栓连接在驱动轮4的内部并与驱动轮4的驱动轴啮合连接设

置；所述的可调节株距的播种棒结构6包括旋转轴61，滚珠轴承62，从动齿轮63，播种胶棒

64，芝麻种子凹槽65和覆盖条66，所述的旋转轴61一端插接在滚珠轴承62的内圈，另一端键

连接在从动齿轮63的内部；所述的播种胶棒64套接在旋转轴61的外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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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种子凹槽65开设在播种胶棒64的外表面；所述的覆盖条66卡接在芝麻种子凹槽65的上

部；打开防护盒盖13，根据播种株距的需要，改变覆盖条66的数量，将播种的芝麻种子倒入

到种子盒12，并滑落到导料斗11内，扣上防护盒盖13即可；最后，启动驱动机器15，手握U型

把手71推动该播种机进行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开沟犁沟板83起到开沟的作用，在驱动链

条5和驱动齿轮3的作用下，使得旋转轴61带动播种胶棒64进行转动，从而将落入到芝麻种

子凹槽65内的芝麻种子通过漏料槽82落入到开好的沟槽内，在盖土板85的作用下将开沟的

土壤重新填埋到沟槽内，并在压土轮14的作用下压平，有利于芝麻的生长。

[0037] 如附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抬动的手推把手7包括U型把手

71，抬握杆72，连接耳板73，支撑斜杆74，调节通孔75和锁紧螺钉76，所述的抬握杆72镶嵌在

U型把手71的内部下侧位置；所述的连接耳板73焊接在U型把手71的下表面右侧位置；所述

的支撑斜杆74轴接在连接耳板73的后表面下部位置；所述的调节通孔75开设在支撑斜杆74

的正表面中间位置；所述的锁紧螺钉76螺纹连接在调节通孔75内；松动锁紧螺钉76抬动U型

把手71，改变U型把手71倾斜的角度，然后拧紧锁紧螺钉76和U型把手71与支撑机架1连接处

的螺栓，起到约束固定的作用。

[0038] 如附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覆土的开沟犁沟板结构8包括连接固

定板81，漏料槽82，开沟犁沟板83，连接杆84和盖土板85，所述的漏料槽82开设在连接固定

板81的内部中间位置；所述的开沟犁沟板83螺钉连接在连接固定板81的正表面；所述的连

接杆84螺栓连接在连接固定板81和开沟犁沟板83的相交处的左侧位置；所述的盖土板85焊

接在连接杆84的下端。

[0039] 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刮泥板10具体采用梯形的PVC塑料板；所述的刮泥板

10的右端与驱动轮4表面的间距设置在三毫米至五毫米；所述的刮泥板10与机器提手9的锐

角夹角设置在三十度至六十度。

[0040] 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种子盒12具体采用上部开口的透明PVC塑料盒；所述

的导料斗11与种子盒12的内部相连通。

[0041] 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芝麻种子凹槽65采用深度设置在一毫米至三毫米的

长方形凹槽；所述的芝麻种子凹槽65设置有多个。

[0042] 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旋转轴61与滚珠轴承62的内圈过盈配合设置；所述的

滚珠轴承62镶嵌在支撑机架1的内部；所述的从动齿轮63与驱动链条5啮合连接设置。

[0043] 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旋转轴61活动插接在导料斗11的内部下侧位置；所述

的导料斗11插接在漏料槽82的内部。

[0044] 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调节通孔75具体采用圆形通孔；所述的调节通孔75设

置有多个。

[0045] 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锁紧螺钉76贯穿支撑斜杆74与连接架2螺纹连接设

置；所述的U型把手71与支撑机架1的外表面螺栓连接设置。

[0046] 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连接杆84具体采用弧形的不锈钢杆；所述的连接固定

板81与支撑机架1的下表面螺栓连接设置。

[0047] 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驱动机器15具体采用型号为LM301的汽油机。

[0048] 工作原理

[0049]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首先，松动锁紧螺钉76抬动U型把手71，改变U型把手71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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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然后拧紧锁紧螺钉76和U型把手71与支撑机架1连接处的螺栓，起到约束固定的作

用；然后，打开防护盒盖13，根据播种株距的需要，改变覆盖条66的数量，将播种的芝麻种子

倒入到种子盒12，并滑落到导料斗11内，扣上防护盒盖13即可；最后，启动驱动机器15，手握

U型把手71推动该播种机进行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开沟犁沟板83起到开沟的作用，在驱动

链条5和驱动齿轮3的作用下，使得旋转轴61带动播种胶棒64进行转动，从而将落入到芝麻

种子凹槽65内的芝麻种子通过漏料槽82落入到开好的沟槽内，在盖土板85的作用下将开沟

的土壤重新填埋到沟槽内，并在压土轮14的作用下压平，有利于芝麻的生长。

[0050]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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