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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

选系统，其包括投料地坑、圆筒初清筛、复式除芒

机、风筛清选机、并联式窝眼清选机和串联式窝

眼清选机；圆筒初清筛的出料口与复式除芒机的

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复式除芒机的出料口与

风筛清选机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风筛清选

机的出料口与并联式窝眼清选机的进料口通过

提升机连接；并联式窝眼清选机的出料口与串联

式窝眼清选机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优点：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易实现，最后得到干净质

量较好的禾本科牧草种子，有效的提高了其质量

品质，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实现了禾本科牧

草种子除芒、除杂和筛选一体化，使得处理种子

的效率提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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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投料地坑、圆筒初清筛、复式除

芒机、风筛清选机、并联式窝眼清选机和串联式窝眼清选机；

所述投料地坑的出料口与所述圆筒初清筛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所述圆筒初清筛

的出料口与所述复式除芒机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所述复式除芒机的出料口与所述风

筛清选机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所述风筛清选机的出料口与所述并联式窝眼清选机的

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所述并联式窝眼清选机的出料口与所述串联式窝眼清选机的进料

口通过提升机连接；所述串联式窝眼清选机的出料口与包装机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收集

仓，所述圆筒初清筛、所述风筛清选机和所述并联式窝眼清选机的排杂口与所述收集仓的

进料口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特征在于，其还包括收集

箱，所述串联式窝眼清选机的排杂口与所述收集箱的进料口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式除芒机

包括机壳、分隔板、除芒辊、破碎辊、驱动电机、第一引风机和第一脉冲布袋除尘器；在所述

机壳上方的一端设置有进料口，在所述机壳的下方设置有出料口；

在所述机壳的内部水平固定有所述分隔板，在所述分隔板远离所述进料口的一端开设

有下料口；

在所述分隔板上方的所述机壳内水平转动设置有所述除芒辊，所述除芒辊的一端伸出

所述机壳与所述驱动电机传动连接；

在位于所述机壳的进料口下方的所述除芒辊上设置有若干个毛刺；在靠近所述下料口

处的所述除芒辊的外壁上固定设置有若干个相互平行的螺旋凸棱；

在所述分隔板下方的所述机壳内水平转动设置有所述破碎辊；所述破碎辊的一端伸出

所述机壳与所述驱动电机传动连接；

在所述破碎辊的外表面固定有若干个与所述破碎辊中心线相互垂直的破碎杆；

在所述机壳的顶部设置有除尘口，所述机壳的除尘口与所述第一引风机的进风口通过

管道连通，所述第一引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第一脉冲布袋除尘器的进风口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分隔板的

上表面以及所述分隔板上方的所述机壳内壁固定设置有磨砂层。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风筛清选机

包括箱体、筛网、振动电机、鼓风机、第二引风机和第二脉冲布袋除尘器；

在所述箱体顶部开设有进料口和除尘口；在所述箱体底部开设有进风口和排土口；

在所述箱体内从上向下依次设置有若干个筛网，每个所述筛网与所述振动电机连接；

在最下方的所述筛网的筛上物出口处的所述箱体上开设有出料口；在其他每个所述筛网的

筛上物出口处的所述箱体上开设有排杂口；

所述鼓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箱体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箱体的除尘口与所述第

二引风机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第二引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第二脉冲布袋除尘器的

进风口通过管道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特征在于，从上向下的所述

筛网的网孔直径逐渐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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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并联式窝眼

清选机的两个窝眼筒的进料口分别与所述风筛清选机的出料口连接；两个所述窝眼筒的排

杂口均与所述收集仓的进料口连通；两个所述窝眼筒的出料口均与所述串联式窝眼清选机

的进料口连通；两个所述窝眼筒的窝眼尺寸一样。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串联式窝眼

清选机的一级窝眼筒与二级窝眼筒串联，所述并联式窝眼清选机的两个窝眼筒的出料口均

与所述一级窝眼筒的进料口连接；所述一级窝眼筒的出料口与所述二级窝眼筒的进料口连

接；所述二级窝眼筒的出料口与所述包装机的进料口连接；所述一级窝眼筒和所述二级窝

眼筒的排杂口与所述收集箱的进料口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窝眼

筒的窝眼尺寸小于所述窝眼筒的窝眼尺寸，所述一级窝眼筒的窝眼尺寸大于所述二级窝眼

筒的窝眼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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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清选系统，特别涉及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禾本科牧草简称禾草，牧草的一个主要类群，分布极广，是天然草原的优势植物；

有些禾本科牧草还是优良的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庭园绿化植物，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具有

重要作用，大多为牲畜所喜食，可作为牲畜的饲料；因为禾本科牧草草籽不易脱掉，脱掉后

也不易清选，目前大部分禾本科牧草种子是在收获后经晒场碾压，再经扬场或风车风选，这

样加工后的草籽净度低，损失率也很高，不但费时费力，并且其产品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提高了种子处理效率，且提高了种子

质量的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

[0004] 本实用新型由如下技术方案实施：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包括投料地

坑、圆筒初清筛、复式除芒机、风筛清选机、并联式窝眼清选机和串联式窝眼清选机；所述投

料地坑的出料口与所述圆筒初清筛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所述圆筒初清筛的出料口与

所述复式除芒机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所述复式除芒机的出料口与所述风筛清选机的

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所述风筛清选机的出料口与所述并联式窝眼清选机的进料口通过

提升机连接；所述并联式窝眼清选机的出料口与所述串联式窝眼清选机的进料口通过提升

机连接；所述串联式窝眼清选机的出料口与包装机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连接。

[0005] 进一步的，其还包括收集仓，所述圆筒初清筛、所述风筛清选机和所述并联式窝眼

清选机的排杂口与所述收集仓的进料口连接。

[0006] 进一步的，其还包括收集箱，所述串联式窝眼清选机的排杂口与所述收集箱的进

料口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复式除芒机包括机壳、分隔板、除芒辊、破碎辊、驱动电机、第一引

风机和第二冲布袋除尘器；在所述机壳上方的一端设置有进料口，在所述机壳的下方设置

有出料口；在所述机壳的内部水平固定有所述分隔板，在所述分隔板远离所述进料口的一

端开设有下料口；在所述分隔板上方的所述机壳内水平转动设置有所述除芒辊，所述除芒

辊的一端伸出所述机壳与所述驱动电机传动连接；在位于所述机壳的进料口下方的所述除

芒辊上设置有若干个毛刺；在靠近所述下料口处的所述除芒辊的外壁上固定设置有若干个

相互平行的螺旋凸棱；在所述分隔板下方的所述机壳内水平转动设置有所述破碎辊；所述

破碎辊的一端伸出所述机壳与所述驱动电机传动连接；在所述破碎辊的外表面固定有若干

个与所述破碎辊中心线相互垂直的破碎杆；在所述机壳的顶部设置有除尘口，所述机壳的

除尘口与所述第一引风机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第一引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第一脉

冲布袋除尘器的进风口连通。

[0008] 进一步的，在所述分隔板的上表面以及所述分隔板上方的所述机壳内壁固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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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磨砂层。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风筛清选机包括箱体、筛网、振动电机、鼓风机、第二引风机和第二

脉冲布袋除尘器；在所述箱体顶部开设有进料口和除尘口；在所述箱体底部开设有进风口

和排土口；在所述箱体内从上向下依次设置有若干个筛网，每个所述筛网与所述振动电机

连接；在最下方的所述筛网的筛上物出口处的所述箱体上开设有出料口；在其他每个所述

筛网的筛上物出口处的所述箱体上开设有排杂口；所述鼓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箱体的进风

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箱体的除尘口与所述第二引风机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通；所述第二

引风机的出风口与所述第二脉冲布袋除尘器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通。

[0010] 进一步的，从上向下的所述筛网的网孔直径逐渐变小。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并联式窝眼清选机的两个窝眼筒的进料口分别与所述风筛清选机

的出料口连接；两个所述窝眼筒的排杂口均与所述收集仓的进料口连通；两个所述窝眼筒

的出料口均与所述串联式窝眼清选机的进料口连通；两个所述窝眼筒的窝眼尺寸一样。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串联式窝眼清选机的一级窝眼筒与二级窝眼筒串联，所述并联式

窝眼清选机的两个窝眼筒的出料口均与所述一级窝眼筒的进料口连接；所述一级窝眼筒的

出料口与所述二级窝眼筒的进料口连接；所述二级窝眼筒的出料口与所述包装机的进料口

连接；所述一级窝眼筒和所述二级窝眼筒的排杂口与所述收集箱的进料口连接。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一级窝眼筒的窝眼尺寸小于所述窝眼筒的窝眼尺寸，所述一级窝

眼筒的窝眼尺寸大于所述二级窝眼筒的窝眼尺寸。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1、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易实现，将禾本科牧草种子依次经过

初筛、除芒、剥离、风筛以及窝眼筛选，最后得到干净质量较好的禾本科牧草种子，有效的提

高了其质量品质，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2、本实用新型清选系统，实现了禾本科牧草种子

除芒、除杂和筛选一体化，使得处理种子的效率提高，能够快速大量处理种子，提高了企业

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复式除芒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风筛清选机与收集仓的连接结构示意。

[0018] 附图中各部件的标记如下：

[0019] 投料地坑1，圆筒初清筛2，复式除芒机3，机壳31，分隔板32，除芒辊33，毛刺331，螺

旋凸棱332，破碎辊34，破碎杆341，驱动电机35，磨砂层36，第一引风机37，第二冲布袋除尘

器38，风筛清选机4，箱体41，筛网42，振动电机43，鼓风机44，第二引风机45，第二脉冲布袋

除尘器46，并联式窝眼清选机5，窝眼筒51，串联式窝眼清选机6，一级窝眼筒61，二级窝眼筒

62，收集仓7，收集箱8，提升机9，包装机10。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如图1‑3所示，一种禾本科牧草种子清选系统，其包括投料地坑1、圆筒初清筛2、复

式除芒机3、风筛清选机4、并联式窝眼清选机5、串联式窝眼清选机6、收集仓7和收集箱8；投

料地坑1的出料口与圆筒初清筛2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9连接；圆筒初清筛2的出料口与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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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芒机3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9连接；复式除芒机3的出料口与风筛清选机4的进料口通过提

升机9连接；风筛清选机4的出料口与并联式窝眼清选机5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9连接；并联

式窝眼清选机5的出料口与串联式窝眼清选机6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9连接；串联式窝眼清

选机6的出料口与包装机10的进料口通过提升机9连接；圆筒初清筛2、风筛清选机4和并联

式窝眼清选机5的排杂口与收集仓7的进料口连接；串联式窝眼清选机6的排杂口与收集箱8

的进料口连接。

[0021] 复式除芒机3包括机壳31、分隔板32、除芒辊33、破碎辊34、驱动电机35、第一引风

机37和第二冲布袋除尘器38；在机壳31上方的一端设置有进料口，在机壳31的下方设置有

出料口；在机壳31的内部水平固定有分隔板32，在分隔板32远离进料口的一端开设有下料

口；在分隔板32的上表面以及分隔板32上方的机壳31内壁固定设置有磨砂层36；在分隔板

32上方的机壳31内水平转动设置有除芒辊33，除芒辊33的一端伸出机壳31与驱动电机35传

动连接；在位于机壳31的进料口下方的除芒辊33上设置有若干个毛刺331，有效的将禾本科

牧草草穗的芒剥离下来；在靠近下料口处的除芒辊33的外壁上固定设置有若干个相互平行

的螺旋凸棱332，实现了将草穗向前输送的同时，还将草穗挤在磨砂层36表面摩擦；在分隔

板32下方的机壳31内水平转动设置有破碎辊34；破碎辊34的一端伸出机壳31与驱动电机35

传动连接；在破碎辊34的外表面固定有若干个与破碎辊34中心线相互垂直的破碎杆341；在

机壳31的顶部设置有除尘口，机壳31的除尘口与第一引风机37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通，第

一引风机37的出风口与第一脉冲布袋除尘器的进风口连通。

[0022] 初筛后的草穗进入到复式除芒机3的机壳31中，先通过除芒辊33上的毛刺331、磨

砂层36以及螺旋凸棱332将草穗上的芒刺去掉，芒刺从机壳31顶部的第一引风机37抽出送

到第一脉冲布袋除尘器中；然后从下料口落到分隔板32下方，转动的破碎辊34上破碎杆341

将草种子从草穗中剥离出，实现草种子与草穗的分离。

[0023] 风筛清选机4包括箱体41、筛网42、振动电机43、鼓风机44、第二引风机45和第二脉

冲布袋除尘器46；在箱体41顶部开设有进料口和除尘口；在箱体41底部开设有进风口和排

土口；在箱体41内从上向下依次设置有4个筛网42，每个筛网42与振动电机43连接，从上向

下的筛网42的网孔直径逐渐变小；在最下方的筛网42的筛上物出口处的箱体41上开设有出

料口；在其他每个筛网42的筛上物出口处的箱体41上开设有排杂口；鼓风机44的出风口与

箱体41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通；箱体41的除尘口与第二引风机45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通；

第二引风机45的出风口与第二脉冲布袋除尘器46的进风口通过管道连通。

[0024] 草种子与杂质进入风筛清选机4的箱体41中，依次经过4个筛网42筛分，最下层的

筛网42将实现草种子与细土的分离，最下层筛网42的筛上物草种子从出料口排出；在筛分

的过程中，鼓风机44从箱体41的底部向上吹风，质量轻的杂质从箱体41的顶部通过第二引

风机45输送到第二脉冲布袋除尘器46中，上方的3个筛网42的筛上物为秸秆等杂质从排杂

口送到收集仓7中，作为饲料储存。

[0025] 并联式窝眼清选机5的两个窝眼筒51的进料口分别与风筛清选机4的出料口连接；

两个窝眼筒51的排杂口均与收集仓7的进料口连通；两个窝眼筒51的出料口均与串联式窝

眼清选机6的进料口连通；两个窝眼筒51的窝眼尺寸一样。

[0026] 草种子分别经过并联式窝眼清选机5的两个窝眼筒51，将大于窝眼筒51窝眼尺寸

的杂质分选出去通过排杂口送到收集仓7中，作为饲料储存，剩余的草种子从窝眼筒51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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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口排出。

[0027] 串联式窝眼清选机6的一级窝眼筒61与二级窝眼筒62串联，并联式窝眼清选机5的

两个窝眼筒51的出料口均与一级窝眼筒61的进料口连接；一级窝眼筒61的出料口与二级窝

眼筒62的进料口连接；二级窝眼筒62的出料口与包装机10的进料口连接；一级窝眼筒61和

二级窝眼筒62的排杂口与收集箱8的进料口连接，一级窝眼筒61的窝眼尺寸小于窝眼筒的

窝眼尺寸，一级窝眼筒61的窝眼尺寸大于二级窝眼筒62的窝眼尺寸；并联式窝眼清选机5和

串联式窝眼清选机6由河南茂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制造。

[0028] 草种子先进入串联式窝眼清选机6的一级窝眼筒61中，一级窝眼筒61的窝眼尺寸

小于草种子，一级窝眼筒61将比草种子小的杂种子分选出去，剩余的草种子从一级窝眼筒

61的出料口排出进入二级窝眼筒62中，继续将更小的杂种子分选出去，剩余的草种子作为

成品送到包装机10包装；一级窝眼筒61和二级窝眼筒62分选出的杂种子从排杂口送到收集

箱8中，作为家禽以及飞禽的饲料储存起来。

[0029] 工作原理：将收割回来的草种子送到圆筒初清筛2中精选初筛，将大的秸秆等杂质

分选而出从排杂口送到收集仓7中，作为饲料被储存；分选出的草种子在经过复式除芒机3

的除芒和剥离，接着被送至风筛清选机4中进行筛选，选出的草种子在依次经过并联式窝眼

清选机5和串联式窝眼清选机6清选，最后得到干净质量较好的禾本科牧草种子，有效的提

高了其质量品质，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本实用新型清选系统，结构简单，易实现，还实现

了禾本科牧草种子除芒、除杂和筛选一体化，使得处理种子的效率提高，能够快速大量处理

种子，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003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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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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