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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属农业

收获机械设备领域。本发明挖掘装置将土壤和薯

块混合物挖起；通过拖拉机动力输出轴将动力传

递至动力传输系统，输出动力带动齿轮箱中轴的

转动，再通过链条将动力传输至主动轮带动振动

分离装置使其转动，主振动分离装置的转动实现

将挖掘起来的土壤和薯块混合物的振动分离后

传输至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中；二级振动分离装置

再将沾有少量土壤的薯块再次振动分离，并将已

分离薯块传送至侧向输出系统中。本发明采用液

压油缸的方式调节挖掘装置角度，能实现无极调

整角度，使用二级的振动分离装置以解决丘陵山

地土壤粘重问题，分离效率高，通过侧向输出装

置将薯块成条埔放，提高明薯率，减小埋薯率和

损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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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动力传输系统、挖掘装置、

一级振动分离装置、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侧向输出系统；

所述动力传输系统用于为一级振动分离装置、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传输动力；

所述挖掘装置用于通过拖拉机牵引机架（1）向前运动，使六个组合的挖掘铲（35）进入

土壤进行马铃薯的挖掘；

所述一级振动分离装置、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侧向输出系统用于通过采用皮带Ⅰ（9）、栅

条（37）及铆钉（38）连接而成，通过动力传输系统传递动力后转动带动皮带Ⅰ（9）、皮带Ⅱ

（11）使其自身转动并振动，实现马铃薯与土块之间薯土分离；

所述侧向输出系统用于通过拖拉机的液压输出动力带动液压马达（19）转动，从而带动

侧输出大轮（21）及侧输出主振动轮（22）转动，使得传动皮带（23）转动，使马铃薯能侧向运

动至侧向输出系统末端，掉入垄沟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动力传输系统包括

齿轮箱（5）、传动轴Ⅰ（2）、主链轮Ⅰ（3）、主链轮Ⅱ（39）、主链条（4）、传动轴Ⅱ（40）、次链轮Ⅰ

（25）、次链轮Ⅱ（28）、次链条（26）、振动轮链轮Ⅰ（27）、振动轮链轮Ⅱ（31）、振动轮链条（30）、

传动轴Ⅲ（41）、传动轴Ⅳ（42）；

所述齿轮箱（5）焊接在机架（1）上前方位置，传动轴Ⅰ（2）连接在齿轮箱（5）右侧，主链轮

Ⅰ（3）安装在传动轴Ⅰ（2）上同轴心配合，主链轮Ⅱ（39）安装在机架中上部位置与传动轴Ⅱ

（40）上同轴心配合，通过主链条（4）使主链轮Ⅰ（3）和主链轮Ⅱ（39）相互配合，次链轮Ⅱ（28）

安装在传动轴Ⅱ（40）的另一端靠里位置同轴心配合，次链轮Ⅰ（25）安装机架（1）尾部上端传

动轴Ⅲ（41）处同轴心配合，次链条（26）连接次链轮Ⅰ（25）与次链轮Ⅱ（28），振动轮链轮Ⅰ

（27）安装在传动轴Ⅱ（40）上同轴心配合，同时在次链轮Ⅱ（28）的外部位置；振动轮链轮Ⅱ

（31）安装在机架中部位置传动轴Ⅳ（42）上同轴心配合，振动轮链条（30）连接振动轮链轮Ⅰ

（27）与振动轮链轮Ⅱ（3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挖掘装置包括铲支

撑轴（33）、铲承重管（43）、铲连接管（44）、挖掘铲（35）、连接板（32）、液压油缸（34）；

所述铲支撑轴（33）安装在机架（1）前部最下方处，铲承重管（43）焊接在铲支撑轴（33）

上，通过一块小钢板固定其位置，在铲承重管（43）前端安装铲连接管（44），使用螺栓固定，

挖掘铲（35）焊接安装在铲连接管（44）上，连接板（32）的一端安装在铲支撑轴（33）两端处，

键连接，液压油缸（34）下端安装在连接板（32）的另一端处，转动副连接，液压油缸（34）上端

安装在机架中上部，转动副连接，通过液压油缸（34）伸缩作业，连接板（32）转动带动铲支撑

轴（33）转动，连接在其上的铲承重管（43）、铲连接管（44）和挖掘铲（35）跟随其发生运动，进

而调节了挖掘铲（35）的入土角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振动分离装置

包括大主动轮（10）、小支撑轮（7）、大支撑轮（36）、皮带Ⅰ（9）、栅条（37）、铆钉（38）、被动振动

装置（6）、主振动装置（8）；

所述小支撑轮（7）安装在机架（1）前部下方，在铲支撑轴（33）前部上方处，被动振动装

置（6）安装在机架中部，在其后方处主动振动装置（8）安装在机架（1）上，大主动轮（10）安装

在机架（1）中后处，在大主动轮（10）和大支撑轮（36）之间下方四个不同水平位置依次安装

四个小支撑轮（7）在机架（1）上，皮带Ⅰ（9）顺时针依次环绕着大支撑轮（36）、被动振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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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振动装置（8）、大主动轮（10）及四个小支撑轮（7），环绕皮带Ⅰ（9）一周依次安装上栅

条（37）及铆钉（38）最终组成了一级振动分离装置，大主动轮（10）、主振动装置（8）分别与动

力传输系统的传动轴Ⅱ（40）、传动轴Ⅳ（42）配合连接，通过动力传输系统带动大主动轮

（10）及主振动装置（8）转动，大主动轮（10）带动整个皮带Ⅰ（9）转动，主振动装置（8）转动带

动皮带Ⅰ（9）的上下振动，皮带Ⅰ（9）转动及振动的同时带动被动振动装置（6）运动，从而增加

了整个系统的振动效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振动分离装置

包括小主动轮（12）、小支撑轮（7）、过渡轮（45）、皮带Ⅱ（11）、栅条（37）、铆钉（38）；

所述小主动轮（12）安装在机架（1）尾部上方圆弧中心处，在小主动轮（12）前方下部也

安装有小支撑轮（7），过渡轮（45）安装在大主动轮（10）后方与皮带Ⅰ（9）外部相切，其下方的

小支撑轮（7）安装在机架（1）上，皮带Ⅱ（11）沿顺时针方向依次环绕小主动轮（12）、两个小

支撑轮（7）、过渡轮（45），皮带Ⅱ（11）外部与过渡轮（45）相切，环绕皮带Ⅱ（11）一周依次安

装上栅条（37）及铆钉（38），小主动轮（12）与动力传输系统的传动轴Ⅲ（41）连接，通过动力

传输系统将动力传输至小主动轮（12），小主动轮（12）转动带动皮带Ⅱ（11）转动，进而达到

振动分离的效果，过渡轮（45）与皮带（9）及皮带Ⅱ（11）相切，防止薯块从其缝隙中掉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向输出系统包括

支撑架（13）、悬挂件（16）、连接件（17）、机械伸缩杆（14）、后板（47）、中板（15）、前板（24）、方

钢（18）、液压马达（19）、马达支座（20）、侧输出大轮（21）、侧输出主振动轮（22）、传动皮带

（23）、小支撑轮（7）、承重管（46）、栅条（37）、铆钉（38）；

所述支撑架（13）安装在机架（1）尾部上方，悬挂架（16）活动连接在支撑架（13）上，连接

件（17）套接在悬挂架（16）上，通过机械伸缩杆（14）一端连接在连接杆（17）挂耳上，另一端

连接在支撑架（13）上，通过方钢（18）将连接杆（17）和后板（47）后方的筋结构连接，马达支

座（20）安装在后板（47）后方靠右下方，液压马达（19）安装在马达支座（20）上，侧输出大轮

（21）及侧输出主振动轮（22）分别安装在中板（15）和前板（24）右侧上，其左侧依次排布安装

两组共计六个小支撑轮（7），  两根承重管（46）分别安装在中板（15）和前板（24）中心位置两

侧，连接中板（15）和前板（24），传动皮带（23）沿顺时针方向依次环绕侧输出大轮（21）及六

个小支撑轮（7），传动皮带（23）一周依次安装上栅条（37）及铆钉（38），中板（15）通过若干螺

栓连接在后板（47）上，至此侧向输出系统安装成为一个整体，通过拖拉机液压输出口驱动

液压马达（19）从而带动侧输出大轮（21）及侧输出主振动轮（22）转动使传动皮带（23）转动，

带动马铃薯改变运动方向，侧向运动掉落垄沟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伸缩杆（14）通

过螺杆螺纹调节其长度，进而调节侧向输出系统的水平度。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栅条（37）之间间距

为37-40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小支撑轮（7）直径

为74mm，大主动轮（10）直径为240mm，小主动轮（12）直径为200mm，传动轴Ⅱ（40）直径为

30mm，铲支撑轴（33）直径为50mm，传动轴Ⅲ（41）直径为28mm，传动轴Ⅳ（42）直径为26m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主链轮Ⅰ（3）和主

链轮Ⅱ（39）之间中心距为1299.9mm，主链条（4）型号16A，节距25.4，次链轮Ⅰ（25）和次链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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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8）中心距为495.99mm，次链条（26）型号12A，节距19.05，振动轮链轮Ⅰ（27）和振动轮链

轮Ⅱ（31）中心距为720，振动轮链条（30）型号为12A，节距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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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属于农业收获机械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马铃薯是世界第  4  大粮食作物，也是一种经济作物，其在解决世界粮食短缺问

题、保障能源安全、改善食物营养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联合

国将2008  年命名为“国际马铃薯年”。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马铃薯产业发展参差不

齐。发达国家马铃薯产业比较成熟，依赖科技创新，产业链长，规模化发展，机械化生产。而

发展中国家马铃薯产业科技水平不高，生产规模小而分散，品种单一，深加工产业体系不够

完善，并且机械化程度较低。中国是全世界马铃薯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近几年，中国马铃

薯种植面积与产量分别在466.7万公顷（7000万亩）和8000万吨左右。随着种植业结构的调

整，马铃薯种植面积逐年扩大，马铃薯收获难的问题更加突出，成为制约该行业发展的重要

原因。

[0003] 云南省是我国较早种植马铃薯的省份之一，该地区日照充足，土质疏松，有机质含

量高，有着马铃薯种植的先天优势。至2008年，云南省马铃薯播种面积位居全国第四，总产

量位居全国第五。2010年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达65.89万公顷，鲜薯产量达1060万吨，产值

达105亿元，加工产值达15亿元。由于云南的巨大土地资源潜力，马铃薯在云南不仅有较高

的种植效益，而且由于云南特殊的气候和天然区域优势，一年四季均有鲜薯供应，可以迅速

出口到东南亚各国，云南省马铃薯在国内外的马铃薯市场还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马铃薯机

械化程度以及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产业的发展，目前本省需解决机械收获的关键

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本发明提供一种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采用拖拉

机牵引驱动，通过液压油缸调节挖掘铲角度，侧向输出装置将马铃薯成条状埔放在田间，解

决目前丘陵山地地区薯土分离效率低，伤薯率高、明薯率低等问题。

[0005] 本发明技术方案是：一种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包括机架1、动力传输系统、挖掘

装置、一级振动分离装置、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侧向输出系统；

所述动力传输系统用于为一级振动分离装置、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传输动力；

所述挖掘装置用于通过拖拉机牵引机架1向前运动，使六个组合的挖掘铲35进入土壤

进行马铃薯的挖掘；

所述一级振动分离装置、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侧向输出系统用于通过采用皮带Ⅰ9、栅条

37及铆钉38连接而成，通过动力传输系统传递动力后转动带动皮带Ⅰ9、皮带Ⅱ11使其自身

转动并振动，实现马铃薯与土块之间薯土分离；

所述侧向输出系统用于通过拖拉机的液压输出动力带动液压马达19转动，从而带动侧

输出大轮21及侧输出主振动轮22转动，使得传动皮带23转动，使马铃薯能侧向运动至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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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系统末端，掉入垄沟中。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动力传输系统包括齿轮箱5、传动轴Ⅰ2、主链轮Ⅰ3、主

链轮Ⅱ39、主链条4、传动轴Ⅱ40、次链轮Ⅰ25、次链轮Ⅱ28、次链条26、振动轮链轮Ⅰ27、振动

轮链轮Ⅱ31、振动轮链条30、传动轴Ⅲ41、传动轴Ⅳ42；

所述齿轮箱5焊接在机架1上前方位置，传动轴Ⅰ2连接在齿轮箱5右侧，主链轮Ⅰ3安装在

传动轴Ⅰ2上同轴心配合，主链轮Ⅱ39安装在机架中上部位置与传动轴Ⅱ40上同轴心配合，

通过主链条4使主链轮Ⅰ3和主链轮Ⅱ39相互配合，次链轮Ⅱ28安装在传动轴Ⅱ40的另一端

靠里位置同轴心配合，次链轮Ⅰ25安装机架1尾部上端传动轴Ⅲ41处同轴心配合，次链条26

连接次链轮Ⅰ25与次链轮Ⅱ28，振动轮链轮Ⅰ27安装在传动轴Ⅱ40上同轴心配合，同时在次

链轮Ⅱ28的外部位置；振动轮链轮Ⅱ31安装在机架中部位置传动轴Ⅳ42上同轴心配合，振

动轮链条30连接振动轮链轮Ⅰ27与振动轮链轮Ⅱ31，通过拖拉机动力输出将动力传输至齿

轮箱5中，进而带动上述零件转动将动力传输至整个收获机。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挖掘装置包括铲支撑轴33、铲承重管43、铲连接管

44、挖掘铲35、连接板32、液压油缸34；

所述铲支撑轴33安装在机架1前部最下方处，铲承重管43焊接在铲支撑轴33上，通过一

块小钢板固定其位置，在铲承重管43前端安装铲连接管44，使用螺栓固定，挖掘铲35焊接安

装在铲连接管44上，连接板32的一端安装在铲支撑轴33两端处，键连接，液压油缸34下端安

装在连接板32的另一端处，转动副连接，液压油缸34上端安装在机架中上部，转动副连接，

通过液压油缸34伸缩作业，连接板32转动带动铲支撑轴33转动，连接在其上的铲承重管43、

铲连接管44和挖掘铲35跟随其发生运动，进而调节了挖掘铲35的入土角度。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一级振动分离装置包括大主动轮10、小支撑轮7、大

支撑轮36、皮带Ⅰ9、栅条37、铆钉38、被动振动装置6、主振动装置8；

所述小支撑轮7安装在机架1前部下方，在铲支撑轴33前部上方处，被动振动装置6安装

在机架中部，在其后方处主动振动装置8安装在机架1上，大主动轮10安装在机架1中后处，

在大主动轮10和大支撑轮36之间下方四个不同水平位置依次安装四个小支撑轮7在机架1

上，皮带Ⅰ9顺时针依次环绕着大支撑轮36、被动振动装置6、主振动装置8、大主动轮10及四

个小支撑轮7，环绕皮带Ⅰ9一周依次安装上栅条37及铆钉38最终组成了一级振动分离装置，

大主动轮10、主振动装置8分别与动力传输系统的传动轴Ⅱ40、传动轴Ⅳ42配合连接，通过

动力传输系统带动大主动轮10及主振动装置8转动，大主动轮10带动整个皮带Ⅰ9转动，主振

动装置8转动带动皮带Ⅰ9的上下振动，皮带Ⅰ9转动及振动的同时带动被动振动装置6运动，

从而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振动效果。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二级振动分离装置包括小主动轮12、小支撑轮7、过

渡轮45、皮带Ⅱ11、栅条37、铆钉38；

所述小主动轮12安装在机架1尾部上方圆弧中心处，在小主动轮12前方下部也安装有

小支撑轮7，过渡轮45安装在大主动轮10后方与皮带Ⅰ9外部相切，其下方的小支撑轮7安装

在机架1上，皮带Ⅱ11沿顺时针方向依次环绕小主动轮12、两个小支撑轮7、过渡轮45，皮带

Ⅱ11外部与过渡轮45相切，环绕皮带Ⅱ11一周依次安装上栅条37及铆钉38，小主动轮12与

动力传输系统的传动轴Ⅲ41连接，通过动力传输系统将动力传输至小主动轮12，小主动轮

12转动带动皮带Ⅱ11转动，进而达到振动分离的效果，过渡轮45与皮带9及皮带Ⅱ11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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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薯块从其缝隙中掉落。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侧向输出系统包括支撑架13、悬挂件16、连接件17、

机械伸缩杆14、后板47、中板15、前板24、方钢18、液压马达19、马达支座20、侧输出大轮21、

侧输出主振动轮22、传动皮带23、小支撑轮7、承重管46、栅条37、铆钉38；

所述支撑架13安装在机架1尾部上方，悬挂架16活动连接在支撑架13上，连接件17套接

在悬挂架16上，通过机械伸缩杆14一端连接在连接杆17挂耳上，另一端连接在支撑架13上，

通过方钢18将连接杆17和后板47后方的筋结构连接，马达支座20安装在后板47后方靠右下

方，液压马达19安装在马达支座20上，侧输出大轮21及侧输出主振动轮22分别安装在中板

15和前板24右侧上，其左侧依次排布安装两组共计六个小支撑轮7，  两根承重管46分别安

装在中板15和前板24中心位置两侧，连接中板15和前板24，传动皮带23沿顺时针方向依次

环绕侧输出大轮21及六个小支撑轮7，传动皮带23一周依次安装上栅条37及铆钉38，中板15

通过若干螺栓连接在后板47上，至此侧向输出系统安装成为一个整体，通过拖拉机液压输

出口驱动液压马达19从而带动侧输出大轮21及侧输出主振动轮22转动使传动皮带23转动，

带动马铃薯改变运动方向，侧向运动掉落垄沟中。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机械伸缩杆14通过螺杆螺纹调节其长度，进而调节

侧向输出系统的水平度。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栅条37之间间距为37-40mm。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小支撑轮7直径为74mm，大主动轮10直径为240mm，小

主动轮12直径为200mm，传动轴Ⅱ40直径为30mm，铲支撑轴33直径为50mm，传动轴Ⅲ41直径

为28mm，传动轴Ⅳ42直径为26mm。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主链轮Ⅰ3和主链轮Ⅱ39之间中心距为1299.9mm，主

链条4型号16A，节距25.4，次链轮Ⅰ25和次链轮Ⅱ28中心距为495.99mm，次链条26型号12A，

节距19.05，振动轮链轮Ⅰ27和振动轮链轮Ⅱ31中心距为720，振动轮链条30型号为12A，节距

19.05。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皮带Ⅰ9长度为3990.95mm，间距为965mm，皮带Ⅱ11长

度为1561.13mm，间距为965mm，传动皮带23长度为3325.96mm，间距为460mm。

[0016] 本发明通过挂接拖拉机，进而拖拉机带动收获机进行收获作业，拖拉机向前运行

带动挖掘装置将土壤和薯块混合物挖起；通过拖拉机动力输出轴将动力传递至动力传输系

统，输出动力带动齿轮箱中轴的转动，进而再通过链条将动力传输至主动轮带振动分离装

置使其转动，主振动分离装置的转动实现将挖掘起来的土壤和薯块混合物的振动分离，并

将已分离的薯块传输至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中；二级振动分离装置再将沾有少量土壤的薯块

再次振动分离，并将已分离薯块传送至侧向输出系统中；动力传输系统用于转换动力方向

及长距离动力传输；侧输出系统通过拖拉机液压输出装置提供动力，将已分离的薯块侧向

输出，使其能成条的埔放在垄沟内至此完成收获作业。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操作简单，结构简单，经济适用，一机多用，既适用于丘陵山地马铃薯环境，也

适用于平原地区马铃薯种植环境，同时也能拓展其用途，对其他根茎类作物的收获作业也

能适用，如：甜薯、甘薯、地瓜等；

2、本发明采用拖拉机牵引作业，作业功率大，操作方便，作业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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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发明采用液压油缸模式改变了传统调节挖掘铲入土角度的模式，实现无极调角度

的功能，同时操作简单，作业更简单而迅速；

4、本发明通过两级振动分离装置，同时采用多种振动方式，提高了马铃薯与土块的分

离效果，很好的解决了丘陵山地地区土壤粘重的问题；

5、本发明采用侧向输出装置，分离好的薯块能成条状的埔放在垄沟中，提高了作业效

率，同时提高了明薯率，减小埋薯率和损伤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图；

图2是本发明的俯视图；

图3是本发明挖掘铲装置图；

图4是本发明分离输送部分及挖掘装置侧视图；

图5是本发明主动振动装置俯视图；

图6是本发明的左视图；

图7是本发明侧向输出系统主视图；

图8是本发明侧向输出系统侧视图；

图9是本发明侧向输出系统正视图。

[0019] 图1-9中各标号：1-机架、2-传动轴Ⅰ、3-主链轮Ⅰ、4-主链条、5-齿轮箱、6-被动振动

装置、7-小支撑轮、8-主振动装置、9-皮带Ⅰ、10-大主动轮、11-皮带Ⅱ、12-小主动轮、13-支

撑架、14-机械伸缩杆、15-中板、16-悬挂件、17-连接件、18-方钢、19-液压马达、20-马达支

座、21-侧输出大轮、22-侧输出主振动轮、23-传动皮带、24-前板、25-次链轮Ⅰ、26-次链条、

27-振动轮链轮Ⅰ、28-次链轮Ⅱ、29-轮胎、30-振动轮链条、31-振动轮链轮Ⅱ、32-连接板、

33-铲支撑轴、34-液压油缸、35-挖掘铲、36-大支撑轮、37-栅条、38-铆钉、39-主链轮Ⅱ、40-

传动轴Ⅱ、41-传动轴Ⅲ、42-传动轴Ⅳ、43-铲承重管、44铲连接管、45-过渡轮、46-承重管、

47-后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1] 实施例1：如图1-9所示，一种丘陵山地马铃薯收获机，包括机架1、动力传输系统、

挖掘装置、一级振动分离装置、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侧向输出系统；

所述动力传输系统用于为一级振动分离装置、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传输动力；

所述挖掘装置用于通过拖拉机牵引机架1向前运动，使六个组合的挖掘铲35进入土壤

进行马铃薯的挖掘；

所述一级振动分离装置、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侧向输出系统用于通过采用皮带Ⅰ9、栅条

37及铆钉38连接而成，通过动力传输系统传递动力后转动带动皮带Ⅰ9、皮带Ⅱ11使其自身

转动并振动，实现马铃薯与土块之间薯土分离；

所述侧向输出系统用于通过拖拉机的液压输出动力带动液压马达19转动，从而带动侧

输出大轮21及侧输出主振动轮22转动，使得传动皮带23转动，使马铃薯能侧向运动至侧向

输出系统末端，掉入垄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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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动力传输系统包括齿轮箱5、传动轴Ⅰ2、主链轮Ⅰ3、主

链轮Ⅱ39、主链条4、传动轴Ⅱ40、次链轮Ⅰ25、次链轮Ⅱ28、次链条26、振动轮链轮Ⅰ27、振动

轮链轮Ⅱ31、振动轮链条30、传动轴Ⅲ41、传动轴Ⅳ42；

所述齿轮箱5焊接在机架1上前方位置，传动轴Ⅰ2连接在齿轮箱5右侧，主链轮Ⅰ3安装在

传动轴Ⅰ2上同轴心配合，主链轮Ⅱ39安装在机架中上部位置与传动轴Ⅱ40上同轴心配合，

通过主链条4使主链轮Ⅰ3和主链轮Ⅱ39相互配合，次链轮Ⅱ28安装在传动轴Ⅱ40的另一端

靠里位置同轴心配合，次链轮Ⅰ25安装机架1尾部上端传动轴Ⅲ41处同轴心配合，次链条26

连接次链轮Ⅰ25与次链轮Ⅱ28，振动轮链轮Ⅰ27安装在传动轴Ⅱ40上同轴心配合，同时在次

链轮Ⅱ28的外部位置；振动轮链轮Ⅱ31安装在机架中部位置传动轴Ⅳ42上同轴心配合，振

动轮链条30连接振动轮链轮Ⅰ27与振动轮链轮Ⅱ31，通过拖拉机动力输出将动力传输至齿

轮箱5中，进而带动上述零件转动将动力传输至整个收获机。

[0023]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挖掘装置包括铲支撑轴33、铲承重管43、铲连接管

44、挖掘铲35、连接板32、液压油缸34；

所述铲支撑轴33安装在机架1前部最下方处，铲承重管43焊接在铲支撑轴33上，通过一

块小钢板固定其位置，在铲承重管43前端安装铲连接管44，使用螺栓固定，挖掘铲35焊接安

装在铲连接管44上，连接板32的一端安装在铲支撑轴33两端处，键连接，液压油缸34下端安

装在连接板32的另一端处，转动副连接，液压油缸34上端安装在机架中上部，转动副连接，

通过液压油缸34伸缩作业，连接板32转动带动铲支撑轴33转动，连接在其上的铲承重管43、

铲连接管44和挖掘铲35跟随其发生运动，进而调节了挖掘铲35的入土角度。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一级振动分离装置包括大主动轮10、小支撑轮7、大

支撑轮36、皮带Ⅰ9、栅条37、铆钉38、被动振动装置6、主振动装置8；

所述小支撑轮7安装在机架1前部下方，在铲支撑轴33前部上方处，被动振动装置6安装

在机架中部，在其后方处主动振动装置8安装在机架1上，大主动轮10安装在机架1中后处，

在大主动轮10和大支撑轮36之间下方四个不同水平位置依次安装四个小支撑轮7在机架1

上，皮带Ⅰ9顺时针依次环绕着大支撑轮36、被动振动装置6、主振动装置8、大主动轮10及四

个小支撑轮7，环绕皮带Ⅰ9一周依次安装上栅条37及铆钉38最终组成了一级振动分离装置，

大主动轮10、主振动装置8分别与动力传输系统的传动轴Ⅱ40、传动轴Ⅳ42配合连接，通过

动力传输系统带动大主动轮10及主振动装置8转动，大主动轮10带动整个皮带Ⅰ9转动，主振

动装置8转动带动皮带Ⅰ9的上下振动，皮带Ⅰ9转动及振动的同时带动被动振动装置6运动，

从而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振动效果。

[0025]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二级振动分离装置包括小主动轮12、小支撑轮7、过

渡轮45、皮带Ⅱ11、栅条37、铆钉38；

所述小主动轮12安装在机架1尾部上方圆弧中心处，在小主动轮12前方下部也安装有

小支撑轮7，过渡轮45安装在大主动轮10后方与皮带Ⅰ9外部相切，其下方的小支撑轮7安装

在机架1上，皮带Ⅱ11沿顺时针方向依次环绕小主动轮12、两个小支撑轮7、过渡轮45，皮带

Ⅱ11外部与过渡轮45相切，环绕皮带Ⅱ11一周依次安装上栅条37及铆钉38，小主动轮12与

动力传输系统的传动轴Ⅲ41连接，通过动力传输系统将动力传输至小主动轮12，小主动轮

12转动带动皮带Ⅱ11转动，进而达到振动分离的效果，过渡轮45与皮带9及皮带Ⅱ11相切，

防止薯块从其缝隙中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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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侧向输出系统包括支撑架13、悬挂件16、连接件17、

机械伸缩杆14、后板47、中板15、前板24、方钢18、液压马达19、马达支座20、侧输出大轮21、

侧输出主振动轮22、传动皮带23、小支撑轮7、承重管46、栅条37、铆钉38；

所述支撑架13安装在机架1尾部上方，悬挂架16活动连接在支撑架13上，连接件17套接

在悬挂架16上，通过机械伸缩杆14一端连接在连接杆17挂耳上，另一端连接在支撑架13上，

通过方钢18将连接杆17和后板47后方的筋结构连接，马达支座20安装在后板47后方靠右下

方，液压马达19安装在马达支座20上，侧输出大轮21及侧输出主振动轮22分别安装在中板

15和前板24右侧上，其左侧依次排布安装两组共计六个小支撑轮7，  两根承重管46分别安

装在中板15和前板24中心位置两侧，连接中板15和前板24，传动皮带23沿顺时针方向依次

环绕侧输出大轮21及六个小支撑轮7，传动皮带23一周依次安装上栅条37及铆钉38，中板15

通过若干螺栓连接在后板47上，至此侧向输出系统安装成为一个整体，通过拖拉机液压输

出口驱动液压马达19从而带动侧输出大轮21及侧输出主振动轮22转动使传动皮带23转动，

带动马铃薯改变运动方向，侧向运动掉落垄沟中。

[0027]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机械伸缩杆14通过螺杆螺纹调节其长度，进而调节

侧向输出系统的水平度。

[0028]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栅条37之间间距为37-40mm。

[0029]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小支撑轮7直径为74mm，大主动轮10直径为240mm，小

主动轮12直径为200mm，传动轴Ⅱ40直径为30mm，铲支撑轴33直径为50mm，传动轴Ⅲ41直径

为28mm，传动轴Ⅳ42直径为26mm。

[0030]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主链轮Ⅰ3和主链轮Ⅱ39之间中心距为1299.9mm，主

链条4型号16A，节距25.4，次链轮Ⅰ25和次链轮Ⅱ28中心距为495.99mm，次链条26型号12A，

节距19.05，振动轮链轮Ⅰ27和振动轮链轮Ⅱ31中心距为720，振动轮链条30型号为12A，节距

19.05。

[0031]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所述皮带Ⅰ9长度为3990.95mm，间距为965mm，皮带Ⅱ11长

度为1561.13mm，间距为965mm，传动皮带23长度为3325.96mm，间距为460mm。

[003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

使用前先将本收获机机架1挂接在拖拉机三点悬挂系统上，轮胎29支撑机架1，将拖拉

机动力输出轴接入齿轮箱2上，降低拖拉机三点悬挂高度，至挖掘挖掘铲35与马铃薯垄高度

至150-180mm之间，开启拖拉机动力输出装置，动力经过变速箱5、传动轴Ⅰ2、主链轮Ⅰ3、主链

条4、主链轮Ⅱ39、传动轴Ⅱ40从而带动大主动轮10的转动，大主动轮10带动皮带Ⅰ9及其上

栅条37跟随运动，皮带Ⅰ9的运动带动被动振动装置6的运动，一级振动分离装置开始运动，

通过同时由连接在传动轴Ⅱ40另一侧的振动轮链轮Ⅰ27、次链轮Ⅱ28也开始转动，振动轮链

轮Ⅰ28转动带动振动轮链条30、振动轮链轮Ⅱ31、传动轴Ⅳ42转动使主振动装置8转动，从而

增加一级振动分离装置的振动效果；

安装在传动轴Ⅱ40上的次链轮Ⅱ28的转动带动次链条26、次链轮Ⅰ25、传动轴Ⅲ41的转

动，传动轴Ⅲ41带动小主动轮12转动进而带动皮带Ⅱ11及其上的栅条37跟随运动，二级振

动分离装置开始运动，在一级振动分离装置及二级振动分离装置之间的过渡轮45因与皮带

Ⅰ9、皮带Ⅱ11相切，同时因两者的运动而转动；

然后启动拖拉机缓慢前进，调节拖拉机液压输出系统，液压油缸34运作，将动力经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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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板32、铲支撑轴33传动至挖掘铲35，进而通过传动动力调节挖掘铲35的入土角度，当挖掘

铲35入土角度达到合适的范围，拖拉机停止前行，通过调节收获机后部机械伸缩杆14的长

短调节支撑架13与悬挂件16之间的角度，进而调节至侧向输出系统传动皮带23与地面的角

度，当侧向输出系统传动皮带23与地面的角度水平时，此时调节液压输出系统，启动后方液

压马达19，液压马达19的动力带动侧输出主振动轮22转动，侧输出主振动轮22转动的转动

带动皮带23上的栅条37运动，进而侧输出装置的传送装置开始运动，调节至合理转速，拖拉

机向前运行，开始进行马铃薯收获作业，通过挖掘铲35将薯土混合物挖出，经过一级振动分

离装置将薯土混合物初次分离，再经二级振动分离装置将薯土混合物再次分离，马铃薯经

侧输出装置将其运动方向改变，最终成条掉落埔放至垄沟中。

[0033]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

施例，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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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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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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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5

CN 110366927 A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CLA00004

	DES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RA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