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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

的自水平减震装置，包括小车、夹持机构、直线模

组、模组安装架和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四边形

调平减震机构有四个呈矩形分布于小车上，将四

个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分成两组，每组由两个四

边形调平减震机构组成，每组的两个四边形调平

减震机构之间连接有一个模组安装架，两个模组

安装架之间连接有三个相互平行并呈三角形分

布的直线模组，中间的那个直线模组位于模组安

装架的低位处，另外两个直线模组位于模组安装

架的高位处，夹持机构有两个并排安装于三个直

线模组上，并与三个直线模组的滑块连接在一

起。本发明用于将香蕉果穗在运输过程中自动保

持水平并显著降低果穗的震动强度，减少香蕉的

机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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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小车(1)、夹持机

构(2)、直线模组(3)、模组安装架(4)和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所述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

(5)有四个，并分别独立安装于小车(1)上，呈矩形分布，将四个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分

成两组，每组由不处于对角线上的两个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组成，且每组的两个四边形

调平减震机构(5)之间连接有一个模组安装架(4)，两组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的两个模

组安装架(4)之间连接有三个相互平行的直线模组(3)，该三个直线模组(3)呈三角形分布，

且中间的那个直线模组(3)位于模组安装架(4)的低位处，另外两个直线模组(3)位于模组

安装架(4)的高位处，所述夹持机构(2)有两个并且并排安装于三个直线模组(3)上，并与三

个直线模组(3)的滑块连接在一起，该两个夹持机构(2)用于夹持香蕉果穗两端突出的果

轴，使果指悬吊在空中，并且通过滑块移动能够调整两个夹持机构(2)之间的距离，以适应

不同长度的香蕉果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夹持机构(2)包括一对弧状夹抓(201)、两个电动推杆(202)和弧状轨道(203)；所述弧

状轨道(203)的两侧面形成有相互对称且沿其轨迹方向延伸的弧形通槽(203‑1)，并嵌插有

横穿两侧弧形通槽(203‑1)的两个第一连接轴(203‑2)，所述第一连接轴(203‑2)能够在弧

形通槽(203‑1)中滑动，所述弧状轨道(203)的两端分别安装有可转动的第二连接轴(203‑

2)，两个电动推杆(202)布置在弧状轨道(203)的两侧，其中一个电动推杆(202)的底座

(202‑1)铰接在弧状轨道(203)其中一端的第二连接轴(203‑2)上，该电动推杆(202)的推杆

(202‑2)铰接在其中一个第一连接轴(203‑2)上，另外一个电动推杆(202)的底座(202‑1)铰

接在弧状轨道(203)另外一端的第二连接轴(203‑2)上，该电动推杆(202)的推杆(202‑2)铰

接在另外一个第一连接轴(203‑2)上，使得两个第一连接轴(203‑2)在各自电动推杆(202)

的作用下能够在弧形通槽(203‑1)中做相向或相背运动，一对弧状夹抓(201)的一端通过销

(201‑1)连接形成省力支点，并位于弧状轨道(203)上方，其另一端分别铰接在两个第一连

接轴(203‑2)上，并位于两侧弧形通槽(203‑1)之间，该对弧状夹抓(201)相互配合形成一个

环形包络圈，并能够随各自第一连接轴(203‑2)一起运动，在电动推杆(202)的作用下通过

缩小环形包络圈来夹住香蕉果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弧状夹抓(201)为多根抓指并排结构，其中一只弧状夹抓(201)比另外一只弧状夹抓

(201)多一根抓指，使得两只弧状夹抓(201)的抓指能交叉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包括轴承组、连杆(505)、可调阻尼器(506)及其安装座(507)；

所述轴承组有四个，分别为第一轴承组(501)、第二轴承组(502)、第三轴承组(503)、第四轴

承组(504)，第一轴承组(501)与第二轴承组(502)之间通过连杆(505)连接，第二轴承组

(502)与第三轴承组(503)之间通过连杆(505)连接，第三轴承组(503)与第四轴承组(504)

之间通过连杆(505)连接，第四轴承组(504)与第一轴承组(501)之间通过连杆(505)连接，

四个轴承组和连杆(505)形成一个四边形结构，其中，所述第一轴承组(501)为四边形结构

的最低点，并固定在小车(1)上，而该第一轴承组(501)对角处的第三轴承组(503)为四边形

结构的最高点，并与模组安装架(4)的一端连接，所述安装座(507)有两个，并分别安装在第

一轴承组(501)和第三轴承组(503)的外侧，所述可调阻尼器(506)的两端分别铰接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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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座(507)上，当香蕉果穗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震动时，上述四边形结构会发生形变，第一

轴承组(501)和第三轴承(503)发生相对运动，此时，通过可调阻尼器(506)提供运动阻力，

以达到吸能减震的效果，进而维持整个香蕉果穗夹持的平稳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轴承组(501)与第二轴承组(502)之间连接有一根连杆(505)，所述第二轴承组

(502)与第三轴承组(503)之间连接有两根相互平行的连杆(505)，所述第三轴承组(503)与

第四轴承组(504)之间连接有一根连杆(505)，所述第四轴承组(504)与第一轴承组(501)之

间连接有两根相互平行的连杆(505)。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轴承组(501)、第二轴承组(502)、第三轴承组(503)、第四轴承组(504)均由一

根转轴(5001)及装配在该转轴(5001)上的两个带座轴承(5002)和一个不带座轴承(5003)

组成，其中，所述不带座轴承(5003)夹设在两个带座轴承(5002)之间，并通过螺栓与两个带

座轴承(5002)连接，所述安装座(507)通过螺丝固定在相应轴承组的转轴端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

位于中间的那个直线模组(3)连接有动力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模组安装架(4)为V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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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林果采收运输机械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

的自水平减震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香蕉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我国的香蕉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香蕉采收是香蕉

产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之一，也是香蕉生产中劳动力最密集，劳动强度最大的生产环节之一。

目前香蕉采收主要依靠人工依次完成砍蕉、挑蕉，砍下的蕉穗由工人借助扁担、箩筐、手推

车、牛车等传统简易工具运送到香蕉采后处理点。由于田间地形高低起伏，香蕉在运输过程

中极易因颠簸震动互相挤压碰撞而发生机械损伤，后期成熟后发黑变质，显著影响香蕉的

外观质量和内部品质，严重降低其经济价值。香蕉索道运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果实

的机械损伤，并降低了劳动强度。然而，索道建设投资大，比较适合较大规模的果园，与当前

我国分散种植且面积较小的蕉园的国情不符，并且即便大型的果园，也一般建在运输主干

道上，并不能对蕉园进行全覆盖。

[0003] 为了彻底实现香蕉采收运输的机械化作业，研究人员开展了香蕉植株行间运输机

械与设备的研究，目前也已有相关的文献报道(参见：郭春霞.一种方便运输的香蕉采摘运

输车[P] .中国,201920430870 .0 ,2019‑04‑01；井涛,等.香蕉采收运输装置[P] .中国,

201620826671 .8 ,2016‑07‑30；任伟平 ,等 .履带式香蕉田间运输小车[P] .中国 ,

201 5 207 3 0 0 3 4 .6 ,201 5 ‑ 0 9‑1 8；冯斗 ,等 .香蕉无损化采收运输机[P] .中国 ,

201310631808.5,2013‑12‑03；)，但这些运输机械多数缺少相应的减震装置，香蕉果指在运

输过程极易因地面的震动激励发生碰撞摩擦而损伤，严重损害果农的经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与不足，提出了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

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用于将香蕉果穗在运输过程中自动保持水平并显著降低果穗的震动

强度，减少香蕉的机械损伤。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

水平减震装置，包括小车、夹持机构、直线模组、模组安装架和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所述四

边形调平减震机构有四个，并分别独立安装于小车上，呈矩形分布，将四个四边形调平减震

机构分成两组，每组由不处于对角线上的两个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组成，且每组的两个四

边形调平减震机构之间连接有一个模组安装架，两组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的两个模组安装

架之间连接有三个相互平行的直线模组，该三个直线模组呈三角形分布，且中间的那个直

线模组位于模组安装架的低位处，另外两个直线模组位于模组安装架的高位处，所述夹持

机构有两个并且并排安装于三个直线模组上，并与三个直线模组的滑块连接在一起，该两

个夹持机构用于夹持香蕉果穗两端突出的果轴，使果指悬吊在空中，并且通过滑块移动能

够调整两个夹持机构之间的距离，以适应不同长度的香蕉果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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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所述夹持机构包括一对弧状夹抓、两个电动推杆和弧状轨道；所述弧状轨

道的两侧面形成有相互对称且沿其轨迹方向延伸的弧形通槽，并嵌插有横穿两侧弧形通槽

的两个第一连接轴，所述第一连接轴能够在弧形通槽中滑动，所述弧状轨道的两端分别安

装有可转动的第二连接轴，两个电动推杆布置在弧状轨道的两侧，其中一个电动推杆的底

座铰接在弧状轨道其中一端的第二连接轴上，该电动推杆的推杆铰接在其中一个第一连接

轴上，另外一个电动推杆的底座铰接在弧状轨道另外一端的第二连接轴上，该电动推杆的

推杆铰接在另外一个第一连接轴上，使得两个第一连接轴在各自电动推杆的作用下能够在

弧形通槽中做相向或相背运动，一对弧状夹抓的一端通过销连接形成省力支点，并位于弧

状轨道上方，其另一端分别铰接在两个第一连接轴上，并位于两侧弧形通槽之间，该对弧状

夹抓相互配合形成一个环形包络圈，并能够随各自第一连接轴一起运动，在电动推杆的作

用下通过缩小环形包络圈来夹住香蕉果轴。

[0007] 进一步，所述弧状夹抓为多根抓指并排结构，其中一只弧状夹抓比另外一只弧状

夹抓多一根抓指，使得两只弧状夹抓的抓指能交叉配合。

[0008] 进一步，所述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包括轴承组、连杆、可调阻尼器及其安装座；所

述轴承组有四个，分别为第一轴承组、第二轴承组、第三轴承组、第四轴承组，第一轴承组与

第二轴承组之间通过连杆连接，第二轴承组与第三轴承组之间通过连杆连接，第三轴承组

与第四轴承组之间通过连杆连接，第四轴承组与第一轴承组之间通过连杆连接，四个轴承

组和连杆形成一个四边形结构，其中，所述第一轴承组为四边形结构的最低点，并固定在小

车上，而该第一轴承组对角处的第三轴承组为四边形结构的最高点，并与模组安装架的一

端连接，所述安装座有两个，并分别安装在第一轴承组和第三轴承组的外侧，所述可调阻尼

器的两端分别铰接在两个安装座上，当香蕉果穗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震动时，上述四边形结

构会发生形变，第一轴承组和第三轴承发生相对运动，此时，通过可调阻尼器提供运动阻

力，以达到吸能减震的效果，进而维持整个香蕉果穗夹持的平稳性。

[0009] 进一步，所述第一轴承组与第二轴承组之间连接有一根连杆，所述第二轴承组与

第三轴承组之间连接有两根相互平行的连杆，所述第三轴承组与第四轴承组之间连接有一

根连杆，所述第四轴承组与第一轴承组之间连接有两根相互平行的连杆。

[0010] 进一步，所述第一轴承组、第二轴承组、第三轴承组、第四轴承组均由一根转轴及

装配在该转轴上的两个带座轴承和一个不带座轴承组成，其中，所述不带座轴承夹设在两

个带座轴承之间，并通过螺栓与两个带座轴承连接，所述安装座通过螺丝固定在相应轴承

组的转轴端面。

[0011] 进一步，位于中间的那个直线模组连接有动力源。

[0012] 进一步，所述模组安装架为V形结构。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与有益效果：

[0014] 1、本发明利用包络圈可调的弧状夹抓和位置可调的弧状轨道以适应不同粗细、不

同长度的香蕉果穗，使果指悬吊在空中，避免果指与其它表面因接触碰压摩擦造成的损伤，

并且弧状夹抓为省力杠杆，能降低电动推杆的能耗。

[0015] 2、本发明通过通过四个独立的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维持整体平衡，并且能降低田

间运输过程因地面不平导致的果指摆动和震动，从而改善了田间运输的稳定性与平顺性，

最终降低果指因碰压摩擦导致的机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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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自水平减震装置的立体图。

[0017] 图2为自水平减震装置的的主视图。

[0018] 图3为夹持机构的立体图。

[0019] 图4为夹持机构的主视图。

[0020] 图5为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的立体图。

[0021] 图6为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的主视图。

[0022] 图7为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所提供的用于香蕉果穗田间采运的自水平减震装置，

包括小车1、夹持机构2、直线模组3、模组安装架4和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所述四边形调平

减震机构5有四个，并分别独立安装于小车1的四个边角上，呈矩形分布，巧妙地运用平面四

点调平，当平面哪一侧偏高或偏低时，可以通过其可调阻尼器506的伸缩使整个平面平衡，

降低田间运输过程中香蕉果穗的震动，改善香蕉果穗运输过程中的稳定性与平顺性，从而

降低果指因碰压摩擦导致的机械损伤；将四个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分成两组，每组由不处

于对角线上的两个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组成，且每组的两个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之间连

接有一个呈V形的模组安装架4，两组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的两个模组安装架4之间连接有

三个相互平行的直线模组3，该三个直线模组3呈三角形分布，且中间的那个直线模组3位于

模组安装架4的低位处，并连接有动力源(图中未画出)，另外两个直线模组3位于模组安装

架4的高位处，所述夹持机构2有两个并且并排安装于三个直线模组3上，并与三个直线模组

3的滑块连接在一起，该两个夹持机构2用于夹持香蕉果穗两端突出的果轴，使果指悬吊在

空中，避免果指与其它表面因接触碰压摩擦造成损伤，并且通过滑块移动能够调整两个夹

持机构2之间的距离，以适应不同长度的香蕉果穗。

[0025] 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夹持机构2包括一对弧状夹抓201、两个电动推杆202和弧状

轨道203；所述弧状轨道203的两侧面形成有相互对称且沿其轨迹方向延伸的弧形通槽203‑

1，并嵌插有横穿两侧弧形通槽203‑1的两个第一连接轴203‑2，所述第一连接轴203‑2可在

弧形通槽203‑1中滑动，所述弧状轨道203的两端分别安装有可转动的第二连接轴203‑3，两

个电动推杆202布置在弧状轨道203的两侧，其中一个电动推杆202的底座202‑1铰接在弧状

轨道203其中一端的第二连接轴203‑3上，该电动推杆202的推杆202‑2铰接在其中一个第一

连接轴203‑2上，另外一个电动推杆202的底座202‑1铰接在弧状轨道203另外一端的第二连

接轴203‑3上，该电动推杆202的推杆202‑2铰接在另外一个第一连接轴203‑2上，使得两个

第一连接轴203‑2在各自电动推杆202的作用下能够在弧形通槽203‑1中做相向或相背运

动，一对弧状夹抓201的一端通过销201‑1连接形成省力支点，并位于弧状轨道203上方，其

另一端分别铰接在两个第一连接轴203‑2上，并位于两侧弧形通槽203‑1之间，该对弧状夹

抓201相互配合形成一个环形包络圈，并可随各自第一连接轴203‑2一起运动，当香蕉果轴

穿过该环形包络圈时，电动推杆202会同时向外扩伸，两个第一连接轴203‑2会同时向弧形

通槽203‑1两端移动，包络圈会不断缩小，直到两个弧状夹抓201紧紧夹住香蕉果轴，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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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动推杆202的伸缩，可改变环形包络圈的大小，以适应不同形状、直径大小的香蕉果

轴，当电动推杆202维持收紧的初始状态，两个弧状夹抓201保持最大展开状态；其中，所述

弧状夹抓201为多根抓指并排结构，其中一只弧状夹抓201比另外一只弧状夹抓201多一根

抓指，使得两只弧状夹抓201的抓指能交叉配合。

[0026] 如图5至图7所示，所述四边形调平减震机构5包括轴承组、连杆505、可调阻尼器

506及其安装座507；所述轴承组有四个，分别为第一轴承组501、第二轴承组502、第三轴承

组503、第四轴承组504，每个轴承组均由一根转轴5001及装配在该转轴5001上的两个带座

轴承5002和一个不带座轴承5003组成，所述不带座轴承5003夹设在两个带座轴承5002之

间，并通过螺栓与两个带座轴承5002连接，两两轴承组之间通过连杆505连接，具体是第一

轴承组501与第二轴承组502之间连接有一根连杆505，所述第二轴承组502与第三轴承组

503之间连接有两根相互平行的连杆505，所述第三轴承组503与第四轴承组504之间连接有

一根连杆505，所述第四轴承组504与第一轴承组501之间连接有两根相互平行的连杆505，

四个轴承组和连杆形成一个四边形结构，其中，所述第一轴承组501为四边形结构的最低

点，并固定在小车1上，而该第一轴承组501对角处的第三轴承组503为四边形结构的最高

点，并与模组安装架4的一端连接，所述安装座507有两个，并分别安装在第一轴承组501和

第三轴承组503的外侧，具体是通过螺丝固定在轴承组的转轴端面，所述可调阻尼器506的

两端分别铰接在两个安装座507上，当香蕉果穗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震动时，上述四边形结构

会发生形变，第一轴承组501和第三轴承503发生相对运动，此时，通过可调阻尼器506提供

运动阻力，以达到吸能减震的效果，进而维持整个香蕉果穗夹持的平稳性。

[0027] 以上所述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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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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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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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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10

CN 112046581 B

10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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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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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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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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