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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通

过设置移动机构，使得移动机构能够将培养板自

动输送至拿取机构和辅助机构的下方，进而方便

对培养皿做拿取操作，拿取机构能够自动将移动

机构输送的培养皿进行抓取，大大提高了移栽的

效率，同时拿取机构通过气缸控制，抓取力度均

匀，不会对培养皿施加过大的夹持力，避免了因

人为搬运中对培养皿中的生根枝条造成损伤，辅

助机构能够在拿取机构拿取培养皿前吗，对培养

皿喷施多菌灵溶液，增加了生根枝条对土壤的附

着力，培养皿内的营养土以园土为基础，豆类地

中有根瘤菌，能增加土壤肥沃度，葱蒜类菜地中

含大量大蒜素等硫化物，有利于抑制或杀灭土壤

中的病菌，进而大大提高了南京椴扦插的存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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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选苗—修剪—诱导生根—移栽，具体

工艺步骤如下：

步骤一：选苗，选择生长健壮且无病虫害的南京椴母株，在初秋时期采苗，选择树干中

间位置健壮一年生枝条，并用水浸湿30min；

步骤二：修剪，用剪刀将枝条剪短至10-12cm长度，并将枝条的末端修剪出一段斜面，使

用4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400-450倍液对枝条的末端进行喷涂4-6min，后用水清洗2-5min；

步骤三：诱导生根：配置营养土，将营养土铺满扦插用的培养皿中，形成扦插基质，培养

皿放置在培养板上，培养板为顶端设置有若干与穴盘尺寸相适配的凹槽，营养土以种植过

豆类或葱蒜类的园土、草碳灰和蛭石按重量比为40-45：35-40:10-15配置而成，并将步骤二

后的枝条喷涂生长液4-5s后插入培养皿中，每个培养皿中扦插一根枝条，枝条的末端插入

培养土中的深度大于2cm，并将培养皿中的营养土压实，并在培养皿的上方使用带孔PVC膜

覆盖保湿，放在通风阴凉处培养20-30天，培养至第15天后将PVC膜移出，换用折光率75％的

遮阳网，每10天喷涂一次多菌灵1000倍液，没15天喷施可溶性完全肥料(N：P：K＝3:1:1)倍

液1次；

步骤四：移栽：将步骤三中培养板放置到传送带上，通过传送带将培养板移动至支撑架

(2)上设置的承载板(301)上，并通过移动机构(3)将培养板移动至辅助机构(7)的下方，具

体为通过启动第三电机，第三电机通过输出轴(307)带动传动杆(306)转动，进而通过传动

杆(306)带动第一螺杆(302)转动，使得第一螺杆(302)带动承载板(301)沿第一螺杆(302)

的长度方向移动，使得承载板(301)带动培养板移动至辅助机构(7)的下方，通过辅助机构

(7)对培养皿内的生根枝条喷施多菌灵(1000)倍液，第三电机驱动培养板移动至拿取机构

(6)的下方，通过启动第一气缸(602)，第一气缸(602)推动第一推杆(603)向下移动，通过第

一推杆(603)推动固定板(604)向下移动，进而带动夹紧板(608)向下移动，启动第二气缸

(606)，第二气缸(606)推动第二推杆(607)移动，使得第二推杆(607)推动夹紧板(608)将培

养皿的上端夹紧，夹紧板(608)夹紧的同时折叠板(612)为夹紧板(608)提供限位固定，通过

第一气缸(602)驱动第一推杆(603)将培养皿取出，启动第一电机(5)，使得第一电机(5)带

动拿取机构(6)沿滑轨(4)的长度方向移出培养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诱导生

根的温度为18-28度，初始光照强度不高于5000lx，15天后将光照提高至不低于15000lx，诱

导生根的初始湿度范围为70％-85％，30天后湿度调整为50％-7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拿取机构(6)包

括第一气缸(602)、第二气缸(606)、夹紧板(608)和折叠板(612)，第一气缸(602)通过螺栓

与楔形板(601)固定连接，楔形板(601)通过螺栓与设置在滑轨(4)上的移动板固定连接，使

得楔形板(601)随移动板沿滑轨(4)的长度方向移动，楔形板(601)的底端活动安装有第一

推杆(603)，第一推杆(603)的底端贯穿楔形板(601)的向下延伸，且第一推杆(603)的底端

通过螺栓与固定板(604)固定连接，固定板(604)为U形结构，且固定板(604)的底端通过安

装架(605)固定安装有第二气缸(606)，第二气缸(606)的一端活动安装有第二推杆(607)，

第二推杆(607)的一端通过螺栓与夹紧板(608)固定连接，夹紧板(608)通过轴套(609)与活

动杆(610)滑动连接，夹紧板(608)通过螺栓与轴套(609)固定连接，活动杆(610)的贯穿夹

紧板(608)向外延伸，且活动杆(610)通过螺纹孔与固定板(604)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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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板(608)的

数量为两个，两个夹紧板(608)对称设置，两个夹紧板(608)之间设置有折叠板(612)，折叠

板(612)的两端均通过螺栓与夹紧板(608)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叠板(612)的

中心线位置通过安装孔活动安装有销轴，销轴的顶端通过螺纹孔与支撑板(611)固定连接，

支撑板(611)的顶端通过螺栓与固定板(604)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楔形板(601)的

顶端等间距设置有若干导杆(613)，若干导杆(613)的底端贯穿楔形板(601)向下延伸，且若

干导杆(613)的底端通过螺栓与固定板(604)固定连接，若干导杆(613)通过连接块与楔形

板(601)活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机构(3)包

括承载板(301)、第一螺杆(302)和第三电机，承载板(301)的底端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导套

(305)，导套(305)通过螺纹孔与第一螺杆(302)活动连接，第一螺杆(302)的一端通过轴承

与支撑架(2)活动连接，支撑架(2)通过螺栓与支架(1)固定连接，第一螺杆(302)的另一端

转动连接有传动杆(306)，使得传动杆(306)将第三电机的驱动力传递至第一螺杆(302)，传

动杆(306)的一端与第三电机的输出轴(307)转动连接，承载板(301)的底端对称设置有滑

块(303)，滑块(303)通过螺栓与承载板(301)固定连接，滑块(303)的底端与导轨(304)滑动

连接，导轨(304)通过螺栓与支撑架(2)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机构(7)包

括支撑圆盘(701)、安装板(702)、第二螺杆(703)、导管(707)和第三气缸(711)，安装板

(702)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706)，第二电机(706)的一端转动连接有转动

杆(705)，转动杆(705)的两端转动连接有第二螺杆(703)，第二螺杆(703)与转动杆(705)呈

垂直设置，第二螺杆(703)的底端贯穿安装板(702)向下延伸，且第二螺杆(703)的下端通过

套筒(704)与支撑圆盘(701)固定连接，套筒(704)与支撑圆盘(701)紧配合安装，第二螺杆

(703)的底端贯穿支撑圆盘(701)向下延伸，支撑圆盘(701)的底端设置有底板，使得第二螺

杆(703)的底端通过螺纹孔与底板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为圆盘状结

构，底板沿圆周方向等间距设置有若干活动槽，若干活动槽内垂直设置有用于对培养皿进

行液体喷施的导管(707)，导管(707)的下端紧配合安装有锁套(708)，锁套(708)的一端通

过螺栓与滑板(710)固定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板(710)的底

端滑动连接有导块(709)，导块(709)通过螺栓与底板固定连接，滑板(710)的一端固定安装

有第三推杆(712)，第三推杆(712)与第三气缸(711)活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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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育苗方法领域，具体为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属于南京椴扦插育

苗方法应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南京椴，为双子叶植物纲、椴树科落叶乔木，高20米，树皮灰白色；嫩枝有黄褐色茸

毛，顶芽卵形，被黄褐色茸毛。形态特征乔木，高20米，树皮灰白色；嫩枝有黄褐色茸毛，顶芽

卵形，被黄褐色茸毛。南京椴虽然有着很高的生态价值和园林价值，但南京椴种子休眠期

长，长达两三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南京椴又是以虫媒传粉为主，使得南京椴的繁殖较为困

难，现有的南京椴培育方法主要包括种子培育和扦插培育，现有的扦插育苗方法在对茎段

诱导生根后，都是人工将生根苗从培养室中取出，在人工取出的过程中，由于工作量较大，

使得生根苗在被人工取出的过程中，容易因人为力量过大对生根苗造成折断等损伤，降低

育苗的存活率，且人工取出生根苗的过程中，由于拿取的力道不同容易导致生根苗的土壤

形态被破坏，使得根系无法附着土壤，进而降低育苗的存活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以解决现有的扦插育苗方法在

对茎段诱导生根后，都是人工将生根苗从培养室中取出，在人工取出的过程中，由于工作量

较大，使得生根苗在被人工取出的过程中，容易因人为力量过大对生根苗造成折断等损伤，

降低育苗的存活率，且人工取出生根苗的过程中，由于拿取的力道不同容易导致生根苗的

土壤形态被破坏，使得根系无法附着土壤，进而降低育苗的存活率的技术问题。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包括：选苗—修剪—诱导生根—移栽，具体工艺步骤如

下：

[0006] 步骤一：选苗，选择生长健壮且无病虫害的南京椴母株，在初秋时期采苗，选择树

干中间位置健壮一年生枝条，并用水浸湿30min；

[0007] 步骤二：修剪，用剪刀将枝条剪短至10-12cm长度，并将枝条的末端修剪出一段斜

面，使用4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400-450倍液对枝条的末端进行喷涂  4-6min，后用水清洗

2-5min；

[0008] 步骤三：诱导生根：配置营养土，将营养土铺满扦插用的培养皿中，形成扦插基质，

培养皿放置在培养板上，培养板为顶端设置有若干与穴盘尺寸相适配的凹槽，营养土以种

植过豆类或葱蒜类的园土、草碳灰和蛭石按重量比为  40-45：35-40:10-15配置而成，并将

步骤二后的枝条喷涂生长液4-5s后插入培养皿中，每个培养皿中扦插一根枝条，枝条的末

端插入培养土中的深度大于2cm，并将培养皿中的营养土压实，并在培养皿的上方使用带孔

PVC膜覆盖保湿，放在通风阴凉处培养20-30天，培养至第15天后将PVC膜移出，换用折光率

75％的遮阳网，每10天喷涂一次多菌灵1000倍液，没15天喷施可溶性完全肥料(N：  P：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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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倍液1次；

[0009] 步骤四：移栽：将步骤三中培养板放置到传送带上，通过传送带将培养板移动至支

撑架上设置的承载板上，并通过移动机构将培养板移动至辅助机构的下方，具体为通过启

动第三电机，第三电机通过输出轴带动传动杆转动，进而通过传动杆带动第一螺杆转动，使

得第一螺杆带动承载板沿第一螺杆的长度方向移动，使得承载板带动培养板移动至辅助机

构的下方，通过辅助机构对培养皿内的生根枝条喷施多菌灵倍液，第三电机驱动培养板移

动至拿取机构的下方，通过启动第一气缸，第一气缸推动第一推杆向下移动，通过第一推杆

推动固定板向下移动，进而带动夹紧板向下移动，启动第二气缸，第二气缸推动第二推杆移

动，使得第二推杆推动夹紧板将培养皿的上端夹紧，夹紧板夹紧的同时折叠板为夹紧板提

供限位固定，通过第一气缸驱动第一推杆将培养皿取出，启动第一电机，使得第一电机带动

拿取机构沿滑轨的长度方向移出培养板上。

[0010] 进一步地，步骤三中诱导生根的温度为18-28度，初始光照强度不高于  5000lx，15

天后将光照提高至不低于15000lx，诱导生根的初始湿度范围为  70％-85％，30天后湿度调

整为50％-75％。

[0011] 进一步地，拿取机构包括第一气缸、第二气缸、夹紧板和折叠板，第一气缸通过螺

栓与楔形板固定连接，楔形板通过螺栓与设置在滑轨上的移动板固定连接，使得楔形板随

移动板沿滑轨的长度方向移动，楔形板的底端活动安装有第一推杆，第一推杆的底端贯穿

楔形板的向下延伸，且第一推杆的底端通过螺栓与固定板固定连接，固定板为U形结构，且

固定板的底端通过安装架固定安装有第二气缸，第二气缸的一端活动安装有第二推杆，第

二推杆的一端通过螺栓与夹紧板固定连接，夹紧板通过轴套与活动杆滑动连接，夹紧板通

过螺栓与轴套固定连接，活动杆的贯穿夹紧板向外延伸，且活动杆通过螺纹孔与固定板固

定连接。

[0012] 进一步地，夹紧板的数量为两个，两个夹紧板对称设置，两个夹紧板之间设置有折

叠板，折叠板的两端均通过螺栓与夹紧板固定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折叠板的中心线位置通过安装孔活动安装有销轴，销轴的顶端通过螺

纹孔与支撑板固定连接，支撑板的顶端通过螺栓与固定板固定连接。

[0014] 进一步地，楔形板的顶端等间距设置有若干导杆，若干导杆的底端贯穿楔形板向

下延伸，且若干导杆的底端通过螺栓与固定板固定连接，若干导杆通过连接块与楔形板活

动连接。

[0015] 进一步地，移动机构包括承载板、第一螺杆和第三电机，承载板的底端通过螺栓固

定安装有导套，导套通过螺纹孔与第一螺杆活动连接，第一螺杆的一端通过轴承与支撑架

活动连接，支撑架通过螺栓与支架固定连接，第一螺杆的另一端转动连接有传动杆，使得传

动杆将第三电机的驱动力传递至第一螺杆，传动杆的一端与第三电机的输出轴转动连接，

承载板的底端对称设置有滑块，滑块通过螺栓与承载板固定连接，滑块的底端与导轨滑动

连接，导轨通过螺栓与支撑架固定连接。

[0016] 进一步地，辅助机构包括支撑圆盘、安装板、第二螺杆、导管和第三气缸，安装板的

顶端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第二电机的一端转动连接有转动杆，转动杆的两端转

动连接有第二螺杆，第二螺杆与转动杆呈垂直设置，第二螺杆的底端贯穿安装板向下延伸，

且第二螺杆的下端通过套筒与支撑圆盘固定连接，套筒与支撑圆盘紧配合安装，第二螺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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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端贯穿支撑圆盘向下延伸，支撑圆盘的底端设置有底板，使得第二螺杆的底端通过螺

纹孔与底板固定连接。

[0017] 进一步地，底板为圆盘状结构，底板沿圆周方向等间距设置有若干活动槽，若干活

动槽内垂直设置有用于对培养皿进行液体喷施的导管，导管的下端紧配合安装有锁套，锁

套的一端通过螺栓与滑板固定连接。

[0018] 进一步地，滑板的底端滑动连接有导块，导块通过螺栓与底板固定连接，滑板的一

端固定安装有第三推杆，第三推杆与第三气缸活动连接。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0] 1、通过设置移动机构，使得移动机构能够将培养板自动输送至拿取机构和辅助机

构的下方，进而方便对培养皿做拿取操作，从而提高了培养皿的移栽效率，拿取机构能够自

动将移动机构输送的培养皿进行抓取，大大提高了移栽的效率，同时拿取机构通过气缸控

制，抓取力度均匀，不会对培养皿施加过大的夹持力，避免了因人为搬运中对培养皿中的生

根枝条造成损伤，辅助机构能够在拿取机构拿取培养皿前，对培养皿喷施多菌灵溶液，增加

了生根枝条对土壤的附着力，培养皿内的营养土以园土为基础，豆类地中有根瘤菌，具有一

定的固氮作用，能增加土壤肥沃度，葱蒜类菜地中含大量大蒜素等硫化物，有利于抑制或杀

灭土壤中的病菌，进而大大提高了南京椴扦插的存活率。

[0021] 2、通过第二气缸的驱动能够改变两个夹紧板之间的间距，使得两个夹紧板能够根

据培养皿的大小调整夹持的间距，进而能够满足不同尺寸培养皿的夹取需求，同时夹紧板

之间设置的折叠板能够限制夹紧板夹持的最小尺寸，并在夹紧板夹紧时对夹紧板施加反作

用力，防止夹紧板通过第二气缸的驱动间距过小或瞬间力过大对培养皿造成损伤，同时也

避免了因夹紧板的夹持力过大对培养皿内的土壤施加力过大造成土壤松脱，从而影响枝条

根系附着土壤的能力，进而大大提高了培养皿在移栽过程中枝条的存活率。

[0022] 3、通过将导管的下端紧配合安装有锁套，锁套的一端通过螺栓与滑板固定连接，

滑板的底端滑动连接有导块，使得当第三气缸启动时，第三气缸推动第三推杆移动，进而通

过第三推杆推动滑板沿导块的长度方向移动，进而使得导管在活动槽内来回移动，从而增

加或缩小导管的喷施范围，使得导管通过第三气缸的驱动，能够对所有培养皿进行喷施，从

而大大增加了生根枝条的移栽存活率。

附图说明

[0023]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安装轴测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的拿取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的拿取机构的正视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的移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为本发明的辅助机构的安装示意图。

[0029] 图中：1、支架；2、支撑架；3、移动机构；301、承载板；302、第一螺杆；  303、滑块；

304、导轨；305、导套；306、传动杆；307、输出轴；4、滑轨；5、第一电机；6、拿取机构；601、楔形

板；602、第一气缸；603、第一推杆；604、固定板；605、安装架；606、第二气缸；607、第二推杆；

608、夹紧板；609、轴套；610、活动杆；611、支撑板；612、折叠板；613、导杆；7、辅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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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支撑圆盘；702、安装板；703、第二螺杆；704、套筒；705、转动杆；706、第二电机；707、导

管；708、锁套；709、导块；710、滑板；711、第三气缸；  712、第三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31] 参见图1-5，一种南京椴扦插育苗方法，包括：选苗—修剪—诱导生根—移栽，具体

工艺步骤如下：

[0032] 步骤一：选苗，选择生长健壮且无病虫害的南京椴母株，在初秋时期采苗，选择树

干中间位置健壮一年生枝条，并用水浸湿30min；

[0033] 步骤二：修剪，用剪刀将枝条剪短至10-12cm长度，并将枝条的末端修剪出一段斜

面，使用4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400-450倍液对枝条的末端进行喷涂4-6min，后用水清洗2-

5min；

[0034] 步骤三：诱导生根：配置营养土，将营养土铺满扦插用的培养皿中，形成扦插基质，

培养皿放置在培养板上，培养板为顶端设置有若干与穴盘尺寸相适配的凹槽，营养土以种

植过豆类或葱蒜类的园土、草碳灰和蛭石按重量比为  40-45：35-40:10-15配置而成，并将

步骤二后的枝条喷涂生长液4-5s后插入培养皿中，每个培养皿中扦插一根枝条，枝条的末

端插入培养土中的深度大于2cm，并将培养皿中的营养土压实，并在培养皿的上方使用带孔

PVC膜覆盖保湿，放在通风阴凉处培养20-30天，培养至第15天后将PVC膜移出，换用折光率

75％的遮阳网，每10天喷涂一次多菌灵1000倍液，没15天喷施可溶性完全肥料(N：  P：K＝3:

1:1)倍液1次；

[0035] 步骤四：移栽：将步骤三中培养板放置到传送带上，通过传送带将培养板移动至支

撑架2上设置的承载板301上，并通过移动机构3将培养板移动至辅助机构7的下方，具体为

通过启动第三电机，第三电机通过输出轴307带动传动杆306转动，进而通过传动杆306带动

第一螺杆302转动，使得第一螺杆302  带动承载板301沿第一螺杆302的长度方向移动，使得

承载板301带动培养板移动至辅助机构7的下方，通过辅助机构7对培养皿内的生根枝条喷

施多菌灵  1000倍液，第三电机驱动培养板移动至拿取机构6的下方，通过启动第一气缸 

602，第一气缸602推动第一推杆603向下移动，通过第一推杆603推动固定板  604向下移动，

进而带动夹紧板608向下移动，启动第二气缸606，第二气缸606  推动第二推杆607移动，使

得第二推杆607推动夹紧板608将培养皿的上端夹紧，夹紧板608夹紧的同时折叠板612为夹

紧板608提供限位固定，通过第一气缸602驱动第一推杆603将培养皿取出，启动第一电机5，

使得第一电机5带动拿取机构6沿滑轨4的长度方向移出培养板上。

[0036] 拿取机构6包括第一气缸602、第二气缸606、夹紧板608和折叠板612，第一气缸602

通过螺栓与楔形板601固定连接，楔形板601通过螺栓与设置在滑轨4上的移动板固定连接，

使得楔形板601随移动板沿滑轨4的长度方向移动，楔形板601的底端活动安装有第一推杆

603，第一推杆603的底端贯穿楔形板601的向下延伸，且第一推杆603的底端通过螺栓与固

定板604固定连接，固定板604为U形结构，且固定板604的底端通过安装架605固定安装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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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缸606，第二气缸606的一端活动安装有第二推杆607，第二推杆607的一端通过螺栓与

夹紧板608固定连接，夹紧板608通过轴套609与活动杆610滑动连接，夹紧板608通过螺栓与

轴套609固定连接，活动杆610的贯穿夹紧板608 向外延伸，且活动杆610通过螺纹孔与固定

板604固定连接。

[0037] 夹紧板608的数量为两个，两个夹紧板608对称设置，两个夹紧板608之间设置有折

叠板612，折叠板612的两端均通过螺栓与夹紧板608固定连接，折叠板612的中心线位置通

过安装孔活动安装有销轴，销轴的顶端通过螺纹孔与支撑板611固定连接，支撑板611的顶

端通过螺栓与固定板604固定连接，使得当第二气缸606启动时，第二气缸606推动第二推杆

607沿水平方向来回移动，进而推动夹紧板608沿活动杆610的长度方向移动，使得两个夹紧

板608  相向或相反移动，进而通过第二气缸606的驱动能够改变两个夹紧板608之间的间

距，使得两个夹紧板608能够根据培养皿的大小调整夹持的间距，进而能够满足不同尺寸培

养皿的夹取需求，同时夹紧板608之间设置的折叠板612能够限制夹紧板608夹持的最小尺

寸，并在夹紧板608夹紧时对夹紧板608施加反作用力，防止夹紧板608通过第二气缸606的

驱动间距过小或瞬间力过大对培养皿造成损伤，同时也避免了因夹紧板608的夹持力过大

对培养皿内的土壤施加力过大造成土壤松脱，从而影响枝条根系附着土壤的能力，进而大

大提高了培养皿在移栽过程中枝条的存活率。

[0038] 楔形板601的顶端等间距设置有若干导杆613，若干导杆613的底端贯穿楔形板601

向下延伸，且若干导杆613的底端通过螺栓与固定板604固定连接，若干导杆613通过连接块

与楔形板601活动连接，使得第一气缸602推动第一推杆603移动时，若干导杆613为固定板

604提供支撑。

[0039] 移动机构3包括承载板301、第一螺杆302和第三电机，承载板301的底端通过螺栓

固定安装有导套305，导套305通过螺纹孔与第一螺杆302活动连接，第一螺杆302的一端通

过轴承与支撑架2活动连接，支撑架2通过螺栓与支架1 固定连接，第一螺杆302的另一端转

动连接有传动杆306，使得传动杆306将第三电机的驱动力传递至第一螺杆302，传动杆306

的一端与第三电机的输出轴  307转动连接，使得当第三电机启动时，第三电机通过带动输

出轴307转动，使得输出轴307通过传动杆306带动第一螺杆302转动，使得第一螺杆302带动

承载板301沿第一螺杆302的长度方向移动，承载板301的底端对称设置有滑块303，滑块303

通过螺栓与承载板301固定连接，滑块303的底端与导轨304  滑动连接，导轨304通过螺栓与

支撑架2固定连接，通过设置移动机构3，使得移动机构3能够将培养板自动输送至拿取机构

6和辅助机构7的下方，进而方便对培养皿做拿取操作，不仅提高了培养皿的移栽效率，同时

也避免了因人为搬运中对培养皿中的生根枝条造成损伤，进而提高了生根枝条的移栽成活

率。

[0040] 辅助机构7包括支撑圆盘701、安装板702、第二螺杆703、导管707和第三气缸711，

安装板702的顶端通过螺栓固定安装有第二电机706，第二电机706 的一端转动连接有转动

杆705，转动杆705的两端转动连接有第二螺杆703，第二螺杆703与转动杆705呈垂直设置，

第二螺杆703的底端贯穿安装板702向下延伸，且第二螺杆703的下端通过套筒704与支撑圆

盘701固定连接，套筒704与支撑圆盘701紧配合安装，第二螺杆703的底端贯穿支撑圆盘701

向下延伸，支撑圆盘701的底端设置有底板，使得第二螺杆703的底端通过螺纹孔与底板固

定连接，底板为圆盘状结构，且底板沿圆周方向等间距设置有若干活动槽，若干活动槽内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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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设置有用于对培养皿进行液体喷施的导管707，导管707 的下端紧配合安装有锁套708，

锁套708的一端通过螺栓与滑板710固定连接，滑板710的底端滑动连接有导块709，导块709

通过螺栓与底板固定连接，滑板  710的一端固定安装有第三推杆712，第三推杆712与第三

气缸711活动连接，使得当第三气缸711启动时，第三气缸711推动第三推杆712移动，进而通

过第三推杆712推动滑板710沿导块709的长度方向移动，进而使得导管707在活动槽内来回

移动，从而增加或缩小导管707的喷施范围，通过设置辅助机构7，使得培养皿在移栽前通过

导管707对培养皿喷施多菌灵溶液，从而在移栽前对生根的枝条进行细菌的清除，同时溶液

进入培养皿中能够增进土壤的湿度，进而使得土壤在受力时不容易松脱，进而能够增加枝

条的根系对土壤的附着力，同时导管707通过第三气缸711的驱动，能够对所有培养皿进行

喷施，从而大大增加了生根枝条的移栽存活率。

[0041] 培养皿为50孔穴盘，圆形口，尖底的5cm*11cm穴盘，旧穴盘消毒后使用后。

[0042] 诱导生根的温度为18-28度，初始光照强度不高于5000lx，15天后将光照提高至不

低于15000lx，诱导生根的初始湿度范围为70％-85％，30天后湿度调整为50％-75％。

[0043] 本发明在使用时，通过设置移动机构3，使得移动机构3能够将培养板自动输送至

拿取机构6和辅助机构7的下方，进而方便对培养皿做拿取操作，从而提高了培养皿的移栽

效率，拿取机构6能够自动将移动机构3输送的培养皿进行抓取，大大提高了移栽的效率，同

时拿取机构6通过气缸控制，抓取力度均匀，不会对培养皿施加过大的夹持力，避免了因人

为搬运中对培养皿中的生根枝条造成损伤，辅助机构7能够在拿取机构6拿取培养皿前，对

培养皿喷施多菌灵溶液，增加了生根枝条对土壤的附着力，培养皿内的营养土以园土为基

础，豆类地中有根瘤菌，具有一定的固氮作用，能增加土壤肥沃度，葱蒜类菜地中含大量大

蒜素等硫化物，有利于抑制或杀灭土壤中的病菌，进而大大提高了南京椴扦插的存活率；通

过第二气缸606的驱动能够改变两个夹紧板608之间的间距，使得两个夹紧板608能够根据

培养皿的大小调整夹持的间距，进而能够满足不同尺寸培养皿的夹取需求，同时夹紧板608

之间设置的折叠板612 能够限制夹紧板608夹持的最小尺寸，并在夹紧板608夹紧时对夹紧

板608施加反作用力，防止夹紧板608通过第二气缸606的驱动间距过小或瞬间力过大对培

养皿造成损伤，同时也避免了因夹紧板608的夹持力过大对培养皿内的土壤施加力过大造

成土壤松脱，从而影响枝条根系附着土壤的能力，进而大大提高了培养皿在移栽过程中枝

条的存活率；通过将导管707的下端紧配合安装有锁套708，锁套708的一端通过螺栓与滑板

710固定连接，滑板710的底端滑动连接有导块709，使得当第三气缸711启动时，第三气缸

711推动第三推杆712  移动，进而通过第三推杆712推动滑板710沿导块709的长度方向移

动，进而使得导管707在活动槽内来回移动，从而增加或缩小导管707的喷施范围，使得导管

707通过第三气缸711的驱动，能够对所有培养皿进行喷施，从而大大增加了生根枝条的移

栽存活率。

[0044]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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