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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的工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

的工作方法，属于种子传送包装机械设备领域。

该发明的种子传送机构和计量转运机构从上至

下依次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倒料包装机构

水平固定设置于计量转运机构一侧的导料支架

上，种子储料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传送皮带上侧

的导料支架上，挡料机构固定设置于集料料管下

侧的导料支架上，转运连板一侧端部与往复转轴

端部固定连接，转运连板上的计量称重秤外侧料

斗连板上设置有计量料斗，升降气缸输出端竖直

转动连接有料斗推轮，传罐皮带水平设置于传罐

支架上侧。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将种子准

确高效的进行计量转运，使得种子能够实现自动

化包装传送，满足种子包装使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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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

包括导料支架、种子传送机构、计量转运机构和倒料包装机构，所述种子传送机构和计量转

运机构从上至下依次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所述倒料包装机构水平固定设置于计量转

运机构一侧的导料支架上，所述种子传送机构包括传送电机、传送皮带、种子储料料斗、集

料料管和挡料机构，所述导料支架上方一侧两端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主传送辊和辅传送

辊，所述传送皮带水平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传送皮带两侧分别卷绕连接于导料支架两侧

的主传送辊和辅传送辊，所述传送电机水平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传送电机输出端竖

直设置有主皮带轮，主传送辊一侧竖直同轴固定设置有辅皮带轮，所述主皮带轮和辅皮带

轮之间采用传料皮带传动连接，所述种子储料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传送皮带上侧的导料支

架上，种子储料料斗与导料支架之间水平固定设置有连接支架，所述种子储料料斗下侧竖

直连通设置有落料料管，落料料管内水平转动连接有落料旋阀，落料料管一侧水平固定设

置有导料电机，导料电机带动落料旋阀转动，所述集料料管竖直固定设置于辅传送辊端下

侧的导料支架上，集料料管上端沿传送皮带侧设置有与传送皮带相适配的圆弧形结构，所

述挡料机构固定设置于集料料管下侧的导料支架上，挡料机构包括挡料转斗、压斗气缸和

复位拉簧，所述集料料管下端两侧的导料支架上对称设置有挡料转斗，挡料转斗截面为扇

形结构，挡料转斗的圆心处转动连接于导料支架，所述挡料转斗下侧与导料支架之间倾斜

固定设置有复位拉簧，所述集料料管两侧的导料支架上分别竖直向下固定设置有压斗气

缸，压斗气缸输出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压轮支架，所述压轮支架上水平转动连接有升降压轮，

所述计量转运机构包括往复转轴、转运连板、转运气缸、计量称重秤和计量料斗，往复转轴

水平转动连接于集料料管下侧的导料支架上，转运连板竖直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转运连

板一侧端部与往复转轴端部固定连接，所述往复转轴中部竖直固定设置有转运齿轮，转运

齿轮上侧的导料支架上水平固定设置有齿条支架，齿条支架内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有与转

运齿轮啮合连接的平移齿条，转运气缸水平固定设置于齿条支架一侧，转运气缸输出端与

平移齿条一侧端部固定连接，所述转运连板一侧外端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定设置有计量称

重秤，计量称重秤外侧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定设置有料斗连板，料斗连板一侧设置有计量

料斗，计量料斗一侧上端中部铰连接于料斗连板，计量料斗为广口式结构，计量料斗的入口

端一侧设置有U型结构的导料承板，所述倒料包装机构包括平移支架、平移气缸、平移导板、

升降气缸、倒料料管、传罐支架和传罐电机，所述平移支架水平固定设置于转运连板下方一

侧的导料支架上，平移支架两侧分别水平固定设置有平移导杆，平移导板沿水平方向滑动

设置于平移导杆，平移气缸水平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一侧，平移气缸输出端与平移导板一

侧中部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气缸竖直向上固定设置于平移导板下侧中部，升降气缸输出端

竖直转动连接有料斗推轮，所述倒料料管倾斜向下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一端上侧，倒料料

管上端为阶梯状结构，所述传罐支架水平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下方一侧的导料支架上，传

罐支架两侧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传罐转辊，传罐皮带水平设置于传罐支架上侧，传罐皮带

水平卷绕连接于传罐支架两侧的传罐转辊，所述传罐电机水平固定设置于传罐支架一侧，

传罐电机带动传罐转辊进行转动；所述传送皮带中部沿传送皮带的传送方向水平设置有U

型结构的传送料槽；所述集料料管上方一侧固定设置有与传送皮带相适配圆弧形结构的挡

料连板；所述转运连板一侧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定设置有导轮连板，导轮连板的端部竖直

转动连接有转运导轮，所述导轮连板一侧的导料支架上固定设置有圆弧形结构的导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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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导向连板上设置有与转运导轮相适配的往复导槽，转运导轮沿往复导槽进行滚动，所述

导向连板两端分别固定设置有限位挡板；

所述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的工作方法包括：在使用的时候，通过种子传送机构使能

将种子连续平稳的进行传送，使得种子能够传送落至计量转运机构上，利用计量转运机构

可以将种子准确的进行称重计量，并能将种子定量的进行转运，使能将种子移送至倒料包

装机构一侧，利用倒料包装机构使能推动计量转运机构的计量料斗进行转动，使得计量料

斗内的种子能够平稳顺畅的倾倒至传罐皮带上侧的圆罐内，实现种子自动化的包装传送，

利用传送电机带动主皮带轮进行转动，使得传送皮带能够在传送电机的带动下连续平稳的

进行转动传送，利用导料电机带动落料旋阀转动，使得种子储料料斗内的种子能够在落料

旋阀的带动下连续平稳的落至传送皮带上，使得传送皮带在转动传送过程中能够带动种子

连续进行平移传送，利用传送皮带中部沿传送皮带的传送方向水平设置有U型结构的传送

料槽，使得种子储料料斗内下落的种子能够均匀的落至传送皮带的传送料槽内，确保种子

能够高效准确的进行传送，利用集料料管使能将传送皮带进行传送下落的种子进行合拢落

料，确保种子能够竖直准确的落至计量转运机构的计量料斗内，利用挡料机构使能将集料

料管内下落的种子短暂的进行受料收集，使得当计量料斗在转运连板的带动下进行运动而

无法承接集料料管内下落的种子时，挡料机构能够将集料料管内下落的种子进行短暂收

集，确保在传送皮带连续转动将种子进行传送的过程中，挡料机构能够在计量料斗进行转

运时确保种子不产生散落，利用压斗气缸沿竖直方向向下推动升降压轮，使得集料料管两

侧的挡料转斗能够合拢，实现将集料料管下落的种子进行收集，当压斗气缸沿竖直方向向

上拉动升降压轮后，利用复位拉簧拉动挡料转斗，使得集料料管两侧的挡料转斗能够扩开，

确保种子能够顺畅的下落至计量料斗内，通过集料料管上方一侧固定设置有与传送皮带相

适配圆弧形结构的挡料连板，使能将传送皮带进行传送的种子进行限位阻挡并能确保种子

在挡料连板的导向作用下落至计量料斗内，利用转运气缸沿水平方向推动平移齿条进行平

移运动，使得转运连板能够在平移齿条的带动下连续往复的进行转动，通过转运连板一侧

外端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定设置有计量称重秤，计量称重秤外侧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定设

置有料斗连板，料斗连板一侧设置有计量料斗，使得当集料料管内的种子均匀的落至计量

料斗内时，计量称重秤能够便捷的对计量料斗的重量进行计量称重，当计量料斗内接受的

种子重量达到所需重量后，利用挡料机构的挡料转斗合拢将种子阻挡收集，使得计量料斗

能够便捷的停止受料，并且计量料斗在转运连板的带动下快速进行转运，使能将所需重量

的种子准确的转运移送，实现种子的定量受料转运，利用计量料斗一侧上端中部铰连接于

料斗连板，使得计量料斗在转运过程中能够在重力作用下始终保持竖直工位，避免计量料

斗在转运过中将种子倒落，通过计量料斗为广口式结构，计量料斗的入口端一侧设置有U型

结构的导料承板，利用广口式结构使能充分的将集料料管内下落的种子进行收集，利用导

料承板使得计量料斗在转动倒料过程中，计量料斗内的种子能够顺畅的经由导料承板倒料

至倒料料管内，实现种子快速高效的倒料包装，通过转运连板一侧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定

设置有导轮连板，导轮连板的端部竖直转动连接有转运导轮，导轮连板一侧的导料支架上

固定设置有圆弧形结构的导向连板，导向连板上设置有与转运导轮相适配的往复导槽，转

运导轮沿往复导槽进行滚动，导向连板两端分别固定设置有限位挡板，使得转运导轮能够

沿着导向连板的往复导槽平稳准确的进行滚动，确保转运连板在转动过程中不产生偏移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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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利用导向连板两端的限位挡板能够对转运导轮的往复转动进行限位阻挡，确保转运连

板能够平稳顺畅且准确的往复进行转动，通过升降气缸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料斗推轮，

使得当转运连板进行垂直角度的转动后，计量料斗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始终保持竖直工

位，利用平移气缸水平拉动平移导板进行平移，平移导板在平移过程中利用料斗推轮将计

量料斗推动至倾斜工位，利用升降气缸沿竖直方向向上推动料斗推轮，使得计量料斗能够

在料斗推轮的推动作用下继续转动，直至计量料斗翻转至入口端朝下，使得计量料斗内的

种子能够快速顺畅的进行倒料，通过倒料料管倾斜向下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一端上侧，倒

料料管上端为阶梯状结构，使得计量料斗在进行翻转后，计量料斗入口端的导料承板能够

与倒料料管上端部分进行重叠，确保计量料斗内的种子能够充分完全的沿着倒料料管下

落，避免种子在倒料过程中产生散落，利用传罐电机带动传罐转辊进行转动，传罐皮带带动

圆罐沿水平方向进行移动，使得种子能够利用计量料斗称量转运后依次倒落至圆罐内，实

现种子快速准确的包装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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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的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种子传送包装机械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的

工作方法，主要应用于加工完成的种子定量进行包装。

背景技术

[0002] 种子是种植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质量好的种子是丰产增产的基础，种子是种子

植物的繁殖体系，对延续物种起着重要作用，种子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除日常生活必需的

粮油棉麻外，一些药用、调味、饮料都来自于种子的培育生长，选择质量好的种子能够抵抗

种植风险，使能实现瓜果植物的大面积种植，提高丰产率和经济效益，种子居于农业生产链

条的最上端，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种子

处于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起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种子在进

行筛选和烘干等处理步骤后，需要将处理加工完成的种子依次利用包装盒、包装袋和包装

罐进行包装，种子的包装作用很大，好的种子包装能够提高企业形象，增加行业竞争能力，

增强种子产业效益。种子包装可以便于种子的贮藏、运输、销售和识别，利用包装容器将种

子进行包装后，可以防止种子混杂，并能避免病虫害感染、吸湿回潮和种子劣变，提高种子

商品特性，保持种子旺盛活力，保证种子的安全贮藏运输及便于销售。现有的种业公司在将

种子进行包装的过程中，主要包括如下工艺步骤：散装仓库、加料储箱、称量或计数、装袋或

装罐、封口和贴挂标签，种子包装过程工序复杂且操作麻烦，工人在将种子进行包装的整个

过程中都需要人工手动进行，工人的劳动强度较大，在整个种子包装过程中需要多位工人

协同工作，生产成本较大，降低了种子企业的生产效益，并且由于人工操作的随意性，种子

定量包装的准确性难以准确的进行控制，降低了种子包装的质量，现有的种子包装的自动

化程度较低，难以满足规上种子企业的生产所需，不能满足种子包装使用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结

构设计合理，可以将种子准确高效的进行计量转运，使得种子能够实现自动化包装传送，满

足种子包装使用需要的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的工作方法。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

构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包括导料支架、种子传送机构、计

量转运机构和倒料包装机构，所述种子传送机构和计量转运机构从上至下依次固定设置于

导料支架一侧，所述倒料包装机构水平固定设置于计量转运机构一侧的导料支架上，所述

种子传送机构包括传送电机、传送皮带、种子储料料斗、集料料管和挡料机构，所述导料支

架上方一侧两端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主传送辊和辅传送辊，所述传送皮带水平设置于导料

支架一侧，传送皮带两侧分别卷绕连接于导料支架两侧的主传送辊和辅传送辊，所述传送

电机水平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传送电机输出端竖直设置有主皮带轮，主传送辊一侧

竖直同轴固定设置有辅皮带轮，所述主皮带轮和辅皮带轮之间采用传料皮带传动连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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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种子储料料斗竖直固定设置于传送皮带上侧的导料支架上，种子储料料斗与导料支架之

间水平固定设置有连接支架，所述种子储料料斗下侧竖直连通设置有落料料管，落料料管

内水平转动连接有落料旋阀，落料料管一侧水平固定设置有导料电机，导料电机带动落料

旋阀转动，所述集料料管竖直固定设置于辅传送辊端下侧的导料支架上，集料料管上端沿

传送皮带侧设置有与传送皮带相适配的圆弧形结构，所述挡料机构固定设置于集料料管下

侧的导料支架上，挡料机构包括挡料转斗、压斗气缸和复位拉簧，所述集料料管下端两侧的

导料支架上对称设置有挡料转斗，挡料转斗截面为扇形结构，挡料转斗的圆心处转动连接

于导料支架，所述挡料转斗下侧与导料支架之间倾斜固定设置有复位拉簧，所述集料料管

两侧的导料支架上分别竖直向下固定设置有压斗气缸，压斗气缸输出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压

轮支架，所述压轮支架上水平转动连接有升降压轮，所述计量转运机构包括往复转轴、转运

连板、转运气缸、计量称重秤和计量料斗，往复转轴水平转动连接于集料料管下侧的导料支

架上，转运连板竖直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转运连板一侧端部与往复转轴端部固定连接，所

述往复转轴中部竖直固定设置有转运齿轮，转运齿轮上侧的导料支架上水平固定设置有齿

条支架，齿条支架内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有与转运齿轮啮合连接的平移齿条，转运气缸水

平固定设置于齿条支架一侧，转运气缸输出端与平移齿条一侧端部固定连接，所述转运连

板一侧外端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定设置有计量称重秤，计量称重秤外侧沿转运齿轮的径向

固定设置有料斗连板，料斗连板一侧设置有计量料斗，计量料斗一侧上端中部铰连接于料

斗连板，计量料斗为广口式结构，计量料斗的入口端一侧设置有U型结构的导料承板，所述

倒料包装机构包括平移支架、平移气缸、平移导板、升降气缸、倒料料管、传罐支架和传罐电

机，所述平移支架水平固定设置于转运连板下方一侧的导料支架上，平移支架两侧分别水

平固定设置有平移导杆，平移导板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平移导杆，平移气缸水平固定设

置于平移支架一侧，平移气缸输出端与平移导板一侧中部固定连接，所述升降气缸竖直向

上固定设置于平移导板下侧中部，升降气缸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料斗推轮，所述倒料料

管倾斜向下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一端上侧，倒料料管上端为阶梯状结构，所述传罐支架水

平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下方一侧的导料支架上，传罐支架两侧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传罐转

辊，传罐皮带水平设置于传罐支架上侧，传罐皮带水平卷绕连接于传罐支架两侧的传罐转

辊，所述传罐电机水平固定设置于传罐支架一侧，传罐电机带动传罐转辊进行转动；所述传

送皮带中部沿传送皮带的传送方向水平设置有U型结构的传送料槽；所述集料料管上方一

侧固定设置有与传送皮带相适配圆弧形结构的挡料连板；所述转运连板一侧沿转运齿轮的

径向固定设置有导轮连板，导轮连板的端部竖直转动连接有转运导轮，所述导轮连板一侧

的导料支架上固定设置有圆弧形结构的导向连板，导向连板上设置有与转运导轮相适配的

往复导槽，转运导轮沿往复导槽进行滚动，所述导向连板两端分别固定设置有限位挡板。

[0005] 本发明的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的工作方法包括：在使用的时候，通过种子传送

机构使能将种子连续平稳的进行传送，使得种子能够传送落至计量转运机构上，利用计量

转运机构可以将种子准确的进行称重计量，并能将种子定量的进行转运，使能将种子移送

至倒料包装机构一侧，利用倒料包装机构使能推动计量转运机构的计量料斗进行转动，使

得计量料斗内的种子能够平稳顺畅的倾倒至传罐皮带上侧的圆罐内，实现种子自动化的包

装传送，利用传送电机带动主皮带轮进行转动，使得传送皮带能够在传送电机的带动下连

续平稳的进行转动传送，利用导料电机带动落料旋阀转动，使得种子储料料斗内的种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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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落料旋阀的带动下连续平稳的落至传送皮带上，使得传送皮带在转动传送过程中能够

带动种子连续进行平移传送，利用传送皮带中部沿传送皮带的传送方向水平设置有U型结

构的传送料槽，使得种子储料料斗内下落的种子能够均匀的落至传送皮带的传送料槽内，

确保种子能够高效准确的进行传送，利用集料料管使能将传送皮带进行传送下落的种子进

行合拢落料，确保种子能够竖直准确的落至计量转运机构的计量料斗内，利用挡料机构使

能将集料料管内下落的种子短暂的进行受料收集，使得当计量料斗在转运连板的带动下进

行运动而无法承接集料料管内下落的种子时，挡料机构能够将集料料管内下落的种子进行

短暂收集，确保在传送皮带连续转动将种子进行传送的过程中，挡料机构能够在计量料斗

进行转运时确保种子不产生散落，利用压斗气缸沿竖直方向向下推动升降压轮，使得集料

料管两侧的挡料转斗能够合拢，实现将集料料管下落的种子进行收集，当压斗气缸沿竖直

方向向上拉动升降压轮后，利用复位拉簧拉动挡料转斗，使得集料料管两侧的挡料转斗能

够扩开，确保种子能够顺畅的下落至计量料斗内，通过集料料管上方一侧固定设置有与传

送皮带相适配圆弧形结构的挡料连板，使能将传送皮带进行传送的种子进行限位阻挡并能

确保种子在挡料连板的导向作用下落至计量料斗内，利用转运气缸沿水平方向推动平移齿

条进行平移运动，使得转运连板能够在平移齿条的带动下连续往复的进行转动，通过转运

连板一侧外端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定设置有计量称重秤，计量称重秤外侧沿转运齿轮的径

向固定设置有料斗连板，料斗连板一侧设置有计量料斗，使得当集料料管内的种子均匀的

落至计量料斗内时，计量称重秤能够便捷的对计量料斗的重量进行计量称重，当计量料斗

内接受的种子重量达到所需重量后，利用挡料机构的挡料转斗合拢将种子阻挡收集，使得

计量料斗能够便捷的停止受料，并且计量料斗在转运连板的带动下快速进行转运，使能将

所需重量的种子准确的转运移送，实现种子的定量受料转运，利用计量料斗一侧上端中部

铰连接于料斗连板，使得计量料斗在转运过程中能够在重力作用下始终保持竖直工位，避

免计量料斗在转运过中将种子倒落，通过计量料斗为广口式结构，计量料斗的入口端一侧

设置有U型结构的导料承板，利用广口式结构使能充分的将集料料管内下落的种子进行收

集，利用导料承板使得计量料斗在转动倒料过程中，计量料斗内的种子能够顺畅的经由导

料承板倒料至倒料料管内，实现种子快速高效的倒料包装，通过转运连板一侧沿转运齿轮

的径向固定设置有导轮连板，导轮连板的端部竖直转动连接有转运导轮，导轮连板一侧的

导料支架上固定设置有圆弧形结构的导向连板，导向连板上设置有与转运导轮相适配的往

复导槽，转运导轮沿往复导槽进行滚动，导向连板两端分别固定设置有限位挡板，使得转运

导轮能够沿着导向连板的往复导槽平稳准确的进行滚动，确保转运连板在转动过程中不产

生偏移晃动，利用导向连板两端的限位挡板能够对转运导轮的往复转动进行限位阻挡，确

保转运连板能够平稳顺畅且准确的往复进行转动，通过升降气缸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料

斗推轮，使得当转运连板进行垂直角度的转动后，计量料斗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始终保持

竖直工位，利用平移气缸水平拉动平移导板进行平移，平移导板在平移过程中利用料斗推

轮将计量料斗推动至倾斜工位，利用升降气缸沿竖直方向向上推动料斗推轮，使得计量料

斗能够在料斗推轮的推动作用下继续转动，直至计量料斗翻转至入口端朝下，使得计量料

斗内的种子能够快速顺畅的进行倒料，通过倒料料管倾斜向下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一端上

侧，倒料料管上端为阶梯状结构，使得计量料斗在进行翻转后，计量料斗入口端的导料承板

能够与倒料料管上端部分进行重叠，确保计量料斗内的种子能够充分完全的沿着倒料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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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避免种子在倒料过程中产生散落，利用传罐电机带动传罐转辊进行转动，传罐皮带带

动圆罐沿水平方向进行移动，使得种子能够利用计量料斗称量转运后依次倒落至圆罐内，

实现种子快速准确的包装传送。

[000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通过种子传

送机构和计量转运机构从上至下依次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倒料包装机构水平固定设

置于计量转运机构一侧的导料支架上，利用种子传送机构使能将种子连续平稳的进行传

送，使得种子能够传送落至计量转运机构上，利用计量转运机构可以将种子准确的进行称

重计量，并能将种子定量的进行转运，使能将种子移送至倒料包装机构一侧，利用倒料包装

机构使能推动计量转运机构的计量料斗进行转动，使得计量料斗内的种子能够平稳顺畅的

倾倒至传罐皮带上侧的圆罐内，实现种子自动化的包装传送，通过传送皮带两侧分别卷绕

连接于导料支架两侧的主传送辊和辅传送辊，传送电机输出端的主皮带轮和主传送辊一侧

的辅皮带轮之间采用传料皮带传动连接，利用传送电机带动主皮带轮进行转动，使得传送

皮带能够在传送电机的带动下连续平稳的进行转动传送，通过种子储料料斗竖直固定设置

于传送皮带上侧的导料支架上，种子储料料斗下侧的落料料管内水平转动连接有落料旋

阀，落料料管一侧水平固定设置有导料电机，利用导料电机带动落料旋阀转动，使得种子储

料料斗内的种子能够在落料旋阀的带动下连续平稳的落至传送皮带上，使得传送皮带在转

动传送过程中能够带动种子连续进行平移传送，利用传送皮带中部沿传送皮带的传送方向

水平设置有U型结构的传送料槽，使得种子储料料斗内下落的种子能够均匀的落至传送皮

带的传送料槽内，确保种子能够高效准确的进行传送，避免种子在传送过程中杂乱散落，通

过集料料管竖直固定设置于辅传送辊端下侧的导料支架上，集料料管上端沿传送皮带侧设

置有与传送皮带相适配的圆弧形结构，挡料机构固定设置于集料料管下侧的导料支架上，

利用集料料管使能将传送皮带进行传送下落的种子进行合拢落料，确保种子能够竖直准确

的落至计量转运机构的计量料斗内，利用挡料机构使能将集料料管内下落的种子短暂的进

行受料收集，使得当计量料斗在转运连板的带动下进行运动而无法承接集料料管内下落的

种子时，挡料机构能够将集料料管内下落的种子进行短暂收集，确保在传送皮带连续转动

将种子进行传送的过程中，挡料机构能够在计量料斗进行转运时确保种子不产生散落，通

过集料料管下端两侧导料支架上对称设置的挡料转斗截面为扇形结构，挡料转斗的圆心处

转动连接于导料支架，挡料转斗下侧与导料支架之间倾斜固定设置有复位拉簧，集料料管

两侧的压斗气缸输出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压轮支架，压轮支架上水平转动连接有升降压轮，

利用压斗气缸沿竖直方向向下推动升降压轮，使得集料料管两侧的挡料转斗能够合拢，实

现将集料料管下落的种子进行收集，当压斗气缸沿竖直方向向上拉动升降压轮后，利用复

位拉簧拉动挡料转斗，使得集料料管两侧的挡料转斗能够扩开，确保种子能够顺畅的下落

至计量料斗内，通过集料料管上方一侧固定设置有与传送皮带相适配圆弧形结构的挡料连

板，使能将传送皮带进行传送的种子进行限位阻挡并能确保种子在挡料连板的导向作用下

落至计量料斗内，避免种子在传送过程中散落，通过转运连板竖直设置于导料支架一侧，转

运连板一侧端部与往复转轴端部固定连接，往复转轴中部竖直固定设置有转运齿轮，转运

齿轮上侧导料支架的齿条支架内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有与转运齿轮啮合连接的平移齿条，

转运气缸输出端与平移齿条一侧端部固定连接，利用转运气缸沿水平方向推动平移齿条进

行平移运动，使得转运连板能够在平移齿条的带动下连续往复的进行转动，通过转运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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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外端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定设置有计量称重秤，计量称重秤外侧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

定设置有料斗连板，料斗连板一侧设置有计量料斗，使得当集料料管内的种子均匀的落至

计量料斗内时，计量称重秤能够便捷的对计量料斗的重量进行计量称重，当计量料斗内接

受的种子重量达到所需重量后，利用挡料机构的挡料转斗合拢将种子阻挡收集，使得计量

料斗能够便捷的停止受料，并且计量料斗在转运连板的带动下快速进行转运，使能将所需

重量的种子准确的转运移送，实现种子的定量受料转运，提高种子包装的效率和质量，利用

计量料斗一侧上端中部铰连接于料斗连板，使得计量料斗在转运过程中能够在重力作用下

始终保持竖直工位，避免计量料斗在转运过中将种子倒落，通过计量料斗为广口式结构，计

量料斗的入口端一侧设置有U型结构的导料承板，利用广口式结构使能充分的将集料料管

内下落的种子进行收集，利用导料承板使得计量料斗在转动倒料过程中，计量料斗内的种

子能够顺畅的经由导料承板倒料至倒料料管内，实现种子快速高效的倒料包装，通过转运

连板一侧沿转运齿轮的径向固定设置有导轮连板，导轮连板的端部竖直转动连接有转运导

轮，导轮连板一侧的导料支架上固定设置有圆弧形结构的导向连板，导向连板上设置有与

转运导轮相适配的往复导槽，转运导轮沿往复导槽进行滚动，导向连板两端分别固定设置

有限位挡板，使得转运导轮能够沿着导向连板的往复导槽平稳准确的进行滚动，确保转运

连板在转动过程中不产生偏移晃动，利用导向连板两端的限位挡板能够对转运导轮的往复

转动进行限位阻挡，确保转运连板能够平稳顺畅且准确的往复进行转动，通过平移导板沿

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平移导杆，平移气缸输出端与平移导板一侧中部固定连接，升降气缸

竖直向上固定设置于平移导板下侧中部，升降气缸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料斗推轮，使得

当转运连板进行垂直角度的转动后，计量料斗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始终保持竖直工位，利

用平移气缸水平拉动平移导板进行平移，平移导板在平移过程中利用料斗推轮将计量料斗

推动至倾斜工位，利用升降气缸沿竖直方向向上推动料斗推轮，使得计量料斗能够在料斗

推轮的推动作用下继续转动，直至计量料斗翻转至入口端朝下，使得计量料斗内的种子能

够快速顺畅的进行倒料，通过倒料料管倾斜向下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一端上侧，倒料料管

上端为阶梯状结构，使得计量料斗在进行翻转后，计量料斗入口端的导料承板能够与倒料

料管上端部分进行重叠，确保计量料斗内的种子能够充分完全的沿着倒料料管下落，避免

种子在倒料过程中产生散落，通过传罐支架水平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下方一侧的导料支架

上，传罐皮带水平卷绕连接于传罐支架两侧的传罐转辊，传罐电机水平固定设置于传罐支

架一侧，传罐皮带上侧沿水平方向依次放置有多个用于储放种子的圆罐，利用传罐电机带

动传罐转辊进行转动，传罐皮带带动圆罐沿水平方向进行移动，使得种子能够利用计量料

斗称量转运后依次倒落至圆罐内，实现种子快速准确的包装传送，提高整个种子包装过程

的自动化程度，通过这样的结构，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将种子准确高效的进行计量转

运，使得种子能够实现自动化包装传送，满足种子包装使用的需要。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本发明一种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08] 图2是本发明的种子传送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09] 图3是本发明的挡料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0] 图4是本发明的计量转运机构和倒料包装机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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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5是本发明的计量转运机构和倒料包装机构的转运状态结构示意图。

[0012] 图6是本发明的计量转运机构和倒料包装机构的倒料状态结构示意图。

[0013] 图中：1.  导料支架，2.  种子传送机构，3.  计量转运机构，4.  倒料包装机构，5. 

传送电机，6.  传送皮带，7.  种子储料料斗，8.  集料料管，9.  挡料机构，10.  主传送辊，11. 

辅传送辊，12.  主皮带轮，13.  辅皮带轮，14.  传料皮带，15.  连接支架，16.  落料料管，17. 

落料旋阀，18.  导料电机，19.  挡料转斗，20.  压斗气缸，21. 复位拉簧，22.  压轮支架，23. 

升降压轮，24.  往复转轴，25.  转运连板，26.  转运气缸，27.  计量称重秤，28.  计量料斗，

29.  转运齿轮，30.  齿条支架，31.  平移齿条，32.  料斗连板，33.  导料承板，34.  平移支

架，35.  平移气缸，36.  平移导板，37.  升降气缸，38.  倒料料管，39.  传罐支架，40.  传罐

电机，41.  平移导杆，42.  料斗推轮，43.  传罐转辊，44.  传罐皮带，45.  传送料槽，46.  挡

料连板，47. 导轮连板，48. 转运导轮，49. 导向连板，50.  往复导槽，51. 限位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进一步描述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阐述一种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的

具体实施方式，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15]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包括导料支架1、种子传送机构2、

计量转运机构3和倒料包装机构4，种子传送机构2和计量转运机构3从上至下依次固定设置

于导料支架1一侧，倒料包装机构4水平固定设置于计量转运机构3一侧的导料支架1上。如

图2所示，本发明的种子传送机构2包括传送电机5、传送皮带6、种子储料料斗7、集料料管8

和挡料机构9，导料支架1上方一侧两端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主传送辊10和辅传送辊11，传

送皮带6水平设置于导料支架1一侧，传送皮带6两侧分别卷绕连接于导料支架1两侧的主传

送辊10和辅传送辊11，传送电机5水平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1一侧，传送电机5输出端竖直设

置有主皮带轮12，主传送辊10一侧竖直同轴固定设置有辅皮带轮13，主皮带轮12和辅皮带

轮13之间采用传料皮带14传动连接，种子储料料斗7竖直固定设置于传送皮带6上侧的导料

支架1上，种子储料料斗7与导料支架1之间水平固定设置有连接支架15，种子储料料斗7下

侧竖直连通设置有落料料管16，落料料管16内水平转动连接有落料旋阀17，落料料管16一

侧水平固定设置有导料电机18，导料电机18带动落料旋阀17转动，集料料管8竖直固定设置

于辅传送辊11端下侧的导料支架1上，集料料管8上端沿传送皮带6侧设置有与传送皮带6相

适配的圆弧形结构，挡料机构9固定设置于集料料管8下侧的导料支架1上。如图3所示，本发

明的挡料机构9包括挡料转斗19、压斗气缸20和复位拉簧21，集料料管8下端两侧的导料支

架1上对称设置有挡料转斗19，挡料转斗19截面为扇形结构，挡料转斗19的圆心处转动连接

于导料支架1，挡料转斗19下侧与导料支架1之间倾斜固定设置有复位拉簧21，集料料管8两

侧的导料支架1上分别竖直向下固定设置有压斗气缸20，压斗气缸20输出端水平固定设置

有压轮支架22，压轮支架22上水平转动连接有升降压轮23。如图4、图5和图6所示，本发明的

计量转运机构3包括往复转轴24、转运连板25、转运气缸26、计量称重秤27和计量料斗28，往

复转轴24水平转动连接于集料料管8下侧的导料支架1上，转运连板25竖直设置于导料支架

1一侧，转运连板25一侧端部与往复转轴24端部固定连接，往复转轴24中部竖直固定设置有

转运齿轮29，转运齿轮29上侧的导料支架1上水平固定设置有齿条支架30，齿条支架30内沿

水平方向滑动设置有与转运齿轮29啮合连接的平移齿条31，转运气缸26水平固定设置于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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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支架30一侧，转运气缸26输出端与平移齿条31一侧端部固定连接，转运连板25一侧外端

沿转运齿轮29的径向固定设置有计量称重秤27，计量称重秤27外侧沿转运齿轮29的径向固

定设置有料斗连板32，料斗连板32一侧设置有计量料斗28，计量料斗28一侧上端中部铰连

接于料斗连板32，计量料斗28为广口式结构，计量料斗28的入口端一侧设置有U型结构的导

料承板33。本发明的倒料包装机构4包括平移支架34、平移气缸35、平移导板36、升降气缸

37、倒料料管38、传罐支架39和传罐电机40，平移支架34水平固定设置于转运连板25下方一

侧的导料支架1上，平移支架34两侧分别水平固定设置有平移导杆41，平移导板36沿水平方

向滑动设置于平移导杆41，平移气缸35水平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34一侧，平移气缸35输出

端与平移导板36一侧中部固定连接，升降气缸37竖直向上固定设置于平移导板36下侧中

部，升降气缸37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料斗推轮42，倒料料管38倾斜向下固定设置于平移

支架34一端上侧，倒料料管38上端为阶梯状结构，传罐支架39水平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34

下方一侧的导料支架1上，传罐支架39两侧分别水平转动连接有传罐转辊43，传罐皮带44水

平设置于传罐支架39上侧，传罐皮带44水平卷绕连接于传罐支架39两侧的传罐转辊43，传

罐电机40水平固定设置于传罐支架39一侧，传罐电机40带动传罐转辊43进行转动。

[0016] 本发明的传送皮带6中部沿传送皮带6的传送方向水平设置有U型结构的传送料槽

45，使得种子储料料斗7内下落的种子能够均匀的落至传送皮带6的传送料槽45内，确保种

子能够高效准确的进行传送，避免种子在传送过程中杂乱散落。本发明的集料料管8上方一

侧固定设置有与传送皮带6相适配圆弧形结构的挡料连板46，使能将传送皮带6进行传送的

种子进行限位阻挡并能确保种子在挡料连板46的导向作用下落至计量料斗28内，避免种子

在传送过程中散落。本发明的转运连板25一侧沿转运齿轮29的径向固定设置有导轮连板

47，导轮连板47的端部竖直转动连接有转运导轮48，导轮连板47一侧的导料支架1上固定设

置有圆弧形结构的导向连板49，导向连板49上设置有与转运导轮48相适配的往复导槽50，

转运导轮48沿往复导槽50进行滚动，导向连板49两端分别固定设置有限位挡板51，使得转

运导轮48能够沿着导向连板49的往复导槽50平稳准确的进行滚动，确保转运连板25在转动

过程中不产生偏移晃动，利用导向连板49两端的限位挡板51能够对转运导轮48的往复转动

进行限位阻挡，确保转运连板25能够平稳顺畅且准确的往复进行转动。

[0017]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一种种子连续导料包装机构在使用的时候，通过种子

传送机构2和计量转运机构3从上至下依次固定设置于导料支架1一侧，倒料包装机构4水平

固定设置于计量转运机构3一侧的导料支架1上，利用种子传送机构2使能将种子连续平稳

的进行传送，使得种子能够传送落至计量转运机构3上，利用计量转运机构3可以将种子准

确的进行称重计量，并能将种子定量的进行转运，使能将种子移送至倒料包装机构4一侧，

利用倒料包装机构4使能推动计量转运机构3的计量料斗28进行转动，使得计量料斗28内的

种子能够平稳顺畅的倾倒至传罐皮带44上侧的圆罐内，实现种子自动化的包装传送，通过

传送皮带6两侧分别卷绕连接于导料支架1两侧的主传送辊10和辅传送辊11，传送电机5输

出端的主皮带轮12和主传送辊10一侧的辅皮带轮13之间采用传料皮带14传动连接，利用传

送电机5带动主皮带轮12进行转动，使得传送皮带6能够在传送电机5的带动下连续平稳的

进行转动传送，通过种子储料料斗7竖直固定设置于传送皮带6上侧的导料支架1上，种子储

料料斗7下侧的落料料管16内水平转动连接有落料旋阀17，落料料管16一侧水平固定设置

有导料电机18，利用导料电机18带动落料旋阀17转动，使得种子储料料斗7内的种子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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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料旋阀17的带动下连续平稳的落至传送皮带6上，使得传送皮带6在转动传送过程中能够

带动种子连续进行平移传送，利用传送皮带6中部沿传送皮带6的传送方向水平设置有U型

结构的传送料槽45，使得种子储料料斗7内下落的种子能够均匀的落至传送皮带6的传送料

槽45内，确保种子能够高效准确的进行传送，避免种子在传送过程中杂乱散落，通过集料料

管8竖直固定设置于辅传送辊11端下侧的导料支架1上，集料料管8上端沿传送皮带6侧设置

有与传送皮带6相适配的圆弧形结构，挡料机构9固定设置于集料料管8下侧的导料支架1

上，利用集料料管8使能将传送皮带6进行传送下落的种子进行合拢落料，确保种子能够竖

直准确的落至计量转运机构3的计量料斗28内，利用挡料机构9使能将集料料管8内下落的

种子短暂的进行受料收集，使得当计量料斗28在转运连板25的带动下进行运动而无法承接

集料料管8内下落的种子时，挡料机构9能够将集料料管8内下落的种子进行短暂收集，确保

在传送皮带6连续转动将种子进行传送的过程中，挡料机构9能够在计量料斗28进行转运时

确保种子不产生散落，通过集料料管8下端两侧导料支架1上对称设置的挡料转斗19截面为

扇形结构，挡料转斗19的圆心处转动连接于导料支架1，挡料转斗19下侧与导料支架1之间

倾斜固定设置有复位拉簧21，集料料管8两侧的压斗气缸20输出端水平固定设置有压轮支

架22，压轮支架22上水平转动连接有升降压轮23，利用压斗气缸20沿竖直方向向下推动升

降压轮23，使得集料料管8两侧的挡料转斗19能够合拢，实现将集料料管8下落的种子进行

收集，当压斗气缸20沿竖直方向向上拉动升降压轮23后，利用复位拉簧21拉动挡料转斗19，

使得集料料管8两侧的挡料转斗19能够扩开，确保种子能够顺畅的下落至计量料斗28内，通

过集料料管8上方一侧固定设置有与传送皮带6相适配圆弧形结构的挡料连板46，使能将传

送皮带6进行传送的种子进行限位阻挡并能确保种子在挡料连板46的导向作用下落至计量

料斗28内，避免种子在传送过程中散落，通过转运连板25竖直设置于导料支架1一侧，转运

连板25一侧端部与往复转轴24端部固定连接，往复转轴24中部竖直固定设置有转运齿轮

29，转运齿轮29上侧导料支架1的齿条支架30内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有与转运齿轮29啮合

连接的平移齿条31，转运气缸26输出端与平移齿条31一侧端部固定连接，利用转运气缸26

沿水平方向推动平移齿条31进行平移运动，使得转运连板25能够在平移齿条31的带动下连

续往复的进行转动，通过转运连板25一侧外端沿转运齿轮29的径向固定设置有计量称重秤

27，计量称重秤27外侧沿转运齿轮29的径向固定设置有料斗连板32，料斗连板32一侧设置

有计量料斗28，使得当集料料管8内的种子均匀的落至计量料斗28内时，计量称重秤27能够

便捷的对计量料斗28的重量进行计量称重，当计量料斗28内接受的种子重量达到所需重量

后，利用挡料机构9的挡料转斗19合拢将种子阻挡收集，使得计量料斗28能够便捷的停止受

料，并且计量料斗28在转运连板25的带动下快速进行转运，使能将所需重量的种子准确的

转运移送，实现种子的定量受料转运，提高种子包装的效率和质量，利用计量料斗28一侧上

端中部铰连接于料斗连板32，使得计量料斗28在转运过程中能够在重力作用下始终保持竖

直工位，避免计量料斗28在转运过中将种子倒落，通过计量料斗28为广口式结构，计量料斗

28的入口端一侧设置有U型结构的导料承板33，利用广口式结构使能充分的将集料料管8内

下落的种子进行收集，利用导料承板33使得计量料斗28在转动倒料过程中，计量料斗28内

的种子能够顺畅的经由导料承板33倒料至倒料料管38内，实现种子快速高效的倒料包装，

通过转运连板25一侧沿转运齿轮29的径向固定设置有导轮连板47，导轮连板47的端部竖直

转动连接有转运导轮48，导轮连板47一侧的导料支架1上固定设置有圆弧形结构的导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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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49，导向连板49上设置有与转运导轮48相适配的往复导槽50，转运导轮48沿往复导槽50

进行滚动，导向连板49两端分别固定设置有限位挡板51，使得转运导轮48能够沿着导向连

板49的往复导槽50平稳准确的进行滚动，确保转运连板25在转动过程中不产生偏移晃动，

利用导向连板49两端的限位挡板51能够对转运导轮48的往复转动进行限位阻挡，确保转运

连板25能够平稳顺畅且准确的往复进行转动，通过平移导板36沿水平方向滑动设置于平移

导杆41，平移气缸35输出端与平移导板36一侧中部固定连接，升降气缸37竖直向上固定设

置于平移导板36下侧中部，升降气缸37输出端竖直转动连接有料斗推轮42，使得当转运连

板25进行垂直角度的转动后，计量料斗28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始终保持竖直工位，利用平

移气缸35水平拉动平移导板36进行平移，平移导板36在平移过程中利用料斗推轮42将计量

料斗28推动至倾斜工位，利用升降气缸37沿竖直方向向上推动料斗推轮42，使得计量料斗

28能够在料斗推轮42的推动作用下继续转动，直至计量料斗28翻转至入口端朝下，使得计

量料斗28内的种子能够快速顺畅的进行倒料，通过倒料料管38倾斜向下固定设置于平移支

架34一端上侧，倒料料管38上端为阶梯状结构，使得计量料斗28在进行翻转后，计量料斗28

入口端的导料承板33能够与倒料料管38上端部分进行重叠，确保计量料斗28内的种子能够

充分完全的沿着倒料料管38下落，避免种子在倒料过程中产生散落，通过传罐支架39水平

固定设置于平移支架34下方一侧的导料支架1上，传罐皮带44水平卷绕连接于传罐支架39

两侧的传罐转辊43，传罐电机40水平固定设置于传罐支架39一侧，传罐皮带44上侧沿水平

方向依次放置有多个用于储放种子的圆罐，利用传罐电机40带动传罐转辊43进行转动，传

罐皮带44带动圆罐沿水平方向进行移动，使得种子能够利用计量料斗28称量转运后依次倒

落至圆罐内，实现种子快速准确的包装传送，提高整个种子包装过程的自动化程度。通过这

样的结构，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可以将种子准确高效的进行计量转运，使得种子能够实现

自动化包装传送，满足种子包装使用的需要。

[0018] 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

替代，只要不偏离本发明说明书的内容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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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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