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404870.X

(22)申请日 2018.11.23

(71)申请人 昆明理工大学

地址 650093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253号

(72)发明人 张兆国　杨曦　刀方　余齐航　

孙连烛　郝思佳　李汉青　

(51)Int.Cl.

A01D 13/00(2006.01)

A01D 33/08(2006.01)

A01D 33/00(2006.01)

B62D 55/065(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履带式三七收获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属农业收获

机械设备领域。本发明包括振动挖掘装置、振动

分离装置、动力传输系统、履带行走系统；动力传

输系统用于提供动力；履带行走系统用于通过采

用履带式行走方式带动收获机运动；振动挖掘装

置用于通过动力传输系统输出动力带动偏心轮

转动驱使推杆、连杆Ⅱ摆动，进而带动振动梁摆

动，振动梁的摆动驱使振动杆摆动再使连杆Ⅰ位

移，实现挖掘铲的振动进行三七的挖掘；振动分

离装置用于通过振动杆的摆动带动栅条架振动，

栅条随着振动进行三七的振动分离。本发明通过

振动挖掘、分离装置代替现有的挖掘装置、升运

链分离装置使其结构简单，动力利用率高，挖掘

铲体部分能都振动，减少挖掘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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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振动挖掘装置、振动分离装置、

动力传输系统、履带行走系统；；

所述动力传输系统用于为振动挖掘装置、振动分离装置、履带行走系统提供动力；

所述履带行走系统用于通过采用履带式行走方式带动收获机运动；

所述振动挖掘装置用于通过动力传输系统输出动力带动偏心轮（20）转动驱使推杆

（4）、连杆Ⅱ（21）摆动，进而带动振动梁（22）摆动，振动梁（22）的摆动驱使振动杆（2）摆动再

使连杆Ⅰ（26）位移，实现挖掘铲（3）的振动进行三七的挖掘；

所述振动分离装置用于通过振动杆（2）的摆动带动栅条架（24）振动，栅条（18）随着振

动进行三七的振动分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振动挖掘装置包括振动杆（2）、挖掘铲（3）、推杆（4）、连杆Ⅱ（21）、振动梁（22）、连

杆Ⅰ（26）；挖掘铲（3）通过销钉（25）与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连接，振动杆（2）也通过销

钉（25）与连杆Ⅰ（26）的一端活动连接，连杆Ⅰ（26）的另一端与挖掘铲（3）相连，挖掘铲（3）安

装在机架中下部，用于铲起土壤，偏心轮（20）与推杆（4）连接，推杆（4）再与连杆Ⅱ（21）活动

连接，连杆Ⅱ（21）焊接在振动梁（22）上，振动梁（22）与振动杆（2）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振动分离装置包括丝杠支座（16）、丝杠（17）、栅条（18）、连杆Ⅲ（19）、架体（23）、栅

条架（24）；

所述振动杆（2）与前端栅条架（24）活动连接，栅条架（24）上焊接数根细钢筋构成的栅

条（18），且后端栅条架（24）与连杆Ⅲ（19）的一端活动连接，连杆Ⅲ（19）的另一端活动连接

在架体（23）上，架体（23）固定连接在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上；

振动分离装置安装在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下部，挖掘铲（3）后方，振动梁（22）的

摆动带动振动杆（2）摆动，振动杆（2）摆动带动栅条架（24）振动，栅条（18）随着振动，连杆Ⅲ

（19）通过销钉（25）销接在架体（23）上为活动关节，保证栅条（18）稳定振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1）中部四周固定

有丝杠支座（16），丝杠支座（16）与丝杆（17）螺纹连接，丝杆（17）与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

（32）活动连接，通过调节丝杠（17）转动用于实现挖掘以及分离深度的调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动力传输系统包括推杆（4）、绕线盘（5）、轴承支座（6）、传动轴（7）、三相异步电机

（8）、变速箱（9）、大带轮（10）、皮带（11）、小带轮（12）、偏心轮（20）、遥控接收模块（27）；所述

绕线盘（5）安装在机架（1）的上部，

其上绕有电线，随着机器的行进，电线通过绕线盘（5）的转动扯出，通过连接外部三相

电源，来保证机器的正常供电；三相异步电机（8）安装在机架（1）上部，绕线盘（5）的左侧，变

速箱（9）安装在三相异步电机（8）上部且与其连接，大带轮（10）安装在变速箱（9）上且与其

连接，轴承支座（6）固定在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上，传动轴（7）安装在轴承支座（6）

中，小带轮（12）安装在传动轴（7）一侧，大带轮（10）和小带轮（12）之前通过皮带（11）连接；

传动轴（7）与偏心轮（20）通过键连接；

工作时，经过遥控接收模块（27）控制三相异步电机（8）输出动力，动力通过变速箱（9）

变速后传至大带轮（10），经皮带（11）由大带轮（10）传输至小带轮（12）再经过传动轴（7）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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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至偏心轮（20），使偏心轮（20）转动带动推杆（4）、连杆Ⅱ（21）运动，使振动梁（22）摆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

所述履带行走系统位于机架（1）下方，用于支撑机体和使其行走；包括履带板（13）、驱

动轮（14）、支重轮（15）、引导轮（28）、履带架（29）、履带张紧装置（30）、拖链轮（31）；所述履

带架（29）安装在机架（1）底部与机架（1）焊接，支重轮（15）沿收获机前后方向依次五个并列

安装在履带架（29）下部，用于承重，驱动轮（14）与三相异步电机（8）连接，三相异步电机（8）

动力输出后使驱动轮（14）转动，引导轮（28）固定在履带架（29）上，位于支重轮（15）上方，引

导履带的运行，拖链轮（31）安装在履带张紧装置（30）上，履带张紧装置（30）安装在履带架

（29）后部，通过调节履带张紧装置（30）控制履带的张弛度，履带板（13）顺时针环绕支重轮

（15）、拖链轮（31）、引导轮（28）、驱动轮（14）组成整个履带行走系统，通过动力输出后驱动

轮（14）转动，带动整个履带转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杆（4）通过螺杆螺纹

调节其长度，进而调节振动挖掘装置、振动分离装置的振动幅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栅条（18）之间间距为

42-45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重轮（15）之间的间距

为190-200m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履带板（13）的材料为

橡胶，用于保证机器在水泥台架上也能正常运行，减小对地面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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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履带式三七收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属于农业收获机械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三七，又名田七、人参三七、田三七、山漆等，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具有很高的医

药与营养价值。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云南成为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地，而且近

年来，云南省出台了若干加快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文件，进一步加快了三七产业的发

展。

[0003] 随着三七市场的不断完善，三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发凸显，但由于三七特

殊的农艺要求和生长习性，目前可供三七种植的土地面积不足，急需温室工厂化种植，但目

前并没有适用于温室的三七收获机，三七的采收基本靠人工，劳动量大，费时费力，工时成

本高，长期以往，严重制约了三七产业的发展，因此设计出一种适合温室的三七收获设施，

对推进三七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本发明提供一种履带式三七收获机，采用履带式行

走方式代替轮式驱动，通过振动挖掘、分离装置代替现有的挖掘装置、升运链分离装置使其

结构简单，动力利用率高，挖掘铲体部分能都振动，减少挖掘阻力。

[0005] 本发明技术方案是：一种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包括机架1、振动挖掘装置、振动分离

装置、动力传输系统、履带行走系统；；

所述动力传输系统用于为振动挖掘装置、振动分离装置、履带行走系统提供动力；

所述履带行走系统用于通过采用履带式行走方式带动收获机运动；

所述振动挖掘装置用于通过动力传输系统输出动力带动偏心轮20转动驱使推杆4、连

杆Ⅱ21摆动，进而带动振动梁22摆动，振动梁22的摆动驱使振动杆2摆动再使连杆Ⅰ26位移，

实现挖掘铲3的振动进行三七的挖掘；

所述振动分离装置用于通过振动杆2的摆动带动栅条架24振动，栅条18随着振动进行

三七的振动分离。

[0006] 进一步地，所述振动挖掘装置包括振动杆2、挖掘铲3、推杆4、连杆Ⅱ21、振动梁22、

连杆Ⅰ26；挖掘铲3通过销钉25与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连接，振动杆2也通过销钉25与连

杆Ⅰ26的一端活动连接，连杆Ⅰ26的另一端与挖掘铲3相连，挖掘铲3安装在机架中下部，用于

铲起土壤，偏心轮20与推杆4连接，推杆4再与连杆Ⅱ21活动连接，连杆Ⅱ21焊接在振动梁22

上，振动梁22与振动杆2固定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振动分离装置包括丝杠支座16、丝杠17、栅条18、连杆Ⅲ19、架体

23、栅条架24；

所述振动杆2与前端栅条架24活动连接，栅条架24上焊接数根细钢筋构成的栅条18，且

后端栅条架24与连杆Ⅲ19的一端活动连接，连杆Ⅲ19的另一端活动连接在架体23上，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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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固定连接在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上；

振动分离装置安装在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下部，挖掘铲3后方，振动梁22的摆动带

动振动杆2摆动，振动杆2摆动带动栅条架24振动，栅条18随着振动，连杆Ⅲ19通过销钉25销

接在架体23上为活动关节，保证栅条18稳定振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机架1中部四周固定有丝杠支座16，丝杠支座16与丝杆17螺纹连

接，丝杆17与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活动连接，通过调节丝杠17转动用于实现挖掘以及

分离深度的调节。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动力传输系统包括推杆4、绕线盘5、轴承支座6、传动轴7、三相异步

电机8、变速箱9、大带轮10、皮带11、小带轮12、偏心轮20、遥控接收模块27；所述绕线盘5安

装在机架1的上部，

其上绕有电线，随着机器的行进，电线通过绕线盘5的转动扯出，通过连接外部三相电

源，来保证机器的正常供电；三相异步电机8安装在机架1上部，绕线盘5的左侧，变速箱9安

装在三相异步电机8上部且与其连接，大带轮10安装在变速箱9上且与其连接，轴承支座6固

定在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上，传动轴7安装在轴承支座6中，小带轮12安装在传动轴7一

侧，大带轮10和小带轮12之前通过皮带11连接；传动轴7与偏心轮20通过键连接；其中遥控

接收模块27安装在机架底部，靠近右侧履带行走系统；

工作时，经过遥控接收模块27控制三相异步电机8输出动力，动力通过变速箱9变速后

传至大带轮10，经皮带11由大带轮10传输至小带轮12再经过传动轴7传输至偏心轮20，使偏

心轮20转动带动推杆4、连杆Ⅱ21运动，使振动梁22摆动。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履带行走系统位于机架1下方，用于支撑机体和使其行走；包括履

带板13、驱动轮14、支重轮15、引导轮28、履带架29、履带张紧装置30、拖链轮31；所述履带架

29安装在机架1底部与机架1焊接，支重轮15沿收获机前后方向依次五个并列安装在履带架

29下部，用于承重，驱动轮14与三相异步电机8连接，三相异步电机8动力输出后使驱动轮14

转动，引导轮28固定在履带架29上，位于支重轮15上方，引导履带的运行，拖链轮31安装在

履带张紧装置30上，履带张紧装置30安装在履带架29后部，通过调节履带张紧装置30控制

履带的张弛度，履带板13顺时针环绕支重轮15、拖链轮31、引导轮28、驱动轮14组成整个履

带行走系统，通过动力输出后驱动轮14转动，带动整个履带转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推杆4通过螺杆螺纹调节其长度，进而调节振动挖掘装置、振动分

离装置的振动幅度。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栅条18之间间距为42-45mm。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支重轮15之间的间距为190-200mm。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履带板13的材料为橡胶，用于保证机器在水泥台架上也能正常运

行，减小对地面的损伤。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操作简单，结构简单，经济适用，一机多用，既适用于工厂化三七种植环境，也

适用于大田三七种植环境，同时也能拓展其用途，对其他根茎类中药材的收获作业也能适

用；

2、本发明利用履带行走作业，提升机器转弯半径，适用多种环境地形，提高机器对工作

环境的适用性；利用遥控操作实现无人驾驶，降低了劳动作业的强度，保证操作人员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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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同时节省了人力，提高经济效率，且操作简单；该机作业时能完成挖掘、去土等作业，解

决了劳动强度大，耗费工时，人工劳动成本高的情况；提高了收获效益，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

3、本发明采用履带式行走方式代替轮式驱动，集于在田间地块和温室两用型三七收获

机械，同时履带行走方式具有转弯半径小、抓地力大、通过性强的优点，运行稳定，可靠性

高，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4、本发明通过振动挖掘、分离装置代替现有的挖掘装置、升运链分离装置使其结构简

单，动力利用率高，挖掘铲体部分能都振动，减少挖掘阻力。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图2是本发明的侧视图；

图3是本发明挖掘分离装置图。

[0017] 图1-3中各标号：1-机架，2-振动杆，3-挖掘铲，4-推杆，5-绕线盘，6-轴承支座，7-

传动轴，8-三相异步电机，9-变速箱，10-大带轮，11-皮带，12-小带轮，13-履带板，14-驱动

轮，15-支重轮，16-丝杠支座，17-丝杠，18-栅条，19-连杆Ⅲ，20-偏心轮，21-连杆Ⅱ，22-振

动梁，23-架体，24-栅条架，25-销钉，26-连杆Ⅰ，27-遥控接收模块，28-引导轮，29-履带架，

30-履带张紧装置，31-拖链轮，32-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9] 实施例1：如图1-3所示，一种履带式三七收获机，包括机架1、振动挖掘装置、振动

分离装置、动力传输系统、履带行走系统；；

所述动力传输系统用于为振动挖掘装置、振动分离装置、履带行走系统提供动力；

所述履带行走系统用于通过采用履带式行走方式带动收获机运动；

所述振动挖掘装置用于通过动力传输系统输出动力带动偏心轮20转动驱使推杆4、连

杆Ⅱ21摆动，进而带动振动梁22摆动，振动梁22的摆动驱使振动杆2摆动再使连杆Ⅰ26位移，

实现挖掘铲3的振动进行三七的挖掘；

所述振动分离装置用于通过振动杆2的摆动带动栅条架24振动，栅条18随着振动进行

三七的振动分离。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振动挖掘装置包括振动杆2、挖掘铲3、推杆4、连杆Ⅱ21、振动梁22、

连杆Ⅰ26；挖掘铲3通过销钉25与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连接，振动杆2也通过销钉25与连

杆Ⅰ26的一端活动连接，连杆Ⅰ26的另一端与挖掘铲3相连，挖掘铲3安装在机架中下部，用于

铲起土壤，偏心轮20与推杆4连接，推杆4再与连杆Ⅱ21活动连接，连杆Ⅱ21焊接在振动梁22

上，振动梁22与振动杆2固定连接。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振动分离装置包括丝杠支座16、丝杠17、栅条18、连杆Ⅲ19、架体

23、栅条架24；

所述振动杆2与前端栅条架24活动连接，栅条架24上焊接数根细钢筋构成的栅条18，且

后端栅条架24与连杆Ⅲ19的一端活动连接，连杆Ⅲ19的另一端活动连接在架体23上，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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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固定连接在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上；

振动分离装置安装在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下部，挖掘铲3后方，振动梁22的摆动带

动振动杆2摆动，振动杆2摆动带动栅条架24振动，栅条18随着振动，连杆Ⅲ19通过销钉25销

接在架体23上为活动关节，保证栅条18稳定振动。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机架1中部四周固定有丝杠支座16，丝杠支座16与丝杆17螺纹连

接，丝杆17与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活动连接，通过调节丝杠17转动用于实现挖掘以及

分离深度的调节。

[0023] 进一步地，所述动力传输系统包括推杆4、绕线盘5、轴承支座6、传动轴7、三相异步

电机8、变速箱9、大带轮10、皮带11、小带轮12、偏心轮20、遥控接收模块27；所述绕线盘5安

装在机架1的上部，

其上绕有电线，随着机器的行进，电线通过绕线盘5的转动扯出，通过连接外部三相电

源，来保证机器的正常供电；三相异步电机8安装在机架1上部，绕线盘5的左侧，变速箱9安

装在三相异步电机8上部且与其连接，大带轮10安装在变速箱9上且与其连接，轴承支座6固

定在振动挖掘分离装置架体32上，传动轴7安装在轴承支座6中，小带轮12安装在传动轴7一

侧，大带轮10和小带轮12之前通过皮带11连接；传动轴7与偏心轮20通过键连接；

工作时，经过遥控接收模块27控制三相异步电机8输出动力，动力通过变速箱9变速后

传至大带轮10，经皮带11由大带轮10传输至小带轮12再经过传动轴7传输至偏心轮20，使偏

心轮20转动带动推杆4、连杆Ⅱ21运动，使振动梁22摆动。

[0024] 进一步地，所述履带行走系统位于机架1下方，用于支撑机体和使其行走；包括履

带板13、驱动轮14、支重轮15、引导轮28、履带架29、履带张紧装置30、拖链轮31；所述履带架

29安装在机架1底部与机架1焊接，支重轮15沿收获机前后方向依次五个并列安装在履带架

29下部，用于承重，驱动轮14与三相异步电机8连接，三相异步电机8动力输出后使驱动轮14

转动，引导轮28固定在履带架29上，位于支重轮15上方，引导履带的运行，拖链轮31安装在

履带张紧装置30上，履带张紧装置30安装在履带架29后部，通过调节履带张紧装置30控制

履带的张弛度，履带板13顺时针环绕支重轮15、拖链轮31、引导轮28、驱动轮14组成整个履

带行走系统，通过动力输出后驱动轮14转动，带动整个履带转动。

[0025] 进一步地，所述推杆4通过螺杆螺纹调节其长度，进而调节振动挖掘装置、振动分

离装置的振动幅度。

[0026] 进一步地，所述栅条18之间间距为42-45mm。

[0027] 进一步地，所述支重轮15之间的间距为190-200mm。

[0028] 进一步地，所述履带板13的材料为橡胶，用于保证机器在水泥台架上也能正常运

行，减小对地面的损伤。

[0029]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

使用前先调整履带张紧装置30，使履带达到完全张紧状态，根据需要的挖掘深度同时

调整四个丝杠17，使振动挖掘装置和振动分离装置达到使用深度，将线缆盘5中电线拉出连

接在固定电源上，利用遥控控制遥控接收模块27控制三相异步电机8运行，驱动轮14转动带

动履带转动，机器向前行走；同时三相异步电机8传动动力至变速箱9，经大带轮10、皮带11、

小带轮12、传动轴7传输动力至偏心轮20使其转动，偏心轮20转动带动推杆4、连杆Ⅱ21驱使

振动梁22回转运动带动振动杆2及连杆Ⅰ26摆动；振动杆2的摆动带动栅条18振动，而连杆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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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的摆动带动挖掘铲3振动，挖掘铲3在机器前进过程中将含有三七土块铲入栅条18，通过

栅条18的振动完成三七与泥土分离的分离工作，进而完成对三七的收获，当挖掘深度需要

调整时，手动调整丝杠17即可。

[0030]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

施例，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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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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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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