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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外测量式苹果分拣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红外测量式苹果分拣机，包

括储藏漏斗、循环送进板、圆托环、转动杆、顶送

盘、分选溜槽、可调光源、轨道托杆、红外检测仪、

弧形夹板、圆环轨道等，储藏漏斗、缓冲槽、水平

槽、分选溜槽内均设置有缓冲橡胶垫片，弧形夹

板內设置有距离传感器，顶送盘设置为弧形，圆

环轨道内设置有轨道滑槽。本发通过设置有缓冲

槽、夹板槽、弧形夹板，方便快捷地对苹果进行了

初步测量和筛选，再利用可调光源、闭光室、红外

检测仪，从而实现了准确高效对苹果进行辨识分

拣的目的。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107116034 B

2019.06.14

CN
 1
07
11
60
34
 B



1.一种红外测量式苹果分拣机，包括储藏漏斗（1）、固定耳（2）、储藏漏斗支架（3）、控制

阀（4）、缓冲槽（5）、水平槽（6）、缓冲槽支架（7）、水平槽支架（8）、循环送进板（9）、送进板一

支架（10）、送进板二支架（11）、圆托环（12）、托环伸缩杆（13）、托环固定缸（14）、转动杆

（15）、固定缸（16）、顶送盘（17）、顶送盘伸缩杆（18）、顶送盘固定缸（19）、分选溜槽（20）、分

选溜槽高支架（21）、分选溜槽矮支架（22）、可调光源（23）、闭光室（24）、固定滑槽（25）、滑板

门（26）、闭光室支架（27）、轨道托杆（28）、探测座缸（29）、探测伸缩杆（30）、红外检测仪

（31）、弧形夹板（32）、夹板托杆（33）、固定箱（34）、固定箱支架（35）、圆环轨道（36）、轨道滑

槽（361）、夹板槽（501）、弧形槽（601），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阀（4）固定安装在储藏漏斗

（1）底部，三个固定耳（2）均匀布置且固定安装在储藏漏斗（1）侧部，储藏漏斗支架（3）固定

安装在固定耳（2）上；所述的缓冲槽（5）倾斜布置在储藏漏斗（1）下部，水平槽（6）与缓冲槽

（5）较低的一端固定连接，缓冲槽支架（7）和水平槽支架（8）分别固定安装在缓冲槽（5）底部

和水平槽（6）底部；两个所述的弧形夹板（32）对称布置在缓冲槽（5）两侧，弧形夹板（32）端

部固定安装有夹板托杆（33），夹板托杆（33）滑动安装在固定箱（34）上，固定箱支架（35）固

定安装在固定箱（34）底部；所述的送进板一支架（10）和送进板二支架（11）分别布置在水平

槽（6）两侧，循环送进板（9）转动安装在送进板一支架（10）和送进板二支架（11）上；

所述的转动杆（15）转动安装在固定缸（16）上，十二个托环固定缸（14）均匀布置且固定

安装在转动杆（15）上，托环伸缩杆（13）一端滑动安装在托环固定缸（14）上，托环伸缩杆

（13）另一端固定安装有圆托环（12）；三个所述的顶送盘（17）固定缸并排布置在圆托环（12）

下部，顶送盘伸缩杆（18）一端滑动安装在顶送盘固定缸（19）上，顶送盘伸缩杆（18）另一端

固定安装有顶送盘（17）；三个所述的分选溜槽（20）分别布置在三个顶送盘（17）一侧，分选

溜槽高支架（21）和分选溜槽矮支架（22）分别固定安装在分选溜槽（20）底部的较高处和分

选溜槽（20）底部的较低处；

所述的闭光室（24）固定安装在闭光室支架（27）上，固定滑槽（25）固定安装在闭光室

（24）上，两个滑板门（26）对称布置且滑动安装在固定滑槽（25）上，五十二个可调光源（23）

均匀布置且固定安装在闭光室（24）四周；两个所述的轨道托杆（28）上下对称布置且分别固

定安装在闭光室（24）顶部和闭光室（24）底部，圆环轨道（36）转动安装在轨道托杆（28）上；

所述的探测座缸（29）滑动安装在圆环轨道（36）内部，探测伸缩杆（30）滑动安装在探测座缸

（29）上，红外检测仪（31）固定安装在探测伸缩杆（30）上；所述的水平槽（6）端部设置有弧形

槽（601），所述的缓冲槽（5）上加工有夹板槽（501），所述的圆环轨道（36）内设置有轨道滑槽

（36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红外测量式苹果分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储藏漏斗（1）、

缓冲槽（5）、水平槽（6）、分选溜槽（20）内均设置有缓冲橡胶垫片。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红外测量式苹果分拣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弧形夹板（32）

內设置有距离传感器，顶送盘（17）设置为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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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红外测量式苹果分拣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果分拣设备，具体涉及一种红外测量式苹果分拣机，属于分拣

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苹果需求量也不断增大。针

对越来越多的苹果，很多企业仍然采用人工分拣的方式，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虽然市

场上现有的分拣设备大多数是针对大小进行甄别，针对成熟度的辨识设备则很少，一般是

基于图像识别进行分拣，普遍存在设备投资大，分拣速度慢的缺点，而且维修维护困难。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红外测量式苹果分拣机，其结构合理、针对性强，

生产效率高。

[0004]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红外测量式苹果分拣机，包括储藏漏斗、固定耳、

储藏漏斗支架、控制阀、缓冲槽、水平槽、缓冲槽支架、水平槽支架、循环送进板、送进板一支

架、送进板二支架、圆托环、托环伸缩杆、托环固定缸、转动杆、固定缸、顶送盘、顶送盘伸缩

杆、顶送盘固定缸、分选溜槽、分选溜槽高支架、分选溜槽矮支架、可调光源、闭光室、固定滑

槽、滑板门、闭光室支架、轨道托杆、探测座缸、探测伸缩杆、红外检测仪、弧形夹板、夹板托

杆、固定箱、固定箱支架、圆环轨道、轨道滑槽、夹板槽、弧形槽，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阀

固定安装储藏漏斗底部，三个固定耳均匀布置且固定安装在储藏漏斗侧部，储藏漏斗支架

固定安装在固定耳上；所述的缓冲槽倾斜布置在储藏漏斗下部，水平槽与缓冲槽较低的一

端固定连接，缓冲槽支架和水平槽支架分别固定安装在缓冲槽底部和水平槽底部；两个所

述的弧形夹板对称布置在缓冲槽两侧，弧形夹板端部固定安装有夹板托杆，夹板托杆滑动

安装在固定箱上，固定箱支架固定安装在固定箱底部；所述的送进板一支架和送进板二支

架分别布置在水平槽两侧，循环送进板转动安装在送进板一支架和送进板二支架上。

[0005] 所述的转动杆转动安装在固定缸上，十二个托环固定缸均匀布置且固定安装在转

动杆上，托环伸缩杆一端滑动安装在托环固定缸上，托环伸缩杆另一端固定安装有圆托环；

三个所述的顶送盘固定缸并排布置在圆托环下部，顶送盘伸缩杆一端滑动安装在顶送盘固

定缸上，顶送盘伸缩杆另一端固定安装有顶送盘；三个所述的分选溜槽分别布置在三个顶

送盘一侧，分选溜槽高支架和分选溜槽矮支架分别固定安装在分选溜槽底部的较高处和分

选溜槽底部的较低处。

[0006] 所述的闭光室固定安装在闭光室支架上，固定滑槽固定安装在闭光室上，两个滑

板门对称布置且滑动安装在固定滑槽上，五十二个可调光源均匀布置且固定安装在闭光室

四周；两个所述的轨道托杆上下对称布置且分别固定安装在闭光室顶部和闭光室底部，圆

环轨道转动安装在轨道托杆上；所述的探测座缸滑动安装在圆环轨道内部，探测伸缩杆滑

动安装在探测座缸上，红外检测仪固定安装在探测伸缩杆上。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7116034 B

3



[0007] 进一步的，为了更好地避免苹果损坏，所述的储藏漏斗、缓冲槽、水平槽、分选溜槽

内均设置有缓冲橡胶垫片，水平槽端部设置有弧形槽。

[0008] 进一步的，为了更好地实现弧形夹板的往复运动，所述的缓冲槽上加工有夹板槽。

[0009] 进一步的，为了更好地控制苹果的分选，所述的弧形夹板內设置有距离传感器，顶

送盘设置为弧形。

[0010] 进一步的，为了更好地控制探测座缸在圆环轨道内滑动，所述的圆环轨道内设置

有轨道滑槽。

[0011] 由于本发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通过设置有缓冲槽、

夹板槽、弧形夹板，从而实现了对苹果进行初步测量和筛选的目的；（2）通过设置可调光源、

闭光室、红外检测仪，从而实现了准确高效对苹果进行甄别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装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的另一角度整体装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的检测系统整体装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的初选系统装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附图标号：1-储藏漏斗；2-固定耳；3-储藏漏斗支架；4-控制阀；5-缓冲槽；6-水平

槽；7-缓冲槽支架；8-水平槽支架；9-循环送进板；10-送进板一支架；11-送进板二支架；12-

圆托环；13-托环伸缩杆；14-托环固定缸；15-转动杆；16-固定缸；17-顶送盘；18-顶送盘伸

缩杆；19-顶送盘固定缸；20-分选溜槽；21-分选溜槽高支架；22-分选溜槽矮支架；23-可调

光源；24-闭光室；25-固定滑槽；26-滑板门；27-闭光室支架；28-轨道托杆；29-探测座缸；

30-探测伸缩杆；31-红外检测仪；32-弧形夹板；33-夹板托杆；34-固定箱；35-固定箱支架；

36-圆环轨道；361-轨道滑槽；501-夹板槽；601-弧形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在此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以及说明

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18]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一种红外测量式苹果分拣机，包括储藏漏斗1、固定耳2、

储藏漏斗支架3、控制阀4、缓冲槽5、水平槽6、缓冲槽支架7、水平槽支架8、循环送进板9、送

进板一支架10、送进板二支架11、圆托环12、托环伸缩杆13、托环固定缸14、转动杆15、固定

缸16、顶送盘17、顶送盘伸缩杆18、顶送盘固定缸19、分选溜槽20、分选溜槽高支架21、分选

溜槽矮支架22、可调光源23、闭光室24、固定滑槽25、滑板门26、闭光室支架27、轨道托杆28、

探测座缸29、探测伸缩杆30、红外检测仪31、弧形夹板32、夹板托杆33、固定箱34、固定箱支

架35、圆环轨道36、轨道滑槽361、夹板槽501、弧形槽601。控制阀4固定安装储藏漏斗1底部，

三个固定耳2均匀布置且固定安装在储藏漏斗1侧部，储藏漏斗支架3固定安装在固定耳2

上。缓冲槽5倾斜布置在储藏漏斗1下部，水平槽6与缓冲槽5较低的一端固定连接，缓冲槽支

架7和水平槽支架8分别固定安装在缓冲槽5底部和水平槽6底部。弧形夹板32对称布置在缓

冲槽5两侧，弧形夹板32端部固定安装有夹板托杆33，夹板托杆33滑动安装在固定箱34上，

固定箱支架35固定安装在固定箱34底部。送进板一支架10和送进板二支架11分别布置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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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槽6两侧，循环送进板9转动安装在送进板一支架10和送进板二支架11上。

[0019] 转动杆15转动安装在固定缸16上，十二个托环固定缸14均匀布置且固定安装在转

动杆15上，托环伸缩杆13一端滑动安装在托环固定缸14上，托环伸缩13杆另一端固定安装

有圆托环12。顶送盘固定缸19并排布置在圆托环12下部，顶送盘伸缩杆18一端滑动安装在

顶送盘固定缸19上，顶送盘伸缩杆18另一端固定安装有顶送盘17。分选溜槽20分别布置在

三个顶送盘17一侧，分选溜槽高支架21和分选溜槽矮支架22分别固定安装在分选溜槽20底

部的较高处和分选溜槽20底部的较低处。

[0020] 闭光室24固定安装在闭光室支架27上，固定滑槽25固定安装在闭光室24上，两个

滑板门26对称布置且滑动安装在固定滑槽25上，五十二个可调光源23均匀布置且固定安装

在闭光室24四周。两个轨道托杆28上下对称布置且分别固定安装在闭光室24顶部和闭光室

24底部，圆环轨道36转动安装在轨道托杆28上。探测座缸29滑动安装在圆环轨道36内部，探

测伸缩杆30滑动安装在探测座缸29上，红外检测仪31固定安装在探测伸缩杆30上。

[0021] 为了更好地避免苹果损坏，储藏漏斗1、缓冲槽5、水平槽6、分选溜槽20内均设置有

缓冲橡胶垫片，水平槽6端部设置有弧形槽601。为了更好地实现弧形夹板32的往复运动，缓

冲槽5上加工有夹板槽501。为了更好地控制苹果的分选，弧形夹板32內设置有距离传感器，

顶送盘17设置为弧形。为了更好地控制探测座缸29在圆环轨道36内滑动，圆环轨道36内设

置有轨道滑槽361。

[002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储藏漏斗1内的苹果，经由控制阀4进入缓冲槽5内，苹果通

过弧形夹板32后，经循环送进板9依次送入圆托环12上，协调控制转动杆15、托环伸缩杆13

和滑板门26，将苹果依次送入闭光室24内，同时开启可调光源23，分别对闭光室照射红色至

绿色的渐变色光，并启动红外检测仪31对苹果表面进行检测。以弧形夹板32和弧形夹板32

内的传感器得来的数据得到苹果外形，以可调光源23和红外检测仪31配合检测出苹果的成

熟度。最后根据苹果的外形和成熟度分别将苹果送至对应的顶送盘17上方，通过顶送盘17

上下运动将苹果送入对应的分选溜槽20内达到分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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