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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用于农业车辆的收割台，其包

括：收割台框架；至少两个行分隔器，其由收割台

框架承载并在它们之间限定间隙；作物物料节约

器，其设置在所述间隙中并包括一对节约器翼

片，每个节约器翼片定位成使得节约器翼片共同

作为单向通道，以允许作物物料流沿准入方向通

过节约器翼片并且抑制作物物料流在与准入方

向相反的抑制方向上通过节约器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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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农业车辆的收割台，其包括：

收割台框架，所述收割台框架限定了行进轴线；

至少两个行分隔器，所述至少两个行分隔器由收割台框架承载，并且在所述至少两个

行分隔器之间限定出间隙；以及

作物物料节约器，所述作物物料节约器设置在所述间隙中；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作物物料节约器包括一对节约器翼片，其中第一节约器翼片和第二节约器翼片彼

此接触以限定所述作物物料节约器的作物准入区域，并且其中每个节约器翼片相对于所述

行进轴线以非垂直角度定位，使得所述节约器翼片共同作为单向通道，以便：

通过在准入方向上的作物物料流迫使节约器翼片的在作物准入区域内的各部分彼此

远离而允许所述作物物料流沿准入方向通过节约器翼片，并且

通过在与准入方向相反的抑制方向上的作物物料流迫使节约器翼片的在作物准入区

域内的各部分朝向彼此而抑制所述作物物料流在抑制方向上通过节约器翼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收割台，其中所述至少两个行分隔器包括第一行分隔器和第

二行分隔器，并且所述一对节约器翼片包括连接到所述第一行分隔器的第一节约器翼片和

连接到所述第二行分隔器的第二节约器翼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收割台，其中所述第一节约器翼片的边缘接触所述第二节约

器翼片的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收割台，其中所述第一行分隔器包括第一侧表面，并且所述第

二行分隔器包括第二侧表面，所述第一节约器翼片包括安装到所述第一侧表面的第一安装

部分，所述第二节约器翼片包括安装到所述第二侧表面的第二安装部分。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收割台，其中所述第一侧表面包括第一平坦部分，所述第一安

装部分安装到所述第一平坦部分，并且所述第二侧表面包括第二平坦部分，所述第二安装

部分安装到所述第二平坦部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收割台，其中所述第一平坦部分相对于所述第一行分隔器的

侧向边缘向内凹入，并且所述第二平坦部分相对于所述第二行分隔器的侧向边缘向内凹

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收割台，其还包括一对甲板，所述一对甲板由所述收割台框架

承载，在所述一对甲板之间限定了甲板通道，所述作物物料节约器具有设置在所述甲板通

道上方的部分。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收割台，其中每个节约器翼片包括橡胶。

9.一种农业车辆，其包括：

底盘；以及

收割台，所述收割台由所述底盘承载，所述收割台包括：

收割台框架，所述收割台框架限定了行进轴线；

至少两个行分隔器，所述至少两个行分隔器由收割台框架承载，并且在所述至少两个

行分隔器之间限定出间隙；以及

作物物料节约器，所述作物物料节约器设置在所述间隙中并包括一对节约器翼片，其

中第一节约器翼片和第二节约器翼片彼此接触以限定所述作物物料节约器的作物准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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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并且其中每个节约器翼片相对于所述行进轴线以非垂直角度定位，使得所述节约器翼

片共同作为单向通道，以便：

通过在准入方向上的作物物料流迫使节约器翼片的在作物准入区域内的各部分彼此

远离而允许所述作物物料流沿准入方向通过节约器翼片，并且

通过在与准入方向相反的抑制方向上的作物物料流迫使节约器翼片的在作物准入区

域内的各部分朝向彼此而抑制所述作物物料流在抑制方向上通过节约器翼片。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农业车辆，其中所述至少两个行分隔器包括第一行分隔器和

第二行分隔器，并且所述一对节约器翼片包括连接到所述第一行分隔器的第一节约器翼片

和连接到所述第二行分隔器的第二节约器翼片。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农业车辆，其中所述第一节约器翼片的边缘接触所述第二节

约器翼片的表面。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农业车辆，其中所述第一行分隔器包括第一侧表面，并且所

述第二行分隔器包括第二侧表面，所述第一节约器翼片包括安装到所述第一侧表面的第一

安装部分，所述第二节约器翼片包括安装到所述第二侧表面的第二安装部分。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农业车辆，其中所述第一侧表面包括第一平坦部分，所述第

一安装部分安装到所述第一平坦部分，并且所述第二侧表面包括第二平坦部分，所述第二

安装部分安装到所述第二平坦部分。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农业车辆，其中所述第一平坦部分相对于所述第一行分隔

器的侧向边缘向内凹入，并且所述第二平坦部分相对于所述第二行分隔器的侧向边缘向内

凹入。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农业车辆，其还包括一对甲板，所述一对甲板由所述收割台

框架承载，在所述一对甲板之间限定了甲板通道，所述作物物料节约器具有设置在所述甲

板通道上方的部分。

16.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农业车辆，其中每个节约器翼片包括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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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单向开放式作物节约器的农业收割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车辆，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包括作物节约器的农业车辆。

背景技术

[0002] 农业收割机或联合收割机的收割台设有行分隔器和相关的罩，用于将多排谷物茎

秆引导到称为行单元的下游分离装置。行单元包括茎杆接收槽和剥离板、卡扣辊和相对的

向后移动的聚集链。因此，例如，在通过卡扣辊和剥离板(也分别称为茎杆辊和甲板)将穗与

茎杆分离之后，通过聚集链将分离的穗输送到螺旋输送器，该螺旋输送器将收割的穗输送

到联合收割机的进料室。然后将收割的穗处理到联合收割机的内腔室中以进行下游处理。

[0003] 行单元框架通常构造有向前突出的构件，其支撑行单元的若干部件，包括甲板、茎

杆支撑轴承、前聚集链惰轮、罩和行分隔器。甲板是平的或平面的，其形状由行单元框架的

几何形状决定。已知的是，茎秆辊设置在甲板下方并且协同旋转以将谷物茎秆向下拉入茎

秆接收槽中，在该茎秆接收槽中穗与甲板接触并且通过甲板从茎秆上脱离。甲板通常与茎

秆辊的上表面相切，并且茎秆辊在位于甲板的上表面下方的“夹点”处接合谷物茎秆。

[0004] 甲板通常成对设置，在它们之间限定间隙，以允许谷物茎秆在被拉下到甲板之前

进入间隙，使谷物穗从茎杆上脱离。许多收割台都配有翼片，称为“穗节约器”，安装在行分

隔器的后部，以防止收集的穗在脱离茎杆后丢失。虽然穗节约器通常有效减少收割期间的

作物损失，但由于各种原因仍然会发生作物损失。

[0005] 本领域需要的是可以减少收割期间的作物损失的收割台。

发明内容

[0006] 在根据本公开形成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具有作物物料节约器

(saver，也称为果穗挡板)的收割台，该作物物料节约器具有一对节约器翼片，所述一对节

约器翼片共同作为单向通道并且抑制所收集的作物物料丢失。

[0007] 在根据本公开形成的另一示例性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用于农业车辆的收割台，

其包括：收割台框架，其限定了行进轴线；至少两个行分隔器，其由收割台框架承载并在它

们之间限定间隙；作物物料节约器，其设置在所述间隙中并包括一对节约器翼片，每个节约

器翼片定位成使得节约器翼片共同作为单向通道，以允许作物物料流沿准入方向通过节约

器翼片并且抑制作物物料流在与准入方向相反的抑制方向上通过节约器翼片。

[0008] 在根据本发明形成的又一示例性实施例中，提供了一种农业车辆，其包括限定行

进轴线的底盘和由底盘承载的收割台。收割台包括：收割台框架；至少两个行分隔器，其由

收割台框架承载并在它们之间限定间隙；作物物料节约器，其设置在所述间隙中并包括一

对节约器翼片，每个节约器翼片定位成使得节约器翼片共同作为单向通道，以允许作物物

料流沿准入方向通过节约器翼片并且抑制作物物料流在与准入方向相反的抑制方向上通

过节约器翼片。

[0009] 根据本公开形成的示例性实施例的一个可能的优点是，节约器翼片用作单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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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其可以容易地打开以允许作物物料(例如带有穗的谷物茎杆)通过节约器翼片而同时被

关闭以保留被切断的穗的流以减少从收割台的作物物料损失。

[0010] 根据本公开形成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另一个可能的优点是，节约器翼片可以安装到

行分隔器的平坦部分，该平坦部分是凹入的并且在进入的作物物料流之外，因此节约器翼

片基本上不会干扰进入的流。

[0011] 根据本公开形成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又一可能的优点在于，可以将作物物料节约器

部分地放置在收割台的甲板上方，以减少当谷物穗通过甲板从茎秆上脱离时发生的作物物

料损失。

附图说明

[0012] 出于说明的目的，在附图中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然而，应该理解，本发明

不限于所示的精确布置、尺寸和仪器。在整个附图中，相同的数字表示相同的元件。在附图

中：

[0013] 图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农业车辆的示例性实施例的透视图，该

农业车辆包括底盘和收割台；

[0014] 图2示出了图1中所示的农业车辆的一部分的俯视图；

[0015] 图3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形成的图2中所示的行分隔器和节约器翼片的透视图；

[0016] 图4示出了图2‑3中所示的行分隔器和节约器翼片的另一个透视图；和

[0017] 图5示出了图2‑4中所示的行分隔器和节约器翼片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现在参考附图，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农业收割机的示例性实施例，例如联合收

割机100，其包括承载收割台110的底盘101，该收割台110示出为谷物收割台。收割台110示

出为由底盘101操作地承载，以用于收割谷物(例如其切割谷物)并将谷物供给到进给室以

用于接收作物残余物，切割、切碎残余物，并从农业收割机100向后和向外推动残余物，同时

保留有价值的谷物穗和内核。这种进给室和收割操作在本领域中是已知的，并且对于它们

的结构、功能和操作的进一步详细描述对于完整理解本发明不是必需的。作为另外一种选

择，收割台110可以连接到能够用于谷物收割台的任何装置。

[0019] 参考图1和2，收割台110包括用于安装到农业收割机100的前端部的收割台框架

111、纵向延伸越过收割台框架111以用于将作物物料输送到联合收割机进给位置或进给室

120的传送器112(例如螺旋输送器)、以及从收割台框架111向前延伸的多个行单元113。在

所示的示例性实施例中，收割台框架111可以构造成基本上矩形的框架；在其它示例性实施

例中，收割台框架111可以构造成不同的形状。如图2所示，收割台框架111包括后壁114、底

壁115和一对侧壁116、117。收割台框架111还包括由底壁115部分地形成的通道118。传送器

112沿着通道118将收割的谷物传送到位于通道118的中点附近的联合收割机进给位置120。

[0020] 传送器112可以是螺纹式螺旋输送器，但也可以是能够通过通道118移动谷粒的任

何传送器，例如桨系统、传送带、基于压力的系统或其任何组合。这样的传送器在本领域中

是已知的，并且对于它们的结构、功能和操作的进一步详细描述对于完全理解本发明不是

必需的。然而，适用于本发明的典型螺旋输送器公开在美国专利US8,267,240和4,6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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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到本文中。

[0021] 螺旋输送器112可以在侧壁116、117处连接到收割台框架111并且绕轴线A旋转。螺

旋输送器112的最靠近侧壁116的半部使收割的作物朝向相对的侧壁117移动，并且螺旋输

送器112的最靠近侧壁117的半部使收割的作物朝向相对的侧壁116移动。螺旋输送器112位

于联合收割机进给位置120的前方或上方，并且当螺旋输送器112旋转时，收割的谷粒朝向

螺旋输送器112的中心移动，以将收割的谷粒进给到联合收割机进给位置120。

[0022] 仍然参考图1和图2，收割台100还可包括多个行分隔器130。行分隔器130从收割台

框架111向前延伸，并连接成横跨一对相邻的行单元113(图1)延伸。分隔器130从收割台框

架111向前延伸并连接到所述多个行单元113，以用于将一排谷物茎秆引向行单元113的甲

板140A、140B(通常也称为剥离板)(图2)。也就是，在收割操作期间，行分隔器130将一排谷

物茎杆朝向位于相邻行分隔器130之间的茎杆剥离辊(未示出)和甲板140A、140B引导。甲板

140A、140B在它们之间形成间隙，该间隙也可以称为甲板通道141，用于接收谷物茎秆，并且

已知的是，当茎秆撞击甲板140A、140B时，茎秆剥离辊向下拉动茎秆以使谷物穗脱离。茎秆

剥离辊可以将大部分作物残余物向下拉并将其从收割台110中拉出。

[0023] 现在具体参考图2，可以看到，行单元113的甲板140A、140B可以配对在一起，因此

甲板140A、140B包括第一甲板140A和第二甲板140B，甲板140A、140B之间形成甲板通道141。

可以看出，甲板通道141限定了甲板140A、140B之间的通道宽度W和由箭头142指示的宽度方

向，甲板140A、140B在宽度方向142上的移动改变了在甲板140A、140B之间限定的通道宽度

W。应当理解，在甲板140A、140B之间限定的通道宽度W确定了在收割期间可以被允许进入甲

板通道141而不是被甲板140A、140B切断的茎杆的宽度。

[0024] 收割台110包括一个或多个作物物料节约器250，以减少收割期间的作物物料损

失。如图2所示，每个作物物料节约器250设置在相邻的行分隔器130之间限定的间隙G中。每

个作物物料节约器250包括一对节约器翼片，其可包括共同作为单向通道的第一节约器翼

片251和第二节约器翼片252，如本文将进一步描述的。在一些实施例中，节约器翼片251、

252中的一个或两个相对于行进轴线TA限定了非垂直角度，即限定了锐角或钝角，其重要性

将在本文中进一步描述。虽然节约器翼片251、252被示出为都相对于行进轴线TA成锐角，但

是应当理解，节约器翼片251、252可以相对于行进轴线TA成钝角。在一些实施例中，行进轴

线TA由联合收割机100的底盘101限定，并且表示联合收割机100在向前运动期间行进的轴

线。在一些实施例中，行进轴线TA由收割台框架111限定，并且表示当由例如联合收割机100

的农业车辆承载时收割台110行进的轴线。

[0025] 现在具体参考图3‑5，更详细地示出了作物物料节约器250。可以看出，第一节约器

翼片251可以连接到一个行分隔器(在此进一步称为第一行分隔器330)的侧表面331，并且

第二节约器翼片252可以连接到另一个行分隔器(在此进一步称为第二行分隔器340)的侧

表面341。因此，先前描述的间隙G可以形成在第一行分隔器330和第二行分隔器340之间，其

中作物物料节约器250设置在该间隙G中。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节约器翼片251包括安装到

第一侧表面331的第一安装部分253，第二节约器翼片252包括安装到第二侧表面341的第二

安装部分254。这种安装与已知的作物物料节约器形成对比，后者安装在行分隔器的后部，

这将在本文中进一步描述。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节约器翼片251和第二节约器翼片252均

包括橡胶或类似材料，因此节约器翼片251、252大致是柔性的并且容易通过进入的作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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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变形。节约器翼片251、252的柔性材料还可以允许节约器翼片251、252容易地贴合第一

侧表面331和第二侧表面341的相应弯曲部分332、342。在一些实施例中，节约器翼片251、

252的部分(包括但不限于相应的底部333、343)设置在甲板通道141上方，以防止例如从收

割台110丢失脱离的谷物穗，如本文将进一步描述的。应当理解，节约器翼片251、252可以包

括相对非柔性的材料，例如聚乙烯或聚酰胺，其通过柔性安装(例如铰链或弹簧)附接到相

应的侧表面331、332。

[0026] 现在具体参见图4，可以看到，第一侧表面331具有第一平坦部分433，第二侧表面

341具有第二平坦部分443。第一节约器翼片251的第一安装部分253可以连接到第一平坦部

分433，第二安装部分254可以连接到第二平坦部分443。第一行分隔器330可包括在其之间

限定了第一行分隔器330之间的宽度W1的一对侧向边缘434，第二行分隔器340也可包括在

其之间限定了第二行分隔器340的宽度W2的一对侧向边缘444。从图3‑4可以理解，第一平坦

部分433可以相对于第一行分隔器330的侧向边缘434向内凹入，并且第二平坦部分443可以

相对于第二行分隔器340的侧向边缘444向内凹入。在这个意义上，行分隔器330、340的侧向

边缘434、444通常将与进入的作物物料流接触，以将作物物料引导到例如甲板140A、140B。

[0027] 现在具体参考图5，示出了作物物料节约器250的功能。可以看出，节约器翼片251、

252朝向彼此会聚以限定作物准入区域550，在该作物准入区域中，进入的作物物料流(例如

直立的谷物行C)可以在收割期间通过节约器翼片251、252，因此甲板140A、140B可以从茎秆

上将穗切断。与通常垂直于行进轴线延伸的传统穗节约器不同，节约器翼片251、252可以相

对于行进轴线TA非垂直地成角度，例如成锐角，并且定位成使得一个或两个节约器翼片

251、252在由进入的作物物料流(例如谷物茎杆)接触时可以从以实线示出的闭合位置偏转

到以虚线示出的打开位置，以允许作物物料流通过作物物料节约器250。节约器翼片251、

252中的一个或两个的偏转可能是由于节约器翼片251、252的材料的柔性和/或由于节约器

翼片251、252在相应的侧表面331、332上的柔性安装。

[0028] 当作物物料流通过节约器翼片251、252并且不再接触翼片251、252中的一个或两

个时，翼片251、252返回其相应的闭合位置以防止例如被甲板140A、140B从茎杆上脱离的谷

物穗推开作物物料节约器250，从而将谷物穗保持在收割台110中。在这种意义上，节约器翼

片251、252共同作为单向通道，以允许作物物料流沿如图5中的箭头A所示的准入方向通过

节约器翼片251、252，并且抑制作物物料流在与准入方向A相反的抑制方向上通过节约器翼

片251、252，箭头I示出了抑制方向。准入方向A和抑制方向I都可以平行于行进轴线TA延伸。

如从图5中可以理解的，在准入方向A上的作物物料流迫使节约器翼片251、252的在准入区

域550中的部分彼此远离，以打开作物物料节约器250，从而允许作物物料流通过。相反，在

抑制方向I上的作物物料流迫使节约器翼片251、252的在准入区域550中的部分朝向彼此，

这基本上抑制了作物物料流在抑制方向I上打开作物物料节约器250以通过作物物料节约

器。因此，在准入方向A上的作物物料流可以容易地打开并穿过作物物料节约器250，同时大

致抑制在抑制方向I上的作物物料流打开并通过作物物料节约器250。在这个方面，作物物

料节约器250的节约器翼片251、252与单向阀类似地共同作用。

[0029]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节约器翼片251和第二节约器翼片252彼此接触以限定作物

准入区域550，该作物准入区域允许作物物料流在准入方向A上通过作物物料节约器250。第

一节约器翼片251的边缘，例如与第一节约器翼片251的端部相邻的边缘551，可以接触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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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器翼片252的表面552，以限定准入区域550。在这样的构造中，当在准入方向A上的作物

物料流处于准入区域550中时，第一节约器翼片251的边缘551将倾向于沿着第二节约器翼

片252的表面552行进。在准入方向A上的进入的作物物料流使第一节约器翼片251偏转离开

第二节约器翼片252以打开作物物料节约器250并允许作物物料流在准入方向A上通过。在

一些实施例中，第二节约器翼片252的由第一节约器翼片251的边缘551接触的表面是第二

节约器翼片252的边缘，即节约器翼片251、252彼此边缘对边缘地接触。在一些实施例中，节

约器翼片251、252完全不相互接触以限定准入区域550。当节约器翼片251、252彼此不接触

时，可以在节约器翼片251、252之间形成间隙，该间隙的尺寸设计成当在抑制方向I上行进

的作物物料流(例如脱离的谷物穗)到达准入区域550时闭合。在节约器翼片251、252之间形

成的间隙的尺寸可以足够大以允许诸如谷物茎秆的直立的作物物料在准入方向A上进入，

同时还足够小以防止例如谷物穗的收集的作物物料沿着抑制方向I通过节约器翼片251、

252。因此应当理解，即使在节约器翼片251、252之间形成间隙，节约器翼片251、252仍然可

以共同用作单向通道以允许作物物料流沿准入方向A通过节约器翼片251、252并且抑制作

物物料流沿抑制方向I通过节约器翼片251、252。

[0030] 从上述内容可以理解，将节约器翼片251、252定位成共同作为单向通道可以减少

从收割台110的作物损失。已经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穗节约器的刚度，已知的穗节约器

可能导致作物损失。为了使作物物料通过已知的穗节约器，茎杆必须使穗节约器弯曲。为了

防止脱离的谷物穗被收割台丢失，已知的谷物穗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刚度，以防止谷物穗

向前滚过穗节约器。当弱茎杆接触相对较硬的穗节约器时，弱茎杆响应地弯曲，而不是穗节

约器弯曲，并且不能通过穗节约器以允许甲板将谷物穗从茎杆上脱离，导致作物损失。另一

方面，如果穗节约器不够坚硬，则当由向前滚动的脱离的谷物穗接触时，穗节约器不能抵抗

弯曲，允许脱离的谷物穗从收割台逃逸，也导致作物损失。

[0031] 另一方面，本文公开的作物物料节约器250具有节约器翼片251、252，其定位成允

许诸如直立谷物茎秆的作物物料流相对容易地在准入方向A上通过，并且抑制沿抑制方向I

的诸如脱离的谷物穗的作物物料流。节约器翼片251、252的整体刚度，例如节约器翼片251、

252和/或安装件的材料的刚度，由于定位而不需要很高，该定位允许一个或两个节约器翼

片251、252容易在作物准入区域550中偏转并允许作物物料沿准入方向A通过。此外，节约器

翼片251、252的相对低的整体刚度仍然可以抑制在抑制方向I上的作物物料流，因为当作物

准入区域550中的作物物料沿抑制方向I行进时，节约器翼片251、252的定位倾向于将翼片

251、252推到一起。因此，本文公开的作物物料节约器250可以通过允许作物物料流在准入

方向A上容易地通过节约器翼片251、252并且仍然有效地阻止作物物料流在与准入方向A相

反的抑制方向I上通过节约器翼片251、252而减少作物物料损失。

[0032] 虽然已经针对至少一个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是可以在本公开的精神和范围内

进一步修改本发明。因此，本申请旨在涵盖使用其一般原理的本发明的任何改变、使用或修

改。此外，本申请旨在覆盖本发明的这些偏离，这些偏离属于本发明所属领域的已知或惯常

实践，并且落入所附权利要求的限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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