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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及其操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及其

操控方法，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用于横

向传送种茎并对排列不规则的种茎进行矫正的

种茎位置矫正装置，所述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

出端倾斜设置有对切好分段好的巨菌草种茎进

行筛选的不合格种茎剔除装置，所述不合格种茎

剔除装置的输出端设置有对不同直径区间的巨

菌草种茎进行分类的分选装置，所述分选装置的

输出端设置有将分选好的巨菌草种茎进行装箱

分类的装箱装置。该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结构紧

凑，方便实现对已经切割好的具有不同直径规格

的巨菌草种茎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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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包括机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用于横向传送

种茎并对排列不规则的种茎进行矫正的种茎位置矫正装置，所述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出

端倾斜设置有对切好分段好的巨菌草种茎进行筛选的不合格种茎剔除装置，所述不合格种

茎剔除装置的输出端设置有对不同直径区间的巨菌草种茎进行分类的分选装置，所述分选

装置的输出端设置有将分选好的巨菌草种茎进行装箱分类的装箱装置；所述种茎位置矫正

装置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卧式设置有由驱动机构驱动旋转的传送带，所述传送带上

间隔设置有隔板，所述支撑架的前侧下部设置有振动电机，支撑架的中部设置有位于传送

带上侧的机器视觉模块；所述不合格种茎剔除装置包括与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出端相连

接的斜板，所述斜板的中部设置有由电磁感应模块控制启闭的踢料缺口；所述分选装置包

括斜置的分选箱，所述分选箱内自上而下间隔设置有斜置的第一分选板、第二分选板和第

三分选板，所述第一分选板的上端与不合格种茎剔除装置输出端相连接，第一分选板的上

部、第二分选板的中部及第三分选板的下部分别设置有分选口，所述第一分选板的分选口

的宽度大于第二分选板的分选口宽度，所述第二分选板的分选口的宽度大于第三分选板的

分选口宽度，所述第一分选板、第二分选板及第三分选板的下端分别设置有出料斜板；所述

第一分选板的分选口、第二分选板的分选口及第三分选板的分选口下侧的两侧部分别设置

有通电后吸住对应的分选板下侧面用于使种茎向上移动的磁感应铁芯，所述分选箱的上侧

还设置有盖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种茎位置矫正装

置的输出端向下倾斜5°，所述驱动机构包括设置于支撑架前端的减速电机，所述减速电机

的输出端经传动链与设置于传动带的转轴端部的链轮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箱装置包括与

对应的出料斜板下端相连接的种箱，所述种箱的上方设置有用于检测与种茎平面之间的距

离的红外测距传感器，种箱的下端还设置有振动电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种箱设置于支撑

座上，所述支撑座的侧部设置有支撑杆，所述红外测距传感器设置于支撑杆上，所述支撑杆

上还设置有蜂鸣器。

5.一种应用于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的操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1）将切好分段好的种茎放入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入端，通过传送带向前输送；

2）机器视觉模块对种茎进行拍照，判断种茎的长度是否大于标准值，如果小于，将给电

磁感应模块发送信号，控制电磁感应模块断电1.5s，使该不合格种茎能够顺利从由磁效应

模块断电产生的踢料缺口中掉去；

3）当巨菌草种茎进入分选箱，当种茎的直径小于分选口的宽度时则掉入下一层的分选

板上，种茎的直径大于分选口的宽度时继续沿该分选板往下滑，进入装箱装置；

4）当种茎的一端落入分选口而另一端还在分选口上方时，触发磁感应铁芯，使其通电

获得磁性，向上吸住分选板的下侧面，同时带动落入的一端种茎向上移动，回到与种茎另一

端处于同一水平面的分选口上方，使种茎继续下滑，落入装箱装置；

5）控制振动电机振动种箱，当红外测距传感器检测到种箱内的种茎与红外测距传感器

之间的距离≤80mm时，红外测距传感器自动触发蜂鸣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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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及其操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及其操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巨菌草常被用于饲养家禽和家畜的饲料、食用菌类的培养料、生物发电、水土保持

等，由于其用途广泛，得以在中国部分地区获得大面积种植。但由于现阶段巨菌草的种植和

收割等过程还是大部分由人工来完成，人力成本和劳动强度消耗过大，使其发展受到一定

限制。

[0003] 目前巨菌草种植机的研究设计已经初现雏形，如果能够投入生产使用，将取代人

工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弥足了人工种植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但由于巨菌草存在10mm-35mm的

大范围茎粗跨度，使其在种植过程中容易出现卡苗、多落苗等现象，影响种植机种植精度和

效率，为此设计出一种装置能够实现对不同茎粗的巨菌草种茎进行分选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及其操控方法，结构紧凑，方便

实现对已经切割好的具有不同直径规格的巨菌草种茎进行分类。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在于：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置有

用于横向传送种茎并对排列不规则的种茎进行矫正的种茎位置矫正装置，所述种茎位置矫

正装置的输出端倾斜设置有对切好分段好的巨菌草种茎进行筛选的不合格种茎剔除装置，

所述不合格种茎剔除装置的输出端设置有对不同直径区间的巨菌草种茎进行分类的分选

装置，所述分选装置的输出端设置有将分选好的巨菌草种茎进行装箱分类的装箱装置。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种茎位置矫正装置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卧式设置有由驱动

机构驱动旋转的传送带，所述传送带上间隔设置有隔板，所述支撑架的前侧下部设置有振

动电机，支撑架的中部设置有位于传送带上侧的机器视觉模块。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出端向下倾斜5°，所述驱动机构包括设置

于支撑架前端的减速电机，所述减速电机的输出端经传动链与设置于传动带的转轴端部的

链轮相连接。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不合格种茎剔除装置包括与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出端相连接的

斜板，所述斜板的中部设置有由电磁感应模块控制启闭的踢料缺口。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分选装置包括斜置的分选箱，所述分选箱内自上而下间隔设置有

斜置的第一分选板、第二分选板和第三分选板，所述第一分选板的上端与不合格种茎剔除

装置输出端相连接，第一分选板的上部、第二分选板的中部及第三分选板的下部分别设置

有分选口，所述第一分选板的分选口的宽度大于第二分选板的分选口宽度，所述第二分选

板的分选口的宽度大于第三分选板的分选口宽度，所述第一分选板、第二分选板及第三分

选板的下端分别设置有出料斜板。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分选板的分选口、第二分选板的分选口及第三分选板的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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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下侧的两侧部分别设置有通电后吸住对应的分选板下侧面用于使种茎向上移动的磁感

应铁芯，所述分选箱的上侧还设置有盖板。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装箱装置包括与对应的出料斜板下端相连接的种箱，所述种箱的

上方设置有用于检测与种茎平面之间的距离的红外测距传感器，种箱的下端还设置有振动

电机。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种箱设置于支撑座上，所述支撑座的侧部设置有支撑杆，所述红外

测距传感器设置于支撑杆上，所述支撑杆上还设置有蜂鸣器。

[0013] 一种应用于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的操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将切好分段好的种茎放入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入端，通过传送带向前输送；

[0015] 2）机器视觉模块对种茎进行拍照，判断种茎的长度是否大于标准值，如果小于，将

给电磁感应模块发送信号，控制电磁感应模块断电1.5s，使该不合格种茎能够顺利从由磁

效应模块断电产生的踢料缺口中掉去；

[0016] 3）当巨菌草种茎进入分选箱，当种茎的直径小于分选口的宽度时则掉入下一层的

分选板上，种茎的直径大于分选口的宽度时继续沿该分选板往下滑，进入装箱装置；

[0017] 4）当种茎的一端落入分选口而另一端还在分选口上方时，触发磁感应铁芯，使其

通电获得磁性，向上吸住分选板的下侧面，同时带动落入的一端种茎向上移动，回到与种茎

另一端处于同一水平面的分选口上方，使种茎继续下滑，落入装箱装置；

[0018] 5）控制振动电机振动种箱，当红外测距传感器检测到种箱内的种茎与红外测距传

感器之间的距离≤80mm时，红外测距传感器自动触发蜂鸣器报警。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该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结构紧凑，方便

实现对已经切割好的具有不同直径规格的巨菌草种茎进行分类（种茎直径在10-35mm区间

分为4段：1、＜15mm；2、15-20mm；3、20-25mm；4、＞25mm；），且该装置简单易操作、具有较高自

动化程度，能够对巨菌草种茎进行不间断分选。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左视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的不合格种茎剔除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的分选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的装箱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的磁感应铁芯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9为本发明的分选板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让本发明的上述特征和优点能更明显易懂，下文特举实施例，并配合附图，作详

细说明如下，但本发明并不限于此。

[0030] 参考图1至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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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上设置有用于横向传送种茎并对

排列不规则的种茎进行矫正的种茎位置矫正装置100，所述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出端倾

斜设置有对切好分段好的巨菌草种茎进行筛选的不合格种茎剔除装置200，所述不合格种

茎剔除装置的输出端设置有对不同直径区间的巨菌草种茎进行分类的分选装置300，所述

分选装置的输出端设置有将分选好的巨菌草种茎进行装箱分类的装箱装置400，所述机架

上还设置有控制系统。

[0032] 本实施例中，由于巨菌草种茎在传送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种茎排列不规则，交叉排

列现象，为了更方便后续分选工作，所述种茎位置矫正装置包括设置于站台110上的支撑架

101，所述支撑架上卧式设置有由驱动机构驱动旋转的传送带102，所述传送带上间隔设置

有隔板103，所述支撑架的前侧下部设置有振动电机104，支撑架的中部设置有位于传送带

上侧的机器视觉模块105。当种茎落在传送机挡板上方时，通过振动电机的振动可以将其慢

慢调整到落入槽内，并通过机器视觉模块——对经过的种茎进行拍照，并进行视觉处理，判

断种茎长度是否大于标准值，如果小于，将给电磁感应模块发送信号。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出端向下倾斜5°，使巨菌草种茎在切割

后落入传送机时能够使其在矫正装置的作用下，落入每两个隔板之间，并斜向下紧贴隔板，

处于一个相对传送方向平行的位置。所述驱动机构包括设置于支撑架前端的减速电机106，

所述减速电机的输出端经传动链107与设置于传动带的转轴端部的链轮相连接，以便更好

的驱动传送带。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不合格种茎剔除装置包括与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出端相连接

的斜板201，所述斜板的中部设置有由电磁感应模块202控制启闭的踢料缺口。当机器视觉

模块检测到不合格种茎时，将控制进料斜板磁效应模块断电1.5s，以使该不合格种茎能够

顺利从由磁效应模块断电产生的踢料缺口中掉下去。

[0035] 本实施例中，所述分选装置包括斜置的分选箱301，所述分选箱内自上而下间隔设

置有斜置的第一分选板302、第二分选板303和第三分选板304，所述第一分选板的上端与不

合格种茎剔除装置输出端相连接，第一分选板的上部、第二分选板的中部及第三分选板的

下部分别设置有分选口305，所述第一分选板的分选口的宽度大于第二分选板的分选口宽

度，所述第二分选板的分选口的宽度大于第三分选板的分选口宽度，所述第一分选板、第二

分选板及第三分选板的下端分别设置有出料斜板306。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分选板的分选口、第二分选板的分选口及第三分选板的分

选口下侧的两侧部分别设置有通电后吸住对应的分选板下侧面用于使种茎向上移动的磁

感应铁芯307，所述分选箱的上侧还设置有盖板308。第一分选板、第二分选板和第三分选板

内分别设置有磁感应挡板，当巨菌草种茎进入分选箱，滑到磁感应挡板时，通过磁感应挡板

进行位置矫正，进行对孔分选，当种茎直径小于分选口孔宽时掉入下一级，直径大于分选口

孔宽时继续沿分选板往下滑，进入装箱装置。当种茎直径出现一端大一端小的情况，既一端

落入分选口另一端还在分选口上方时，触发磁感应铁芯，使其通电获得磁性，向上吸住分选

斜板下平面，同时带动落入的一端种茎向上移动，回到与种茎另一端处于同一水平面的分

选口上方，使种茎继续下滑，落入装箱装置。

[0037] 本实施例中，所述装箱装置包括与对应的出料斜板下端相连接的种箱401，所述种

箱的上方设置有用于检测与种茎平面之间的距离的红外测距传感器402，种箱的下端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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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振动电机403。为了防止种茎在种箱内一侧堆积过高，导致种箱未装满就触发测距传感

器工作，因此通过振动电机进行调整，使种茎平面达到水平。工作时自动检测与种茎平面的

高度，当检测距离达到设定的≤80mm时，红外测距传感器自动触发蜂鸣器报警。

[0038] 本实施例中，所述种箱设置于支撑座404上，所述支撑座的侧部设置有支撑杆，所

述红外测距传感器设置于支撑杆上，所述支撑杆上还设置有蜂鸣器，以便接收到红外测距

传感器传来的信号时，持续报警，提醒人工搬种并更换种箱。

[0039] 一种应用于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的操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0] 1）将切好分段好的种茎放入种茎位置矫正装置的输入端，通过传送带向前输送；

[0041] 2）机器视觉模块对种茎进行拍照，判断种茎的长度是否大于标准值，如果小于，将

给电磁感应模块发送信号，控制电磁感应模块断电1.5s，使该不合格种茎能够顺利从由磁

效应模块断电产生的踢料缺口中掉去；

[0042] 3）当巨菌草种茎进入分选箱，当种茎的直径小于分选口的宽度时则掉入下一层的

分选板上，种茎的直径大于分选口的宽度时继续沿该分选板往下滑，进入装箱装置；

[0043] 4）当种茎的一端落入分选口而另一端还在分选口上方时，触发磁感应铁芯，使其

通电获得磁性，向上吸住分选板的下侧面，同时带动落入的一端种茎向上移动，回到与种茎

另一端处于同一水平面的分选口上方，使种茎继续下滑，落入装箱装置；

[0044] 5）控制振动电机振动种箱，当红外测距传感器检测到种箱内的种茎与红外测距传

感器之间的距离≤80mm时，红外测距传感器自动触发蜂鸣器报警。

[004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

明的教导，设计出不同形式的一种巨菌草种茎分选装置并不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在不脱离

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凡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修改、替换和变

型，皆应属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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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9

CN 109647730 B

9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0

CN 109647730 B

10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1

CN 109647730 B

11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2

CN 109647730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