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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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524065.9

(22)申请日 2019.06.18

(71)申请人 南京林业大学

地址 210037 江苏省南京市龙蟠路159号

(72)发明人 许林云　吴冠宇　闵枝清　周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科亿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50

代理人 王清义

(51)Int.Cl.

A01D 46/2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

(57)摘要

本技术涉及农林机械技术领域，提供一种梳

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主要用于矮化密植种植模

式枣园红枣的机械化连续采收,可有效防止红枣

掉落；包括沿纵向开设有通过槽的底盘，设置在

底盘下面的行走装置，固联在底盘上、前端敞口

后端开口的机架，设置在机架上、用于汇集、收

纳、卸载红枣的收集装置，设置在底盘上的一对

接果装置，设置在底盘上、位于接果装置两侧、用

于将红枣输送至收集装置的一对输送装置，设置

在机架内、位于接果装置上方、用于对红枣植株

施加激振作用的一对激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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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其特征是，包括沿纵向开设有通过槽的底盘，设置在底

盘下面的行走装置，固联在底盘上、前端敞口后端开口的机架，设置在机架上、用于汇集、收

纳、卸载红枣的收集装置，设置在底盘上的一对接果装置，设置在底盘上、位于接果装置两

侧、用于将红枣输送至收集装置的一对输送装置，设置在机架内、位于接果装置上方、用于

对红枣植株施加激振作用的一对激振装置；接果装置包括固联在通过槽槽口上的鱼鳞板固

定底板，摆动设置在鱼鳞板固定底板上、侧缘顺序叠合并均布在鱼鳞板固定底板上的鱼鳞

板，鱼鳞板上翘，其板尾指向通过槽槽中，在鱼鳞板板头和鱼鳞板固定底板之间设置有用于

使鱼鳞板具有复位趋势的复位弹簧，一侧接果装置鱼鳞板的板尾位于另一侧接果装置鱼鳞

板的板尾上面；激振装置包括移动时沿机架横向、移动设置在机架内的梳刷筒固定架，上下

振动设置在梳刷筒固定架内的梳刷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其特征是，接果装置包括固联在通过

槽槽口上的下梁，固联在下梁上的鱼鳞板固定底板，通过销轴连接转动设置在鱼鳞板固定

底板上的鱼鳞板，在鱼鳞板固定底板上以销轴为中心开设有导向腰形槽，在鱼鳞板上固联

导向销，导向销与导向腰形槽构成导槽滑块副，在鱼鳞板固定底板和导向销之间设置复位

弹簧；导向腰形槽的圆心角为28°～3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其特征是，激振装置包括沿机架横向

固联在机架上的导轨，由梳刷筒间距调节机构驱动移动设置在导轨上的滑台，固联在滑台

下面竖向的梳刷筒固定架和直线导轨，梳刷筒固定架和直线导轨由外向内横向布设在机架

内，还包括由激振电机驱动、转动设置在滑台上的曲柄块，由曲柄块驱动、与直线导轨构成

曲柄滑块机构的滑块，固联在滑块下面的梳刷筒，梳刷筒的梳刷筒轴下端移动设置在位于

梳刷筒固定架下端的直线轴承内，在直线轴承和梳刷筒轴的轴台之间设置有用于吸收梳刷

筒向下运动所产生冲击力的减震弹簧。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其特征是，梳刷筒间距调节机构

为设置在滑台和导轨之间的液压缸。

5.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其特征是，曲柄块上开设有两个

连接孔用于与曲柄滑块机构的连杆铰接以调节滑块的行程，两个连接孔至曲柄块旋转中心

的距离分别为7mm～9mm与11mm～13mm，曲柄块的转速为0～30r／s。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其特征是，输送装置包括由机架内部

两侧前端始沿底盘纵向向后延伸继而上翘并穿过机架顶的输送装置外壳，由输送电机驱

动、移动设置在输送装置外壳上的传送带，沿传送带的横向均布在传送带外表面上的传送

带挡条，滚动设置在传送带上、位于输送装置外壳折弯处用于调节传送带张紧度的压紧轮；

传送带和传送带挡条皆由PVC材料制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其特征是，收集装置包括用于汇集红

枣至输送装置的汇集挡板，固联在输送装置顶端下方用于收纳、卸载红枣的收集箱，设置在

输送装置旁边用于吹除红枣中参杂的杂质的风选装置；汇集挡板包括固联在机架内的机身

挡板，固联在底盘上分别位于输送装置前端、外侧、内侧的传送带前挡板、传送带侧挡板、传

送带间挡板，固联在底盘上位于接果装置外侧的挡板；传送带前挡板、传送带侧挡板、传送

带间挡板围成的板槽槽口尺寸大于槽底尺寸，挡板与传送带间挡板固联且向外倾斜；传送

带位于板槽槽底的下面，鱼鳞板板头位于板槽槽口的上面、挡板的下面；收集箱为口大底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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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敞口箱体，在后侧板上开设至收集箱箱底的卸料槽，在卸料槽上移动设置抽取式盖板，在

卸料槽处固联果实落料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其特征是，机架前端沿目视方向倾

斜；地面至机架的有效高度为2m～2.2m，后端开口净宽为1.5m~1.7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其特征是，还包括动力系统，动力系

统包括机设置在底盘上的动力箱和设置在机架上面的发电机；动力箱内部设置有发动机、

用于将发动机输出的动力传导至发电机及行走装置的变速箱；发电机为激振装置、输送装

置、风选装置提供电力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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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技术涉及农林机械技术领域，提供一种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主要用于矮化

密植种植模式枣园红枣的机械化连续采收,可有效防止红枣掉落。

背景技术

[0002] 2010年至2014年，我国林果产量中干果产量从743万吨增长至1148万吨，其中红枣

占有很大比例。

[0003] 除韩国、哈撒克斯坦等国家种植红枣外，全世界红枣的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国，

且集中分布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地，这些产地的红枣产量占比全国红枣

年产量超90%。中国红枣产量从1999年10万吨，到2015年540万吨，十五年来红枣产量不断增

长，在我国农林经济中发挥重要意义。

[0004] 目前，新疆红枣种植面积已突破600万亩，总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50%以上。20世纪

80年代，国家大力推广红枣矮化种植模式，作为一种新型栽培模式，将大株稀疏乔木转变为

矮小紧凑的近似于小灌木植物，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已发展成为枣类种植的新模式。受土

壤、气候、环境等差异的影响，新疆各区域并未形成统一的种植模式，不同地域的枣园行距

株距均有差异。

[0005] 一般地，红枣种植田分为等行距田地与宽窄行田地，等行距多为1.5m~2.25m，宽窄

行为1.5m×0.7m或2.25m×0.7m，每亩植株量可达100株~600株，最多可达1000株。作为落叶

小乔木，稀灌木的典型代表，随着种植方式的转变，加之以整形与修剪，矮化密植枣田中树

形已趋于稳定，已形成开心型、疏散分层型、自由纺锤形等主要树形。不同树形果树尺寸较

为一致，树高一般可达1.5m~2m，冠幅约有1.2m~1.5m。而目前新疆地区广泛采用的人工采摘

模式随着人力成本的不断增加，能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及保障品质的机械化采收方式无疑是

未来林果采收的发展趋势。

[0006] 应用矮化密植种植模式的枣园，枣树种植密集，供机械作业空间有限，常规大型机

械难以进入枣园进行机械化作业。目前国内外已有的林果机械采收设备体积较大，难以满

足单株果树的连续采收，且尚未出现适宜我国林地种植情况且具备中国特色的采收机具。

发明内容

[0007] 本技术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主要用于矮化密植种植模式枣

园红枣的机械化连续采收,可有效防止红枣掉落。

[0008] 本技术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包括沿纵向开设有通过槽的底盘，设置在底盘下面的行

走装置，固联在底盘上、前端敞口后端开口的机架，设置在机架上、用于汇集、收纳、卸载红

枣的收集装置，设置在底盘上、用于承接红枣的一对接果装置，设置在底盘上、位于接果装

置两侧、用于将红枣输送至收集装置的一对输送装置，设置在机架内、位于接果装置上方、

用于对红枣植株施加激振作用以振动采收红枣的一对激振装置；接果装置包括固联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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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槽口上的鱼鳞板固定底板，摆动设置在鱼鳞板固定底板上、侧缘顺序叠合并均布在鱼鳞

板固定底板上的鱼鳞板，鱼鳞板上翘，其切缘圆滑的板尾指向通过槽槽中，在鱼鳞板板头和

鱼鳞板固定底板之间设置有用于使鱼鳞板具有复位趋势的复位弹簧，一侧接果装置鱼鳞板

的板尾位于另一侧接果装置鱼鳞板的板尾上面；激振装置包括移动时沿机架横向、移动设

置在机架内的梳刷筒固定架，上下振动设置在梳刷筒固定架内的梳刷筒。

[0009] 本技术的有益效果是：

使用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进行红枣采收作业时，行走装置迎向待采收枣树，在

枣树树干的作用下，接果装置与树干靠接的鱼鳞板往后摆动、退让并卡持树干，接果装置与

树干不靠接的鱼鳞板仍然处于一侧接果装置鱼鳞板的板尾位于另一侧接果装置鱼鳞板的

板尾上面，事实上是接果装置将枣树隔离为机内和机外两部分，红枣采收作业在机内；

随着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持续前行作业，待采收枣树经过激振装置作用区间，在激

振装置梳刷筒的激振作用下，在采收枣树上的红枣被振落，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持续前

行作业越过已采收的枣树；

随着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前行，树干由前往后依次通过各鱼鳞板，刚脱离卡持树干

的鱼鳞板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迅即回复至鱼鳞板的初始状态；

在激振装置作用区间，根据枣树树冠直径调节两个梳刷筒的间距，保证激振采收作业

效果；

激振装置作用振落的红枣，主要落在输送装置和接果装置上，落在接果装置上的红枣

沿上翘的鱼鳞板导流、汇集至输送装置；

红枣由输送装置自机内运输至机外后，落至收集装置予以临时储存。

[0010]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可用于矮化密植种植模式枣园红枣的机械化连续采

收,有效防止红枣掉落。

[0011]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接果装置1包括固联在通过槽槽口上的下梁，固联在

下梁上的鱼鳞板固定底板，通过销轴连接转动设置在鱼鳞板固定底板上的鱼鳞板，在鱼鳞

板固定底板上以销轴为中心开设有导向腰形槽，在鱼鳞板上固联导向销，导向销与导向腰

形槽构成导槽滑块副，在鱼鳞板固定底板和导向销之间设置复位弹簧；导向腰形槽的圆心

角为28°～32°。

[0012]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激振装置包括沿机架横向固联在机架上的导轨，由

梳刷筒间距调节机构驱动移动设置在导轨上的滑台，固联在滑台下面竖向的梳刷筒固定架

和直线导轨，梳刷筒固定架和直线导轨由外向内横向布设在机架内，还包括由激振电机驱

动、转动设置在滑台上的曲柄块，由曲柄块驱动、与直线导轨构成曲柄滑块机构的滑块，固

联在滑块下面的梳刷筒，梳刷筒的梳刷筒轴下端移动设置在位于梳刷筒固定架下端的直线

轴承内，在直线轴承和梳刷筒轴的轴台之间设置有用于吸收梳刷筒向下运动所产生冲击力

的减震弹簧。

[0013]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梳刷筒间距调节机构为设置在滑台和导轨之间的液

压缸。

[0014]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曲柄块上开设有两个连接孔用于与曲柄滑块机构的

连杆铰接以调节滑块的行程，两个连接孔至曲柄块旋转中心的距离分别为7mm～9mm与11mm

～13mm，曲柄块的转速为0～30r／s（转／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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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两个连接孔至曲柄块旋转中心的距离分别为7mm～9mm与11mm～13mm，事实上是梳

刷筒的振幅具有两个选择，以适应与枣树具有不同结合强度的红枣激振采收；曲柄块的转

速在0～30r／s（转／秒）之间可调，事实上是梳刷筒的振动频率在0～30Hz之间可调，以满足

不同激振采收速度的需求；同时也避免由于梳刷筒的振幅过大和（或）振动频率过高，对于

红枣及枣树造成损伤。

[0016]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输送装置包括由机架内部两侧前端始沿底盘纵向向

后延伸继而上翘并穿过机架顶的输送装置外壳，由输送电机驱动、移动设置在输送装置外

壳上的传送带，沿传送带的横向均布在传送带外表面上的传送带挡条，滚动设置在传送带

上、位于输送装置外壳折弯处用于调节传送带张紧度的压紧轮；传送带和传送带挡条皆由

PVC材料制成。

[0017] 输送装置采用带传动方式，将红枣输送至高处，压紧轮设置在于输送装置外壳折

弯处，给传送带以足够的张紧力，保证输送装置的正常工作；传送带挡条与传送带选用PVC

材料，硬度适中，不易发生变形，又具有一定的弹性，能防止红枣损伤；传送带挡条固联于传

送带上，以降低红枣在高处传送时掉落的可能性。

[0018]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收集装置包括用于改变红枣的运动方向致红枣汇集

至输送装置的汇集挡板，固联在输送装置顶端下方用于收纳、卸载红枣的收集箱，设置在输

送装置旁边用于吹除红枣中参杂的杂质的风选装置；汇集挡板包括固联在机架内的机身挡

板，固联在底盘上分别位于输送装置前端、外侧、内侧的传送带前挡板、传送带侧挡板、传送

带间挡板，固联在底盘上位于接果装置外侧的挡板；传送带前挡板、传送带侧挡板、传送带

间挡板围成的板槽槽口尺寸大于槽底尺寸，挡板与传送带间挡板固联且向外倾斜；传送带

位于板槽槽底的下面，鱼鳞板板头位于板槽槽口的上面、挡板的下面；收集箱为口大底小的

敞口箱体，在后侧板上开设至收集箱箱底的卸料槽，在卸料槽上移动设置抽取式盖板，在卸

料槽处固联果实落料槽。

[0019] 设置风选装置吹除红枣中参杂的杂质，利于提高红枣产品的品质；设置汇集挡板，

即时自动将散落在接果装置和输送装置外的红枣汇集至输送装置，避免红枣在机内堆积；

选用口大底小的敞口箱体的收集箱，利于红枣卸货，防止红枣在收集箱角落堆积造成卸货

不彻底。

[0020]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地面至机架的有效高度为2m～2.2m，后端开口净宽

为1.5m~1.7m。

[0021]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还包括动力系统，动力系统包括机设置在底盘上的

动力箱和设置在机架上面的发电机；动力箱内部设置有发动机、用于将发动机输出的动力

传导至发电机及行走装置的变速箱；发电机为激振装置、输送装置、风选装置提供电力输

入。

附图说明

[0022] 图1 是一种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的结构示意图视角1；

图2是一种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的结构示意图视角2；

图3是一种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的结构示意图视角3；

图4是一种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的结构示意图视角4；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10073813 A

6



图5是机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接果装置的结构示意图视角1；

图7是接果装置的结构示意图视角2；

图8是激振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图8的侧视图；

图10 是曲柄块的结构示意图；

图11 是设置在机架内的输送装置示意图；

图12 是输送装置示意图；

图13 是收集装置示意图视角1；

图14 是收集装置示意图视角2；

图15 是收集装置示意图视角3；

图16 是动力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技术作进一步说明：

参见图1-图3、图5、图14所示的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后述也简称为采收机），包括沿

纵向开设有通过槽91的底盘9，设置在底盘9下面的行走装置7，固联在底盘9上、前端敞口81

后端开口82的机架8，设置在机架8上、用于汇集、收纳、卸载红枣的收集装置6，设置在底盘9

上、用于承接红枣的一对接果装置1，设置在底盘9上、位于接果装置1两侧、用于承接由接果

装置导流而来的红枣并将红枣输送至收集装置6的一对输送装置2，设置在机架8内、位于接

果装置1上方、用于对红枣植株（枣树）施加激振作用以振动采收红枣的一对激振装置3。

[0024] 行走装置7包括转动设置在底盘9下面的前轮71、后轮72各一对。前轮71、后轮72皆

为独立悬挂，前轮71用于实现采收机转弯与掉头，后轮72用于实现采收机的驱动。

[0025] 驾驶室4设置在机架8上面，位于机架8前部。

[0026] 机架8由空心钢管焊接而成，机架8前端沿目视方向呈一定斜度倾斜，便于驾驶员

观察采收过程，实时调整行进速度与采收机位置。地面至机架8上口的有效高度为2m～

2.2m，后端开口82净宽为1.5m~1.7m。本案中，取地面至机架8的有效高度为2.2m，后端开口

82净宽为1.7m。

[0027] 又参见图6、图7所示，接果装置1包括固联在通过槽91槽口上的鱼鳞板固定底板

13，摆动设置在鱼鳞板固定底板13上、侧缘顺序叠合并均布在鱼鳞板固定底板13上的鱼鳞

板11，鱼鳞板11上翘，其切缘圆滑的板尾111指向通过槽91槽中，在鱼鳞板11板头112和鱼鳞

板固定底板13之间设置有用于使鱼鳞板11具有复位趋势的复位弹簧15，一侧接果装置1鱼

鳞板11的板尾111位于另一侧接果装置1鱼鳞板11的板尾111上面。

[0028] 接果装置1有对称布设的两个，具体实施时，在通过槽91槽口上凹设安装槽92，在

安装槽92固联下梁14，在下梁14上固联鱼鳞板固定底板13。在鱼鳞板固定底板13和鱼鳞板

11板头112上开设销轴孔132，使用销轴12、通过销轴孔132、鱼鳞板11摆动设置在鱼鳞板固

定底板13上。

[0029] 在鱼鳞板固定底板13上以销轴为中心开设有导向腰形槽131，在鱼鳞板11上固联

导向销133，导向销133与导向腰形槽131构成导槽滑块副，在鱼鳞板固定底板13和导向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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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之间设置复位弹簧15，图示中，复位弹簧15的两端分别设置在相邻两片鱼鳞板11中前一

片鱼鳞板11的销轴和后一片鱼鳞板11的导向销上；导向腰形槽131的圆心角为28°～32°以

限制鱼鳞板11的最大旋转角度，保证红枣不会于相邻鱼鳞板转动过程形成的间隙中掉落。

本案中，取导向腰形槽131的圆心角为30°,  复位弹簧15为拉簧，在不受树干施加的外力作

用时，鱼鳞板11与鱼鳞板固定底板13垂直。

[0030] 在鱼鳞板11受树干的作用退让、旋转过程中，复位弹簧15被拉长，发生弹性变形，

当枣树通过鱼鳞板11时，在复位弹簧15拉力的作用下，鱼鳞板11恢复至初始位置。下梁14呈

一定倾斜角度，实现鱼鳞板11上翘，以保证红枣掉落至鱼鳞板11上时能顺利滑落至输送装

置2上。

[0031] 又参见图8、图9、图10所示，激振装置3包括移动时沿机架8横向、移动设置在机架8

内的梳刷筒固定架32，上下振动设置在梳刷筒固定架32内的梳刷筒320。

[0032] 激振装置3有对称布设的两个，具体实施时，激振装置3包括沿机架8横向固联在机

架8上的导轨36，由梳刷筒间距调节机构驱动移动设置在导轨36上的滑台317，固联在滑台

317下面竖向的梳刷筒固定架32和直线导轨313，梳刷筒固定架32和直线导轨313由外向内

横向布设在机架8内。还包括安装在滑台317上的激振电机37，由激振电机37驱动、转动设置

在滑台317上的曲柄块311，由曲柄块311驱动、与直线导轨313构成曲柄滑块机构的滑块

314，固联在滑块314下面的梳刷筒320，梳刷筒320的梳刷筒轴35下端移动设置在位于梳刷

筒固定架32下端的直线轴承316内，在直线轴承316和梳刷筒轴35的轴台318之间设置有用

于吸收梳刷筒向下运动所产生冲击力的减震弹簧31。

[0033] 即，激振电机37安装在滑台317上，联轴器38一端与激振电机37输出轴相连，另一

端与传动轴39相连。传动轴39通过带座轴承310实现轴向定位与同轴度的要求。曲柄块311、

连杆312、直线导轨313、滑块314构成曲柄滑块机构，曲柄块311与传动轴39垂直、固联，连杆

312的上端使用双头螺柱、防松螺母通过曲柄块311上的连接孔3111转动设置在曲柄块311

上，连杆312的下端摆动设置在滑块314上，连杆312下端的阶梯孔中安装轴承为连杆312提

供摆动支撑，滑块314移动设置在直线导轨313上。

[0034] 激振电机37为调速电机，转速在0～30r／s（转／秒）之间可调，事实上是梳刷筒的振

动频率在0Hz～30Hz之间可调，以满足不同激振采收速度的需求；同时也避免由于梳刷筒的

振幅过大和（或）振动频率过高，对于红枣造成损伤。

[0035] 曲柄块311有两个连接孔3111用于与连杆312连接，以实现激振振幅的调节。两个

连接孔3111与曲柄块311旋转中心的距离分别为7mm～9mm与11mm～13mm，事实上是梳刷筒

的振幅具有两个选择，以适应与枣树具有不同结合强度的红枣激振采收。本案中，取两个连

接孔3111与曲柄块311旋转中心的距离分别为8mm与12mm。

[0036] 梳刷筒320为现有技术，简述：梳刷筒320包括上端与滑块314铰接、下端移动设置

在直线轴承316内的梳刷筒轴35，沿梳刷筒轴35的轴向均布在梳刷筒轴35上的若干圆盘34

（图示中，每个梳刷筒320具有10个圆盘34），沿圆盘34的周向均布在圆盘34上的若干由弹性

材料制成的梳刷棒33。具体安装时，左右两个梳刷筒320的梳刷棒33可以相对布置，也可以

交错布置，本案中采用左右两个梳刷筒320的梳刷棒33相对布置的安装方式。

[0037] 铰接在滑台和导轨之间的液压缸315为梳刷筒间距调节机构。两液压缸315水平布

置，当两梳刷筒间距需增大时，左侧液压缸315伸长，与左侧液压缸315相连的左侧滑台36向

说　明　书 5/7 页

8

CN 110073813 A

8



左滑移，同时右侧液压缸315伸长，与右侧液压缸315相连的右侧滑台36向右滑移，以实现增

大梳刷筒间距的目的；当两梳刷筒间距需减小时，左侧液压缸315缩短，与左侧液压缸315相

连的左侧滑台36向右滑移，同时右侧液压缸315缩短，与右侧液压缸315相连的右侧滑台36

向左滑移，达到减小梳刷筒间距的目的。

[0038] 又参见图11、图12所示，输送装置2有对称布设的两个，每个输送装置2包括由机架

8内部两侧前端始沿底盘9纵向向后延伸继而上翘并穿过机架8顶的输送装置外壳22，由输

送电机21驱动、移动设置在输送装置外壳22上的传送带25，沿传送带25的横向均布在传送

带25外表面上的传送带挡条24，滚动设置在传送带25上、位于输送装置外壳22折弯处用于

调节传送带25张紧度的压紧轮23；传送带25和传送带挡条24皆由PVC材料制成。

[0039] 由于输送高程的需要，输送电机21安装于固联在机架8顶部的安装平台26上。

[0040] 又参见图13、图14、图15所示，收集装置6包括用于汇集红枣至输送装置2的汇集挡

板，固联在输送装置2顶端下方用于收纳、卸载红枣的收集箱63，设置在输送装置2旁边用于

吹除红枣中参杂的杂质的风选装置；汇集挡板包括固联在机架8内的机身挡板68，固联在底

盘9上分别位于输送装置2前端、外侧、内侧的传送带前挡板65、传送带侧挡板66、传送带间

挡板67，固联在底盘上位于接果装置1外侧的挡板69；传送带前挡板65、传送带侧挡板66、传

送带间挡板67围成的板槽601槽口尺寸大于槽底尺寸，挡板69与传送带间挡板67固联且向

外倾斜；传送带25位于板槽601槽底的下面，鱼鳞板11板头位于板槽601槽口的上面、挡板69

的下面；收集箱63为口大底小的敞口箱体，在后侧板上开设至收集箱63箱底的卸料槽602，

在卸料槽602上移动设置抽取式盖板62，在卸料槽602处固联果实落料槽61。

[0041] 风选装置为设置在安装平台26上的风机64。

[0042] 又参见图16所示，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还包括动力系统5，动力系统5包括

机设置在底盘9上的动力箱51和设置在机架8上面的发电机52。

[0043] 动力箱51位于采收机机身后侧，内部主要设置有发动机、用于将发动机输出的动

力传导至发电机及后轮72的变速箱（图中未示出）。

[0044] 发电机52为激振电机37、输送电机21、风机64、液压系统提供电力输入。

[0045] 使用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进行红枣采收作业时：

根据枣树树冠直径，通过梳刷筒间距调节机构调节梳刷筒间距；

根据红枣与枣树的结合强度和采收速度确定梳刷筒的振幅和激振电机的转速；

行走装置迎向待采收枣树，在枣树树干的作用下，接果装置与树干靠接的鱼鳞板往后

摆动、退让并卡持树干，接果装置与树干不靠接的鱼鳞板仍然处于一侧接果装置1鱼鳞板11

的板尾位于另一侧接果装置1鱼鳞板11的板尾上面，事实上是接果装置将枣树隔离为机内

和机外两部分，红枣采收作业在机内；

随着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持续前行作业，待采收枣树经过激振装置作用区间，在激

振装置梳刷筒的激振作用下，在采收枣树上的红枣被振落，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持续前

行作业越过已采收的枣树；

随着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前行，树干由前往后依次通过各鱼鳞板，刚脱离卡持树干

的鱼鳞板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迅即回复至鱼鳞板的初始状态；

在激振装置作用区间，根据枣树树冠直径调节两个梳刷筒的间距，保证激振采收作业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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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振装置作用振落的红枣，配合汇集挡板的作用，落在输送装置和接果装置上，落在接

果装置上的红枣沿上翘的鱼鳞板导流、汇集至输送装置；

红枣由输送装置自机内运输至机外后，落至收集箱予以临时储存，此时抽取式盖板封

堵卸料槽；

当需要卸货时，抽出抽取式盖板，在重力作用下，红枣滑落至收集箱外。

[0046]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不仅适用于矮化枣树的红枣采收，也适用于其他如

核桃、咖啡等果实的采收。

[0047] 本技术的有益效果是：

上述梳刷激振式红枣采收机，可用于矮化密植种植模式枣园红枣的机械化连续采收,

有效防止红枣掉落。

[0048] 除适用于矮化密植枣树外，还可用于其他如核桃、咖啡等果实的采收，有较好的普

适性。

[0049] 梳刷筒间距可调，可适应不同冠幅尺寸的果树采收，防止果树通过采收机中间通

道时所产生的卡阻现象。

[0050] 激振频率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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