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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菠萝收割机，涉及菠萝收割机的技术领

域。本发明包括：设置在前段的用于采摘菠萝的

采摘装置；设置在中段的与采摘装置通过同步带

连接的用于输送菠萝的输送提升装置；设置在末

段位于输送提升装置下方用于运输菠萝的厢体。

本发明实现了采摘效率高、果品损伤率低、降低

人工成本，尤其适用于大面积种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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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菠萝收割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设置在前段的用于采摘菠萝的采摘装置；  设置

在中段的与采摘装置通过同步带连接的用于输送菠萝的输送提升装置；  设置在末段位于

输送提升装置下方用于运输菠萝的厢体；

上述采摘装置包括：横向布置的支架，支架的两端分别设置刀具支架，刀具支架上平行

设置若干个前置旋转刀片，所述每个前置旋转刀片包括沿长度方向设置的若干条平行布置

的刀片，所述每条刀片包括可旋转的上刀片和固定设置的下刀片；支架的一端设置与输送

装置连接的同步带；

上述输送提升装置包括：固定在支架上的两段式反向旋转的旋转螺杆，旋转螺杆的下

部设置挡板，位于两段旋转螺杆之间的挡板处设置缺口，所述缺口处设置传送带；旋转螺杆

的一端设置与同步带相配的同步带轮；

刀片均为键槽形状，上刀片安装在刀具支架上，下刀片安装在支架上，一个刀具支架为

主动，与同步带轮固连，另一个刀具支架为从动，两个刀具支架中间设有加强支架；

上刀片将菠萝推入旋转螺杆区域；

旋转螺杆的一侧为右旋，一侧为左旋，旋转螺杆的螺距设置为2～3倍的菠萝长度，旋转

螺杆外圈到挡板的距离小于菠萝直径的三分之二，旋转螺杆的轴到挡板的距离应大于1.2

倍菠萝直径；

使用倾斜放置的传送带，传送带每30cm设置一个凸台，凸台为倒钩状凸起，钩尖朝向与

运送方向相反，传送带后端用铰链连接导杆，导杆后端用铰链固定，传送带及导杆两端固

连，中间铰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菠萝收割机，其特征在于上述前置旋转刀片之间纵向设置加

强支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菠萝收割机，其特征在于上述前置旋转刀片为均匀布置的三

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菠萝收割机，其特征在于上述旋转螺杆的螺距为40cm，旋转螺

杆的轴到挡板的距离为25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菠萝收割机，其特征在于上述厢体上设置用于调节采摘装置

高度的调节模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菠萝收割机，其特征在于调节模块包括位于厢体下部的与高

压油泵连接的液压杆，液压杆的一端与主梁连接，主梁的另一端与支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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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收割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菠萝收割机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凤梨，俗称菠萝，营养丰富，其成分包括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A、B1.B2.C、蛋

白质分解酵素及钙、磷、铁、有机酸类、尼克酸等，尤其以维生素C含量最高。味甘、微酸，性微

寒，有清热解暑、生津止渴、利小便的功效，可用于伤暑、身热烦渴、腹中痞闷、消化不良、小

便不利、头昏眼花等症。而且在果汁中，还含有一种跟胃液相类似的酵素，可以分解蛋白，帮

助消化。美味的菠萝，这种水果不仅可以减肥，而且对身体健康有着不同的功效。

[0003] 因为菠萝具有以上的好处，在我国的广东、海南、福建、广西、云南等省有大量的栽

培。菠萝在采摘时，目前主要还是以人工为主，对菠萝采摘机械的研究还很少。人工采摘存

在采摘效率低、果品损伤率高、人工成本高等问题。特别是在大面积种植的时候，人力成本

显得尤其的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采摘效率高、果品损伤率低、降低人工成本，尤其适用于大

面积种植的菠萝收割机。

[0005] 一种菠萝收割机，包括：

[0006] 设置在前段的用于采摘菠萝的采摘装置；

[0007] 设置在中段的与采摘装置通过同步带连接的用于输送菠萝的输送提升装置；

[0008] 设置在末段位于输送提升装置下方用于运输菠萝的厢体。

[0009] 本发明的采摘装置包括：横向布置的支架，支架的两端分别设置刀具支架，刀具支

架上平行设置若干个前置旋转刀片，所述每个前置旋转刀片包括沿长度方向设置的若干条

平行布置的刀片，所述每条刀片包括可旋转的上刀片和固定设置的下刀片；支架的一端设

置与输送装置连接的同步带。

[0010] 本发明的前置旋转刀片之间纵向设置加强筋。

[0011] 本发明的前置旋转刀片为均匀布置的三条。

[0012] 本发明的输送提升装置包括：固定在架体上的两段式反向旋转的旋转螺杆，旋转

螺杆的下部设置挡板，位于两段旋转螺杆之间的挡板处设置缺口，所述缺口处设置传送带；

旋转螺杆的一端设置与同步带相配的同步带轮。

[0013] 本发明的旋转螺杆的螺距为40cm，螺杆的轴到挡板的距离为25cm。

[0014] 本发明的挡板上每30cm设置凸台。

[0015] 本发明的厢体上设置用于调节采摘装置高度的调节模块。

[0016] 本发明的调节模块包括位于厢体下部的与高压油泵连接的液压杆，液压杆的一端

与主梁连接，主梁的另一端与支架连接。

[0017] 本发明针对大面积种植的菠萝进行收割，刀具长为3m,菠萝果实间隔为30～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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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刀具旋转120°，即可收割7～10个菠萝，收割机的前进速度为0.2～0.4m/s,则收割一公

顷菠萝最多只需5小时。只需两人同时工作，一人在驾驶舱驾驶，一人在车厢内将菠萝摆放

整齐。解放了传统的人工采摘，也克服了机械手效率低下，开发制作运行成本高的缺点。因

刀片旋转速度应和车辆前进的速度相关联，采摘效率高、果品损伤率低、降低人工成本，尤

其适用于大面积种植的菠萝收割。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总装图。

[0019] 图2是图1的A-A向示意图。

[0020] 图3本发明的采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A、图4B是本发明的输送提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23] 如图1、图2所示，一种菠萝收割机，包括：

[0024] 设置在前段的用于采摘菠萝的采摘装置；

[0025] 设置在中段的与采摘装置通过同步带连接的用于输送菠萝的输送提升装置；

[0026] 设置在末段位于输送提升装置下方用于运输菠萝的厢体。

[0027] 如图3所示，本发明的采摘装置包括：横向布置的支架，支架的两端分别设置刀具

支架1，刀具支架1上平行设置若干个前置旋转刀片28，所述每个前置旋转刀片28包括沿长

度方向设置的若干条平行布置的刀片，所述每条刀片包括可旋转的上刀片和固定设置的下

刀片5；支架的一端设置与输送装置连接的同步带18。

[0028] 如图3所示，本发明的前置旋转刀片之间纵向设置加强筋27。前置旋转刀片为均匀

布置的三条。

[0029] 如图4A、图4B所示，本发明的输送提升装置包括：固定在架体上的两段式反向旋转

的旋转螺杆21，旋转螺杆21的下部设置挡板22，位于两段旋转螺杆之间的挡板22处设置缺

口，所述缺口处设置传送带9；旋转螺杆21的一端设置与同步带相配的同步带轮20。

[0030] 本发明旋转螺杆21的螺距为40cm，螺杆的轴到挡板的距离为25cm。

[0031] 如图4B所述，本发明的传送带9上每30cm设置凸台17。

[0032] 如图2所示，厢体12上设置用于调节采摘装置高度的调节模块。

[0033] 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调节模块包括位于厢体12下部的与高压油泵11连接的液压

杆8，液压杆8的一端与主梁6连接，主梁6的另一端与支架连接。

[0034] 本发明采用前置旋转刀片，分为上刀片和下刀片5，上刀片旋转，下刀片5固定。菠

萝果实与果柄的连接力约为  21.39N，菠萝植株连接菠萝果实那段果柄很脆，所以下刀片5

固定作为支点，上刀片旋转挤压菠萝侧面提供一个翻转力矩，即可使菠萝从果柄上掉落，上

刀片继续旋转将菠萝推入送料螺杆区域即完成菠萝的采摘。由于菠萝的行间距为75cm，所

以在车子行走距离与切刀的转速之间需要添加约束关系，及需要满足收割机前进75cm时，

车刀需要刚好旋转120度，若达不到这个要求，会导致收割过程中会有许多的菠萝遗漏，收

割效率低下，所以选择传动方式为同步带传动。切割刀片需要经常接触菠萝汁液，菠萝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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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的酸性物质，故切割刀片所需要选用的材料需要耐腐蚀，选用PVDF，有较高的强度和

韧性，很高的耐酸性。

[0035] 本发明的刀片均为键槽形状，没有锐边，与菠萝的侧面可以很好的贴合，所以采摘

过程对菠萝没有损伤刀片安装在支架上，一个支架为主动，与同步带轮固连，另一边支架为

从动，考虑刀片有点长，中间设有加强支架27。

[0036] 本发明的上刀片将菠萝推入送料螺杆区域，若菠萝分布在整个刀片长度的区域，

不利于将菠萝传送到车厢内，所以，采用送料旋转螺杆将菠萝集拢。

[0037] 本发明旋转螺杆21的一侧为右旋，一侧为左旋，可将两侧的菠萝向中间集拢。菠萝

长约15cm左右直径约12cm左右，所以螺杆的螺距应设置为2～3倍的菠萝长度，螺杆外圈到

螺杆挡板的距离应小于菠萝直径的三分之二，轴到螺杆挡板的距离应大于1.2倍菠萝直径，

所以取螺距为40cm，轴到螺杆挡板的距离为25cm。螺杆同样需要经常接触菠萝汁液，选取材

料为不锈钢。

[0038] 本发明为了将集拢的菠萝送到车厢内，因为车厢与螺杆挡板有高度差，所以使用

倾斜放置的传送带，倾斜角稍大，光依靠菠萝与传送带的摩擦力不足以将菠萝提起，传送带

9每30cm设置一个凸台17，凸台17可为倒钩状凸起，钩尖朝向与运送方向相反，不会损伤菠

萝。为了使刀具及传送系统的高度可以调节，传送带后端用铰链连接菠萝导杆，导杆后端用

铰链固定。菠萝经传送带送到顶部后延导杆滑下，到达车厢底部。当刀具及传送系统的高度

改变时，因为传送带及传送导杆两端固连，中间铰接，所以只是相对的角度发生变化，依旧

可以完成菠萝的输送功能。

[0039] 由于菠萝果实的高度一般在0.9～1.2m之间，所以为了收割不同高度的菠萝，刀具

高度要可以调节，为使下刀片始终与菠萝的果柄垂直，采用液压拖动与车厢呈一定偏角的

主梁前后移动，即可实现刀具系统的上下抬升。液压杆有止回阀，调节好高度后锁死即可。

两侧结构对称，共用一套液压系统，液压杆主要承受轴向力，与主梁的连接使用铰链接，并

用圆锥销卡住。主梁与车厢接触的地方使用直线导轨来减小摩擦力。

[0040] 本发明的液压杆升程为60cm，刀具系统与车厢夹角为31°，可以实现30cm的抬升。

为实现抬升前后动力能顺利传递，采用一根同步带将动力传递到送料螺杆，同步带用一个

可以自动张紧的张紧轮调节，螺杆上键连接一个三联同步带轮，一个用来接收动力，另外两

个用来将动力继续传递到旋转刀架和传送带。位于支架一端的同步带18与位于旋转螺杆21

一端的同步带轮20之间通过三联带轮19传递动力，同步带轮20与固定在厢体12上的张紧轮

支架24连接的张紧轮23同步运动，张紧轮支架24上设置控制张紧轮23的变速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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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6

CN 107318363 B

6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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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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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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