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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蔬菜定植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蔬菜定植机，包括定制机

车身(4)，定制机车身(4)上设有依次连接的自动

分苗机构(1)、自动喂苗机构(2)和自动栽种机构

(3)；所述自动分苗机构(1)包括依次连接的送苗

装置(11)、顶苗装置(12)、取苗辅助装置(13)和

接苗装置(14)。本发明通过在定植机车身上安装

相互配合的自动分苗机构、自动喂苗机构和自动

栽种机构，从而实现蔬菜苗的分苗、喂苗和栽种

流水线过程。本发明各机构位置合理，结构紧凑，

功能完全且兼容性强。蔬菜定植机能适应多品种

蔬菜幼苗的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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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蔬菜定植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定植机车身(4)，定植机车身(4)上设有依次连接

的自动分苗机构(1)、自动喂苗机构(2)和自动栽种机构(3)；所述自动分苗机构(1)包括依

次连接的送苗装置(11)、顶苗装置(12)、取苗辅助装置(13)和接苗装置(14)；所述送苗装置

(11)包括连接有送苗电机(103)的主动同步带轮轴(101)，主动同步带轮轴(101)经送苗装

置框架连接有从动同步带轮轴(111)，主动同步带轮轴(101)上设有一对主动同步带轮

(102)，从动同步带轮轴(111)上设有一对从动同步带轮(110)，主动同步带轮(102)与从动

同步带轮(110)经送苗皮带(109)连接，所述送苗电机(103)经送苗电机安装框架(104)固定

在送苗装置框架上，送苗装置框架上设有送苗框架安装吊耳(105)，送苗框架安装吊耳

(105)上设有皮带张紧装置(106)，皮带张紧装置(106)连接有皮带张紧轮(107)，皮带张紧

轮(107)与送苗皮带(109)配合，所述送苗皮带(109)上设有穴盘固定件(108)，送苗装置框

架上设有穴盘托板(112)；所述顶苗装置(12)包括顶苗底板(201)，顶苗底板(201)上设有顶

苗支架(203)，顶苗支架(203)上设有顶苗步进电机，顶苗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位于顶

苗支架(203)上方的顶苗曲柄(204)，顶苗曲柄(204)连接有信号轴(205)，信号轴(205)连接

有顶苗连杆(207)，顶苗连杆(207)连接有顶杆板(208)，顶杆板(208)经滑块组件(206)设置

在顶苗底板(201)上，顶杆板(208)上经螺母(209)设有多根顶杆(210)，顶苗支架(203)侧部

设有与信号轴(205)配合的传感器支架(202)；所述取苗辅助装置(13)包括机架(301)，机架

(301)侧面设有多个梳理支撑板(308)，机架(301)顶部设有一对支撑板轴固定件(302)，一

对支撑板轴固定件(302)之间设有支撑板轴(303)，支撑板轴(303)的两侧设有侧边穴盘支

撑板(307)，中部设有中间穴盘支撑板(306)，两块侧边穴盘支撑板(307)和中间穴盘支撑板

(306)的中部经支撑板中间轴(309)连接，一对支撑板轴固定件(302)之间设有固定在机架

(301)上的一对限位连接件(304)，一对限位连接件(304)之间设有限位杆(305)；所述接苗

装置(14)包括接苗底板(401)，接苗底板(401)上设有接苗电机支架(403)，接苗电机支架

(403)上设有接苗步进电机，接苗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接苗曲柄(404)，接苗曲柄(404)

经接苗信号轴(405)连接有接苗连杆(406)，接苗连杆(406)经接苗板连接块(408)连接有接

苗板(409)，接苗板(409)经接苗滑块组件(407)固定在接苗底板(401)上，所述接苗电机支

架(403)侧部设有与接苗信号轴(405)配合的接苗传感器支架(402)；

所述自动喂苗机构(2)包括依次连接的分苗漏斗装置(21)、送苗同步带装置(22)和自

动投苗装置(23)；所述分苗漏斗装置(21)包括多个并排依次连接的漏斗(501)，每个漏斗

(501)的左右两侧设有开口，中部的漏斗(501)前后两侧设有开口；

所述送苗同步带装置(22)包括一对相对设置的同步带机构，同步带机构包括经固定架

(502)固定在同步带框架(503)上的步进电机(504)，同步带框架(503)的两端分别设有同步

带轮(505)，两个同步带轮(505)之间设有同步带(506)，步进电机(504)与其中一个同步带

轮(505)连接，同步带(506)上设有多个均匀布置的幼苗槽格板(507)，同步带(506)的外侧

设有幼苗辅助滑道(508)；

所述自动投苗装置(23)包括投苗底板(511)，投苗底板(511)上设有投苗电机支架

(512)，投苗电机支架(512)上设有投苗步进电机，投苗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投苗曲柄

(513)，投苗曲柄(513)经投苗信号轴(514)连接有投苗连杆(515)，投苗连杆(515)连接有投

苗板(516)，投苗板(516)经投苗滑块组件(517)设置在投苗底板(511)上，投苗板(516)上设

有投苗杆(518)，投苗杆(518)的末端设有投苗片(519)，所述投苗电机支架(512)的侧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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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投苗信号轴(514)配合的投苗传感器支架(520)；

所述皮带张紧装置(106)包括基座(903)，基座(903)上设有经螺栓固定件(902、908)设

有长螺栓(905)，长螺栓(905)的一端设有张紧旋钮(901)，长螺栓(905)上设有张紧螺母

(907)，张紧螺母(907)的两侧设有防转片(904)，张紧螺母(907)上连接有张紧拨动杆

(9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蔬菜定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自动栽种机构(3)包括动力供

应装置(31)，动力供应装置(31)连接有栽种装置(32)；所述的动力供应装置(31)包括通过

联轴器与换向器(602)相连的直流电动机(601)，换向器(602)连接有减速器(60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蔬菜定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栽种装置(32)包括栽种支架

(707)和鸭嘴杯固定架(702)，栽种支架(707)通过轴连接有栽种曲柄(705)、栽种摇杆(703)

和辅助栽种摇杆(706)，栽种曲柄(705)与栽种摇杆(703)通过栽种连杆(704)连接，鸭嘴杯

固定架(702)一端与栽种摇杆(703)和辅助栽种摇杆(706)连接，另一端连接有鸭嘴杯

(70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蔬菜定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定植机车身(4)包括前部转向

轮装置(44)，前部转向轮装置(44)上设有主动力供应装置(41)，主动力供应装置(41)连接

有固定在前部转向轮装置(44)上的主驱动轮(43)，前部转向轮装置(44)的底部设有覆土轮

装置(4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蔬菜定植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部转向轮装置(44)包括车底

板(803)，车底板(803)前端设有转向轮固定台(802)，转向轮固定台(802)上经转动轴连接

有前部转向轮(801)，车底板(803)的后端设有与转向轮固定台(802)连接的方向控制杆

(805)，车底板(803)上设有与方向控制杆(805)配合的转向限位拨叉(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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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蔬菜定植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蔬菜设备，特别是一种蔬菜定植机。

背景技术

[0002] 蔬菜蕴含丰富的营养物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近几年来人们生

活水平的逐日提升，对蔬菜的“量”和“质”得需求都是日益提升。目前，我国蔬菜的种植仍然

处于田间播种为主，还只是停留在局部的机械自动化生产，依靠传统人工种植所占的比率

还很高，并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从事农业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

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蔬菜定植机。本发明可以实现蔬菜从分苗到栽种阶

段的自动化种植操作，大大降低了劳动力强度与成本。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蔬菜定植机，包括定植机车身，定植机车身上设有依次连

接的自动分苗机构、自动喂苗机构和自动栽种机构；所述自动分苗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送

苗装置、顶苗装置、取苗辅助装置和接苗装置；所述送苗装置包括连接有送苗电机的主动同

步带轮轴，主动同步带轮轴经送苗装置框架连接有从动同步带轮轴，主动同步带轮轴上设

有一对主动同步带轮，从动同步带轮轴上设有一对从动同步带轮，主动同步带轮与从动同

步带轮经送苗皮带连接，所述送苗电机经送苗电机安装框架固定在送苗装置框架上，送苗

装置框架上设有送苗框架安装吊耳，送苗框架安装吊耳上设有皮带张紧装置，皮带张紧装

置连接有皮带张紧轮，皮带张紧轮与送苗皮带配合，所述送苗皮带上设有穴盘固定件，送苗

装置框架上设有穴盘托板；所述顶苗装置包括顶苗底板，顶苗底板上设有顶苗支架，顶苗支

架上设有顶苗步进电机，顶苗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位于顶苗支架上方的顶苗曲柄，顶

苗曲柄连接有信号轴，信号轴连接有顶苗连杆，顶苗连杆连接有顶杆板，顶杆板经滑块组件

设置在顶苗底板上，顶杆板上经螺母设有多根顶杆，顶苗支架侧部设有与信号轴配合的传

感器支架；所述取苗辅助装置包括机架，机架侧面设有多个梳理支撑板，机架顶部设有一对

支撑板轴固定件，一对支撑板轴固定件之间设有支撑板轴，支撑板轴的两侧设有侧边穴盘

支撑板，中部设有中间穴盘支撑板，两块侧边穴盘支撑板和中间穴盘支撑板的中部经支撑

板中间轴连接，一对支撑板轴固定件之间设有固定在机架上的一对限位连接件，一对限位

连接件之间设有限位杆；所述接苗装置包括接苗底板，接苗底板上设有接苗电机支架，接苗

电机支架上设有接苗步进电机，接苗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接苗曲柄，接苗曲柄经接苗

信号轴连接有接苗连杆，接苗连杆经接苗板连接块连接有接苗板，接苗板经接苗滑块组件

固定在接苗底板上，所述接苗电机支架侧部设有与接苗信号轴配合的接苗传感器支架。

[0005] 前述的蔬菜定植机中，所述自动喂苗机构包括依次连接的分苗漏斗装置、送苗同

步带装置和自动投苗装置；所述分苗漏斗装置包括多个并排依次连接的漏斗，每个漏斗的

左右两侧设有开口，中部的漏斗前后两侧设有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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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前述的蔬菜定植机中，所述送苗同步带装置包括一对相对设置的同步带机构，同

步带机构包括经固定架固定在同步带框架上的步进电机，同步带框架的两端分别设有同步

带轮，两个同步带轮之间设有同步带，步进电机与其中一个同步带轮连接，同步带上设有多

个均匀布置的幼苗槽格板，同步带的外侧设有幼苗辅助滑道。

[0007] 前述的蔬菜定植机中，所述自动投苗装置包括投苗底板，投苗底板上设有投苗电

机支架，投苗电机支架上设有投苗步进电机，投苗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投苗曲柄，投苗

曲柄经投苗信号轴连接有投苗连杆，投苗连杆连接有投苗板，投苗板经投苗滑块组件设置

在投苗底板上，投苗板上设有投苗杆，投苗杆的末端设有投苗片，所述投苗电机支架的侧部

设有与投苗信号轴配合的投苗传感器支架。

[0008] 前述的蔬菜定植机中，所述自动栽种机构包括动力供应装置，动力供应装置连接

有栽种装置；所述的动力供应装置包括通过联轴器与换向器相连的直流电动机，换向器连

接有减速器。

[0009] 前述的蔬菜定植机中，所述栽种装置包括栽种支架和鸭嘴杯固定架，栽种支架通

过轴连接有栽种曲柄、栽种摇杆和辅助栽种摇杆，栽种曲柄与栽种摇杆通过栽种连杆连接，

鸭嘴杯固定架一端与栽种摇杆和辅助栽种摇杆连接，另一端连接有鸭嘴杯。

[0010] 前述的蔬菜定植机中，所述定植机车身包括前部转向轮装置，前部转向轮装置上

设有主动力供应装置，主动力供应装置连接有固定在前部转向轮装置上的主驱动轮，前部

转向轮装置的底部设有覆土轮装置。

[0011] 前述的蔬菜定植机中，所述前部转向轮装置包括车底板，车底板前端设有转向轮

固定台，转向轮固定台上经转动轴连接有前部转向轮，车底板的后端设有与转向轮固定台

连接的方向控制杆，车底板上设有与方向控制杆配合的转向限位拨叉。

[0012] 前述的蔬菜定植机中，所述皮带张紧装置包括基座，基座上设有经螺栓固定件设

有长螺栓，长螺栓的一端设有张紧旋钮，长螺栓上设有张紧螺母，张紧螺母的两侧设有防转

片，张紧螺母上连接有张紧拨动杆。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在定植机车身上安装相互配合的自动分苗机构、自

动喂苗机构和自动栽种机构，从而实现蔬菜苗的分苗、喂苗和栽种流水线过程。本发明各机

构位置合理，结构紧凑，功能完全且兼容性强。蔬菜定植机能适应多品种蔬菜幼苗的移栽。

[0014] 本发明还具有以下的优点：

[0015] 1、本发明的自动分苗机构通过送苗、顶苗、取苗辅助和接苗过程实现，具有工作可

靠，传动精度高的特点，还节约了成本，降低了工作噪音。

[0016] 2、本发明的自动喂苗机构通过分苗、送苗和投苗过程实现，可将分苗机构分的苗

进行传递，衔接流畅，提高工作效率。

[0017] 3、本发明的自动栽种机构通过动力供应装置、栽种装置等机构有效结合，使得在

栽种的过程中就不会使得蔬菜幼苗倒伏，利于蔬菜幼苗的存活，提高存活率和栽种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的自动分苗机构示意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的自动分苗机构的送苗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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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4是本发明的自动分苗机构的顶苗装置示意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的自动分苗机构的取苗辅助装置示意图；

[0023] 图6是本发明的自动分苗机构的接苗装置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的自动喂苗机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发明的自动喂苗机构的分苗漏斗装置示意图；

[0026] 图9是本发明的自动喂苗机构的送苗同步带装置示意图；

[0027] 图10是本发明的自动喂苗机构的自动投苗装置示意图；

[0028] 图11是本发明的自动栽种机构示意图；

[0029] 图12是本发明的自动栽种机构的动力供应装置示意图；

[0030] 图13是本发明的自动栽种机构的栽种装置示意图；

[0031] 图14是本发明的车身机构示意图；

[0032] 图15是本发明的前部转向机构示意图；

[0033] 图16是本发明的皮带张紧装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限制的依

据。

[0035] 实施例。一种蔬菜定植机，构成如图1所示，包括定植机车身4，定植机车身4上设有

依次连接的自动分苗机构1、自动喂苗机构2和自动栽种机构3；

[0036] 构成如图2所示，所述自动分苗机构1包括依次连接的送苗装置11、顶苗装置12、取

苗辅助装置13和接苗装置14；

[0037] 构成如图3所示，所述送苗装置11包括连接有送苗电机103的主动同步带轮轴101，

主动同步带轮轴101经送苗装置框架连接有从动同步带轮轴111，主动同步带轮轴101上设

有一对主动同步带轮102，从动同步带轮轴111上设有一对从动同步带轮110，主动同步带轮

102与从动同步带轮110经送苗皮带109连接，所述送苗电机103经送苗电机安装框架104固

定在送苗装置框架上，送苗装置框架上设有送苗框架安装吊耳109，送苗框架安装吊耳109

上设有皮带张紧装置106，皮带张紧装置106连接有皮带张紧轮107，皮带张紧轮107与送苗

皮带109配合，所述送苗皮带109上设有穴盘固定件108，送苗装置框架上设有穴盘托板112；

送苗装置的一般常态是6个穴盘固定件位于送苗装置同步带正面的上部，等72孔穴盘装入

后，步进电机带动主动同步带轮和主动同步带轮轴转动，从而带动固定在皮带上的穴盘固

定件向下运动到指定位置，最终使得穴盘待顶幼苗到达顶出位置，以等待后续的顶苗动作。

[0038] 构成如图4所示，所述顶苗装置12包括顶苗底板201，顶苗底板201上设有顶苗支架

203，顶苗支架203上设有顶苗步进电机，顶苗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位于顶苗支架203上

方的顶苗曲柄204，顶苗曲柄204连接有信号轴209，信号轴209连接有顶苗连杆207，顶苗连

杆207连接有顶杆板208，顶杆板208经滑块组件206设置在顶苗底板201上，顶杆板208上经

螺母209设有多根顶杆210，顶苗支架203侧部设有与信号轴209配合的传感器支架202；顶苗

装置的常态是信号轴在传感器支架之下，此时顶苗杆处于内缩状态，等到开始工作时，顶苗

曲柄在步进电机的作用下开始旋转带动顶苗连杆运动，而顶苗连杆的另一端则与顶杆板相

连接，同时顶杆板又固定在滑块上，而顶杆则通过螺母固定在顶杆板上，所以步进电机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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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以带动曲柄旋转，最终可带动顶苗杆做出顶出和退回动作。

[0039] 构成如图5所示，所述取苗辅助装置13包括机架301，机架301侧面设有多个梳理支

撑板308，机架301顶部设有一对支撑板轴固定件302，一对支撑板轴固定件302之间设有支

撑板轴303，支撑板轴303的两侧设有侧边穴盘支撑板307，中部设有中间穴盘支撑板306，两

块侧边穴盘支撑板307和中间穴盘支撑板306的中部经支撑板中间轴309连接，一对支撑板

轴固定件302之间设有固定在机架301上的一对限位连接件304，一对限位连接件304之间设

有限位杆309；取苗辅助装置的常态是中间和侧边穴盘支撑板外翻，等到72孔穴盘在送苗装

置的作用下将待顶幼苗下送到梳理支撑板中时，穴盘支撑板再次内翻倚靠在穴盘上，以便

进行幼苗的顶出动作。

[0040] 构成如图6所示，所述接苗装置14包括接苗底板401，接苗底板401上设有接苗电机

支架403，接苗电机支架403上设有接苗步进电机，接苗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接苗曲柄

404，接苗曲柄404经接苗信号轴409连接有接苗连杆406，接苗连杆406经接苗板连接块408

连接有接苗板409，接苗板409经接苗滑块组件407固定在接苗底板401上，所述接苗电机支

架403侧部设有与接苗信号轴409配合的接苗传感器支架402。接苗装置的常态是信号轴在

传感器支架存在一定角度，此时接苗板处于外伸状态，等到开始工作时，接苗曲柄在步进电

机的作用下开始旋转带动接苗连杆运动，而接苗连杆的另一端则与接苗板相连接，同时接

苗板又固定在滑块上，所以步进电机的转动可以带动曲柄旋转，最终可带动接苗板做出接

苗和退回的动作。

[0041] 构成如7所示，所述自动喂苗机构2包括依次连接的分苗漏斗装置21、送苗同步带

装置22和自动投苗装置23；

[0042] 构成如图8所示，所述分苗漏斗装置21包括多个并排依次连接的漏斗901(一般具

有12个漏斗)，每个漏斗901的左右两侧设有开口，中部的漏斗901前后两侧设有开口。分苗

漏斗的常态是左右两侧开口的漏斗8个，左右前后四个开口的漏斗4个(分别是自左向右序

号为1、4、9和12)，这12个漏斗进口处紧密的贴在一起，左右6个漏斗分别对称，蔬菜幼苗可

在左右两侧开口的漏斗之间进行横向无障碍移动，蔬菜幼苗同时可在左右前后四侧开口的

漏斗处进行无障碍移动和投射幼苗。

[0043] 构成如图9所示，所述送苗同步带装置22包括一对相对设置的同步带机构，同步带

机构包括经固定架902固定在同步带框架903上的步进电机904，同步带框架903的两端分别

设有同步带轮909，两个同步带轮909之间设有同步带906，步进电机904与其中一个同步带

轮909连接，同步带906上设有多个均匀布置的幼苗槽格板907，同步带906的外侧设有幼苗

辅助滑道908。送苗同步带装置的常态是步进电机及其固定架固定于同步带框架上，同步带

框架的前后两头各安装一个同步带轮，框架外还安装有轴承端盖，同步带上还安装有幼苗

槽格板，在同步带的外侧安装有幼苗辅助滑道。步进电机提供同步带轮转动的动力，同步带

轮的旋转带动同步带及其上面的幼苗槽格板进行移动，而幼苗辅助滑道则是用来辅助蔬菜

幼苗更加顺利的下滑到栽种器中。

[0044] 构成如图10所示，所述自动投苗装置23包括投苗底板911，投苗底板911上设有投

苗电机支架912，投苗电机支架912上设有投苗步进电机，投苗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有投

苗曲柄913，投苗曲柄913经投苗信号轴914连接有投苗连杆919，投苗连杆919连接有投苗板

916，投苗板916经投苗滑块组件917设置在投苗底板911上，投苗板916上设有投苗杆918，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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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杆918的末端设有投苗片919，所述投苗电机支架912的侧部设有与投苗信号轴914配合的

投苗传感器支架920。投苗装置的常态是信号轴在传感器支架之下，此时投苗杆处于内缩状

态，等到开始工作时，投苗曲柄在步进电机的作用下开始旋转带动投苗连杆运动，而投苗连

杆的另一端则与投苗板相连接，同时投苗板又固定在滑块上，而投苗杆则通过螺母固定在

投苗板上，所以步进电机的转动可以带动曲柄旋转，最终可带动投苗杆做出顶出和退回动

作。

[0045] 构成如图11所示，所述自动栽种机构3包括动力供应装置31，动力供应装置31连接

有栽种装置32；

[0046] 构成如图12所示，所述的动力供应装置31包括通过联轴器与换向器602相连的直

流电动机601，换向器602连接有减速器603。动力供应装置的常态是直流电动机不转动，换

向器和减速器同样都处于静止状态。等到需要栽种蔬菜幼苗时，直流电机经过换向器和减

速器的减速增扭作用后可为栽种器提供必要的动力。

[0047] 构成如图13所示，所述栽种装置32包括栽种支架707和鸭嘴杯固定架702，栽种支

架707通过轴连接有栽种曲柄709、栽种摇杆703和辅助栽种摇杆706，栽种曲柄709与栽种摇

杆703通过栽种连杆704连接，鸭嘴杯固定架702一端与栽种摇杆703和辅助栽种摇杆706连

接，另一端连接有鸭嘴杯701。栽种装置的常态是栽种器处于最高点，曲柄通过轴连接与栽

种支架上，摇杆和辅助摇杆也都通过轴连接到栽种支架上，曲柄和摇杆之间通过连杆相连

接，鸭嘴杯固定架则一头与摇杆和辅助摇杆相连，一头与鸭嘴杯相连。等到鸭嘴栽种器内有

了蔬菜幼苗后，曲柄在动力供应装置提供的动力作用下进行旋转，曲柄的旋转运动带动摇

杆的上下摆动，又利用辅助摇杆和固定三角板使得在摇杆上下摆动的时候移栽杯可以始终

保持竖直向下的方位，这样在栽种的过程中就不会使得蔬菜幼苗倒伏，利于蔬菜幼苗的存

活。

[0048] 构成如图14所示，所述定植机车身4包括前部转向轮装置44，前部转向轮装置44上

设有主动力供应装置41，主动力供应装置41连接有固定在前部转向轮装置44上的主驱动轮

43，前部转向轮装置44的底部设有覆土轮装置42。

[0049] 构成如图15所示，所述前部转向轮装置44包括车底板803，车底板803前端设有转

向轮固定台802，转向轮固定台802上经转动轴连接有前部转向轮801，车底板803的后端设

有与转向轮固定台802连接的方向控制杆809，车底板803上设有与方向控制杆809配合的转

向限位拨叉804。所述的前部转向轮装置进一步包括：固定于车底板上的转向限位拨叉，转

向轮固定台固定于车底板上，前部转向轮则与转向轮固定台相连接，方向控制杆与前部转

向轮相连接。通过转动方向控制杆可以控制转向轮的方向，当需要直行时则用限位拨叉来

限定转向轮的方位。

[0050] 构成如图16所示，所述皮带张紧装置106包括基座903，基座903上设有经螺栓固定

件902、908设有长螺栓909，长螺栓909的一端设有张紧旋钮901，长螺栓909上设有张紧螺母

907，张紧螺母907的两侧设有防转片904，张紧螺母907上连接有张紧拨动杆906。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8293377 B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9

CN 108293377 B

9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10

CN 108293377 B

10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1

CN 108293377 B

11



图7

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2

CN 108293377 B

12



图10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3

CN 108293377 B

13



图12

图13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4

CN 108293377 B

14



图14

图15

说　明　书　附　图 7/8 页

15

CN 108293377 B

15



图16

说　明　书　附　图 8/8 页

16

CN 108293377 B

1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DRA0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