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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

成，包括自动切叶机、自动喂蚕系统、蚕匾自动解

垛码垛机、控制系统和动力机构；所述的控制系

统包括感应器和单片机，所述的感应器设置于码

垛机体上，所述的感应器和动力机构分别与单片

机连接。桑叶经过自动切叶机进行切割，然后切

割好的桑叶通过传出带传送到自动喂蚕系统中，

该桑叶在自动喂蚕系统中被刮均匀后落到通过

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传送过来的蚕匾中进行喂养，

而蚕匾可通过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将堆摞好的

蚕匾一个个传送到自动喂蚕系统中进行喂蚕。本

发明实现自动喂蚕，以达到小蚕饲育自动化生

产，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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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特征在于：包括自动切叶机、自动喂蚕系统、蚕匾自

动解垛码垛机、控制系统和动力机构；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感应器和单片机，所述的感应器

设置于码垛机体上，所述的感应器和动力机构分别与单片机连接；

所述自动喂蚕系统包括喂蚕机体、喂蚕机桑叶传送带、梳匀器和喂蚕机蚕匾传送带，所

述的喂蚕机桑叶传送带、梳匀器和喂蚕机蚕匾传送带均设置于喂蚕机体上，所述的梳匀器

包括传动装置和多根梳匀杆，该多根梳匀杆设置于传动装置上，所述的梳匀器位于喂蚕机

桑叶传送带上方，所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一端为桑叶进料口，喂蚕机桑叶传送带另一端为

桑叶出料口，所述的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位于喂蚕机桑叶传送带的下方，所述喂蚕机桑叶传

送带、梳匀器和喂蚕机蚕匾传送带分别与相对应的动力机构连接；

所述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包括码垛机体、抬起机械臂和码垛蚕匾传送带，所述的抬起

机械臂、码垛蚕匾传送带和感应器分别设置于码垛机体上，所述的抬起机械臂数量为2个，

该2个抬起机械臂分别相对设置于码垛蚕匾传送带两侧并位于码垛蚕匾传送带上方，所述

的抬起机械臂包括抬升臂和支撑架，所述的抬升臂分别设置于支撑架上，该抬升臂与相对

应的动力机构连接，该抬升臂下端设有用于插入蚕匾凹槽中的凸块，所述支撑架通过可活

动方式与相对应的动力机构连接，所述的码垛蚕匾传送带与相对应的动力机构连接；

所述自动切叶机包括桑叶切割器，所述的桑叶切割器包括切割机体、切叶刀和压叶器，

所述的切割机体上设有桑叶进口、桑叶通道和桑叶出口，桑叶进口和桑叶出口分别位于桑

叶通道两端，所述的切叶刀设置于切割机体上并位于桑叶出口处，所述切叶刀与相对应的

动力机构连接，所述的压叶器包括压叶板，所述的压叶板通过可活动方式设置于切割机体

上，所述的压叶板以倾斜方式设置于桑叶通道上方，且压叶板靠近桑叶出口一端低于另一

端，该压叶板较低的一端位于桑叶出口处，压叶板较低的一端到桑叶通道之间的距离为桑

叶从桑叶出口出来时的厚薄程度，当桑叶出口的桑叶过多时，可将压叶板顶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特征在于：自动喂蚕系统中，

所述传动装置包括滚轴和链条，所述的滚轴包括滚轴Ⅰ和滚轴Ⅱ，所述的滚轴Ⅰ和滚轴Ⅱ分

别设置于喂蚕机体上，所述的滚轴Ⅰ两端分别设有齿轮Ⅰ和齿轮Ⅱ，所述的滚轴Ⅱ两端分别

设有齿轮Ⅲ和齿轮Ⅳ，所述齿轮Ⅰ和齿轮Ⅲ通过链条Ⅰ连接，所述齿轮Ⅱ和齿轮Ⅳ通过链条

Ⅱ连接，所述链条Ⅰ和链条Ⅱ之间设有多根连接杆，该连接杆两端分别固定设置于链条Ⅰ和

链条Ⅱ上，所述的梳匀杆分别设置于连接杆上，且滚轴Ⅰ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的高度距离高

于滚轴Ⅱ喂蚕机桑叶传送带的高度距离，所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靠近滚轴Ⅰ一端为桑叶进

料口，喂蚕机桑叶传送带靠近滚轴Ⅱ一端为桑叶出料口，最低处的梳匀杆到喂蚕机桑叶传

送带之间的距离为桑叶从桑叶出料口落下时的厚薄程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特征在于：自动喂蚕系统中，

所述的滚轴两端分别通过轴套设置于喂蚕机体上，所述的滚轴两端分别设有轴套，所述的

喂蚕机体上设有轴套安装槽，所述的滚轴分别通过轴套和轴套安装槽设置于喂蚕机体上，

安装时，轴套放置于轴套安装槽中，通过在轴套和轴套安装槽之间增设垫板可提高最低处

的梳匀杆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之间的距离，进而可以控制桑叶从桑叶出料口落下时的厚薄

程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特征在于：蚕匾自动解垛码垛

机中，所述支撑架通过摆动杆和连接杆与电机连接，所述的连接杆一端固定与电机连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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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杆的另一端通过铰接方式与摆动杆一端连接，摆动杆另一端通过铰接方式与支撑架连

接；所述的抬升臂包括抬升杆和固定槽，所述的固定槽固定设置于支撑架上，所述的抬升杆

通过可活动方式设置于固定槽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特征在于：自动切叶机中，所

述的压叶器还包括切割传送带，所述的切割传送带设置于压叶板上，该切割传送带与相对

应的电机连接；所述的桑叶切割器为2个，其中第2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进口与第1个桑叶切

割器的桑叶出口相贯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小蚕饲育自动

化生产线总成还包括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该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一端位于喂蚕机蚕匾传

送带下方，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另一端与桑叶进料口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蚕匾自动解垛

码垛机数量为2个，其中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为用于将堆摞好的蚕匾一个个传送到自动

喂蚕系统中的蚕匾自动解垛机，另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为用于将从自动喂蚕系统中传

送出来的蚕匾再一个个堆摞好的蚕匾自动码垛机。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复位车，所

述的复位车包括车架、支撑台Ⅰ、推杆和车轮，所述的支撑台Ⅰ、推杆和车轮均设置于车架上，

所述的支撑台Ⅰ上设有多个滚轮，该多个滚轮排列形成用于传送蚕匾的输送台面，该输送台

面两侧的车架上分别设有传送皮带，所述的推杆两端分别与传送皮带固定连接，所述的传

送皮带与动力结构连接，使用时，推杆通过传送皮带的带动进行移动，并推动位于输送台面

上的蚕匾并将蚕匾推动出去。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蚕架，所述

的蚕架包括支架和支撑台Ⅱ，所述的支撑台Ⅱ固定设置于支架上，该支撑台Ⅱ上设有多个

流利滚轮，该多个流利滚轮排列形成用于放置蚕匾的支撑台面，使用时蚕匾放置于流利滚

轮上，通过推动蚕匾可使得蚕匾在支撑台上移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2辆复位

车，该2辆复位车分别通过轨道位于蚕架两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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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养蚕生产线，特别是一种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喂蚕方式均为人工喂养，还没有达到机械化的程度，低效率的人工喂养阻

碍了养蚕行业的发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

[0004]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包括自动切叶机、

自动喂蚕系统、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控制系统和动力机构；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感应器和

单片机，所述的感应器设置于码垛机体上，所述的感应器和动力机构分别与单片机连接；

所述自动喂蚕系统包括喂蚕机体、喂蚕机桑叶传送带、梳匀器和喂蚕机蚕匾传送带，所

述的喂蚕机桑叶传送带、梳匀器和喂蚕机蚕匾传送带均设置于喂蚕机体上，所述的梳匀器

包括传动装置和多根梳匀杆，该多根梳匀杆设置于传动装置上，所述的梳匀器位于喂蚕机

桑叶传送带上方，所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一端为桑叶进料口，喂蚕机桑叶传送带另一端为

桑叶出料口，所述的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位于喂蚕机桑叶传送带的下方，所述喂蚕机桑叶传

送带、梳匀器和喂蚕机蚕匾传送带分别与相对应的动力机构连接；

所述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包括码垛机体、抬起机械臂和码垛蚕匾传送带，所述的抬起

机械臂、码垛蚕匾传送带和感应器分别设置于码垛机体上，所述的抬起机械臂数量为2个，

该2个抬起机械臂分别相对设置于码垛蚕匾传送带两侧并位于码垛蚕匾传送带上方，所述

的抬起机械臂包括抬升臂和支撑架，所述的抬升臂分别设置于支撑架上，该抬升臂与相对

应的动力机构连接，该抬升臂下端设有用于插入蚕匾凹槽中的凸块，所述支撑架通过可活

动方式与相对应的动力机构连接，所述的码垛蚕匾传送带与相对应的动力机构连接；

所述自动切叶机包括桑叶切割器，所述的桑叶切割器包括切割机体、切叶刀和压叶器，

所述的切割机体上设有桑叶进口、桑叶通道和桑叶出口，桑叶进口和桑叶出口分别位于桑

叶通道两端，所述的切叶刀设置于切割机体上并位于桑叶出口处，所述切叶刀与相对应的

动力机构连接，所述的压叶器包括压叶板，所述的压叶板通过可活动方式设置于切割机体

上，所述的压叶板以倾斜方式设置于桑叶通道上方，且压叶板靠近桑叶出口一端低于另一

端，该压叶板较低的一端位于桑叶出口处，压叶板较低的一端到桑叶通道之间的距离为桑

叶从桑叶出口出来时的厚薄程度，当桑叶出口的桑叶过多时，可将压叶板顶起。

[0005] 本发明的进一步技术方案是：自动喂蚕系统中，所述传动装置包括滚轴和链条，所

述的滚轴包括滚轴Ⅰ和滚轴Ⅱ，所述的滚轴Ⅰ和滚轴Ⅱ分别设置于喂蚕机体上，所述的滚轴Ⅰ

两端分别设有齿轮Ⅰ和齿轮Ⅱ，所述的滚轴Ⅱ两端分别设有齿轮Ⅲ和齿轮Ⅳ，所述齿轮Ⅰ和

齿轮Ⅲ通过链条Ⅰ连接，所述齿轮Ⅱ和齿轮Ⅳ通过链条Ⅱ连接，所述链条Ⅰ和链条Ⅱ之间设

有多根连接杆，该连接杆两端分别固定设置于链条Ⅰ和链条Ⅱ上，所述的梳匀杆分别设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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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杆上，且滚轴Ⅰ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的高度距离高于滚轴Ⅱ喂蚕机桑叶传送带的高度

距离，所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靠近滚轴Ⅰ一端为桑叶进料口，喂蚕机桑叶传送带靠近滚轴Ⅱ

一端为桑叶出料口，最低处的梳匀杆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之间的距离为桑叶从桑叶出料口

落下时的厚薄程度。

[0006] 自动喂蚕系统中，所述的滚轴两端分别通过轴套设置于喂蚕机体上，所述的滚轴

两端分别设有轴套，所述的喂蚕机体上设有轴套安装槽，所述的滚轴分别通过轴套和轴套

安装槽设置于喂蚕机体上，安装时，轴套放置于轴套安装槽中，通过在轴套和轴套安装槽之

间增设垫板可提高最低处的梳匀杆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之间的距离，进而可以控制桑叶从

桑叶出料口落下时的厚薄程度。

[0007] 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中，所述支撑架通过摆动杆和连接杆与电机连接，所述的连

接杆一端固定与电机连接，连接杆的另一端通过铰接方式与摆动杆一端连接，摆动杆另一

端通过铰接方式与支撑架连接；所述的抬升臂包括抬升杆和固定槽，所述的固定槽固定设

置于支撑架上，所述的抬升杆通过可活动方式设置于固定槽中。

[0008] 自动切叶机中，所述的压叶器还包括切割传送带，所述的切割传送带设置于压叶

板上，该切割传送带与相对应的电机连接；所述的桑叶切割器为2个，其中第2个桑叶切割器

的桑叶进口与第1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出口相贯通；

所述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还包括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该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

一端位于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下方，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另一端与桑叶进料口连接。

[0009] 所述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数量为2个，其中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为用于将堆摞

好的蚕匾一个个传送到自动喂蚕系统中的蚕匾自动解垛机，另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为

用于将从自动喂蚕系统中传送出来的蚕匾再一个个堆摞好的蚕匾自动码垛机。

[0010] 还包括复位车，所述的复位车包括车架、支撑台Ⅰ、推杆和车轮，所述的支撑台Ⅰ、推

杆和车轮均设置于车架上，所述的支撑台Ⅰ上设有多个滚轮，该多个滚轮排列形成用于传送

蚕匾的输送台面，该输送台面两侧的车架上分别设有传送皮带，所述的推杆两端分别与传

送皮带固定连接，所述的传送皮带与动力结构连接，使用时，推杆通过传送皮带的带动进行

移动，并推动位于输送台面上的蚕匾并将蚕匾推动出去。

[0011] 还包括蚕架，所述的蚕架包括支架和支撑台Ⅱ，所述的支撑台Ⅱ固定设置于支架

上，该支撑台Ⅱ上设有多个流利滚轮，该多个流利滚轮排列形成用于放置蚕匾的支撑台面，

使用时蚕匾放置于流利滚轮上，通过推动蚕匾可使得蚕匾在支撑台上移动。

[0012] 还包括2辆复位车，该2辆复位车分别通过轨道位于蚕架两端处。

[0013] 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之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具有以下有益效

果：

1.本发明包括自动切叶机、自动喂蚕系统、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控制系统和动力机

构。桑叶经过自动切叶机进行切割，然后切割好的桑叶通过传出带传送到自动喂蚕系统中，

该桑叶在自动喂蚕系统中被刮均匀后落到通过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传送过来的蚕匾中进行

喂养，而蚕匾可通过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将堆摞好的蚕匾一个个传送到自动喂蚕系统中进

行喂蚕。本发明实现自动喂蚕，以达到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提高工作效率。

[0014] 2.  本发明中的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数量可为2个。其中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

用于将堆摞好的蚕匾一个个传送到自动喂蚕系统中进行喂蚕，另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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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将从自动喂蚕系统中传送出来的蚕匾再一个个堆摞好。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中的抬升

臂包括抬升杆和固定槽，所述的固定槽固定设置于支撑架上，所述的抬升杆通过可活动方

式设置于固定槽中。所述抬升杆通过滑轮设置于固定槽中，即抬升杆可沿着固定槽做上下

移动，当抬升杆下移过程中如碰到蚕匾时，该抬升杆在蚕匾的反作用力下可向上移动，预防

抬升杆将蚕匾压烂。

[0015] 3.本发明自动切叶机中包括切叶刀和压叶器，所述压叶板通过重力或者弹力的作

用对从桑叶出口出来的桑叶进行挤压，类似于人们切东西的时候用手压住东西一样，即本

发明可以模拟人们切东西的时候用手压住东西进行切割，这样可以带来更好的切割的效

果，防止对松散的叶子进行切割时不能很好的切割均匀，使得桑叶被切得更均匀，如桑叶出

口处的桑叶过多时，该桑叶还可以将压叶板顶起，防止桑叶过多而将桑叶出口堵住，提高切

叶效率。压叶器还包括传送带和电机，所述的传送带设置于压叶板上，该传送带与电机连

接，通过电机带动传送带转动，使得桑叶在桑叶出口处与传送带接触，并受到传送带转动时

带来的力度，方便对桑叶在桑叶出口进行挤压和传送。

[0016] 4.本发明中所述的桑叶切割器为2个，其中第2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进口与第1个

桑叶切割器的桑叶出口相贯通，即桑叶从第1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出口被切割出来后，进而

到第2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通道上，再从第2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出口被切割出去，进而二

次切割，可以得到更碎的桑叶。

[0017] 5.本发明中的自动喂蚕系统通过电机分别带动传送带和梳匀器运动，桑叶从入口

落到传送带上，在传送过程中通过梳匀器对桑叶进行梳平梳匀，然后被刮均匀后的桑叶再

从出口落到蚕匾中即可，达到自动喂蚕的效果，提高工作效率。自动喂蚕系统最低处的梳匀

杆到传送带之间的距离为桑叶从出口落下时的厚薄程度。本发明中的机架上设有轴套安装

槽，滚轴分别通过轴套和轴套安装槽设置于机架上，安装时，轴套放置于轴套安装槽中，通

过在轴套和轴套安装槽之间垫上垫板可提高最低处的梳匀杆到传送带之间的距离，进而可

以控制桑叶从出口落下时的厚薄程度。方便根据蚕匾中蚕的多少来放置桑叶的量。

[0018] 6.本发明还包括复位车，使用时推杆通过传送皮带的带动进行移动，并推动位于

传递台面上的蚕匾并将蚕匾推动出去。通过复位车可将蚕匾运输到蚕架或者喂蚕机上，减

少人工搬运的工作。所述的复位车有2辆，该2辆复位车分别通过轨道位于蚕架两端处，蚕架

上放置有蚕匾，复位车通过轨道可以在蚕架与喂蚕机两端处进行移动。需要喂蚕时，可以先

将一摞蚕匾放置于位于喂蚕机入口处的复位车Ⅰ上，然后通过复位车Ⅰ开动将蚕匾运输到喂

蚕机入口端，并通过复位车Ⅰ上的传送皮带和推杆将蚕匾推动到喂蚕机的传送带上（或者直

接在喂蚕机上放置一摞需要喂蚕的蚕匾），并进行喂蚕，喂蚕结束后，喂蚕机的传送带又将

喂好蚕的蚕匾推动到位于喂蚕机出口处的复位车Ⅱ上，复位车Ⅱ将蚕匾运输到蚕架一端，

并通过复位车Ⅱ上的传送皮带和推杆将蚕匾推动到蚕架上，此时蚕架上的蚕匾的刚好堆放

满的，一摞蚕匾从蚕架一端被推入到蚕架上时，蚕架另一端上的蚕匾就回被推落出来，而蚕

架另一端的蚕匾就被推落到正位于蚕架另一端的复位车Ⅰ上，又通过复位车Ⅰ的运输继续进

行喂蚕，如此循环，形成自动喂蚕的生产线，提供工作效率。

[0019]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之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的技

术特征作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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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图2均本发明之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其中图1为去掉自动喂蚕系统的

机罩状态。

[0021] 图3为自动切叶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自动喂蚕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复位车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为蚕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为自动喂蚕原理结构示意图。

[0027] 在上述附图中，各标号说明如下：

1-自动切叶机，2-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21-蚕匾自动解垛机，22-蚕匾自动码垛机，3-

自动喂蚕系统，4-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5-桑叶传送带，6-蚕匾传送带，7-复位车，8-轨道，

9-蚕架，101-切叶刀，102-压叶器，103-压叶板，104-切割传送带，105-滑轨，106-支架，107-

桑叶传送带Ⅰ，108-桑叶进口，109-桑叶出口，201-抬起机械臂，202-码垛蚕匾传送带，203-

抬升臂，204-抬升杆，205-固定槽，206-连杆，207-轨道，208-凸块，209-支撑架，210-摆动

杆，211-连接杆，212-滑轮，213-滑杆，214-进步电机，301-喂蚕机桑叶传送带，302-梳匀杆，

303-滚轴Ⅰ，304-滚轴Ⅱ，305-齿轮Ⅰ，306-齿轮Ⅱ，307-齿轮Ⅲ，308-齿轮Ⅳ，309-链条Ⅰ，

310-链条Ⅱ，311-连接杆，312-轴套，313-轴套安装槽，314-机罩，315-喂蚕机蚕匾传送带，

316-桑叶进料口，317-桑叶出料口，  701-车架，702-支撑台Ⅰ，703-推杆，704-滚轮，705-传

送皮带，706-滑轨，707-档杆，708-车轮，901-支架，902-滚轮，903-滚轮槽，904-挡壁，905-

小滚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一种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自动切叶机、自动喂蚕系统、蚕匾自动解垛码垛

机、控制系统、复位车、蚕架和动力机构。所述的动力机构可为电机、进步电机、气缸等动力

机构。该动力机构用于给需要的部件提供动力。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感应器和单片机，所述

的感应器设置于码垛机体上，所述的感应器、气缸和各个电机等动力机构分别与单片机连

接。

[0029] 所述自动喂蚕系统包括喂蚕机体、喂蚕机桑叶传送带、梳匀器和喂蚕机蚕匾传送

带，所述的喂蚕机桑叶传送带、梳匀器和喂蚕机蚕匾传送带均设置于喂蚕机体上，所述的梳

匀器包括传动装置和多根梳匀杆，该多根梳匀杆设置于传动装置上，所述的梳匀器位于喂

蚕机桑叶传送带上方，通过梳匀器对桑叶进行梳平梳匀，所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一端为桑

叶进料口，喂蚕机桑叶传送带另一端为桑叶出料口，所述的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位于喂蚕机

桑叶传送带的下方，所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梳匀器和喂蚕机蚕匾传送带分别与相对应的

电机连接。所述传动装置包括滚轴和链条，所述的滚轴包括滚轴Ⅰ和滚轴Ⅱ，所述的链条包

括链条Ⅰ和链条Ⅱ.所述的滚轴Ⅰ和滚轴Ⅱ分别设置于喂蚕机体上，所述的滚轴Ⅰ两端分别设

有齿轮Ⅰ和齿轮Ⅱ，所述的滚轴Ⅱ两端分别设有齿轮Ⅲ和齿轮Ⅳ，所述齿轮Ⅰ和齿轮Ⅲ通过

链条Ⅰ连接，所述齿轮Ⅱ和齿轮Ⅳ通过链条Ⅱ连接，所述链条Ⅰ和链条Ⅱ之间设有多根连接

杆，该连接杆两端分别固定设置于链条Ⅰ和链条Ⅱ上，所述的梳匀杆分别设置于连接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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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滚轴Ⅰ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的高度距离高于滚轴Ⅱ喂蚕机桑叶传送带的高度距离，所述

喂蚕机桑叶传送带靠近滚轴Ⅰ一端为桑叶进料口，喂蚕机桑叶传送带靠近滚轴Ⅱ一端为桑

叶出料口，最低处的梳匀杆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之间的距离为桑叶从桑叶出料口落下时的

厚薄程度。所述的滚轴Ⅰ和滚轴Ⅱ之间通过连接架连接。所述的滚轴为圆柱结构，连接架两

端分别与滚轴Ⅰ和滚轴Ⅱ固定连接。所述的滚轴Ⅰ和滚轴Ⅱ分别通过轴承与连接架连接。所

述梳匀杆为圆杆结构，所述梳匀杆排列设置于连接杆上，且梳匀杆与连接杆处于垂直状态，

该梳匀杆与连接杆形成梳子形状。相邻连接杆上的梳匀杆处于交错状态。所述的滚轴两端

分别通过轴套设置于喂蚕机体上，所述的滚轴两端分别设有轴套，所述的喂蚕机体上设有

轴套安装槽，所述的滚轴分别通过轴套和轴套安装槽设置于喂蚕机体上，安装时，轴套放置

于轴套安装槽中，通过在轴套和轴套安装槽之间增设垫板可提高最低处的梳匀杆到喂蚕机

桑叶传送带之间的距离，进而可以控制桑叶从桑叶出料口落下时的厚薄程度。所述喂蚕机

体上设有机罩，该机罩上设有进口和出口，所述进口位于桑叶进料口上方，所述出口位于桑

叶出料口下方，所述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位于机罩下方。

[0030] 使用时，通过电机分别带动喂蚕机桑叶传送带和梳匀器运动，桑叶从机罩的进口

落到喂蚕机桑叶传送带上，在传送过程中通过梳匀器对桑叶进行梳平梳匀，然后被刮均匀

后的桑叶再从机罩的出口落到蚕匾中即可，而蚕匾置于喂蚕机桑叶传送带下方的喂蚕机蚕

匾传送带上，通过喂蚕机蚕匾传送带自动传送蚕匾，即蚕匾可通过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从喂

蚕机桑叶传送带的下方传送过去，然后桑叶就自动落到蚕匾中，方便喂蚕。

[0031] 所述梳匀器的数量为2个，该2个梳匀器排列设置于机架上，2个梳匀器的桑叶出口

为相对状态，即分别通过2个梳匀器对传送带上的桑叶进行梳平梳匀并同时向蚕匾给叶，第

二个梳匀器的作用是以解决第一个梳匀器对桑叶梳匀得不够均匀和效果不高的问题。因为

每个梳匀器通过对桑叶进行梳匀之后其落到蚕匾中的桑叶的厚度和量基本是一定了的，故

在第一个梳匀器的桑叶供给量不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2个或者多个梳匀器同时给蚕匾提

供桑叶，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所述梳匀器的数量可根据需要而定。

[0032] 本小蚕饲育自动化生产线总成还包括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所述自动喂蚕系统的

数量为2个，该2个自动喂蚕系统的桑叶出料口位于相对位置，此时可以通过2个传送道路分

别向2个自动喂蚕系统的进料口进行进料，可提供进料的速度和进料量，所述桑叶自动回收

传送带一端位于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下方，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另一端与桑叶进料口连接，

通过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可将掉落在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上的桑叶再次传送到自动喂蚕系

统中，避免浪费。

[0033] 所述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包括码垛机体、抬起机械臂和码垛蚕匾传送带，所述的

抬起机械臂、码垛蚕匾传送带、感应器和电机分别设置于码垛机体上，所述的抬起机械臂数

量为2个，该2个抬起机械臂分别相对设置于码垛蚕匾传送带两侧并位于码垛蚕匾传送带上

方，该2个抬起机械臂用于将蚕匾抬起，即该2个抬起机械臂可模仿人的双手将蚕匾抬起。所

述的抬起机械臂包括抬升臂和支撑架，所述的抬升臂设置于支撑架上，该抬升臂与相对应

的气缸连接，该抬升臂下端设有用于插入蚕匾凹槽中的凸块，所述支撑架通过可活动方式

与相对应的电机连接，即支撑架在电机的带动下可做上下移动。所述支撑架通过摆动杆和

连接杆与电机连接，所述的连接杆一端固定与电机连接，连接杆的另一端通过铰接方式与

摆动杆一端连接，摆动杆另一端通过铰接方式与支撑架连接。所述的抬升臂包括抬升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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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槽，所述的固定槽固定设置于支撑架上，所述的抬升杆通过可活动方式设置于固定槽

中。所述抬升杆通过滑轮设置于固定槽中，即抬升杆可沿着固定槽做上下移动，当抬升杆下

移过程中如碰到蚕匾时，该抬升杆在蚕匾的反作用力下可向上移动，预防抬升杆将蚕匾压

烂。所述每个抬起机械臂2包括2个抬升臂，该2个抬升臂之间通过连杆连接，即该2个抬升臂

设置于连杆两端，所述连杆通过轨道设置于支撑架上并能沿着该轨道移动，即所述轨道固

定设置于支撑架上，所述的连杆通过滑槽设置于轨道上。所述连杆分别与气缸或者进步电

机连接，并通过气缸或者进步电机控制连杆移动，气缸（或进步电机）分别与控制系统的单

片机连接，并通过单片机控制个连杆进行同步运动，而2个抬起机械臂的支撑架可分别与同

一电机连接，方便其同步运动。所述抬升臂通过轨道设置于支撑架上并能沿着该轨道前后

移动。所述支撑架通过滑轨设置于码垛机体上并能沿着该滑轨上下移动。所述的码垛蚕匾

传送带与相对应的电机连接。

[0034] 所述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数量为2个，其中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为用于将堆摞

好的蚕匾一个个传送到自动喂蚕系统中的蚕匾自动解垛机，另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为

用于将从自动喂蚕系统中传送出来的蚕匾再一个个堆摞好的蚕匾自动码垛机。该2个蚕匾

自动解垛码垛机分别设置于自动喂蚕系统两侧，其中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用于将堆摞

好的蚕匾一个个传送到自动喂蚕系统中进行喂蚕，另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用于将从自

动喂蚕系统中传送出来的蚕匾再一个个堆摞好。

[0035] 使用时，将堆摞好的蚕匾通过码垛蚕匾传送带传送到抬起机械臂的位置处（此时

码垛蚕匾传送带的传送方向为向着喂蚕机方向进行传送），通过感应器与单片机控制码垛

蚕匾传送带停止，再通过单片机控制气缸（或者电机）推动抬升臂向着蚕匾方向（向前）移

动，该抬升臂通过轨道设置于支撑架上并能沿着该轨道移动，抬升臂向前移动时其上的凸

块插入到蚕匾（从下往上数第二个蚕匾）凹槽中，此时抬升臂停止移动，单片机控制与支撑

架连接的电机转动，电机带动支撑架向上（上升）移动，并将一摞蚕匾抬起，此时传动带上就

只有一个蚕匾，然后单片机在控制码垛蚕匾传送带将该个蚕匾传送出去后，支撑架下移被

抬起的蚕匾被放下并置于码垛蚕匾传送带动上，抬升臂收回，完成一个蚕匾的传送。然后继

续抬起传送，如此反复的将蚕匾全都一个个的传送到喂蚕机中，即可将堆摞在一起的蚕匾

进行解码。码垛蚕匾传送带与喂蚕机蚕匾传送带连接，并将码垛蚕匾传送带上的蚕匾传送

到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上。

[0036] 反之，如若码垛蚕匾传送带的方向为将经过喂蚕机的蚕匾传送出来，即需要将喂

好蚕的蚕匾堆放起来，蚕匾通过码垛蚕匾传送带传送到抬起机械臂的位置处，通过感应器

与单片机控制码垛蚕匾传送带停止，然后依然是通过抬升臂将停在抬起机械臂处的码垛蚕

匾传送带上的蚕匾抬起，然后码垛蚕匾传送带再将下一个蚕匾传送到抬起的蚕匾下方，抬

升臂将抬升蚕匾放下并叠放在其下方的蚕匾上，通过如此反复的操作可将一个个从喂蚕机

出来的蚕匾码垛叠放起来。

[0037] 所述的电机为需要使用电机带动的与各个部件相对应连接的电机，控制系统中的

控制系统只是为一般的控制各个电器启动、暂停的系统。

[0038] 所述自动切叶机包括桑叶切割器，所述的桑叶切割器包括切割机体、切叶刀和压

叶器，所述的切割机体上设有桑叶进口、桑叶通道和桑叶出口，桑叶进口和桑叶出口分别位

于桑叶通道两端，即所述桑叶进口、桑叶通道和桑叶出口可由一桑叶传送带Ⅰ构成，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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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叶刀设置于切割机体上并位于桑叶出口处，所述切叶刀与相对应的电机连接，所述的压

叶器包括压叶板和切割传送带，所述的压叶板通过可活动方式设置于切割机体上，所述的

压叶板以倾斜方式设置于桑叶通道上方，且压叶板靠近桑叶出口一端低于另一端，该压叶

板较低的一端位于桑叶出口处，压叶板较低的一端到桑叶通道之间的距离为桑叶从桑叶出

口出来时的厚薄程度，当桑叶出口的桑叶过多时，可将压叶板顶起。所述的切割传送带设置

于压叶板上，该切割传送带与相对应的电机连接。使得桑叶在桑叶出口处与切割传送带接

触，并受到切割传送带转动时带来的力度，方便对桑叶在桑叶出口进行挤压和传送。压叶板

较低的一端到桑叶通道之间的距离为桑叶从桑叶出口出来时的厚薄程度。所述的切叶刀包

括2片刀片，该2片刀片分别设置于同一转轴上，且该2片刀片的刀口方向均朝着转动方向。

刀片的数量可根据需要而定，例如可为2-6片。所述的桑叶切割器为2个，其中第2个桑叶切

割器的桑叶进口与第1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出口相贯通。

[0039] 所述的压叶板通过滑轨设置于切割机体上，该压叶板可沿着滑轨上下移动。所述

的压叶板通过支架设置于切割机体的滑轨上，所述电机设置于支架上，通过电机可对压叶

板提供更多的重力。当桑叶出口的桑叶过多时，可将压叶板顶起。所述压叶板通过重力的作

用对从桑叶出口出来的桑叶进行挤压，类似于人们切东西的时候用手压住东西一样，这样

可以提高切割的效果，使得桑叶被切得更均匀，如桑叶出口处的桑叶过多时（即桑叶过厚

时），该桑叶还可以将压叶板顶起（此时压叶板在桑叶的作用力下沿着滑轨向上移动），防止

桑叶过多而将桑叶出口堵住，提高切叶效率。所述的桑叶切割器为2个，其中第2个桑叶切割

器的桑叶进口与第1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出口相贯通，即桑叶从第1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出

口被切割出来后，进而到第2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通道上，再从第2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出

口被切割出去，进而二次切割，可以得到更碎的桑叶。2个桑叶切割器的摆放位置可根据需

要而定，例如2个桑叶切割器的桑叶输送带可成垂直状态。桑叶切割器的数量可根据需要而

定。通过将自动切叶机切割好的桑叶传送到自动喂蚕系统的进料口中。

[0040] 自动切叶机、自动喂蚕系统、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和控制系统。

[0041] 工作流程：桑叶经过自动切叶机进行切割，然后切割好的桑叶通过传出带传送到

自动喂蚕系统中，该桑叶在自动喂蚕系统中被刮均匀后落到通过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传送过

来的蚕匾中进行喂养。而蚕匾可通过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将堆摞好的蚕匾一个个传送到自

动喂蚕系统中进行喂蚕。所述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数量可为2个，该2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

机分别设置于自动喂蚕系统两侧，其中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用于将堆摞好的蚕匾一个

个传送到自动喂蚕系统中进行喂蚕，另1个蚕匾自动解垛码垛机用于将从自动喂蚕系统中

传送出来的蚕匾再一个个堆摞好。本自动化生产线总成还包括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所述

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一端位于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下方，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另一端与桑叶

进料口连接，通过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可将掉落在喂蚕机蚕匾传送带上的桑叶再次传送到

自动喂蚕系统中，避免浪费。该桑叶自动回收传送带可与自动切叶机中将切割好的桑叶传

送到自动喂蚕系统中的传送带相连通，方便将回收的桑叶和切割好的桑叶汇总与一起并一

同传递。

[0042] 所述的蚕架包括支架和流利轮支撑台，流利轮支撑台为较长的流利轮支撑台，所

述的流利轮支撑台的长度为10-30米，该流利轮支撑台的长度可根据需要而定。所述的流利

轮支撑台固定设置于支架上，该流利轮支撑台上设有多个流利滚轮，该多个流利滚轮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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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用于放置蚕匾的流利轮支撑台面，所述的流利轮支撑台为由多个流利滚轮槽构成，所

述的流利滚轮通过转轴排列设置于流利滚轮槽中，流利滚轮的滚动面高出流利滚轮槽，即

流利滚轮在安装于流利滚轮槽中时，其流利滚轮侧面高出流利滚轮槽，此时流利滚轮的滚

动面（侧面）就形成用于放置蚕匾的流利轮支撑台面，使用时蚕匾放置于流利滚轮上，蚕匾

底部与流利滚轮接触，通过推力推动蚕匾可使得蚕匾在带有流利滚轮的流利轮支撑台上做

直线往返移动。所述的流利滚轮槽为2-4个，本实施方式中的流利滚轮槽为2个，流利滚轮分

别通过转轴设置于流利滚轮槽中。所述的流利轮支撑台两侧设有挡壁，2个流利滚轮槽分别

位于挡壁之间。所述的挡壁上设有小滚轮，该小滚轮的滚动面与蚕匾侧壁平行，当蚕匾放置

于流利轮支撑台上时，小滚轮的滚动面与蚕匾侧壁接触。所述的小滚轮为4个，该4个小滚轮

分别设置于两个挡壁的两端。以方便蚕匾进出蚕架时减少蚕匾侧壁与挡壁的摩擦，确保蚕

匾进出更加顺畅。不喂蚕时，叠加放置的蚕匾并排放置于流利轮支撑台上，需要喂蚕时，从

流利轮支撑台一端将蚕匾搬运下来，喂蚕结束后，将放置好桑叶的蚕匾从流利轮支撑台另

一端放置于流利轮支撑台上，此时可以推动流利轮支撑台上的蚕匾向推力方向移动，未喂

养过的蚕匾就移动到流利轮支撑台一端，然后从流利轮支撑台一端取下蚕匾，再从流利轮

支撑台另一端推放蚕匾，如此重复，使得蚕匾像流水线似的自动在流利轮支撑台上移动。所

述挡壁的长度比流利轮支撑台的长度长一些，挡壁的长度可以比流利轮支撑台的长度长

18-15厘米，方便在放置蚕匾时更稳当。所述的蚕架数量为若干个，具体的可根据实际情况

而定。

[0043] 所述的复位车包括车架、支撑台Ⅰ、推杆、车轮和档杆，所述的支撑台Ⅰ、推杆、车轮

和档杆均设置于车架上，所述的支撑台Ⅰ上设有多个滚轮，该多个滚轮排列形成用于传送蚕

匾的传递台面，该传递台面两侧的车架上分别设有传送皮带，所述的推杆两端分别与传送

皮带固定连接，所述的传送皮带与动力结构连接，使用时，推杆通过传送皮带的带动进行移

动，并推动位于传递台面上的蚕匾并将蚕匾推动出去。所述的推杆通过滑轨设置于车架上，

且该推杆可沿着滑轨移动。所述的支撑台Ⅰ为支撑板，所述的滚轮设置于支撑板两侧，所述

滚轮的滚面高于支撑板的板面。所述传送皮带包括传送皮带Ⅰ和传送皮带Ⅱ，传送皮带Ⅰ和

传送皮带Ⅱ分别设于支撑台Ⅰ两侧，所述传送皮带Ⅰ和传送皮带Ⅱ两端分别通过转轴连接，

并可通过同一电机控制传送皮带Ⅰ和传送皮带Ⅱ的同步移动。所述档杆位于复位车一端，该

档杆数量为2个，分别位于复位车两侧，该档杆用于将移动到复位车尽头的推杆挡住。所述

轨道设置于地面上，所述的车轮设置于轨道上，所述复位车可沿着轨道移动。

[0044] 所述的复位车有两辆，该2辆复位车分别通过轨道位于蚕架两端处，蚕架上放置有

蚕匾，复位车通过轨道可以在蚕架与喂蚕机两端处进行移动。需要喂蚕时，可以先将一摞蚕

匾放置于位于喂蚕机入口处的复位车Ⅰ上，然后通过复位车Ⅰ开动将蚕匾运输到喂蚕机入口

端，并通过复位车Ⅰ上的传送皮带和推杆将蚕匾推动到喂蚕机的传送带上（或者直接在喂蚕

机上放置一摞需要喂蚕的蚕匾），并进行喂蚕，喂蚕结束后，喂蚕机的传送带又将喂好蚕的

蚕匾推动到位于喂蚕机出口处的复位车Ⅱ上，复位车Ⅱ将蚕匾运输到蚕架一端，并通过复

位车Ⅱ上的传送皮带和推杆将蚕匾推动到蚕架上，此时蚕架上的蚕匾的刚好堆放满的，一

摞蚕匾从蚕架一端被推入到蚕架上时，蚕架另一端上的蚕匾就回被推落出来，而蚕架另一

端的蚕匾就被推落到正位于蚕架另一端的复位车Ⅰ上，又通过复位车Ⅰ的运输继续进行喂

蚕，如此循环，形成自动喂蚕的生产线，提供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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