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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收获机械技术领域，
更具
体的说是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包括
上下移动组件、
转向装置、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制
动机构、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车辆行进与控制
装置、
前后移动组件、
全方位自动定位转动装置、
剪切夹持装置、
收集装置和车架，
本发明可以在
人工操作下使得剑麻叶片切割收集一体化。
所述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安装在前后移动组件上，
前后
移动组件安装在上下移动组件，
上下移动组件和
车辆行进及控制装置安装于车架上，
制动机构部
分零件设置在转向装置上；
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
集装置移动到剑麻处，
通过机械视觉传感器的识
别，
全方位自动定位转动装置使剪切夹持控制装
置移动至剑麻叶片处，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进行夹
持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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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包括上下移动组件、
转向装置、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
(1-3)、制动机构、
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1-2)、
车辆行进与控制装置、
前后移动组件、
全方位
自动定位转动装置、
剪切夹持装置(1-3)、
收集装置和车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下移动组件
控制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上下伸缩移动，
转向装置控制控制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
装置转向 ，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1-3)对剑麻叶剪切，制动机构对自动采割收集装置进行制
动，
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1-2)获取剑麻叶片位置的图像信号并传送给图像处理系统，
得到
剑麻叶片的位置信息，
并根据像素分布得到亮度、颜色等信息，
转变成数字化信号，
车辆行
进与控制装置控制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的前进后退，
前后移动组件带动剪切夹持装
置(1-3)前后移动，
全方位自动定位转动装置带动剪切夹持装置(1-3)全方位转动，
收集装
置用来对剑麻进行收集盒捆扎，
车架为上下移动组件、
转向装置、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1-3)、
制动机构、
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1-2)、
车辆行进与控制装置、
前后移动组件、
全方位自动定
位转动装置、
剪切夹持装置(1-3)和收集装置的安装载体；
所述剪切夹持控制装置(1-3)安装在前后移动组件上，
前后移动组件安装在上下移动
组件，
上下移动组件和车辆行进及控制装置安装于车架上，
制动机构部分零件设置在转向
装置上；
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移动到剑麻处，
通过机械视觉传感器的识别，
全方位自
动定位转动装置使剪切夹持控制装置(1-3)移动至剑麻叶片处，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1-3)进
行夹持剪切。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下移动
组件包括蓄电池(2-4)、
高度调节液压缸(6-1)、油箱(6-2)、液压管道(6-3)和电动液压泵
(6-4) ，
蓄电池(2-4)连接电动液压泵(6-4)为整个系统提供能量，
电动液压泵(6-4)的左出
油孔通过液压管路(6-3)的连通，
与高度调节液压缸(6-1)上出油孔相通，
高度调节液压缸
(6-1)下出油孔通过液压管路(6-3)连通油箱(6-2)的左出油孔，
油箱(6-2)的右出油孔通过
液压管路(6-3)连接到电动液压泵(6-4)的右出油孔从而形成液压系统回路。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转向装置
包括车轮(1-6)、
转向杆、
转向轴、
拉直杆、
转向横拉杆和转向节。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剪切夹持
控制装置(1-3)包括剪切夹持控制杆(1-7)、
上夹持片(3-1)、
下夹持片(3-2)、
上刀片(3-3)、
下刀片(3-4)、
拉绳销轴(3-5)、
椭圆形转盘齿轮箱(3-6)、
步进电机Ⅰ(3-7)、
固定栓(3-8)、
绕
绳双电机箱(3-9)、主轴电机Ⅰ(3-10)、齿轮Ⅰ(3-11)、
随转杆(3-12)、环绕小环(3-13)、
拉绳
(3-14)、
夹持刀片固定头(3-15)、
弹簧(3-16)，
上夹持片(3-1)、
下夹持片(3-2)和固定栓(38) ，
夹持刀片固定头(3-15)通过过渡配合使上夹持片(3-1)能够绕固定栓(3-8)转动，
上刀
片(3-3)、
下刀片(3-4)、
夹持刀片固定头(3-15)和固定栓(3-8)通过过渡配合使上刀片(33)可绕固定栓(3-8)转动，
两弹簧(3-16)处于上下刀片和上下夹持片之间，
且处于拉伸状
态，
两个夹持刀片固定头(3-15)与椭圆形转盘齿轮箱(3-6)里的两个等大小齿轮Ⅰ(3-11)装
配固定，
椭圆形转盘齿轮箱(3-6)两齿轮Ⅰ(3-11)中安装了一个齿轮Ⅰ(3-11)，
三个齿轮Ⅰ(311)两两相互啮合，
椭圆形转盘齿轮箱(3-6)与主轴电机Ⅰ(3-10)连接 ,上刀片(3-3)和上夹
持片(3-1)均连接拉绳(3-14)且绕过拉绳销轴(3-5) ，
拉绳(3-14)通过椭圆形转盘齿轮箱
(3-6)定位，
绕绳双电机箱(3-9)中的步进电机Ⅰ(3-7)可自动控制，
绕绳双电机箱(3-9)与椭
圆形转盘齿轮箱(3-6)通过固定栓(3-8)相连，
当椭圆形转盘齿轮箱(3-6)转动时通过固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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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3-8)带动绕绳双电机箱(3-6)转动。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制动机构
包括刹车握把、钢丝和刹车片，
刹车握把通过钢丝控制刹车片抱死车轮(1-6)，
以致车轮(16)停止转动。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械视觉
传感装置(1-2)包括总控制箱(2-2)、机械视觉传感器(5-1)、照明灯(5-2)和底座支架(53) ，
机械视觉传感器(5-1)和照明灯(5-2)设置在底座支架(5-3)上，
机械视觉传感器(5-1)
通过线路与总控制箱(2-2)连接，
机械视觉传感应器(5-1)通过双目摄像机获取剑麻叶片位
置的图像信号并传送给图像处理系统，
得到剑麻叶片的位置信息，
并根据像素分布得到亮
度、
颜色等信息，
转变成数字化信号。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辆行进
与控制装置通过蓄电池(2-4)、轮毂电机(2-1)和方向转向控制杆(1-8) ，
方向转向控制杆
(1-8)上具有控制轮毂电机(2-1)旋转方向的按钮，
调节按钮从而控制该装置的前进后退。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后移动
组件包括伸缩杆外壳(7-1)、
防动片(7-2)、伸缩杆上盖(7-3)、
固定杆(7-4)、齿轮Ⅱ(7-5)、
步进电机Ⅲ(7-6)、
丝杠(7-7)和螺母(7-8) ，
丝杠(7-7)与螺母(7-8)同心轴配合，
步进电机
Ⅲ(7-6)连接一个齿轮Ⅱ(7-5)并且与安装了螺母(7-8)的齿轮Ⅱ(7-5)相互啮合，
固定杆
(7-4)用来固定螺母(7-8)，
防止螺母(7-8)在丝杠(7-7)移动下跟随移动，
防动片(7-2)用于
在螺母(7-8)转动的带动下使得丝杠(7-7)进行转动，
伸缩杆前盖(7-3)对伸缩杆外壳(7-1)
进行封闭，
在步进电机Ⅲ(7-6)的转动下齿轮Ⅱ(7-5)转动带动固定的螺母(7-8)转动使得
丝杠(7-7)进行前后移动，
从而带动电动机控制伸缩杆(1-1)进行前后移动。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全方位自
动定位转动装置包括总控制箱(2-2)、步进电机Ⅱ(4-1)、可旋转式底盘(4-2)、支撑杆(43)、
圆柱形支架(4-4)、
L型支架(4-5)、
固定圆盘(4-6)和主轴电机Ⅱ(4-7) ，
固定圆盘(4-6)
通过四个支撑杆(4-3)固定在高度调节液压缸(6-1)上，
可旋转式底盘(4-2)与主轴电机Ⅱ
(4-7)过渡配合，
可旋转式底盘(4-2)在主轴电机Ⅱ(4-7)的带动下可以进全方位的旋转，
圆
柱形支架(4-4)通过螺母安装在固定圆盘(4-6)上，
固定圆盘(4-6)上端与步进电机Ⅱ(4-1)
过渡配合，
步进电机Ⅱ(4-1)上设置有L型支架(4-5) ，
L型支架(4-5)与圆柱形支架(4-4)垂
直方向通过螺丝固定，
圆柱形支架(4-4)上安装有步进电机Ⅱ(4-1)，
固定圆盘(4-6)还装有
防尘套(1-10)。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收集装
置包括收集框和捆扎带(1-5)；
所述车架包括支撑平台、
车上盖和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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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收获机械技术领域，
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剑麻叶片纤维质地坚韧、
耐磨、
耐盐碱、
耐腐蚀，
广泛运用在运输、
渔业、
石油、冶金
等各种行业，
且剑麻叶片是仅次于天然橡胶、
棕榈油的不可替代的热带作物，
剑麻纤维在制
作高档电梯用钢丝绳内芯和不锈钢抛光布上具有“两个不可代替”的作用，
剑麻市场潜力巨
大。
国内剑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海南的大型农场，
剑麻生产种植从整地、植苗、
田
间管理到叶片运输、刮制纤维、麻田更新等各个生产环节，
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作业，
但剑麻
叶片切割收获机械目前尚未有成熟机型面市，
这一生产环节劳动强度最大 ,收获过程占整
个生产过程中用工量的一半以上 ,因此要解决剑麻叶片的切割收获问题就是解决剑麻叶片
的收获机械发明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其有益效果为本发明可自动或手动
实现剑麻叶片切割收集一体化。
[0004]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收获机械技术领域，
更具体的说是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
装置，
包括上下移动组件、转向装置、剪切夹持控制装置、制动机构、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
车辆行进与控制装置、前后移动组件、全方位自动定位转动装置、剪切夹持装置、
收集装置
和车架，
本发明可人工或者自动实现剑麻叶片切割收集一体化。
[0005] 所述上下移动组件控制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上下伸缩移动，
转向装置控制
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转向，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对剑麻叶片剪切，
制动机构对自动采
割收集装置进行制动，
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获取剑麻叶片位置的图像信号并传送给图像处
理系统，
得到剑麻叶片的位置信息，
并根据像素分布得到亮度、颜色等信息，
转变成数字化
信号，
车辆行进与控制装置控制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的前进后退，
前后移动组件带
动剪切夹持装置前后移动，
全方位自动定位转动装置带动剪切夹持装置全方位定位转动，
收集装置用来对剑麻进行收集和捆扎，
车架为上下移动组件、转向装置、剪切夹持控制装
置、制动机构、
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
车辆行进与控制装置、
前后移动组件、
全方位自动定位
转动装置、
剪切夹持装置和收集装置的安装载体；
[0006] 所述剪切夹持控制装置安装在前后移动组件上，
前后移动组件安装在上下移动组
件，
上下移动组件和车辆行进及控制装置安装于车架上，
制动机构部分零件设置在转向装
置上；
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移动到剑麻处，
通过机械视觉传感器的识别，
全方位自动
定位转动装置使剪切夹持控制装置移动至剑麻叶片处，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进行夹持剪切。
[0007] 所述上下移动组件包括蓄电池、
高度调节液压缸、油箱、液压管道和电动液压泵，
蓄电池连接电动液压泵为整个系统提供能量，
电动液压泵的左出油孔通过液压管路的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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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与高度调节液压缸上出油孔相通，
高度调节液压缸下出油孔通过液压管路连通油箱的
左出油孔，
油箱的右出油孔通过液压管路连接到电动液压泵的右出油孔从而形成液压系统
回路。
[0008] 所述转向装置包括车轮、
转向杆、
转向轴、
拉直杆、
转向横拉杆和转向节。
[0009] 所述剪切夹持控制装置包括剪切夹持控制杆、
上夹持片、下夹持片、上刀片、下刀
片、
拉绳销轴、
椭圆形转盘齿轮箱、
步进电机Ⅰ、
固定栓、
绕绳双电机箱、
主轴电机Ⅰ、
齿轮Ⅰ、
随
转杆、
环绕小环、
拉绳、
夹持刀片固定头、
弹簧，
上夹持片、
下夹持片和固定栓，
夹持刀片固定
头通过过渡配合使上夹持片能够绕固定栓转动，
上刀片、
下刀片、
夹持刀片固定头和固定栓
通过过渡配合使上刀片可绕固定栓转动，
两个夹持刀片固定头与椭圆形转盘齿轮箱里的两
个等大小齿轮Ⅰ装配固定，
椭圆形转盘齿轮箱两齿轮Ⅰ中安装了一个齿轮Ⅰ，
三个齿轮Ⅰ两两
相互啮合，
椭圆形转盘齿轮箱与主轴电机Ⅰ连接 ,上刀片和上夹持片均连接拉绳且绕过拉绳
销轴，
拉绳通过椭圆形转盘齿轮箱定位，
绕绳双电机箱中的步进电机Ⅰ可自动控制，
绕绳双
电机箱与椭圆形转盘齿轮箱通过固定栓相连，
当椭圆形转盘齿轮箱转动时通过固定栓带动
绕绳双电机箱转动。
[0010] 所述制动机构包括刹车握把、
钢丝和刹车片，
刹车握把通过钢丝控制刹车片抱死
车轮，
以致车轮停止转动。
[0011] 所述机械视觉传感装置包括总控制箱、
机械视觉传感器、照明灯和底座支架，
机械
视觉传感器和照明灯设置在底座支架上，
机械视觉传感器通过线路与总控制箱连接，
机械
视觉传感应器通过双目摄像机获取剑麻叶片位置的图像信号并传送给图像处理系统，
得到
剑麻叶片的位置信息，
并根据像素分布得到亮度、
颜色等信息，
转变成数字化信号。
[0012] 所述车辆行进与控制装置通过蓄电池、
轮毂电机和方向转向控制杆，
方向转向控
制杆上具有控制轮毂电机旋转方向的按钮，
调节按钮从而控制该装置的前进后退。
[0013] 所述前后移动组件包括伸缩杆外壳、
防动片、伸缩杆上盖、
固定杆、
齿轮Ⅱ、
步进电
机Ⅲ、
丝杠和螺母，
丝杠与螺母同心轴配合，
步进电机Ⅲ连接一个齿轮Ⅱ并且与安装了螺母
的齿轮Ⅱ相互啮合，
固定杆用来固定螺母，
防止螺母在丝杠移动下跟随移动，
防动片用于在
螺母转动的带动下使得丝杠进行转动伸缩杆前盖对伸缩杆外壳进行封闭，
在步进电机Ⅲ的
转动下齿轮Ⅱ转动带动固定的螺母转动使得丝杠进行前后移动，
从而带动电动机控制伸缩
杆进行前后移动。
[0014] 所述全方位自动定位转动装置包括总控制箱、
步进电机Ⅱ、可旋转式底盘、支撑
杆、
圆柱形支架、
L型支架、
固定圆盘和主轴电机Ⅱ，
固定圆盘通过四个支撑杆固定在高度调
节液压缸上，
可旋转式底盘与主轴电机Ⅱ过渡配合，
可旋转式底盘在主轴电机Ⅱ的带动下
可以进全方位的旋转，
圆柱形支架通过螺母安装在固定圆盘上，
固定圆盘上端与步进电机
Ⅱ过渡配合，
步进电机Ⅱ上设置有L型支架，
L型支架与圆柱形支架垂直方向通过螺丝固定，
圆柱形支架上安装有步进电机Ⅱ，
固定圆盘还装有防尘套。
[0015] 所述收集装置包括收集框和捆扎带；
所述车架包括支撑平台、
车上盖和后座。
[0016] 本发明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的有益效果为：
[0017] 1 .本发明是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该装置易操控，
在人工操作下使得
剑麻叶片切割收集一体化。
[0018] 2 .采用类似与机械臂装置，
通过控制器的操作，
可使的剪切夹持装置进行水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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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转动、
前后定位转动和左右定位转动，
达到全方位定位转动。
[0019] 3 .所述剪切夹持装置具有上下夹持片，
并且当叶片处于左右不同方位的时候可以
在电机的转动下使得剪切装置和夹持装置互换位置，
夹持片固定剑麻叶片实现纵向剪切，
避免由于剪切问题导致剑麻叶片感染植物病毒。
[0020] 4 .所述车辆行进及控制装置采用轮毂电机，
将动力、传动和制动装置都整合到轮
毂内，
使得机车机械部分大大简化。
[0021] 5 .所述上下移动组件采用了液压系统原理使得控制剪切夹持装置更易上下移动。
[0022] 6 .所述前后移动机构通过电动机的定位旋转使丝杠在螺母的转动下进行前后移
动从而实现伸缩杆的前后移动。
[0023] 7 .所述机械视觉传感装置采用双目摄像机确定剑麻叶片位置，
并通过控制器控制
自动移动装置切割剑麻叶片。
附图说明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法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结构立体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内部结构立体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剪切夹持装置的结构立体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全方位自动定位转动装置的结构立体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视觉传感器装置的结构立体示意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上下移动组件的结构立体示意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的电动机伸缩杆内部的结构立体示意图 .
[0032] 图中：
电动机控制伸缩杆1-1；
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1-2；
剪切夹持装置1-3；
车上盖
1-4；
捆扎带1-5；
车轮1-6；
剪切夹持控制杆1-7；
方向转向控制杆1-8；
车后座1-9；
防尘套110；
脚刹装置1-11；
车底盘1-12；
轮毂电机2-1；
导向装置2-2；
钢绳2-3；
蓄电池2-4；
总控制器
2-5；
上夹持片3-1；
下夹持片3-2；
上刀片3-3；
下刀片3-4；
拉绳销轴3-5；
椭圆形转盘齿轮箱
3-6；；
步进电机Ⅰ3-7；
固定栓3-8；
绕绳双电机箱3-9；
主轴电机Ⅰ3-10；
齿轮Ⅰ3-11；
随转杆312；
环绕小环3-13；
拉绳3-14；
夹持刀片固定头3-15；
弹簧3-16；
步进电机Ⅱ4-1；
可旋转式底
盘4-2；
支撑杆4-3；
圆柱形支架4-4；
小L型支架4-5；
固定圆盘4-6；
主轴电机Ⅱ4-7；
机械视觉
传感器5-1；
照明灯5-2；
底座支架5-3；
高度调节液压缸6-1；
油箱6-2；
导向装置6-3；
电动液
压泵6-4；
伸缩杆外壳7-1；
防动片7-2；
伸缩杆上盖7-3；
齿轮Ⅱ7-5；
步进电机Ⅲ7-6；
丝杠77；
螺母7-8。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 ，
需要理解的是 ，术语“中心”、
“纵向”、
“横向”、
“上”、
“下”、
“前”、
“后”、
“左”、
“右”、
“竖直”、
“水平”、
“顶”、
“底”、
“内”、
“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
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
而不是指示或暗
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解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此外，
术语“第一”、
“第二”等仅用于描述目的，
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
对重要性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
由此，
限定有“第一”、
“第二”等的特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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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示或者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发明的描述中，
除非另有说明，
“多个”
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0034] 具体实施方式一：
[0035] 下面结合图1-7说明本实施方式，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收获机械技术领域，
更具体的
说是一种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
包括上下移动组件、转向装置、剪切夹持控制装置、
制动机构、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
车辆行进与控制装置、
前后移动组件、全方位自动定位转
动装置、
剪切夹持装置、
收集装置和车架，
本发明可以在人工操作下使得剑麻叶片切割收集
一体化。
[0036] 所述上下移动组件控制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上下伸缩移动，
转向装置控制
控制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转向，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1-3对剑麻叶剪切，
制动机构对自
动采割收集装置进行制动，
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1-2获取剑麻叶片位置的图像信号并传送
给图像处理系统，
得到剑麻叶片的位置信息，
并根据像素分布得到亮度、颜色等信息，
转变
成数字化信号，
车辆行进与控制装置控制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的前进后退，
前后移
动组件带动剪切夹持装置1-3前后移动，
全方位自动定位转动装置带动剪切夹持装置1-3全
方位转动，
收集装置用来对剑麻进行收集盒捆扎，
车架为上下移动组件、转向装置、剪切夹
持控制装置1-3、制动机构、
机械视觉传感器装置1-2、
车辆行进与控制装置、
前后移动组件、
全方位自动定位转动装置、
剪切夹持装置1-3和收集装置的安装载体；
[0037] 所述剪切夹持控制装置1-3安装在前后移动组件上，
前后移动组件安装在上下移
动组件，
上下移动组件和车辆行进及控制装置安装于车架上，
制动机构部分零件设置在转
向装置上；
剑麻叶片自动采割收集装置移动到剑麻处，
通过机械视觉传感器的识别，
全方位
自动定位转动装置使剪切夹持控制装置1-3移动至剑麻叶片处，
剪切夹持控制装置1-3进行
夹持剪切。
[0038] 具体实施方式二：
[0039] 下面结合图1-7说明本实施方式，
所述上下移动组件包括蓄电池2-4、
高度调节液
压缸6-1、油箱6-2、
液压管道6-3和电动液压泵6-4，
蓄电池2-4连接电动液压泵6-4为整个系
统提供能量，
电动液压泵6-4的左出油孔通过液压管路6-3的连通，
与高度调节液压缸6-1上
出油孔相通，
高度调节液压缸6-1下出油孔通过液压管路6-3连通油箱6-2的左出油孔，
油箱
6-2的右出油孔通过液压管路6-3连接到电动液压泵6-4的右出油孔从而形成液压系统回
路；
在液压系统的作用下提供一定得液压能，
从而使得上下移动组件带动剑麻叶片自动采
割收集装置整体上下伸缩移动。
[0040] 具体实施方式三：
[0041] 下面结合图1-7说明本实施方式，
所述转向装置包括车轮1-6、转向杆、转向轴、拉
直杆、
转向横拉杆和转向节；
转向杆通过转向轴和带动拉直杆转动，
拉直杆转动通过转向横
拉杆和转向节带动车轮1-6转动，
实现装置的转向。
[0042] 具体实施方式四：
[0043] 下面结合图1-7说明本实施方式，
所述剪切夹持控制装置1-3包括剪切夹持控制杆
1-7、
上夹持片3-1、
下夹持片3-2、
上刀片3-3、
下刀片3-4、
拉绳销轴3-5、椭圆形转盘齿轮箱
3-6、步进电机Ⅰ3-7、
固定栓3-8、
绕绳双电机箱3-9、主轴电机Ⅰ3-10、齿轮Ⅰ3-11、
随转杆312、环绕小环3-13、
拉绳3-14、
夹持刀片固定头3-15、
弹簧3-16，
上夹持片3-1、
下夹持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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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固定栓3-8，
夹持刀片固定头3-15通过过渡配合使上夹持片3-1能够绕固定栓3-8转动，
上
刀片3-3、
下刀片3-4、夹持刀片固定头3-15和固定栓3-8通过过渡配合使上刀片3-3可绕固
定栓3-8转动，
两弹簧3-16处于上下刀片和上下夹持片之间，
且处于拉伸状态，
两个夹持刀
片固定头3-15与椭圆形转盘齿轮箱3-6里的两个等大小齿轮Ⅰ3-11装配固定，
椭圆形转盘齿
轮箱3-6两齿轮Ⅰ3-11中安装了一个齿轮Ⅰ3-11，
三个齿轮Ⅰ3-11两两相互啮合，
椭圆形转盘
齿轮箱3-6与主轴电机Ⅰ3-10连接 ,上刀片3-3和上夹持片3-1均连接拉绳3-14且绕过拉绳销
轴3-5，
拉绳3-14通过椭圆形转盘齿轮箱3-6定位，
绕绳双电机箱3-9中的步进电机Ⅰ3-7可自
动控制，
可使得剪切夹持控制装置对剑麻叶剪切，
拉绳3-14中接有环绕小环3-13，
可解决在
剪切夹持装置转动的过程中导致拉绳3-14产生扭矩导致拉绳3-14容易断裂的问题，
绕绳双
电机箱3-9与椭圆形转盘齿轮箱3-6通过固定栓3-8相连，
当椭圆形转盘齿轮箱3-6转动时通
过固定栓3-8带动绕绳双电机箱3-6转动；
从而可避免两条拉绳3-14发生缠绕；
当机车移动
到剑麻叶片旁，
判断叶片的位置若剑麻叶片处于机车的夹持片同向，
装置对剑麻叶片直接
进行夹持，
之后在对剑麻叶片剪切。若剑麻叶片在机车的夹持片反向，
主轴电机Ⅰ3-10带绕
绳双电机箱3-9转动180 °
使得夹持装置与剪切装置交换位置，
通过步进电机Ⅰ3-7对上刀片
3-3和上夹持片3-1的控制进行剪切夹持剑麻叶片。
[0044] 具体实施方式五：
[0045] 下面结合图1-7说明本实施方式，
所述制动机构包括刹车握把、钢丝和刹车片，
刹
车握把通过钢丝控制刹车片抱死车轮1-6，
以致车轮1-6停止转动。
[0046] 具体实施方式六：
[0047] 下面结合图1-7说明本实施方式，
所述机械视觉传感装置1-2包括总控制箱2-2、
机
械视觉传感器5-1、照明灯5-2和底座支架5-3，
机械视觉传感器5-1和照明灯5-2设置在底座
支架5-3上，
机械视觉传感器5-1通过线路与总控制箱2-2连接，
机械视觉传感应器5-1通过
双目摄像机获取剑麻叶片位置的图像信号并传送给图像处理系统，
得到剑麻叶片的位置信
息，
并根据像素分布得到亮度、颜色等信息，
转变成数字化信号。
图像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
各种运算来抽取剑麻叶片位置的特征，
进而通过总控制箱2-2使装置移动，
然后剪切夹持装
置对剑麻叶片进行切割。
[0048] 具体实施方式七：
[0049] 下面结合图1-7说明本实施方式，
所述车辆行进与控制装置通过蓄电池2-4、轮毂
电机2-1和方向转向控制杆1-8，
方向转向控制杆1-8上具有控制轮毂电机2-1旋转方向的按
钮，
调节按钮从而控制该装置的前进后退。
[0050] 具体实施方式八：
[0051] 下面结合图1-7说明本实施方式，
所述前后移动组件包括伸缩杆外壳7-1、
防动片
7-2、伸缩杆上盖7-3、
固定杆7-4、齿轮Ⅱ7-5、
步进电机Ⅲ7-6、
丝杠7-7和螺母7-8，
丝杠7-7
与螺母7-8同心轴配合，
步进电机Ⅲ7-6连接一个齿轮Ⅱ7-5并且与安装了螺母7-8的齿轮Ⅱ
7-5相互啮合，
固定杆7-4用来固定螺母7-8，
防止螺母7-8在丝杠7-7移动下跟随移动，
防动
片7-2用于在螺母7-8转动的带动下使得丝杠7-7进行转动7-7伸缩杆前盖7-3对伸缩杆外壳
7-1进行封闭，
在步进电机Ⅲ7-6的转动下齿轮Ⅱ7-5转动带动固定的螺母7-8转动使得丝杠
7-7进行前后移动，
从而带动电动机控制伸缩杆1-1进行前后移动。
[0052] 具体实施方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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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结合图1-7说明本实施方式，
所述全方位自动定位转动装置包括总控制箱、
步
进电机Ⅱ4-1、
可旋转式底盘4-2、支撑杆4-3、
圆柱形支架4-4、
L型支架4-5、
固定圆盘4-6和
主轴电机Ⅱ4-7，
固定圆盘4-6通过四个支撑杆4-3固定在高度调节液压缸6-1上，
可旋转式
底盘4-2与主轴电机Ⅱ4-7过渡配合，
可旋转式底盘4-2在主轴电机Ⅱ4-7的带动下可以进全
方位的旋转，
圆柱形支架4-4通过螺母安装在固定圆盘4-6上，
固定圆盘4-6上端与步进电机
Ⅱ4-1过渡配合，
步进电机Ⅱ4-1上设置有L型支架4-5，
L型支架4-5与圆柱形支架4-4垂直方
向通过螺丝固定，
圆柱形支架4-4上安装有步进电机Ⅱ4-1，
固定圆盘4-6还装有防尘套110，
防尘套1-10起到了防尘的作用。
[0054] 具体实施方式十：
[0055] 下面结合图1-7说明本实施方式，
所述收集装置包括收集框和捆扎带1-5。所述车
架包括支撑平台、
车上盖和后座。
收集框用来收集剑麻叶片，
捆扎带1-5可以对剑麻叶片进
行捆扎。
[0056] 当然，
上述说明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制，
本发明也不仅限于上述举例，
本技术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
改型、
添加或替换，
也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9

CN 110692355 A

说

明

书

图1

图2

10

附

图

1/4 页

CN 110692355 A

说

明

书

图3

图4

11

附

图

2/4 页

CN 110692355 A

说

明

书

图5

图6

12

附

图

3/4 页

CN 110692355 A

说

明

书

图7

13

附

图

4/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