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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线切割可变径自适

应香蕉果轴落梳刀具，包括刀盘、动力源、线性导

轨、L型滑块、恒力卷簧、落梳刀片、带有金属线的

卷收器；所述刀盘的中心处开有通孔，所述线性

导轨有多个，并以刀盘的通孔中心为圆心环形阵

列在刀盘上，每个线性导轨上均安装有一个L型

滑块，每个L型滑块靠近通孔中心的一侧连接有

一个恒力卷簧，每个L型滑块均配套有一个落梳

刀片，所述落梳刀片与L型滑块通过螺栓连接，所

述卷收器设于任意两个线性导轨之间，并固定在

刀盘上，该卷收器能够快速自动回收和张紧金属

线，通过金属线将多个落梳刀片串联起来。本发

明能够有效解决刀具整体径向扩张行程短、相邻

刀片间切割间隙大及刀具复原时间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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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线切割可变径自适应香蕉果轴落梳刀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刀盘、动力源、

线性导轨、L型滑块、恒力卷簧、落梳刀片、带有金属线的卷收器；所述刀盘的中心处开有通

孔，供落梳后的香蕉果轴穿过，所述线性导轨有多个，并以刀盘的通孔中心为圆心环形阵列

在刀盘上，每个线性导轨上均安装有一个L型滑块，每个L型滑块靠近通孔中心的一侧连接

有一个恒力卷簧，所述恒力卷簧通过支座固定在刀盘上，所述L型滑块的竖直边与刀盘垂

直，且每个L型滑块均配套有一个落梳刀片，所述落梳刀片平行于L型滑块的竖直边，并位于

L型滑块朝向刀盘通孔的一侧，且所述落梳刀片的刀刃向上，所述落梳刀片与L型滑块通过

螺栓连接，由L型滑块带动落梳刀片在刀盘上径向移动，所述卷收器设于任意两个线性导轨

之间，并固定在刀盘上，该卷收器能够快速自动回收和张紧金属线，通过金属线将多个落梳

刀片串联起来，多个落梳刀片和金属线形成包络香蕉果轴的环形包络结构，且相邻两个落

梳刀片之间的金属线起到线切割的作用；当香蕉果轴直径由下往上逐渐增大时，所述L型滑

块带动恒力卷簧拉伸，同时穿过整个环形包络结构的金属线长度同步拉长以自适应香蕉果

轴的直径变化，进而由安装在刀盘下的动力源提供动力使刀盘整体向上冲击，卷收器内的

金属线在落梳刀片冲击插切的瞬间张紧，由落梳刀片和线切割金属线共同实现香蕉果轴的

落梳，香蕉果轴落梳全部完成后，所述L型滑块在恒力卷簧的作用下复位，所述卷收器外部

多余的金属线快速自动回收至卷收器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线切割可变径自适应香蕉果轴落梳刀具，其特征在

于：所述卷收器内部分为上层和下层；所述下层设有卷簧，所述卷收器内的金属线缠绕在卷

簧上，且所述金属线的两个端头与卷簧的簧片边缘固定连接后并向上层延伸，当香蕉果轴

直径变化时，金属线随环形包络结构缓慢变长或者回收；所述上层内设有大惯性球和小惯

性球，所述大惯性球的质量大于小惯性球的质量，且所述大惯性球和小惯性球分别与金属

线的两个端头相连接，所述大惯性球至簧片边缘之间的金属线的长度大于小惯性球至簧片

边缘之间金属线的长度；当刀具落梳位置处于香蕉果轴最下端时，香蕉果轴直径最小，落梳

刀片和金属线组成的环形包络结构的大小适应香蕉果轴的直径，所述刀盘在动力源的作用

下整体向上冲击，所述大惯性球和小惯性球在惯性的作用下向上运动，小惯性球同步带动

金属线拉动卷簧，进而使环形包络结构上的金属线瞬间张紧；当刀具落梳位置逐渐向上移

动时，香蕉果轴直径逐渐增大，落梳刀片和金属线组成的环形包络结构继续增大，穿过整个

环形包络结构的金属线的长度拉长，以适应香蕉果轴的直径，所述刀盘在动力源的作用下

整体向上冲击，所述小惯性球至簧片边缘之间的金属线被拉住张紧，无法向上运动，所述大

惯性球在惯性的作用下向上运动，金属线在大惯性球带动下拉动卷簧，进而使环形包络结

构上的金属线瞬间张紧；香蕉果轴落梳全部完成后，卷收器内的金属线在卷簧的作用下将

穿过整个环形包络结构的金属线快速回收相应的长度，落梳刀片及金属线复位至初始状

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线切割可变径自适应香蕉果轴落梳刀具，其特征在

于：所述卷收器外部设有引线块，用于引导卷收器外部金属线的走线方向，所述金属线穿出

引线块后将多个落梳刀片串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线切割可变径自适应香蕉果轴落梳刀具，其特征在

于：所述动力源为冲击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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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线切割可变径自适应香蕉果轴落梳刀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香蕉去轴落梳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基于线切割可变径自适应香

蕉果轴落梳刀具。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为数不多的机械落梳装置虽然可以完成单梳香蕉的落梳工作，但是

整体工作效率低下，落梳质量差，且去轴落梳环节存在落梳切割刀具对香蕉果轴自适应差

的问题，比如刀具整体径向扩张行程短、落梳作业后期相邻刀片间存在切割间隙大、作业完

成后刀具复原时间长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线切割可变径自适应香

蕉果轴落梳刀具，能够有效解决刀具整体径向扩张行程短、相邻刀片间切割间隙大及刀具

复原时间长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线切割可变径自适应香

蕉果轴落梳刀具，包括刀盘、动力源、线性导轨、L型滑块、恒力卷簧、落梳刀片、带有金属线

的卷收器；所述刀盘的中心处开有通孔，供落梳后的香蕉果轴穿过，所述线性导轨有多个，

并以刀盘的通孔中心为圆心环形阵列在刀盘上，每个线性导轨上均安装有一个L型滑块，每

个L型滑块靠近通孔中心的一侧连接有一个恒力卷簧，所述恒力卷簧通过支座固定在刀盘

上，所述L型滑块的竖直边与刀盘垂直，且每个L型滑块均配套有一个落梳刀片，所述落梳刀

片平行于L型滑块的竖直边，并位于L型滑块朝向刀盘通孔的一侧，且所述落梳刀片的刀刃

向上，所述落梳刀片与L型滑块通过螺栓连接，由L型滑块带动落梳刀片在刀盘上径向移动，

所述卷收器设于任意两个线性导轨之间，并固定在刀盘上，该卷收器能够快速自动回收和

张紧金属线，通过金属线将多个落梳刀片串联起来，多个落梳刀片和金属线形成包络香蕉

果轴的环形包络结构，且相邻两个落梳刀片之间的金属线起到线切割的作用；当香蕉果轴

直径由下往上逐渐增大时，所述L型滑块带动恒力卷簧拉伸，同时穿过整个环形包络结构的

金属线长度同步拉长以自适应香蕉果轴的直径变化，进而由安装在刀盘下的动力源提供动

力使刀盘整体向上冲击，卷收器内的金属线在落梳刀片冲击插切的瞬间张紧，由落梳刀片

和线切割金属线共同实现香蕉果轴的落梳，香蕉果轴落梳全部完成后，所述L型滑块在恒力

卷簧的作用下复位，所述卷收器外部多余的金属线快速自动回收至卷收器内。

[0005] 进一步，所述卷收器内部分为上层和下层；所述下层设有卷簧，所述卷收器内的金

属线缠绕在卷簧上，且所述金属线的两个端头与卷簧的簧片边缘固定连接后并向上层延

伸，当香蕉果轴直径变化时，金属线随环形包络结构缓慢变长或者回收；所述上层内设有大

惯性球和小惯性球，所述大惯性球的质量大于小惯性球的质量，且所述大惯性球和小惯性

球分别与金属线的两个端头相连接，所述大惯性球至簧片边缘之间的金属线的长度大于小

惯性球至簧片边缘之间金属线的长度；当刀具落梳位置处于香蕉果轴最下端时，香蕉果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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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最小，落梳刀片和金属线组成的环形包络结构的大小适应香蕉果轴的直径，所述刀盘

在动力源的作用下整体向上冲击，所述大惯性球和小惯性球在惯性的作用下向上运动，小

惯性球同步带动金属线拉动卷簧，进而使环形包络结构上的金属线瞬间张紧；当刀具落梳

位置逐渐向上移动时，香蕉果轴直径逐渐增大，落梳刀片和金属线组成的环形包络结构继

续增大，穿过整个环形包络结构的金属线的长度拉长，以适应香蕉果轴的直径，所述刀盘在

动力源的作用下整体向上冲击，所述小惯性球至簧片边缘之间的金属线被拉住张紧，无法

向上运动，所述大惯性球在惯性的作用下向上运动，金属线在大惯性球带动下拉动卷簧，进

而使环形包络结构上的金属线瞬间张紧；香蕉果轴落梳全部完成后，卷收器内的金属线在

卷簧的作用下将穿过整个环形包络结构的金属线快速回收相应的长度，落梳刀片及金属线

复位至初始状态。

[0006] 进一步，所述卷收器外部设有引线块，用于引导卷收器外部金属线的走线方向，所

述金属线穿出引线块后将多个落梳刀片串联。

[0007] 进一步，所述动力源为冲击气缸。

[000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与有益效果：

[0009] 本发明通过采用落梳刀片与金属线线切割结合的方式，通过增加金属线的长度即

可以增大刀具整体径向扩张行程，同时不管落梳刀片形成的环形包络结构直径多大，相邻

刀片之间始终有金属线起线切割的作用，不会出现落梳时漏切香蕉梳柄的情况；通过设置

带有惯性球的卷收器，使金属线快速自动张紧及快速回收，降低刀具复原时间，提供工作效

率。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的主视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的卷收器的壳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的金属线、卷簧、大惯性球和小惯性球的装配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5] 如图1至图2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基于线切割可变径自适应香蕉果轴落梳刀具，

包括刀盘1、动力源7(本实施例为冲击气缸)、线性导轨2、L型滑块3、恒力卷簧4、落梳刀片5、

带有金属线61的卷收器6；所述刀盘1的中心处开有通孔，供落梳后的香蕉果轴穿过，所述线

性导轨2有多个，并以刀盘1的通孔中心为圆心环形阵列在刀盘1上，每个线性导轨2上均安

装有一个L型滑块3，每个L型滑块3靠近通孔中心的一侧连接有一个恒力卷簧4，所述恒力卷

簧4通过支座固定在刀盘1上，所述L型滑块3的竖直边与刀盘1垂直，且每个L型滑块3均配套

有一个落梳刀片5，所述落梳刀片5平行于L型滑块3的竖直边，并位于L型滑块3朝向刀盘1通

孔的一侧，且所述落梳刀片5的刀刃向上，所述落梳刀片5与L型滑块3通过螺栓8连接，由L型

滑块3带动落梳刀片5在刀盘1上径向移动，所述卷收器6设于任意两个线性导轨2之间，并固

定在刀盘1上，该卷收器6能够快速自动回收和张紧金属线61，通过金属线61将多个落梳刀

片5串联起来，多个落梳刀片5和金属线61形成包络香蕉果轴的环形包络结构，且相邻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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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梳刀片5之间的金属线61起到线切割的作用；当香蕉果轴直径由下往上逐渐增大时，所述

L型滑块3带动恒力卷簧4拉伸，同时穿过整个环形包络结构的金属线61长度同步拉长以自

适应香蕉果轴的直径变化，进而由安装在刀盘1下的动力源7提供动力使刀盘1整体向上冲

击，卷收器6内的金属线61在落梳刀片5冲击插切的瞬间张紧，由落梳刀片5和线切割金属线

61共同实现香蕉果轴的落梳，香蕉果轴落梳全部完成后，所述L型滑块3在恒力卷簧4的作用

下复位，所述卷收器6外部多余的金属线61快速自动回收至卷收器6内。

[0016] 另外，在所述卷收器6的外部还可以设置引线块65，用于引导卷收器6外部金属线

61的走线方向，金属线61穿出引线块65后将多个落梳刀片5串联。

[0017] 如图3至图4所示，所述卷收器6的壳体内部分为上层和下层602；所述下层602设有

卷簧62，所述卷收器6内的金属线61缠绕在卷簧62上，所述金属线61的两个端头与卷簧62的

簧片边缘固定连接后并向上层延伸，当香蕉果轴直径变化时，金属线61随环形包络结构缓

慢变长或者回收；所述上层设有左安装位6011和右安装位6012，分别设有小惯性球64和大

惯性球63，所述大惯性球63的质量大于小惯性球64的质量，所述大惯性球63和小惯性球64

分别与金属线61的两个端头相连接，所述大惯性球63至簧片边缘之间的金属线61的长度大

于小惯性球64至簧片边缘之间金属线61的长度；当刀具1落梳位置处于香蕉果轴最下端时，

香蕉果轴直径最小，落梳刀片5和金属线61组成的环形包络结构的大小适应香蕉果轴的直

径，所述刀盘1在动力源7的作用下整体向上冲击，从而使刀盘1上的大惯性球63和小惯性球

64在惯性的作用下向上运动，由于小惯性球64至簧片边缘之间金属线61长度较短，因此当

向上运动一段距离，小惯性球64即带动金属线61拉动卷簧62，进而使环形包络结构上的金

属线61瞬间张紧；当刀具落梳位置逐渐向上移动时，香蕉果轴直径逐渐增大，落梳刀片5和

金属线61组成的环形包络结构继续增大，穿过整个环形包络结构的金属线61的长度拉长，

以适应香蕉果轴的直径，所述刀盘1在动力源的作用下整体向上冲击，由于所述小惯性球64

至簧片62边缘之间的金属线61长度较短，此时已被拉住张紧，无法向上运动，所述大惯性球

63至簧片62边缘之间的金属线61还有富余，所述大惯性球63在惯性的作用下向上运动，金

属线61在大惯性球63带动下拉动卷簧62，进而使环形包络结构上的金属线61瞬间张紧；香

蕉果轴落梳全部完成后，卷收器6内的金属线61在卷簧62的作用下将穿过整个环形包络结

构的金属线61快速回收相应的长度，落梳刀片5及金属线61复位至初始状态。

[0018] 本实施例设置两个不同质量大小的惯性球，对应刀具的环形包络结构的两个极限

直径的大小，在环形包络结构的两个极限直径上下限范围内，理论上设置的不同质量的惯

性球越多，张紧效果越好，但考虑到实际安装空间，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计。

[0019]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子只为本发明之较佳实施例，并非以此限制本发明的实施范

围，故凡依本发明之形状、原理所作的变化，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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