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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

率的装置，主要包括：外壳、破壳机构、筛网、动力

机构；所述破壳机构包括：多个破壳筒、进料管和

出料管；所述动力机构包括：固定板、设置在所述

破壳机构顶端的多个用于辅助破壳机构运动的

第一转轴、其中一端与所述第一转轴转动连接的

第一摇杆、转动连接在所述第一摇杆另一端的动

力连接轴、固定设置在所述破壳机构底端的第二

转轴，与所述第二转轴转动连接的第二摇杆和与

所述第二摇杆另一端转动连接的动力轴，每个所

述动力连接轴均通过固定轴与所述外壳内部顶

端连接，本发明可加快种子破壳速度，且大幅度

降低种子在破壳中的损伤率，适合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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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用于储水的外壳(1)、

设置在所述外壳(1)内部可加快种子破壳的的破壳机构(2)、设置在所述外壳(1)底端的用

于收集处理好种子的筛网(3)、可给所述破壳机构(2)提供动力的动力机构(4)；

所述外壳(1)上设置有一个进水管(12)和一个出水管(11)，所述出水管(11)上还设置

有一个阀门(111)；

所述破壳机构(2)为一个外壳为筛网的圆筒，包括：多个竖直设置的破壳筒(21)、一个

用于种子进入的进料管(25)和一个用于处理好的种子排出的出料管(26)，所述进料管(25)

贯穿至外壳(1)外侧，所述出料管(26)连通至筛网(3)，且进料管(25)和出料管(26)中间段

为软管(5)，且出料管(26)通过电磁阀控制开关；

所述动力机构(4)包括：设置在所述外壳(1)内部位于所述破壳机构(2)上方的固定板

(41)、设置在所述破壳机构(2)顶端的多个用于辅助破壳机构(2)运动的第一转轴(42)、其

中一端与所述第一转轴(42)转动连接的第一摇杆(45)、转动连接在所述第一摇杆(45)另一

端的动力连接轴(44)、固定设置在所述破壳机构(2)底端的第二转轴(48)，与所述第二转轴

(48)转动连接的第二摇杆(46)和与所述第二摇杆(46)另一端转动连接的动力轴(47)，每个

所述动力连接轴(44)均贯穿所述固定板(41)，并通过固定轴(43)与所述外壳(1)内部顶端

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破壳筒

(21)为一个圆台形的不锈钢桶，且其上部为进料端(22)，底端为出料端(23)，所述的进料端

(22)横截面积大于所述出料端(23)的横截面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破壳筒

(21)的内壁上设置有多个倾斜的破壳柱(24)，所述破壳柱(24)截面为多边形截面，且上截

面面积小于下截面面积，在所述外壳(1)的外部还设置有一个角度转换机构(6)。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角度转

换机构(6)包括：一个固定安装在外壳(1)外侧的固定轮(68)、转动连接在所述固定轮(68)

上的角度主动轴(61)、与所述角度主动轴(61)转动连接的第三摇杆(62)、与所述第三摇杆

(62)另一端转动连接的角度转动杆(63)、转动设置在所述角度转动杆(63)上的角度连接杆

(64)、与所述角度连接杆(64)另一端转动连接的角度转轴(65)，所述角度转轴(65)设置在

所述外壳(1)底端。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

(1)外部设置一个用于支撑外壳(1)的支腿(7)，所述支腿(7)上设置一个中部转轴(71)，所

述中部转轴(71)设置在外壳(1)中部，所述支腿(7)底端设置一个底座(72)。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

(72)上设置一个底座滑槽(721)，顶部设置一个弧形滑道(67)，且在外壳(1)顶部设置一个

滑块(66)，所述滑块(66)滑动设置在所述弧形滑道(67)内。

7.利用权利要求6所述装置促进苜蓿种子发芽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通过进水管(12)向外壳(1)内注入50-150ppm过氧化氢溶液50ppm的钼酸铵，在通过

进料管(25)向破壳机构(2)内注入苜蓿种子，使苜蓿种子浸泡在过氧化氢溶液中，并打开动

力机构(4)使破壳机构(2)呈圆周晃动，使破壳机构(2)内的种子不断的接触破壳筒(21)内

的破壳柱(24)，同时，打开角度转换机构(6)，使破壳机构(2)以中部转轴为中心，左右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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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破壳机构(2)内的种子与破壳筒(21)内的破壳柱(24)的接触机会，持续30min，关闭动

力机构(4)和角度转换机构(6)，使种子在破壳机构(2)内浸泡30h；

S2：关闭动力机构(4)和角度转换机构(6)，打开出水管(11)上的阀门(111)，排出过氧

化氢溶液和打碎的种子外壳残渣，排空过氧化氢溶液后，关闭阀门(111)，打开进水管(12)，

向外壳内注入清水，打开动力机构(4)和角度转换机构(6)对种子进行至少两次的清洗，且

每次清洗时间为5min；

S3：打开出料管(26)上的电磁阀，并打开动力机构(4)和角度转换机构(6)，使处理后的

种子进入筛网(3)内，当种子都进入筛网(3)后，重复S1和S2的步骤，当打开动力机构(4)和

角度转换机构(6)时，筛网(3)同样跟随外壳(1)进行晃动，在筛网(3)进行晃动的时，由于种

子受到离心力的作用，水分会被沥出，且在晃动时会产生气流，同样会使水分快速风干；

S4：取出自然干燥后的苜蓿种子，放入培养液中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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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苜蓿种子培养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

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紫花苜蓿多年生草本，高30-100厘米。根粗壮，深入土层，根颈发达。茎直立、丛生

以至平卧，四棱形，无毛或微被柔毛，枝叶茂盛。羽状三出复叶；托叶大，卵状披针形，先端锐

尖，基部全缘或具1-2齿裂，脉纹清晰；叶柄比小叶短；小叶长卵形、倒长卵形至线状卵形，等

大，或顶生小叶稍大，长(5)10-25(-40)毫米，宽3-10毫米，纸质，先端钝圆，具由中脉伸出的

长齿尖，基部狭窄，楔形，边缘三分之一以上具锯齿，上面无毛，深绿色，下面被贴伏柔毛，侧

脉8-10对，与中脉成锐角，在近叶边处略有分叉；顶生小叶柄比侧生小叶柄略长。

[0003] 虽然紫花苜蓿具有清脾胃、清湿热、利尿、消肿等功效，但目前的苜蓿均采用连作

的方式，所谓连作就是指一年内或连年在同一块田地上连续种植紫花苜蓿的种植方式，这

种连作的种植方式会造成土壤劣变，土壤养分下降，种子不易吸收营养元素，导致种子发芽

率低下，为了解决这种连作种植方式下种子发芽率不高的问题，可使种子先萌发出新芽，再

将种子进行培养移栽，目前的苜蓿种子再萌发新芽时，发芽率会受到硬实问题的影响，导致

苜蓿种子不易吸水且有氧呼吸困难，如果未经过处理或者处理方法不当进行直接播种，在

播种后会出现发芽率低或不发芽现象，导致缺苗断垅，降低牧草产量，严重影响苜蓿种子的

当年利用，给苜蓿的种植以及生产方面造成严重影响，故在进行种子培养之间，要对种子先

进行磨皮破壳处理。

[0004] 目前的破壳机采用滚筒式或是搅拌式扇叶进行破壳处理，此种方法容易损伤苜蓿

种子，导致本来可以发芽的种子受损。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的装置及方

法。

[0006] 本发明的技术要点为：

[0007] 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的装置，主要包括：用于储水的外壳、设置在所述外

壳内部可加快种子破壳的的破壳机构、设置在所述外壳底端的用于收集处理好种子的筛

网、可给所述破壳机构提供动力的动力机构；

[0008] 所述外壳上设置有一个进水管和一个出水管，所述出水管上还设置有一个阀门；

[0009] 所述破壳机构为一个外壳为筛网的圆筒，包括：多个竖直设置的破壳筒、一个用于

种子进入的进料管和一个用于处理好的种子排出的出料管，所述进料管贯穿至外壳外侧，

所述出料管连通至筛网，且进料管和出料管中间段为软管，且出料管通过电磁阀控制开关；

[0010] 所述动力机构包括：设置在所述外壳内部位于所述破壳机构上方的固定板、设置

在所述破壳机构顶端的多个用于辅助破壳机构运动的第一转轴、其中一端与所述第一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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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连接的第一摇杆、转动连接在所述第一摇杆另一端的动力连接轴、固定设置在所述破

壳机构底端的第二转轴，与所述第二转轴转动连接的第二摇杆和与所述第二摇杆另一端转

动连接的动力轴，每个所述动力连接轴均贯穿所述固定板，并通过固定轴与所述外壳内部

顶端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破壳筒为一个圆台形的不锈钢桶，且其上部为进料端，底端为出料

端，所述的进料端横截面积大于所述出料端的横截面积，可增大种子与破壳柱的接触机会，

提升破壳效率。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破壳筒的内壁上设置有多个倾斜的破壳柱，所述破壳柱截面为多

边形截面，且上截面面积小于下截面面积，在所述外壳的外部还设置有一个角度转换机构，

倾斜的破壳柱破壳效果更佳，且角度转换机构可使破壳机构以中部转轴为中心转动，增加

破壳速度和出料速度。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角度转换机构包括：一个固定安装在外壳外侧的固定轮、转动连接

在所述固定轮上的角度主动轴、与所述角度主动轴转动连接的第三摇杆、与所述第三摇杆

另一端转动连接的角度转动杆、转动设置在所述角度转动杆上的角度连接杆、与所述角度

连接杆另一端转动连接的角度转轴，所述角度转轴设置在所述外壳底端，机械传动的方式

可以减少装置的购入和维修的成本。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外壳外部设置一个用于支撑外壳的支腿，所述支腿上设置一个中

部转轴，所述中部转轴设置在外壳中部，所述支腿底端设置一个底座，使外壳处于悬空状

态，使外壳晃动更加方便顺滑。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底座上设置一个底座滑槽，顶部设置一个弧形滑道，且在外壳顶部

设置一个滑块，所述滑块滑动设置在所述弧形滑道内，辅助外壳晃动，使外壳晃动更加规

律。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筛网的一侧设置有一个干燥扇，在筛网随外壳晃动时，干燥扇由于

受到风气流冲击从而转动，产生更大量的气流加快自然风干的速度。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装置促进苜蓿种子发芽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S1：通过进水管向外壳内注入50-150ppm的过氧化氢溶液和50ppm的钼酸铵，在通

过进料管向破壳机构内注入苜蓿种子，使苜蓿种子浸泡在过氧化氢溶液中，并打开动力机

构使破壳机构呈圆周晃动，使破壳机构内的种子不断的接触破壳筒内的破壳柱，同时，打开

角度转换机构，使破壳机构以中部转轴为中心，左右晃动，增加破壳机构内的种子与破壳筒

内的破壳柱的接触机会，持续30min，关闭动力机构和角度转换机构，使种子在破壳机构内

浸泡30h，种子发芽生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同化作用就是呼吸，这个过程可分为：葡萄糖的糖

酵解,三羧酸循,电子传递，葡萄糖分子通过糖酵解和三羧酸循环完全氧化成二氧化碳和

水,其释放的能量一部分储存在ATP中,其大部分的能量储藏在NADH和FADH2中，NADH(还原

型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和FADH2(还原型尼克酰胺嘌呤二核苷酸)不能直接被空气中的氧

气氧化,而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电子传递和氢传递的作用,才能将呼吸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

电子和质子最终传递给分子态氧，并放出大量的能量储存在ATP中，在稀过氧化氢水溶液

中,过氧化氢分子经过渗透进入苜蓿种子的细胞中,与过氧化氢酶结合成中间体,很自然的

与NADH、FADH2作用,直接代替了NADH和FADH2不能直接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的过程,大大提

高了反应速度,加快了能量的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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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S2：关闭动力机构和角度转换机构，打开出水管上的阀门，排出过氧化氢溶液和打

碎的种子外壳残渣，排空过氧化氢溶液后，关闭阀门，打开进水管，向外壳内注入清水，打开

动力机构和角度转换机构对种子进行至少两次的清洗，且每次清洗时间为5min；

[0020] S3：打开出料管上的电磁阀，并打开动力机构和角度转换机构，使处理后的种子进

入筛网内，当种子都进入筛网后，重复S和S的步骤，当打开动力机构和角度转换机构时，筛

网同样跟随外壳进行晃动，在筛网进行晃动的时，由于种子受到离心力的作用，水分会被沥

出，且在晃动时会产生气流，同样会使水分快速风干；

[0021] S4：取出自然干燥后的苜蓿种子，放入培养液中进行培养。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3] 第一，本发明通过设置用于储水的外壳和套在外壳内圆周运动的圆柱体筛筒状的

破壳机构，使苜蓿种子浸泡在溶液内，并且通过设置动力机构驱使破壳机构在外壳内做圆

周运动，使溶液与种子充分接触，并且在对种子进行冲洗时，效果更佳。

[0024] 第二，通过在破壳机构内设置多个上截面大于下截面的破壳筒，且从上至下竖直

排放，使种子经过第一个破壳筒后在进入下一个破壳筒，在每个破壳筒的内壁上都倾斜设

置有多个破壳柱，种子经过多个破壳筒的处理后，从出料管排出，破碎后的种子外壳通过出

水管排出，破壳效果较佳。

[0025] 第三，在外壳上还设置有一个角度转换机构，通过角度转换机构外壳可在中部转

轴和环形滑道的固定下，进行晃动，进一步的使溶液在破壳机构中行程水流，对种子外壳进

行冲刷，且也可提高种子与破壳柱的接触次数，提高破壳效率。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的主视图；

[0027] 图2是本发明的外部构结构示意图的主视图；

[0028] 图3是本发明的外部结构示意图的左视图；

[0029] 图4是本发明的破壳筒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本发明固定板结构示意图的俯视图。

[0031] 其中，1、外壳，11、出水管，111、阀门，12、进水管，2、破壳机构，21、破壳筒，22、进料

端，23、出料端，24、破壳柱，25、进料管，26、出料管，3、筛网，4、动力机构，41、固定板，42、第

一转轴，43、固定轴，44、动力连接轴，45、第一摇杆，46、第二摇杆，47、动力轴，48、第二转轴，

5、软管，6、角度转换机构，61、角度主动轴，62、第三摇杆，63、角度转动杆，64、角度连接杆，

65、角度转轴，66、滑块，67、弧形滑道，68、固定轮，7、支腿，71、中部转轴，72、底座，721、底座

滑槽，8、干燥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实施例1：

[0033] 如图1所示，一种提高连作下苜蓿的发芽率的装置，主要包括：用于储水的外壳1、

设置在所述外壳1内部可加快种子破壳的的破壳机构2、设置在所述外壳1底端的用于收集

处理好种子的筛网3、可给所述破壳机构2提供动力的动力机构4；

[0034] 所述外壳1上设置有一个进水管12和一个出水管11，所述出水管11上还设置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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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阀门111；

[0035] 如图1所示，所述破壳机构2为一个外壳为筛网的圆筒，包括：多个竖直设置的破壳

筒21、一个用于种子进入的进料管25和一个用于处理好的种子排出的出料管26，所述进料

管25贯穿至外壳1外侧，所述出料管26连通至筛网3，且进料管25和出料管26中间段为软管

5，且出料管26通过电磁阀控制开关；

[0036] 如图1和图5所示，所述动力机构4包括：设置在所述外壳1内部位于所述破壳机构2

上方的固定板41、设置在所述破壳机构2顶端的四个成平行四边形排布的第一转轴42、其中

一端与所述第一转轴42转动连接的第一摇杆45、转动连接在所述第一摇杆45另一端的动力

连接轴44、固定设置在所述破壳机构2底端的第二转轴48，与所述第二转轴48转动连接的第

二摇杆46和与所述第二摇杆46另一端转动连接的动力轴47，每个所述动力连接轴44均贯穿

所述固定板41，并通过固定轴43与所述外壳1内部顶端连接。

[0037] 动力机构4的工作原理为：动力轴47连接外部电机转动，转动后通过第二摇杆46转

动第二转轴48，从而使破壳机构2以动力轴47和第二摇杆46连接处为中心进行圆周运动，破

壳机构2上的第一转轴42设置如图5所示，通过第一摇杆45和动力连接轴44对破壳机构2的

圆周运动起到辅助作用。

[0038] 如图4所示，所述破壳筒21为一个圆台形的不锈钢桶，且其上部为进料端22，底端

为出料端23，所述的进料端22横截面积大于所述出料端23的横截面积。

[0039] 所述破壳筒21的内壁上设置有多个倾斜的破壳柱24，所述破壳柱24截面为多边形

截面，且上截面面积小于下截面面积，在所述外壳1的外部还设置有一个角度转换机构6。

[0040] 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角度转换机构6包括：一个固定安装在外壳1外侧的固定轮

68、转动连接在所述固定轮68上的角度主动轴61、与所述角度主动轴61转动连接的第三摇

杆62、与所述第三摇杆62另一端转动连接的角度转动杆63、转动设置在所述角度转动杆63

上的角度连接杆64、与所述角度连接杆64另一端转动连接的角度转轴65，所述角度转轴65

设置在所述外壳1底端。

[0041] 角度转换机构6的工作原理为：角度主动轴61连接外部电机进行转动，通过固定轮

68两侧第三摇杆62带动角度转动杆63圆周运动，从而使角度连接杆64对固定在外壳1底端

的角度转轴65产生推力和拉力。

[0042] 所述外壳1外部设置一个用于支撑外壳1的支腿7，所述支腿7上设置一个中部转轴

71，所述中部转轴71设置在外壳1中部，所述支腿7底端设置一个底座72。

[0043] 所述底座72上设置一个底座滑槽721，顶部设置一个弧形滑道67，且在外壳1顶部

设置一个滑块66，所述滑块66滑动设置在所述弧形滑道67内。

[0044] 通过上述装置促进苜蓿种子发芽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S1：在温度22℃下进行操作，通过进水管12向外壳1内注入50ppm的过氧化氢溶液

和50ppm的钼酸铵，在通过进料管25向破壳机构2内注入苜蓿种子，使苜蓿种子浸泡在过氧

化氢溶液中，并打开动力机构4使破壳机构2呈圆周晃动，使破壳机构2内的种子不断的接触

破壳筒21内的破壳柱24，同时，打开角度转换机构6，使破壳机构2以中部转轴为中心，左右

晃动，增加破壳机构2内的种子与破壳筒21内的破壳柱24的接触机会，持续30min，关闭动力

机构4和角度转换机构6，使种子在破壳机构2内浸泡30h；

[0046] S2：关闭动力机构4和角度转换机构6，打开出水管11上的阀门111，排出过氧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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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和打碎的种子外壳残渣，排空过氧化氢溶液后，关闭阀门111，打开进水管12，向外壳内

注入清水，打开动力机构4和角度转换机构6对种子进行至少两次的清洗，且每次清洗时间

为5min；

[0047] S3：打开出料管26上的电磁阀，并打开动力机构4和角度转换机构6，使处理后的种

子进入筛网3内，当种子都进入筛网3后，重复S1和S2的步骤，当打开动力机构4和角度转换

机构6时，筛网3同样跟随外壳1进行晃动，在筛网3进行晃动的时，由于种子受到离心力的作

用，水分会被沥出，且在晃动时会产生气流，同样会使水分快速风干；

[0048] S4：取出自然干燥后的苜蓿种子，放入培养液中进行培养。

[0049] 本次实施例中紫花苜蓿的发芽率为：83％

[0050] 实施例2：

[0051] 所述实施例2与所述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

[0052] 所述实施例2中促进苜蓿种子发芽的方法的S1步骤中，过氧化氢溶液的浓度为

100ppm。

[0053] 本次实施例中紫花苜蓿的发芽率为：91％

[0054] 实施例3：

[0055] 所述实施例3与所述实施例2不同之处在于：

[0056] 所述实施例2中促进苜蓿种子发芽的方法的S1步骤中，过氧化氢溶液的浓度为

150ppm。

[0057] 本次实施例中紫花苜蓿的发芽率为：88％

[0058] 实施例4：

[0059] 所述实施例3与所述实施例2不同之处在于：

[0060] 所述实施例2中促进苜蓿种子发芽的方法的S1步骤中，未加入过氧化氢溶液和钼

酸铵，将苜蓿种子进行水培养。

[0061] 本次实施例中紫花苜蓿的发芽率为：64％，且芽小不均。

[0062] 实施例5：

[0063] 所述实施例5与所述实施例2不同之处在于：

[0064] 所述实施例2中促进苜蓿种子发芽的方法的S1步骤中，种子浸泡时间为45h，本次

实施例中紫花苜蓿的发芽率为：100％，且芽长均匀，长度为：1.5-2cm。

[0065] 通过上述实施例得出的紫花苜蓿种子发芽率的数据，可清晰的看出实施例5中加

入的过氧化氢浓度为100ppm，浸泡时间45h后，紫花苜蓿种子均可发芽，且新芽长度均匀，长

度为：1.5-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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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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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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