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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

皮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

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包括矩形镂空的落地安

装架、夹持送进装置、撞击分离机构、脱皮构件以

及收集箱，夹持送进装置固定设置于安装架沿长

度方向的一端，脱皮构件固定设置于安装架沿长

度方向的另一端，撞击分离机构固定设置于安装

架沿长度方向的中部位置且位于夹持送进装置

与脱皮构件之间，收集箱为开口向上的矩形箱体

结构，收集箱与安装架固定连接且位于脱皮构件

的正下方，夹持送进装置用于对构树树干进行夹

持且沿着安装架的长度方向朝向撞击分离机构、

脱皮构件进行逐步送进，撞击分离机构对构树树

干进行上下往复撞击使构树树干的树皮与其内

部的包裹的主干相分离，树皮将发生撕裂，脱皮

构件将树皮撕扯下来且落入至收集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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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特征在于：其包括矩形镂空的

落地安装架、夹持送进装置、撞击分离机构、脱皮构件以及收集箱，夹持送进装置固定设置

于安装架沿长度方向的一端，脱皮构件固定设置于安装架沿长度方向的另一端，撞击分离

机构固定设置于安装架沿长度方向的中部位置且位于夹持送进装置与脱皮构件之间，收集

箱为开口向上的矩形箱体结构，收集箱与安装架固定连接并且位于脱皮构件的正下方，夹

持送进装置用于对构树树干进行夹持并且沿着安装架的长度方向朝向撞击分离机构、脱皮

构件进行逐步送进，撞击分离机构对构树树干进行上下往复撞击使构树树干的树皮与其内

部的包裹的主干相分离，并且树皮将发生撕裂，脱皮构件将树皮撕扯下来并且落入至收集

箱内进行收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夹持送进装置包括夹持机构、夹持驱动机构、送进驱动机构以及夹正机构，夹持驱

动机构用于对夹持机构传递动力并且驱动夹持机构对构树树干进行夹持，送进驱动机构用

于对夹持机构传递动力并且驱动夹持机构对构树树干进行逐步送进，夹正机构用于对构树

树干的输送方向进行约束并且使其沿着安装架的长度方向进行水平输送，夹正机构设置有

两个并且分别位于夹持机构的前后一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夹持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安装架上并且轴向平行于其宽度方向的导柱，导柱设

置有两个并且沿平行于安装架的宽度方向对称布置，导柱上滑动套设有矩形安装板，安装

板的长度方向平行于安装架的长度方向、宽度方向沿竖直布置，安装板与导柱沿平行于安

装架的宽度方向构成滑动导向配合，安装板设置有两个并且平行于安装架的长度方向对称

布置，两安装板间隔布置并且两者之间设置有矩形的水平托板，托板固定套设于两导柱的

中部位置上，安装板相互靠近一端面上设置有矩形板体结构的浮动架并且浮动举架可沿着

安装架的宽度方向进行浮动，浮动架的长度方向沿安装架的长度方向布置、宽度方向沿安

装架的宽度方向布置，浮动架的下端面始终搭衬于托板的上端面，浮动架沿安装架的长度

方向的端部敞开布置、浮动架相互靠近一端也敞开布置，浮动架上转动设置有轴向竖直布

置的滚筒，滚筒设置有多个并且沿浮动架的长度方向阵列布置，背离撞击分离装置一端的

滚筒为主动滚筒，靠近撞击分离装置一端的滚筒为从动滚筒，位于主动滚筒与从动滚筒之

间的滚筒为过渡滚筒，主动滚筒与从动滚筒之间设置有绕接两者并且构成闭合循环回路的

输送皮带，输送皮带为带有防滑纹的皮带，主动滚筒可接受送进驱动机构的驱动并且绕自

身轴向进行逐步转动，过渡滚筒用于对输送皮带进行内支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浮动架靠近安装板一端面上固定设置有支撑柱且支撑柱的轴向平行于安装架的宽

度方向，支撑柱设置有两个并且分别靠近浮动架端部设置，支撑柱活动穿过安装板并且可

沿着安装架的宽度方向进行滑动，支撑柱背离浮动架一端的外圆面上固定套设有卡环一且

卡环一的直径大于支撑柱的直径，支撑柱的外圆面上活动套设有浮动弹簧一，浮动弹簧一

的一端与安转板抵触、另一端与浮动架抵触并且浮动弹簧一的弹力始终由安装板指向浮动

架。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夹持机构还包括转动设置于安装架上且轴向平行于其宽度方向布置的双向丝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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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向丝杆一位于两导柱之间，双向丝杆一由等长的正向螺纹段与反向螺纹段构成，其中

一安装板与双向丝杆一的正向螺纹段构成螺纹连接配合、另一安装板与双向丝杆一的反向

螺纹段构成螺纹连接配合，双向丝杆一可接受夹持驱动机构的驱动并且绕自身轴向进行转

动。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夹持驱动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安装架一侧的固定架一，固定架上固定安装有夹

持电机且夹持电机的输出轴轴向平行于双向丝杆一的轴向，夹持电机输出轴与双向丝杆一

的驱动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带传动组件一，带传动组件一可将夹持电机输出轴上

的动力传递至双向丝杆一上并且带动双向丝杆一绕自身轴向进行转动，所述安装板上固定

穿设有第一传感器，第一传感器检测端初始位置与浮动架相互背离的一端面预留有间隙，

第一传感器通过控制器与夹持电机之间建立有信号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送进驱动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安装架另一侧的固定架二、送进电机以及花键轴

一，送进电机固定安装于固定架二上并且其输出轴的轴向平行于安装架的长度方向布置，

所述浮动架的下端面固定设置有圆筒形的安装壳且安装壳与主动滚筒同轴布置，花键轴一

的轴向平行于安装架的宽度方向并且其端部与安装架转动连接配合，花键轴一活动穿过安

装壳，主动滚筒的滚筒轴驱动端向下延伸至安装壳内，花键轴一与主动滚筒的滚筒轴驱动

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齿轮组合一，齿轮组合一包括同轴滑动套接于花键轴一上的

主动锥齿轮一、同轴固定套接于主动滚筒的滚筒轴驱动端上的从动锥齿轮一，花键轴一与

主动锥齿轮一并且可带动主动锥齿轮一进行同步转动，主动锥齿轮一与从动锥齿轮一始终

相啮合，所述送进电机输出轴与花键轴一的驱动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带传动组件

二，带传动组件二可将送进电机输出轴上的动力传递至花键轴一上并且带动花键轴一绕自

身轴向进行转动。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夹正机构分别位于输送皮带的输入端开口处与输出端开口处，夹正机构包括浮

动设置于安装板之间的夹板，夹板设置有两个并且与安装板一一对应连接且沿安装架长度

方向左右布置的两夹板错开设置，夹板立式布置并且其长度方向沿安装架的宽度方向布

置、宽度方向竖直布置，夹板相互靠近一端面开设有V型夹口，两V型夹口之间的初始距离小

于两输送皮带之间的初始距离，所述夹板相互靠近一端面的顶部位置设置成斜倒角并且倒

角与V型夹口形成了缺口，缺口沿竖直方向由下至上逐渐增大；

所述夹板相互背离一端面固定设置有轴向平行于固定架宽度方向的支撑杆，支撑杆设

置有两个并且上下对称布置，支撑杆活动穿过安装板并且可沿着安装架的宽度方向进行滑

动，所述支撑杆背离夹板一端同轴固定套设有限位作用的卡环二且卡环二的直径大于支撑

杆的直径，上下对称布置的两支撑杆上活动套设有同一个隔板，支撑杆上活动套设有浮动

弹簧二与浮动弹簧三，浮动弹簧二位于安装板与隔板之间并且其弹力始终由安装板指向隔

板，浮动弹簧三位于夹板与隔板之间并且其弹力始终由夹板指向隔板；

所述的浮动弹簧二的弹性系数远小于浮动弹簧三的弹性系数，所述的夹正机构还包括

固定穿设于安装板上的第二传感器，第二传感器检测端初始位置与隔板背离夹板一端面预

留有间隙，第二传感器与第一传感器之间串联并且通过“与”逻辑进行连接，即第一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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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二传感器均触发时，夹持电机停机。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撞击分离装置包括龙门架、设置于龙门架上的夹紧机构以及撞击机构，龙门架上

开设有沿安装架长度方向贯穿的矩形敞口且敞口与输送皮带的输出轴正对布置，龙门架的

侧面固定设置有凸耳且凸耳与安装架固定连接，夹紧机构用于对构树树干进行上下弹性夹

紧定位，撞击机构用于对构树树干沿竖直方向进行往复撞击，构树树干依次穿过夹紧机构、

撞击机构；

所述的夹紧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龙门架上且轴向竖直布置的导杆一，导杆一设置有四

个并且两两对称布置于敞口的一侧，位于常敞口同侧的两导杆一上套设有可上下滑动的升

降架，升降架设置有并且上下对称布置，导杆一上活动套设有两个压紧弹簧，其中一压紧弹

簧位于导杆一的顶端与升降架之间，另一压紧弹簧位于导杆一的底端与升降架之间，压紧

弹簧一端与龙门架抵触、另一端与升降架抵触并且压紧弹簧的弹力始终推动上下两升降架

相互靠近滑动，位于敞口异侧且正对的两升降架之间转动设置有轴向平行于安装架宽度方

向布置的夹紧筒，夹紧筒的外圆面上开设有防滑纹，初始状态下两夹紧筒上下抵触并且接

触面与夹持送进装置输送的构树树干相正对；

所述的撞击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龙门架后方的且轴向竖直布置的导杆二，导杆二设置

有两个并且沿敞口的开口方向左右对称布置，两导杆二上套设有矩形的撞击块且撞击块可

沿着导杆二进行上下滑动，撞击块设置有两个并且沿初始状态下两夹紧滚筒的抵触平面上

下对称布置，初始状态下两撞击块相互远离布置，所述两导杆二上还套设有矩形的驱动块

且驱动块可沿着导杆二进行上下滑动，驱动块设置有两个并且上下对称布置，其中一驱动

块位于相对下方的撞击块的下方，另一驱动块位于相对上方的撞击块的上方，驱动块与对

应的撞击块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且轴向竖直布置的套筒与推杆，推杆包括同轴固定

连接的杆头与杆体且杆头的直径大于杆体的直径，套筒与撞击块固定连接，杆体一端与驱

动块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杆头固定连接，杆头插接于套筒内并且沿竖直方向构成滑动导向

配合，套筒内活动设置有传动弹簧一与传动弹簧二，传动弹簧一一端与套筒的顶部抵触、另

一端与杆头抵触，传动弹簧二一端与杆头抵触、另一端与撞击块抵触；

所述撞击机构还包括撞击驱动电机、传动轴一、两个传动轴二以及两个驱动轴，驱动轴

转动设置于龙门架上并且其轴向平行于安装架的长度方向，驱动轴与驱动块一一对应，驱

动轴背离驱动块一端同轴固定设置有飞轮、靠近驱动块一端同轴固定设置有偏心轴，驱动

块上沿安装架的长度方向开设有贯穿的平口槽，偏心轴的偏心部分插接于平口槽内并且可

在平口槽内滑动，传动轴一与传动轴二可将撞击驱动电机输出轴上的动力传动至驱动轴上

并且带动驱动轴绕自身轴向进行转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特征在

于：所述撞击驱动电机固定安装于龙门架的一侧并且其输出轴轴向竖直向下布置，传动轴

一转动设置于龙门架的另一侧并且传动轴一的驱动端与撞击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之间设置

有用于连接两者的带传动组件四，带传动组件四可将撞击驱动电机输出轴上的动力传递至

传动轴一上并且带动传动轴一进行转动，传动轴二转动设置于龙门架上并且其轴向平行于

安装架的宽度方向，传动轴二位于驱动轴中部位置的一侧并且位于传动轴一与驱动轴之

间，传动轴二的驱动端与传动轴一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齿轮组合四，齿轮组合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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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动轴一的动力传递至传动轴二上并且带动传动轴二进行转动，传动轴二的输出端与驱

动轴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齿轮组合五，齿轮组合五可将传动轴二的动力传递至驱动

轴上并且带动驱动轴进行转动；

所述的夹紧机构还包括转动设置于龙门架上的花键轴二且花键轴二的轴向竖直布置、

固定设置于龙门架顶部的旋转驱动电机,，花键轴二位于同侧的两导杆一之间，两花键轴二

的上端之间与下端之间均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带传动组件三，带传动组件三为同步带传

动组件并且用于使两花键轴二进行同步转动，花键轴二与夹紧筒转动轴的端部之间设置有

用于连接两者的齿轮组合二，齿轮组合二包括相互啮合的主动锥齿轮二与从动锥齿轮二，

主动锥齿轮二同轴套接于花键轴二上并且可沿着花键轴二进行滑动，从动锥齿轮二同轴固

定套接于夹紧筒的转动轴上，位于上侧的齿轮组合二可将花键轴二上的动力传递至上侧的

夹紧筒上并且带动该夹紧筒顺时针转动，位于下侧的齿轮组合二可将花键轴二上的动力传

递至下侧夹紧筒上并且带动夹紧筒逆时针转动，夹紧筒逐步转动并且转动的线速度与输送

皮带的线速度相等，夹紧筒与输送皮带同步运转，旋转驱动电机的输出轴水平布置并且旋

转驱动电机输出轴与其中一花键轴二的驱动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齿轮组合三，齿

轮组合三用于将旋转驱动电机输出轴上的动力传递至花键轴二上并且带动花键轴二进行

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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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构树技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

预先取皮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构树（学名：Broussonetia  papyrifera）别名褚桃等，为落叶乔木，高10  -  20m；树

皮暗灰色；小枝密生柔毛。树冠张开，卵形至广卵形；树皮平滑，浅灰色或灰褐色，不易裂，全

株含乳汁。为强阳性树种，适应性特强，抗逆性强。构树具有速生、适应性强、分布广、易繁

殖、热量高、轮伐期短的特点。其根系浅，侧根分布很广，生长快，萌芽力和分蘖力强，耐修

剪。抗污染性强。在中国的温带、热带均有分布，不论平原、丘陵或山地都能生长，其叶是很

好的猪饲料，其韧皮纤维是造纸的高级原料，材质洁白，其根和种子均可入药，树液可治皮

肤病，经济价值很高。

[0003] 申请人检索到一种用杂交构树叶配制的奶牛精饲料（CN  101214012  B），该饲料可

以促进奶牛的产奶量。该专利为利用杂交构树在奶牛养殖方面的应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奶牛的规模化养殖，利用构树作为原料制备牲畜饲料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

[0004] 经过申请人检索发现，现阶段，对于构树的取皮作业多数采用人工进行作业，其劳

动强度大，费时费力，取皮效率的，将直接降低构树树皮的经济效益，为此，有必要提供一种

结构巧妙、原理简单、自动化程度高，取皮效率高的卧式级进构树取皮机。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巧妙、原理简单、自动化程

度高，取皮效率高的卧式级进构树取皮机。

[0006]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包括矩形镂空的落地安装

架、夹持送进装置、撞击分离机构、脱皮构件以及收集箱，夹持送进装置固定设置于安装架

沿长度方向的一端，脱皮构件固定设置于安装架沿长度方向的另一端，撞击分离机构固定

设置于安装架沿长度方向的中部位置且位于夹持送进装置与脱皮构件之间，收集箱为开口

向上的矩形箱体结构，收集箱与安装架固定连接并且位于脱皮构件的正下方，夹持送进装

置用于对构树树干进行夹持并且沿着安装架的长度方向朝向撞击分离机构、脱皮构件进行

逐步送进，撞击分离机构对构树树干进行上下往复撞击使构树树干的树皮与其内部的包裹

的主干相分离，并且树皮将发生撕裂，脱皮构件将树皮撕扯下来并且落入至收集箱内进行

收集。

[0008] 作为本方案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改进。

[0009] 所述夹持送进装置包括夹持机构、夹持驱动机构、送进驱动机构以及夹正机构，夹

持驱动机构用于对夹持机构传递动力并且驱动夹持机构对构树树干进行夹持，送进驱动机

说　明　书 1/11 页

6

CN 111227113 A

6



构用于对夹持机构传递动力并且驱动夹持机构对构树树干进行逐步送进，夹正机构用于对

构树树干的输送方向进行约束并且使其沿着安装架的长度方向进行水平输送，夹正机构设

置有两个并且分别位于夹持机构的前后一端。

[0010] 作为本方案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改进。

[0011] 所述的夹持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安装架上并且轴向平行于其宽度方向的导柱，导

柱设置有两个并且沿平行于安装架的宽度方向对称布置，导柱上滑动套设有矩形安装板，

安装板的长度方向平行于安装架的长度方向、宽度方向沿竖直布置，安装板与导柱沿平行

于安装架的宽度方向构成滑动导向配合，安装板设置有两个并且平行于安装架的长度方向

对称布置，两安装板间隔布置并且两者之间设置有矩形的水平托板，托板固定套设于两导

柱的中部位置上，安装板相互靠近一端面上设置有矩形板体结构的浮动架并且浮动举架可

沿着安装架的宽度方向进行浮动，浮动架的长度方向沿安装架的长度方向布置、宽度方向

沿安装架的宽度方向布置，浮动架的下端面始终搭衬于托板的上端面，浮动架沿安装架的

长度方向的端部敞开布置、浮动架相互靠近一端也敞开布置，浮动架上转动设置有轴向竖

直布置的滚筒，滚筒设置有多个并且沿浮动架的长度方向阵列布置，背离撞击分离装置一

端的滚筒为主动滚筒，靠近撞击分离装置一端的滚筒为从动滚筒，位于主动滚筒与从动滚

筒之间的滚筒为过渡滚筒，主动滚筒与从动滚筒之间设置有绕接两者并且构成闭合循环回

路的输送皮带，输送皮带为带有防滑纹的皮带，主动滚筒可接受送进驱动机构的驱动并且

绕自身轴向进行逐步转动，过渡滚筒用于对输送皮带进行内支撑。

[0012] 作为本方案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改进。

[0013] 所述浮动架靠近安装板一端面上固定设置有支撑柱且支撑柱的轴向平行于安装

架的宽度方向，支撑柱设置有两个并且分别靠近浮动架端部设置，支撑柱活动穿过安装板

并且可沿着安装架的宽度方向进行滑动，支撑柱背离浮动架一端的外圆面上固定套设有卡

环一且卡环一的直径大于支撑柱的直径，支撑柱的外圆面上活动套设有浮动弹簧一，浮动

弹簧一的一端与安转板抵触、另一端与浮动架抵触并且浮动弹簧一的弹力始终由安装板指

向浮动架。

[0014] 作为本方案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改进。

[0015] 所述的夹持机构还包括转动设置于安装架上且轴向平行于其宽度方向布置的双

向丝杆一，双向丝杆一位于两导柱之间，双向丝杆一由等长的正向螺纹段与反向螺纹段构

成，其中一安装板与双向丝杆一的正向螺纹段构成螺纹连接配合、另一安装板与双向丝杆

一的反向螺纹段构成螺纹连接配合，双向丝杆一可接受夹持驱动机构的驱动并且绕自身轴

向进行转动。

[0016] 作为本方案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改进。

[0017] 所述的夹持驱动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安装架一侧的固定架一，固定架上固定安装

有夹持电机且夹持电机的输出轴轴向平行于双向丝杆一的轴向，夹持电机输出轴与双向丝

杆一的驱动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带传动组件一，带传动组件一可将夹持电机输出

轴上的动力传递至双向丝杆一上并且带动双向丝杆一绕自身轴向进行转动，所述安装板上

固定穿设有第一传感器，第一传感器检测端初始位置与浮动架相互背离的一端面预留有间

隙，第一传感器通过控制器与夹持电机之间建立有信号连接。

[0018] 作为本方案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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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所述的送进驱动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安装架另一侧的固定架二、送进电机以及花

键轴一，送进电机固定安装于固定架二上并且其输出轴的轴向平行于安装架的长度方向布

置，所述浮动架的下端面固定设置有圆筒形的安装壳且安装壳与主动滚筒同轴布置，花键

轴一的轴向平行于安装架的宽度方向并且其端部与安装架转动连接配合，花键轴一活动穿

过安装壳，主动滚筒的滚筒轴驱动端向下延伸至安装壳内，花键轴一与主动滚筒的滚筒轴

驱动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齿轮组合一，齿轮组合一包括同轴滑动套接于花键轴一

上的主动锥齿轮一、同轴固定套接于主动滚筒的滚筒轴驱动端上的从动锥齿轮一，花键轴

一与主动锥齿轮一并且可带动主动锥齿轮一进行同步转动，主动锥齿轮一与从动锥齿轮一

始终相啮合，所述送进电机输出轴与花键轴一的驱动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带传动

组件二，带传动组件二可将送进电机输出轴上的动力传递至花键轴一上并且带动花键轴一

绕自身轴向进行转动。

[0020] 作为本方案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改进。

[0021] 所述的夹正机构分别位于输送皮带的输入端开口处与输出端开口处，夹正机构包

括浮动设置于安装板之间的夹板，夹板设置有两个并且与安装板一一对应连接且沿安装架

长度方向左右布置的两夹板错开设置，夹板立式布置并且其长度方向沿安装架的宽度方向

布置、宽度方向竖直布置，夹板相互靠近一端面开设有V型夹口，两V型夹口之间的初始距离

小于两输送皮带之间的初始距离，所述夹板相互靠近一端面的顶部位置设置成斜倒角并且

倒角与V型夹口形成了缺口，缺口沿竖直方向由下至上逐渐增大；

所述夹板相互背离一端面固定设置有轴向平行于固定架宽度方向的支撑杆，支撑杆设

置有两个并且上下对称布置，支撑杆活动穿过安装板并且可沿着安装架的宽度方向进行滑

动，所述支撑杆背离夹板一端同轴固定套设有限位作用的卡环二且卡环二的直径大于支撑

杆的直径，上下对称布置的两支撑杆上活动套设有同一个隔板，支撑杆上活动套设有浮动

弹簧二与浮动弹簧三，浮动弹簧二位于安装板与隔板之间并且其弹力始终由安装板指向隔

板，浮动弹簧三位于夹板与隔板之间并且其弹力始终由夹板指向隔板；

所述的浮动弹簧二的弹性系数远小于浮动弹簧三的弹性系数，所述的夹正机构还包括

固定穿设于安装板上的第二传感器，第二传感器检测端初始位置与隔板背离夹板一端面预

留有间隙，第二传感器与第一传感器之间串联并且通过“与”逻辑进行连接，即第一传感器

与第二传感器均触发时，夹持电机停机。

[0022] 作为本方案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改进。

[0023] 所述的撞击分离装置包括龙门架、设置于龙门架上的夹紧机构以及撞击机构，龙

门架上开设有沿安装架长度方向贯穿的矩形敞口且敞口与输送皮带的输出轴正对布置，龙

门架的侧面固定设置有凸耳且凸耳与安装架固定连接，夹紧机构用于对构树树干进行上下

弹性夹紧定位，撞击机构用于对构树树干沿竖直方向进行往复撞击，构树树干依次穿过夹

紧机构、撞击机构。

[0024] 作为本方案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改进。

[0025] 所述的夹紧机构包括固定设置于龙门架上且轴向竖直布置的导杆一，导杆一设置

有四个并且两两对称布置于敞口的一侧，位于常敞口同侧的两导杆一上套设有可上下滑动

的升降架，升降架设置有并且上下对称布置，导杆一上活动套设有两个压紧弹簧，其中一压

紧弹簧位于导杆一的顶端与升降架之间，另一压紧弹簧位于导杆一的底端与升降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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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紧弹簧一端与龙门架抵触、另一端与升降架抵触并且压紧弹簧的弹力始终推动上下两升

降架相互靠近滑动，位于敞口异侧且正对的两升降架之间转动设置有轴向平行于安装架宽

度方向布置的夹紧筒，夹紧筒的外圆面上开设有防滑纹，初始状态下两夹紧筒上下抵触并

且接触面与夹持送进装置输送的构树树干相正对。

[002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在于结构巧妙、原理简单、自动化程度高，解放

了劳动力，大大提升了构树树皮的取皮效率，增大了构树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初始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工作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夹持送进装置的安装图。

[0030] 图4为夹持送进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为夹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为夹持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3] 图7为夹持机构的局部分解图。

[0034] 图8为夹持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5] 图9为第一传感器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0为夹持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1为送进驱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12为夹正机构与夹持机构的配合图。

[0039] 图13为夹正机构的安装图。

[0040] 图14为夹正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41] 图15为夹正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42] 图16为撞击分离装置的安装图。

[0043] 图17为撞击分离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18为撞击分离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19为龙门架的结构示意图。

[0046] 图20为夹紧机构与龙门架的配合图。

[0047] 图21为夹紧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48] 图22为夹紧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49] 图23为夹紧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50] 图24为撞击机构与龙门架的配合图。

[0051] 图25为撞击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52] 图26为撞击机构的局部剖视图。

[0053] 图27为撞击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54] 图28为撞击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55] 图29为脱皮构件的安装图。

[0056] 图30为脱皮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57] 图31为脱皮构件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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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图32为脱皮构件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59] 图33为脱皮构件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60] 图34为脱皮构件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1] 参见图1-34，以杂交构树为原料制取奶牛饲料的预先取皮设备，其包括矩形镂空

的落地安装架100、夹持送进装置200、撞击分离装置300、脱皮构件400以及收集箱500，夹持

送进装置200固定设置于安装架100沿长度方向的一端，脱皮构件400固定设置于安装架100

沿长度方向的另一端，撞击分离装置300固定设置于安装架100沿长度方向的中部位置且位

于夹持送进装置200与脱皮构件400之间，收集箱500为开口向上的矩形箱体结构，收集箱

500与安装架100固定连接并且位于脱皮构件400的正下方，夹持送进装置200用于对构树树

干进行夹持并且沿着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朝向撞击分离装置300、脱皮构件400进行逐步

送进，撞击分离装置300对构树树干进行上下往复撞击使构树树干的树皮与其内部的包裹

的主干相分离，并且树皮将发生撕裂，脱皮构件400将树皮撕扯下来并且落入至收集箱500

内进行收集。

[0062] 构树取皮过程中，将构树的枝丫剪去并且保留构树树干，将构树树干沿着安装架

100的长度方向水平插入至夹持送进装置200的输入端，夹持送进装置200首先对构树树干

进行夹持，而后将夹持的构树树干朝向撞击分离装置300、脱皮构件400进行逐步输送，当构

树树干输送至撞击分离装置300处时，撞击分离装置300首先将构树树干进行夹紧，而后对

夹紧的构树树干进行下往复撞击使构树树干的树皮与其内部的包裹的主干相分离，并且树

皮将发生撕裂，当构树树干输送至脱皮构件400处时，脱皮构件400将脱离主干的树皮撕扯

下并且树皮将竖直向下落入至收集箱500内。

[0063] 为了能够对构树树干进行夹持、逐步送进，所述的夹持送进装置200包括夹持机构

210、夹持驱动机构220、送进驱动机构230以及夹正机构240，夹持驱动机构220用于对夹持

机构210传递动力并且驱动夹持机构210对构树树干进行夹持，送进驱动机构230用于对夹

持机构210传递动力并且驱动夹持机构210对构树树干进行逐步送进，夹正机构240用于对

构树树干的输送方向进行约束并且使其沿着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进行水平输送，夹正机

构240设置有两个并且分别位于夹持机构210的前后一端。

[0064] 所述的夹持机构210包括固定设置于安装架100上并且轴向平行于其宽度方向的

导柱211，导柱211设置有两个并且沿平行于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对称布置，导柱211上滑

动套设有矩形安装板212，安装板212的长度方向平行于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宽度方向沿

竖直布置，安装板212与导柱211沿平行于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构成滑动导向配合，安装板

212设置有两个并且平行于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对称布置，两安装板212间隔布置并且两

者之间设置有矩形的水平托板213，托板213固定套设于两导柱211的中部位置上，安装板

212相互靠近一端面上设置有矩形板体结构的浮动架214并且浮动举架214可沿着安装架

100的宽度方向进行浮动，浮动架214的长度方向沿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布置、宽度方向沿

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布置，浮动架214的下端面始终搭衬于托板213的上端面，浮动架214

沿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的端部敞开布置、浮动架214相互靠近一端也敞开布置，浮动架214

上转动设置有轴向竖直布置的滚筒，滚筒设置有多个并且沿浮动架214的长度方向阵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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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背离撞击分离装置300一端的滚筒为主动滚筒216a，靠近撞击分离装置300一端的滚筒

为从动滚筒216b，位于主动滚筒216a与从动滚筒216b之间的滚筒为过渡滚筒216c，主动滚

筒216a与从动滚筒216b之间设置有绕接两者并且构成闭合循环回路的输送皮带217，输送

皮带217为带有防滑纹的皮带，主动滚筒216a可接受送进驱动机构230的驱动并且绕自身轴

向进行逐步转动，过渡滚筒216b用于对输送皮带217进行内支撑，通过驱动两个安装板212

相互靠近运动，使输送皮带217对构树树干进行夹持，通过驱动输送皮带217逐步运转，对构

树树干进行逐步送进。

[0065] 具体的，为了便于浮动架214能够沿着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进行浮动，使输送皮

带217对构树树干进行弹性夹持，所述浮动架214靠近安装板212一端面上固定设置有支撑

柱215且支撑柱215的轴向平行于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支撑柱215设置有两个并且分别靠

近浮动架214端部设置，支撑柱215活动穿过安装板212并且可沿着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进

行滑动，为了避免支撑柱215与浮动架214之间发生脱落，支撑柱215背离浮动架214一端的

外圆面上固定套设有卡环一215a且卡环一215a的直径大于支撑柱215的直径，支撑柱215的

外圆面上活动套设有浮动弹簧一215b，浮动弹簧一215b的一端与安转板212抵触、另一端与

浮动架214抵触并且浮动弹簧一215b的弹力始终由安装板212指向浮动架214，通过浮动弹

簧一215b的设置，使浮动架214能够沿着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进行弹性浮动，从而使输送

皮带217对构树树干行进弹性夹持。

[0066] 更为具体的，为了能够对两个安装板212进行相互靠近运动驱动/相互远离运动驱

动，所述的夹持机构210还包括转动设置于安装架100上且轴向平行于其宽度方向布置的双

向丝杆一219，双向丝杆一219位于两导柱211之间，双向丝杆一219a由等长的正向螺纹段与

反向螺纹段构成，其中一安装板212与双向丝杆一219a的正向螺纹段构成螺纹连接配合、另

一安装板212与双向丝杆一219b的反向螺纹段构成螺纹连接配合，双向丝杆一219可接受夹

持驱动机构220的驱动并且绕自身轴向进行转动，通过驱动双向丝杆一219进行转动，使安

装板212沿着导柱211相互靠近滑动/相互远离滑动。

[0067] 夹持机构210在工作过程中，首先为夹持阶段  ，具体表现为，用户将构树树干的一

端插入至两输送皮带217之间，夹持驱动机构220将动力传递至双向丝杆一219上并且带动

双向丝杆一219绕滋自身轴向进行转动，双向丝杆一219将驱动两安装板212沿着导柱211相

互靠近滑动，安装板212将带动浮动架214相互靠近运动，输送皮带217之间的距离逐渐收

窄，在浮动弹簧一215b的作用下，输送皮带217对构树树干为弹性夹持；而后为逐步送进阶

段，具体表现为，送进驱动机构230将动力传递至主动滚筒216a上并且带动主动滚筒216a绕

自身轴向进行逐步转动，主动滚筒216a、从动滚筒216b以及过渡滚筒216c相互配合使输送

皮带217进行逐步运转，输送皮带217将构树树干逐步送进至撞击分离装置300内，并且在输

送皮带217逐步运转的时间间歇内，撞击分离装置300对构树树干进行撞击，即输送皮带217

的逐步运转对构树树干的送进与撞击分离装置300对构树树干的往复撞击交替进行。

[0068] 所述的夹持驱动机构220包括固定设置于安装架100一侧的固定架一221，固定架

221上固定安装有夹持电机222且夹持电机222的输出轴轴向平行于双向丝杆一219的轴向，

夹持电机222输出轴与双向丝杆一219的驱动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带传动组件一

223，带传动组件一223可将夹持电机222输出轴上的动力传递至双向丝杆一219上并且带动

双向丝杆一219绕自身轴向进行转动，为了能够在输送皮带217对构树树干夹紧时，使夹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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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222自动停机，所述安装板212上固定穿设有第一传感器218，第一传感器218检测端初

始位置与浮动架214相互背离的一端面预留有间隙，第一传感器218通过控制器与夹持电机

222之间建立有信号连接，使用过程中，当浮动架214与第一传感器218的检测端发生触碰

时，浮动弹簧一215b将产生一定长度的压缩量，此时，第一传感器218通过控制器对夹持电

机222发出控制信号，使夹持电机222停机。

[0069] 夹持驱动机构220在工作过程中，启动夹持电机222，带传动组件一223将夹持电机

222输出轴上的动力传递至双向丝杆一219上并且带动双向丝杆一219绕自身轴向进行转

动，使输送皮带217相互靠近运动度构树树干进行弹性夹持，当浮动架214与第一传感器218

的检测端发生触碰时，浮动弹簧一215b将产生一定长度的压缩量，此时，第一传感器218通

过控制器对夹持电机222发出控制信号，使夹持电机222停机。

[0070] 所述的送进驱动机构230包括固定设置于安装架100另一侧的固定架二231、送进

电机232以及花键轴一233，送进电机232固定安装于固定架二231上并且其输出轴100的轴

向平行于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布置，为了便于花键轴233的安装以及与主动滚筒216a的衔

接，所述浮动架214的下端面固定设置有圆筒形的安装壳214a且安装壳214a与主动滚筒

216a同轴布置，花键轴一233的轴向平行于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并且其端部与安装架100

转动连接配合，花键轴一233活动穿过安装壳214a，主动滚筒216a的滚筒轴驱动端向下延伸

至安装壳214a内，花键轴一233与主动滚筒216a的滚筒轴驱动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

的齿轮组合一235，齿轮组合一235包括同轴滑动套接于花键轴一233上的主动锥齿轮一、同

轴固定套接于主动滚筒216a的滚筒轴驱动端上的从动锥齿轮一，花键轴一233与主动锥齿

轮一并且可带动主动锥齿轮一进行同步转动，主动锥齿轮一与从动锥齿轮一始终相啮合，

所述送进电机232输出轴与花键轴一233的驱动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带传动组件

二234，带传动组件二234可将送进电机233输出轴上的动力传递至花键轴一233上并且带动

花键轴一233绕自身轴向进行转动。

[0071] 送进驱动机构230在工作过程中，送进电机232由独立的控制器控制其进行步进运

转，带传动组件二234将送进电机232输出轴上的力传递至花键轴一233上并且带动其绕自

身轴向进行逐步转动，其中位于左侧的齿轮组合一235将花键轴一233上的动力传递至左侧

的主动滚筒216a上并且使其绕自身轴向进行逆时针转动，其中位于右侧的齿轮组合一235

将花键轴一233上的动力传递至右侧的主动滚筒一216a上并且使其绕自身轴向进行顺时针

转动，使两个输送皮带217能够夹持构树树干朝向撞击分离装置300逐步送进。

[0072] 为了能够对构树树杆进行约束并且使其径直的朝向撞击分离装置300送进，所述

的夹正机构240分别位于输送皮带217的输入端开口处与输出端开口处，夹正机构240包括

浮动设置于安装板212之间的夹板241，夹板241设置有两个并且与安装板212一一对应连接

且沿安装架100长度方向左右布置的两夹板241错开设置，夹板241立式布置并且其长度方

向沿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布置、宽度方向竖直布置，夹板241相互靠近一端面开设有V型夹

口242，两V型夹口242之间的初始距离小于两输送皮带217之间的初始距离，为了便于将构

树树干放置于两V型夹口之间，所述夹板241相互靠近一端面的顶部位置设置成斜倒角243

并且倒角243与V型夹口243形成了缺口，缺口沿竖直方向由下至上逐渐增大，通过使夹板

241相互靠近运动，对构树树干卡接于V型夹口242内，实现对构树树干的约束引导。

[0073] 具体的，为了便于夹板241与安装板212之间的浮动连接，所述夹板241相互背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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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面固定设置有轴向平行于固定架100宽度方向的支撑杆244，支撑杆244设置有两个并且

上下对称布置，支撑杆244活动穿过安装板212并且可沿着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进行滑动，

为了避免支撑杆244与安装板212之间的脱落，所述支撑杆244背离夹板241一端同轴固定套

设有限位作用的卡环二244a且卡环二244a的直径大于支撑杆244的直径，上下对称布置的

两支撑杆244上活动套设有同一个隔板244b，支撑杆244上活动套设有浮动弹簧二245与浮

动弹簧三246，浮动弹簧二245位于安装板212与隔板244b之间并且其弹力始终由安装板212

指向隔板244b，浮动弹簧三246位于夹板241与隔板244b之间并且其弹力始终由夹板241指

向隔板244b，通过浮动弹簧二245与浮动弹簧三246的作用下，使夹板241对构树树干的约束

引导为弹性约束。

[0074] 更为具体的，为了确保能够对构树树干进行有效约束引导，需要确保夹板214能够

对构树树干的有效夹持，为此，所述的浮动弹簧二245的弹性系数远小于浮动弹簧三246的

弹性系数，所述的夹正机构240还包括固定穿设于安装板212上的第二传感器247，第二传感

器247检测端初始位置与隔板244b背离夹板241一端面预留有间隙，第二传感器247与第一

传感器218之间串联并且通过“与”逻辑进行连接，即第一传感器218与第二传感器247均触

发时，夹持电机222停机，采取本方案的意义在于，当夹板241对构树树有效夹持时，夹板241

与安装板212将相互靠近运动，浮动弹簧二245将率先进行压缩并且第二传感器247的检测

端与隔板244b将发生触碰，第二传感器247将触发。

[0075] 夹正机构240在工作过程中，用户将构树树干由倒角243形成的缺口处放置于两个

V型夹口242内，夹板241随着安装板212的相互靠近运动而相互靠近运动，夹板241将对构树

树干进行约束引导使构树树干始终平行于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而后输送皮带217对构树

输送进行有效夹持，第一传感器218与第二传感器247将先后触发并且通过控制器将信号传

递至夹持电机222，夹持电机222停机。

[0076] 所述的撞击分离装置300包括龙门架310、设置于龙门架310上的夹紧机构320以及

撞击机构330，龙门架310上开设有沿安装架100长度方向贯穿的矩形敞口311且敞口311与

输送皮带217的输出轴正对布置，龙门架310的侧面固定设置有凸耳313且凸耳312与安装架

100固定连接，夹紧机构320用于对构树树干进行上下弹性夹紧定位，撞击机构330用于对构

树树干沿竖直方向进行往复撞击，构树树干依次穿过夹紧机构320、撞击机构330，夹紧机构

320的目的是为了对构树树干进行夹紧定位，避免撞击机构330在撞击过程中造成构树树干

的跳动，从而影响对构树树干的撞击。

[0077] 具体的，所述的夹紧机构320包括固定设置于龙门架310上且轴向竖直布置的导杆

一321，导杆一321设置有四个并且两两对称布置于敞口311的一侧，位于常敞口311同侧的

两导杆一321上套设有可上下滑动的升降架322，升降架322设置有并且上下对称布置，导杆

一321上活动套设有两个压紧弹簧324，其中一压紧弹簧324位于导杆一321的顶端与升降架

322之间，另一压紧弹簧324位于导杆一321的底端与升降架322之间，压紧弹簧324一端与龙

门架310抵触、另一端与升降架322抵触并且压紧弹簧324的弹力始终推动上下两升降架322

相互靠近滑动，位于敞口311异侧且正对的两升降架322之间转动设置有轴向平行于安装架

100宽度方向布置的夹紧筒323，夹紧筒322的外圆面上开设有防滑纹，初始状态下两夹紧筒

322上下抵触并且接触面与夹持送进装置200输送的构树树干相正对，通过两夹紧筒322对

构树树干进行上下夹持定位，便于撞击机构330的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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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具体的，所述的撞击机构330包括固定设置于龙门架310后方的且轴向竖直布置的

导杆二331，导杆二331设置有两个并且沿敞口311的开口方向左右对称布置，两导杆二331

上套设有矩形的撞击块322且撞击块322可沿着导杆二311进行上下滑动，撞击块322设置有

两个并且沿初始状态下两夹紧滚筒322的抵触平面上下对称布置，初始状态下两撞击块322

相互远离布置，为了能够驱动两撞击块322同步相互靠近运动并且对构树树干进行撞击，所

述两导杆二331上还套设有矩形的驱动块336且驱动块336可沿着导杆二331进行上下滑动，

驱动块336设置有两个并且上下对称布置，其中一驱动块336位于相对下方的撞击块332的

下方，另一驱动块336位于相对上方的撞击块332的上方，驱动块336与对应的撞击块332之

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且轴向竖直布置的套筒333与推杆334，推杆334包括同轴固定连

接的杆头与杆体且杆头的直径大于杆体的直径，套筒333与撞击块322固定连接，杆体一端

与驱动块336固定连接、另一端与杆头固定连接，杆头插接于套筒333内并且沿竖直方向构

成滑动导向配合，套筒333内活动设置有传动弹簧一335a与传动弹簧二335b，传动弹簧一

335一端与套筒333的顶部抵触、另一端与杆头抵触，传动弹簧二335b一端与杆头抵触、另一

端与撞击块332抵触，通过使两驱动块336沿着导杆二332相互靠近滑动，实现对撞击块332

的弹性驱动。

[0079] 更为具体的，为了能够使驱动块336相互靠近滑动，所述撞击机构330还包括撞击

驱动电机338a、传动轴一338b、两个传动轴二338c以及两个驱动轴337，驱动轴337转动设置

于龙门架310上并且其轴向平行于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驱动轴337与驱动块336一一对

应，驱动轴337背离驱动块336一端同轴固定设置有飞轮337b、靠近驱动块336一端同轴固定

设置有偏心轴337a，驱动块336上沿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开设有贯穿的平口槽336a，偏心

轴337a的偏心部分插接于平口槽336a内并且可在平口槽336a内滑动，传动轴一338b与传动

轴二338c可将撞击驱动电机338a输出轴上的动力传动至驱动轴337上并且带动驱动轴337

绕自身轴向进行转动，通过使驱动轴337进行转动，使驱动块336上下往复滑动，在向下滑动

的过程中带动撞击块332上下滑动，撞击块332相互靠近滑动时，完成对构树树干的撞击。

[0080] 更为具体的，所述撞击驱动电机338a固定安装于龙门架310的一侧并且其输出轴

轴向竖直向下布置，传动轴一338b转动设置于龙门架310的另一侧并且传动轴一338b的驱

动端与撞击驱动电机338a的输出轴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带传动组件四339a，带传动

组件四339a可将撞击驱动电机338a输出轴上的动力传递至传动轴一338b上并且带动传动

轴一338b进行转动，传动轴二338c转动设置于龙门架310上并且其轴向平行于安装架100的

宽度方向，传动轴二338c位于驱动轴336中部位置的一侧并且位于传动轴一338b与驱动轴

336之间，传动轴二338c的驱动端与传动轴一338b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齿轮组合四

339b，齿轮组合四339b可将传动轴一338b的动力传递至传动轴二338c上并且带动传动轴二

338c进行转动，传动轴二338c的输出端与驱动轴336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齿轮组合

五339c，齿轮组合五339c可将传动轴二338c的动力传递至驱动轴337上并且带动驱动轴336

进行转动。

[0081] 夹紧机构320与撞击机构330在工作过程，具体表现为，夹持送进装置200将构树树

干逐步朝向敞口311内送进，构树树干将插入至两夹紧筒323之间，在压紧弹簧324的作用

下，夹紧筒323将对构树树干进行仅仅夹持，使构树树干更加平稳的向外送进，同时，传动轴

一338b与传动轴二338c将撞击驱动电机338a的动力传递至驱动轴336上并且带动驱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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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进行转动，驱动轴336将带动飞轮337b进行蓄能并且带动偏心轴337a进行转动，使驱动

块336同步相互靠近滑动/相互远离滑动，撞击块332将同步相互靠近滑动/相互远离滑动，

在相互靠近滑动的过程中对插入的构树树干进行撞击。

[0082] 作为本发明更为优化的方案，由于夹紧筒323对构树树干进行夹紧将对其逐步送

进产生一定的阻力，为了克服该阻力，所述的夹紧机构320还包括转动设置于龙门架310上

的花键轴二325且花键轴二325的轴向竖直布置、固定设置于龙门架310顶部的旋转驱动电

机328,，花键轴二325位于同侧的两导杆一321之间，两花键轴二325的上端之间与下端之间

均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带传动组件三327，带传动组件三327为同步带传动组件并且用于

使两花键轴二325进行同步转动，花键轴二325与夹紧筒323转动轴的端部之间设置有用于

连接两者的齿轮组合二326，齿轮组合二326包括相互啮合的主动锥齿轮二与从动锥齿轮

二，主动锥齿轮二同轴套接于花键轴二325上并且可沿着花键轴二325进行滑动，从动锥齿

轮二同轴固定套接于夹紧筒323的转动轴上，位于上侧的齿轮组合二326可将花键轴二325

上的动力传递至上侧的夹紧筒323上并且带动该夹紧筒323顺时针转动，位于下侧的齿轮组

合二326可将花键轴二325上的动力传递至下侧夹紧筒323上并且带动夹紧筒323逆时针转

动，夹紧筒323逐步转动并且转动的线速度与输送皮带217的线速度相等，夹紧筒323与输送

皮带217同步运转，旋转驱动电机328的输出轴水平布置并且旋转驱动电机328输出轴与其

中一花键轴二325的驱动端之间设置有用于连接两者的齿轮组合三329，齿轮组合三329用

于将旋转驱动电机328输出轴上的动力传递至花键轴二325上并且带动花键轴二325进行转

动，采取本方的意义在于，使夹紧筒323在对构树树干进行夹紧的同时还具有送进功能，辅

助夹紧送进装置200度构树树干的逐步送进。

[0083] 所述的脱皮构件400包括固定设置于安装架100上且轴向平行于安装架100宽度方

向布置的滑杆401，滑杆401设置有两个并且上下对称布置，两滑杆401上套设有滑块402，滑

块402设置有两个并且沿平行于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对称布置，滑块402相互靠近一端面

上固定设置有若干钉子构成的排钉403，钉子的轴向平行于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布置并且

沿竖直方向阵列设置有多个形成排钉403，排钉403与两滑杆401之间构成了排放口且排放

口与敞口311沿安装架100的长度方向正对布置，通过驱动排钉403相互靠近运动扎入至脱

离主干的树皮，随着构树树干的逐步送进，树皮将被撕扯下开。

[0084] 具体的，所述脱皮构件300还包括转动设置于安装架100上的双向丝杆二404，双向

丝杆二404的轴向平行于滑杆401的轴向并且位于上侧滑杆401的上方，双向丝杆二404由等

长的两端反向螺纹段构成，双向丝杆二404的驱动端连接设置有步进电机405，其中一滑块

402套接于双向丝杆二404的正向螺纹段并且与其构成螺纹连接配合，另一滑块402套接于

双向丝杆二404的反向螺纹段并且与其构成螺纹连接配合，通过部件电机405驱动两滑块

402相互靠近滑动，从而使排钉403相互靠近滑动。

[0085] 更为具体的，为了避免树皮粘接于钉子上，所述的脱皮构件400还包括活动设置于

两滑杆401之间的矩形辅助板406，辅助板406设置有两个并且与滑块402一一对应，辅助板

406的长度方向平行于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宽度方向竖直布置，初始状态下辅助板406相

互远离的一端与安装架100相抵触，辅助板406背离构树树干送进方向的一端面上固定设置

有立式的肋板一406a与肋板二406b，肋板一406a位于辅助板406沿其长度方向的中部位置，

肋板二406b位于辅助板406相互靠近的一端，肋板一406a与肋板二406b之间的距离大于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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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长度，滑块402位于肋板一406a与肋板二406b之间，肋板二406b上开设有与钉子一一对

应且适配的穿孔406c，初始状态钉子一一穿过穿孔406c，为了便于肋板一406a与滑块402的

衔接，所述滑块402靠近肋板一406a一端固定设置有轴向平行于安装架100宽度方向布置的

连杆407，连杆407设置有两个并且上下对称布置，连杆407活动穿过肋板一406a上并且并且

可沿着平行于安装架100的宽度方向进行滑动，为了避免连杆407与肋板一406a的脱离，所

述的连杆407背离滑块402一端外圆面上同轴固定套设有卡环三407a，卡环三407a的直径大

于连杆407的直径，连杆407的外部活动套设有顶撑弹簧407b，顶撑弹簧407b一端与肋板一

406a抵触、另一端与滑块402相抵触并且顶撑弹簧407b的弹力始终由滑块402指向肋板一

406a，通过驱动滑块402相互远离滑动，使钉子由穿孔406c回缩至肋板一406a与肋板二406b

之间，避免树皮粘接于钉子上。

[0086] 脱皮构件400在工作过程中，被撞击块332撞击后的构树树干中的主干与树皮将分

离并且树皮呈现撕裂状，当主干运动至排放口处时，步进电机405将驱动两滑块402沿着滑

杆401相互靠近滑动，排钉403同步运动并且扎入至树皮内，随着主干的继续运动，树皮将被

撕扯下来，而后，步进电机405驱动滑块402沿着滑杆401相互远离滑动，当辅助板406复位与

安装架100抵触时，滑块402将克服顶撑弹簧407b的弹力作用下靠近肋板一406a运动，直至

钉子由穿孔406c回缩至肋板一406a与肋板二406b之间，钉子将由树皮上拔出，被撕扯下的

树皮将下落至收集箱500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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