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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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646723.3

(22)申请日 2018.12.30

(71)申请人 天津农学院

地址 300384 天津市西青区津静路22号

(72)发明人 杨磊　宋欣　王嘉正　王卓　

田维翼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盛理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2209

代理人 刘玲

(51)Int.Cl.

A01D 43/063(2006.01)

A01D 69/02(2006.01)

A01D 7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狼针草除籽机器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包

括移动载体、刀具浮动机构、牧草切割机构及草

籽收集机构，移动载体包括车架及行走车轮，在

车架一侧设置刀具浮动机构，刀具浮动机构包括

固定台、传动丝杠、丝杠滑块、丝杠电机、导向杆

及刀具平台，固定台与车架固定安装，在固定台

上部竖直安装传动丝杠及导向杆，传动丝杠及导

向杆上安装丝杠滑块，在丝杠滑块上固定安装刀

具平台，在刀具平台上安装牧草切割机构；牧草

切割机构包括固定刀具及旋转刀具；草籽收集机

构包括收集漏斗及收集箱，在车架上部安装收集

箱，收集箱通过输送箱连接收集漏斗。本发明狼

针草除籽机器人可更加有效剔除牧场狼针草，并

且收割牧场更加高效、节能、不损伤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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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载体、刀具浮动机构、牧草切割机构

及草籽收集机构，所述移动载体包括车架及行走车轮，在车架一侧设置刀具浮动机构，刀具

浮动机构包括固定台、传动丝杠、丝杠滑块、丝杠电机、导向杆及刀具平台，固定台与车架固

定安装，在固定台上部竖直安装传动丝杠及导向杆，传动丝杠及导向杆上安装丝杠滑块，在

丝杠滑块上固定安装刀具平台，在刀具平台上安装牧草切割机构；所述牧草切割机构包括

固定刀具及旋转刀具；所述草籽收集机构包括收集漏斗及收集箱，在车架上部安装收集箱，

收集箱通过输送箱连接收集漏斗，收集漏斗位于所述牧草切割机构的后部出料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牧草切割机构的固定刀

具包括固定刀架及安装于固定刀架上的刀片；所述旋转刀具包括刀具主杆、刀具副杆、刀架

板、刀片及刀具驱动电机，刀具驱动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刀具主杆，在刀具主杆的两侧通过

刀具副杆对称安装一对刀架板，在该刀架板上均安装刀片；固定刀具与旋转刀具形成剪合

式切割，且草籽或牧草的出料方向朝向收集漏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载体的车架为铝型

材搭建矩形底盘。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载体的行走车轮为

由减速电机驱动的麦克纳姆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载体的车架上固定

安装垂直支架，所述收集漏斗与该垂直支架固定安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支架上固定安装一

水平支架，在该水平支架上安装图形采集装置，该图形采集装置包括云台舵机及摄像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述摄像头为RobotEyes 

USB摄像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在车体的收集箱后方设置有

电路控制箱，在电路控制箱上部安装太阳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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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狼针草除籽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小型牧场的牧草收割装置，特别是一种能够单独切割狼针草草籽的

狼针草除籽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狼针草”(又名泊系)，是草原上良好的牧草，牛、马、羊均能吃，为草原上牲畜的基

本饲草。秋季它的种子成熟时具有硬尖和长芒，如果采食它就像一根根针矛刺进绵羊的口

腔，或者扎进羊的毛皮，甩也甩不掉；扎进羊皮里还影响皮毛质量。而且，狼针草生命力相对

其他优质牧草更强，抗旱能力也更强，会严重影响其他更加优质的牧草的生长。牧民一旦疏

忽，没有发现养的羊被狼针草扎进口腔，就会造成牲畜死亡；此外外来引进的优良品种牲畜

也可能遭受其害：引进马匹的原产地并没有此草种，不明白狼针茅的采食风险也不具有良

好的消化狼针茅的能力，往往在进食时将颖果一起吞入。最终狼针茅的颖果无法正常消化，

其芒刺也容易导致肠胃出血，严重者会导致马匹死亡。

[0003] 现有的狼针草消除技术包括如下几种：

[0004] (1)利用化学除草剂控制芒刺形成：高浓度杜邦克星和麦草净对大针茅生长及结

实影响较大,处理后抽穗率及结实率均显著降低。但从经济效益上讲,用除草剂控制针茅结

实的成本为85元/h耐左右,远高于针茅芒刺带来的损失。利用一些生物调节剂也可防治针

茅芒刺,但经济成本太高,不实用。

[0005] (2)利用主要天敌昆虫(螨)：针茅狭附线螨对狼针草害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针茅种

熟时期田间感染率达36％。受感染的颖果不能抽穗,造成畸形种子,形成种子的芒刺少而

软。特别是在针茅孕穗前期、孕穗期、抽穗期间,由于针茅被狭跄线蜡感染,使针茅孕穗而不

抽穗,抽穗而不结实,形成褐色穗、扁穗。利用针茅狭跗线螨防治种子芒刺对牲畜的危害虽

然是可行的，但针茅狭跗线螨在田间如何大量繁殖、扩散，在什么时候释放扩散感染效果最

好，如何才不会造成对其他植物的危害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0006] (3)机械切割法：在狼针草颖果成熟前,抬高割草机割台割去针茅草穗轴部分,  打

出一定数量的放牧草场,将要出栏的羊在打过的草场放牧,避开狼针草颖果对羊皮的危害。

[0007] 综上所述，要想除掉狼针草对牧草质量的破坏及对牲畜的危害，机械切割才是更

加现实可靠的方法。

[0008] 国内大型草场已基本实现了割草、搂草、打捆的机械化作业，但是却没有成熟的割

草剔除机械，并且在牧草的机械收割方面，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还不高，存在机械传动复

杂、效率低下、燃油消耗成本高、零件损坏频繁、大风天无法工作等弊端。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狼针草除籽机器人，能够在狼

针草未生长到成熟期时，从尖部将狼针割掉，对其它牧草生的长没有任何影响；并且能够完

成普通牧草收割机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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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11] 一种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载体、刀具浮动机构、牧草切割机

构及草籽收集机构，所述移动载体包括车架及行走车轮，在车架一侧设置刀具浮动机构，刀

具浮动机构包括固定台、传动丝杠、丝杠滑块、丝杠电机、导向杆及刀具平台，固定台与车架

固定安装，在固定台上部竖直安装传动丝杠及导向杆，传动丝杠及导向杆上安装丝杠滑块，

在丝杠滑块上固定安装刀具平台，在刀具平台上安装牧草切割机构；所述牧草切割机构包

括固定刀具及旋转刀具；所述草籽收集机构包括收集漏斗及收集箱，在车架上部安装收集

箱，收集箱通过输送箱连接收集漏斗，收集漏斗位于所述牧草切割机构的后部出料端。

[0012] 而且，所述牧草切割机构的固定刀具包括固定刀架及安装于固定刀架上的刀片；

所述旋转刀具包括刀具主杆、刀具副杆、刀架板、刀片及刀具驱动电机，刀具驱动电机通过

联轴器连接刀具主杆，在刀具主杆的两侧通过刀具副杆对称安装一对刀架板，在该刀架板

上均安装刀片；固定刀具与旋转刀具形成剪合式切割，且草籽或牧草的出料方向朝向收集

漏斗。

[0013] 而且，所述移动载体的车架为铝型材搭建矩形底盘。

[0014] 而且，所述移动载体的行走车轮为由减速电机驱动的麦克纳姆轮。

[0015] 而且，所述移动载体的车架上固定安装垂直支架，所述收集漏斗与该垂直支架固

定安装。

[0016] 而且，所述垂直支架上固定安装一水平支架，在该水平支架上安装图形采集装置，

该图形采集装置包括云台舵机及摄像头。

[0017] 而且，所述摄像头为RobotEyes  USB摄像头。

[0018] 而且，在车体的收集箱后方设置有电路控制箱，在电路控制箱上部安装太阳能板。

[0019] 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为：

[0020] 1、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主要由牧草切割机构、刀具浮动机构、草籽收集机

构和移动载体四部分组成，其狼针草除籽模式的工作过程为：首先根据牧场中狼针草籽的

平均长度，从而定出旋转刀具的长度；之后根据当地牧场狼针草的生长高度，调节刀具浮动

机构将牧草切割机构上升到合适高度，高度位置确定后，切割机构开始工作，进行剪合切

割；将当前范围的狼针草籽全部切下，由牧草收集装置将牧草切割机构收割下的草籽收入

收集箱，移动载体带动其余机构在牧场涡型行进，将目标区域逐圈进行收割，完成大范围的

狼针草籽剔除工作。

[0021] 2、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可进入普通牧草收割模式，工作过程为：将草籽收

集装置取下，调节刀具浮动机构使刀具下降至贴近地表的高度；之后在移动载体后方外挂

搂草机械，便可以代替正常牧草切割、收集机械使用。

[0022] 3、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在刀具上采用固定刀具与旋转刀具进行双刀纵向

剪合式作业方式，其切割方向由传统的向前切割，改变为向后的剪合式切割，在切草籽时避

免了将草打倒而且不断的问题，极大的提高了草籽的剔除率；在进行普通牧草切割、收获

时，相对于传统切割机构，更是有效的克服普通机械因为大风天牧草倒伏而无法工作的弊

端。

[0023] 4、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采用电能驱动，随着我国基础建设越来越完善，农

村、牧区电力铺设的越来越普及，电能驱动的机械更能适应牧场环境、更加节能、环保、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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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并且车体搭载了太阳能板，可提高机械的续航能力。

[0024] 5、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采用驱动电机直接驱动切割刀具的传动模式，相

比传统的由农用载具带动齿轮箱、木连杆、偏心轮将机械旋转力转化为推拉力，进行切割，

传动更加便捷高效，减少了对零件的损伤，降低了更换零件的成本。

[0025] 6、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采用旋转切割的旋转刀具，相较于传统往复式切

割刀具，可以加装更长的刀具，极大的减少了切割成本，并且减少了载具轮胎对草场的破

坏。

[0026] 7、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通过图形采集装置，可进行远距离图像传输、远距

离操作，在一些工作环境比较恶略的季节，牧民可以在家里操纵机械收割远处牧场里的牧

草，减少了劳动压力。

[0027] 8、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加装了草籽收集机构，相较于已有的草籽剔除机

械，提高了草籽的利用价值。

[0028] 9、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结构设计科学合理，能够在狼针草未生长到成熟

期时，从尖部将狼针割掉，更加有效剔除牧场害草(狼针草)，对其它牧草生的长没有任何影

响，并且能够完成普通牧草收割机械的工作，收割牧场更加高效、节能、不损伤草场。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切割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的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刀具浮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0033] 1-收集漏斗、2-太阳能板、3-收集箱、4-减速电机、5-行走车轮、6-刀具副杆、7-  刀

架板、8-刀具主杆、9-固定刀架、10-刀具驱动电机、11-导向杆、12-丝杠滑块、1-3  传动丝

杠、14-固定台、15-云台舵机、16-摄像头、17-刀具平台、18-垂直支架、19-  水平支架、20-车

架、21-输送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以下实施例只是描述性的，不是限

定性的，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5] 一种狼针草除籽机器人，其包括移动载体、刀具浮动机构、牧草切割机构及草籽收

集机构。移动载体包括车架20及行走车轮5，在车架一侧设置刀具浮动机构，刀具浮动机构

包括固定台14、传动丝杠13、丝杠滑块12、丝杠电机、导向杆11及刀具平台17。固定台与车架

固定安装，在固定台上部竖直安装传动丝杠及导向杆，传动丝杠及导向杆上安装丝杠滑块，

在丝杠滑块上固定安装刀具平台，在刀具平台上安装牧草切割机构。

[0036] 牧草切割机构包括固定刀具及旋转刀具。牧草切割机构的固定刀具包括固定刀架 

9及安装于固定刀架上的数枚小型刀片。旋转刀具包括刀具主杆8、刀具副杆6、刀架板7、刀

片及刀具驱动电机10，刀具驱动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刀具主杆，在刀具主杆的两侧通过刀

具副杆对称安装一对刀架板，在该刀架板上均安装数枚小型刀片。刀具驱动电机采用12V，

1000r/min。固定刀具与旋转刀具形成剪合式切割，且草籽或牧草的出料方向朝向收集漏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496536 A

5



斗。

[0037] 草籽收集机构包括收集漏斗1及收集箱3，在车架上部安装收集箱，收集箱通过输

送箱21连接收集漏斗，收集漏斗位于牧草切割机构的后部出料端。移动载体的车架上固定

安装垂直支架18，收集漏斗与该垂直支架固定安装。

[0038] 在垂直支架上固定安装一水平支架19，在该水平支架上安装图形采集装置，该图

形采集装置包括云台舵机15及摄像头16。摄像头为RobotEyes  USB摄像头。云台舵机可进行

上下左右4个方向的旋转，帮助摄像头捕捉需要的路况，并传输给远程控制端。

[0039] 移动载体的车架为铝型材搭建矩形底盘。移动载体的行走车轮为由减速电机4  驱

动的麦克纳姆轮。减速电机4采用12V，150r/min。在车体的收集箱后方设置有电路控制箱，

在电路控制箱上部安装太阳能板2。

[0040] 本发明狼针草除籽机器人的工作原理为：

[0041] 根据当地牧场狼针草的生长高度，通过传动丝杠13调节刀具平台17的高度将牧草

切割机构上升到合适高度，高度位置确定后；刀具驱动电机10带动刀具主杆8以及刀具主杆

8上的刀具副杆6和刀架板7进行顺时针旋转，将草籽或牧草向车体后方切割，并由刀架板7

和固定刀架9上的刀片完成剪合式切割。可避免将草打倒而未切割，以及顺风倒伏的弊端，

从而极大提高草籽去除率，并且提高牧草收割效率。

[0042] 由收集漏斗1将收割下的草籽收入储存箱3，通过云台舵机15和摄像头16将需要的

切割情况发送给远程控制端，可以通过远程控制端控制移动载体带动其余机构在牧场涡型

行进，将目标区域逐圈进行收割，完成大范围的狼针草籽剔除工作。通过远程控制端控制农

具，可以有效的改善工作环境、减少工作压力。

[0043] 本发明虽公开了实施例和附图，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发

明及所附权利要求的精神和范围内，各种替换、变化和修改都是可能的，因此，本发明的范

围不局限于实施例和附图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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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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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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