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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包

括：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台根据导航路线进行行

走，控制模块通过感知模块采集预设区域的枸杞

红果图像，判断枸杞红果是否满足采摘要求，若

是，对枸杞枝条进行定位，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

台停止行走，控制模块控制移动模块将采摘模块

移动到枸杞枝条坐标的预设范围内，再通过定位

模块对枸杞红果进行坐标定位，得到枸杞红果坐

标，指令控制采摘模块基于枸杞红果坐标对枸杞

红果进行采摘，控制模块通过采摘率获取模块枸

杞红果的采净率，将枸杞红果的采净率与预设的

采净率阈值进行比较，当枸杞红果的采净率达到

采净率阈值时，控制模块指令控制采摘模块停止

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控制移动平台根据导航路

线继续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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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平台、移动模块、感知模块、定位

模块、采摘模块、采摘率获取模块和控制模块，移动模块、感知模块、定位模块、采摘模块、采

摘率获取模块和控制模块设于移动平台上，采摘模块设于移动模块上；

感知模块，用于采集预设区域内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像判断预设

区域内的枸杞红果是否满足采摘要求，当判断结果为是时，对枸杞枝条进行坐标定位，得到

枸杞枝条坐标；

采摘模块，用于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

定位模块，用于对枸杞红果进行坐标定位，得到枸杞红果坐标；

采摘率获取模块，用于采集预设区域内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像获

取枸杞红果的采净率；

控制模块分别与移动模块、感知模块、定位模块、采摘率获取模块和采摘模块通信连

接；

控制模块中存储有导航路线，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台根据导航路线进行行走，控制模

块通过感知模块采集预设区域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像判断预设区域内

的枸杞红果是否满足采摘要求，当判断结果为是时，对枸杞枝条进行定位，得到枸杞枝条坐

标，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台停止行走，并控制移动模块将采摘模块移动到枸杞枝条坐标的

预设范围内，再通过定位模块对枸杞红果进行坐标定位，得到枸杞红果坐标，指令控制采摘

模块基于枸杞红果坐标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控制模块通过采摘率获取模块枸杞红果的采

净率，并将枸杞红果的采净率与预设的采净率阈值进行比较，当枸杞红果的采净率达到采

净率阈值时，控制模块指令控制采摘模块停止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并控制移动平台根据

导航路线继续行走；

所述感知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双目视觉摄像头采集枸杞红果图像；

对枸杞红果图像中枸杞红果进行分离，并提取枸杞红果的几何形状；

将枸杞红果几何形状的几何中心的空间坐标替代枸杞的实际空间坐标，得到枸杞红果

空间坐标；

根据枸杞红果空间坐标获取枸杞红果数量，将枸杞红果数量与预设阈值进行比较，当

枸杞红果数量大于预设阈值时，判断满足采摘要求，通过抓取单目摄像头采集枸杞红果所

处的枸杞枝条图像；

对枸杞枝条图像进行去噪处理；

提取枸杞枝条图像中枸杞枝条部分，得到枸杞枝条坐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双目摄像头采集枸杞枝条上枸杞红果图像；

对枸杞红果图像中枸杞进行分离，并提取枸杞的几何形状；

将枸杞几何形状的几何中心的空间坐标替代枸杞的实际空间坐标，得到枸杞的空间坐

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摘模块，具体用于：

对枸杞枝条进行拉起，直到目标枸杞枝条被拉起的高度达到预设的采摘高度时，停止

对目标枸杞枝条进行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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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枸杞的空间坐标规划采摘运动路线，根据采摘运动路线对枸杞枝条上的枸杞红果

进行采摘。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摘模块，具体用于：

通过双目摄像机实时获取目标枸杞枝条被拉起的高度；

将目标枸杞枝条被拉起的高度与预设的采摘高度进行比较，当目标枸杞枝条被拉起的

高度达到预设的采摘高度时，停止对目标枸杞枝条进行拉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模块为机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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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果实采摘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对枸杞红果采摘的方式分为人工采摘和机械采摘。机械采机包括震动式采

摘机、梳理式采摘机、剪切式采摘机、气吸式枸杞采摘机。但是，震动式采摘机的缺点是机械

振动容易引起手腕疲劳，使采摘者的持续工作能力大大降低，梳理式采摘机的主要问题是

枸杞枝条韧性大，果柄柔软，花和果实分布相互穿插无规律，采摘机具仅能使部分成熟枸杞

脱落，还会将花朵抨下，剪切式采摘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易将成熟枸杞切破，将未成熟枸

杞、花朵、叶片、枝条茎秆剪切下来或割伤，影响枸杞后续生长和总产量，气吸式枸杞采摘机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机具产生的气压大小和量比较有限，气压经过气管时产生很大阻力，从

而造成压力损失，有时不能将目标枸杞采摘下来，同时震动式采摘机、梳理式采摘机、剪切

式采摘机、气吸式枸杞采摘机对人员数量要求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

[0004]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包括：移动平台、移动模块、感知模块、定

位模块、采摘模块、采摘率获取模块和控制模块，移动模块、感知模块、定位模块、采摘模块、

采摘率获取模块和控制模块设于移动平台上，采摘模块设于移动模块上；

[0005] 感知模块，用于采集预设区域内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像判断

预设区域内的枸杞红果是否满足采摘要求，当判断结果为是时，对枸杞枝条进行坐标定位，

得到枸杞枝条坐标；

[0006] 采摘模块，用于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

[0007] 定位模块，用于对枸杞红果进行坐标定位，得到枸杞红果坐标；

[0008] 采摘率获取模块，用于采集预设区域内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

像获取枸杞红果的采净率；

[0009] 控制模块分别与移动模块、感知模块、定位模块、采摘率获取模块和采摘模块通信

连接；

[0010] 控制模块中存储有导航路线，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台根据导航路线进行行走，控

制模块通过感知模块采集预设区域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像判断预设区

域内的枸杞红果是否满足采摘要求，当判断结果为是时，对枸杞枝条进行定位，得到枸杞枝

条坐标，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台停止行走，并控制移动模块将采摘模块移动到枸杞枝条坐

标的预设范围内，再通过定位模块对枸杞红果进行坐标定位，得到枸杞红果坐标，指令控制

采摘模块基于枸杞红果坐标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控制模块通过采摘率获取模块枸杞红果

的采净率，并将枸杞红果的采净率与预设的采净率阈值进行比较，当枸杞红果的采净率达

到采净率阈值时，控制模块指令控制采摘模块停止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并控制移动平台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08718707 B

4



根据导航路线继续行走。

[0011] 优选地，所述感知模块，具体用于：

[0012] 通过双目视觉摄像头采集枸杞红果图像；

[0013] 对枸杞红果图像中枸杞红果进行分离，并提取枸杞红果的几何形状；

[0014] 将枸杞红果几何形状的几何中心的空间坐标替代枸杞的实际空间坐标，得到枸杞

红果空间坐标；

[0015] 根据枸杞红果空间坐标获取枸杞红果数量，将枸杞红果数量与预设阈值进行比

较，当枸杞红果数量大于预设阈值时，判断满足采摘要求，通过抓取单目摄像头采集枸杞红

果所处的枸杞枝条图像；

[0016] 对枸杞枝条图像进行去噪处理；

[0017] 提取枸杞枝条图像中枸杞枝条部分，得到枸杞枝条坐标。

[0018] 优选地，所述定位模块，具体用于：

[0019] 通过双目摄像头采集枸杞枝条上枸杞红果图像；

[0020] 对枸杞红果图像中枸杞进行分离，并提取枸杞的几何形状；

[0021] 将枸杞几何形状的几何中心的空间坐标替代枸杞的实际空间坐标，得到枸杞的空

间坐标。

[0022] 优选地，所述采摘模块，具体用于：

[0023] 对枸杞枝条进行拉起，直到目标枸杞枝条被拉起的高度达到预设的采摘高度时，

停止对目标枸杞枝条进行拉起；

[0024] 根据枸杞的空间坐标规划采摘运动路线，根据采摘运动路线对枸杞枝条上的枸杞

红果进行采摘。

[0025] 优选地，所述采摘模块，具体用于：

[0026] 通过双目摄像机实时获取目标枸杞枝条被拉起的高度；

[0027] 将目标枸杞枝条被拉起的高度与预设的采摘高度进行比较，当目标枸杞枝条被拉

起的高度达到预设的采摘高度时，停止对目标枸杞枝条进行拉起。

[0028] 优选地，所述移动模块为机械臂。

[0029] 本发明中，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台根据导航路线进行行走，控制模块通过感知模

块采集预设区域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像判断预设区域内的枸杞红果是

否满足采摘要求，当判断结果为是时，对枸杞枝条进行定位，得到枸杞枝条坐标，控制模块

控制移动平台停止行走，并控制移动模块将采摘模块移动到枸杞枝条坐标的预设范围内，

再通过定位模块对枸杞红果进行坐标定位，得到枸杞红果坐标，指令控制采摘模块基于枸

杞红果坐标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控制模块通过采摘率获取模块枸杞红果的采净率，并将

枸杞红果的采净率与预设的采净率阈值进行比较，当枸杞红果的采净率达到采净率阈值

时，控制模块指令控制采摘模块停止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并控制移动平台根据导航路线

继续行走。如此，通过对枸杞红果进行智能识别，由控制系统发出指令，由执行机构实施采

摘或另寻目标，智能化枸杞采摘机可以对最佳采摘期的熟果完成高效、及时、精准的采摘，

既保证了熟果的优良品质，又减少了误采青果造成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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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的模块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参照图1，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智能化枸杞采摘系统，包括：移动平台、移动模块、感

知模块、定位模块、采摘模块、采摘率获取模块和控制模块，移动模块、感知模块、定位模块、

采摘模块、采摘率获取模块和控制模块设于移动平台上，采摘模块设于移动模块上；

[0032] 感知模块，用于采集预设区域内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像判断

预设区域内的枸杞红果是否满足采摘要求，当判断结果为是时，对枸杞枝条进行坐标定位，

得到枸杞枝条坐标，具体用于：

[0033] 通过双目视觉摄像头采集枸杞红果图像；

[0034] 对枸杞红果图像中枸杞红果进行分离，并提取枸杞红果的几何形状；

[0035] 将枸杞红果几何形状的几何中心的空间坐标替代枸杞的实际空间坐标，得到枸杞

红果空间坐标；

[0036] 根据枸杞红果空间坐标获取枸杞红果数量，将枸杞红果数量与预设阈值进行比

较，当枸杞红果数量大于预设阈值时，判断满足采摘要求，通过抓取单目摄像头采集枸杞红

果所处的枸杞枝条图像；

[0037] 对枸杞枝条图像进行去噪处理；

[0038] 提取枸杞枝条图像中枸杞枝条部分，得到枸杞枝条坐标。

[0039] 采摘模块，用于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所述采摘模块，具体用于：

[0040] 对枸杞枝条进行拉起，直到目标枸杞枝条被拉起的高度达到预设的采摘高度时，

停止对目标枸杞枝条进行拉起；

[0041] 根据枸杞的空间坐标规划采摘运动路线，根据采摘运动路线对枸杞枝条上的枸杞

红果进行采摘，具体的，通过双目摄像机实时获取目标枸杞枝条被拉起的高度；

[0042] 将目标枸杞枝条被拉起的高度与预设的采摘高度进行比较，当目标枸杞枝条被拉

起的高度达到预设的采摘高度时，停止对目标枸杞枝条进行拉起。

[0043] 定位模块，用于对枸杞红果进行坐标定位，得到枸杞红果坐标，具体用于：

[0044] 通过双目摄像头采集枸杞枝条上枸杞红果图像；

[0045] 对枸杞红果图像中枸杞进行分离，并提取枸杞的几何形状；

[0046] 将枸杞几何形状的几何中心的空间坐标替代枸杞的实际空间坐标，得到枸杞的空

间坐标。

[0047] 采摘率获取模块，用于采集预设区域内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

像获取枸杞红果的采净率；

[0048] 控制模块分别与移动模块、感知模块、定位模块、采摘率获取模块和采摘模块通信

连接；

[0049] 控制模块中存储有导航路线，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台根据导航路线进行行走，控

制模块通过感知模块采集预设区域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像判断预设区

域内的枸杞红果是否满足采摘要求，当判断结果为是时，对枸杞枝条进行定位，得到枸杞枝

条坐标，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台停止行走，并控制移动模块将采摘模块移动到枸杞枝条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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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预设范围内，再通过定位模块对枸杞红果进行坐标定位，得到枸杞红果坐标，指令控制

采摘模块基于枸杞红果坐标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控制模块通过采摘率获取模块枸杞红果

的采净率，并将枸杞红果的采净率与预设的采净率阈值进行比较，当枸杞红果的采净率达

到采净率阈值时，控制模块指令控制采摘模块停止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并控制移动平台

根据导航路线继续行走，其中，所述移动模块为机械臂。

[0050] 在具体方案中，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台根据导航路线进行行走，双目摄像头实时

采集导航路线上的枸杞图像，并判断枸杞是否满足采摘条件，若满足，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

台停止行走，通过枸杞图像获取枸杞枝条位置，并控制机械臂将采摘模块移动至枸杞枝条

所在位置，再通过双目摄像头采集枸杞枝条上枸杞红果图像，对枸杞红果进行坐标定位，并

根据枸杞红果坐标制定采摘路线，控制模块控制采摘模块根据采摘路线对枸杞红果进行采

摘，直到枸杞红果的采净率达到采净率阈值时，停止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控制模块控制移

动平台根据导航路线继续行走。

[0051] 本实施方式中，控制模块控制移动平台根据导航路线进行行走，控制模块通过感

知模块采集预设区域的枸杞红果图像，并根据所述枸杞红果图像判断预设区域内的枸杞红

果是否满足采摘要求，当判断结果为是时，对枸杞枝条进行定位，得到枸杞枝条坐标，控制

模块控制移动平台停止行走，并控制移动模块将采摘模块移动到枸杞枝条坐标的预设范围

内，再通过定位模块对枸杞红果进行坐标定位，得到枸杞红果坐标，指令控制采摘模块基于

枸杞红果坐标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控制模块通过采摘率获取模块枸杞红果的采净率，并

将枸杞红果的采净率与预设的采净率阈值进行比较，当枸杞红果的采净率达到采净率阈值

时，控制模块指令控制采摘模块停止对枸杞红果进行采摘，并控制移动平台根据导航路线

继续行走。如此，通过对枸杞红果进行智能识别，由控制系统发出指令，由执行机构实施采

摘或另寻目标，智能化枸杞采摘机可以对最佳采摘期的熟果完成高效、及时、精准的采摘，

既保证了熟果的优良品质，又减少了误采青果造成的经济损失。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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