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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前喂入式三七收获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前喂入式三七收获

机，属于农业收获机械设备技术领域。针对以往

的三七收获采用人工方式劳动强度大、费事费

力、工时成本高等问题，提出了一种能够代替人

工的三七收获机，本实用新型由挖掘装置、夹持

输送装置、拍土装置、根茎分离装置、收集筐、传

动装置和机身构成，分别实现用于实现三七的挖

掘、夹持、拍土、根茎分离、收集和卸料的功能，上

述装置通过发动机提供动力驱动，可实现三七棚

内自动收获，自动化程度高，采用前喂入式结构

具有较低的机械损伤率和漏挖率，充分保证三七

的完整性，同时解决了在特殊的农艺要求下三七

的采挖难题，不仅可以实现三七的采挖收获，调

节刀架深度可以实现其他根茎作物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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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前喂入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该收货机主要包括，挖掘装置（1）、夹持输送

装置（2）、拍土装置（3）、根茎分离装置（4）、收集筐（5）、传动装置（6）和机身（7）；所述机身

（7）下方设置有履带（71），通过发动机（73）提供动力驱动；

所述的挖掘装置（1）由刀片（12）、刀杆（13）和液压抬起装置（15）组成；两片刀片（12）呈

内八字形安装固定在刀拖上，刀片（12）倾斜放置；所述刀拖焊接于刀杆（13），刀杆（13）安装

在套管中，套管竖直向下固定安装在机身（7）前端水平方向设置的刀架梁板上，套管和刀杆

（13）上设有限位孔（14），与插销配合对刀片（12）的离地高度进行限位；刀架梁板与机身（7）

铰链连接，车身前端竖直固定有液压板（77），液压抬起装置（15）两端分别连接在刀架梁板

前端和液压板（77）上，通过液压抬起装置（15）在液压驱动下伸缩驱动刀架梁板带动刀片

（12）向上抬起翻转；

所述夹持输送装置（2）主要由多个小夹持轮（21）、大夹持轮（24）、夹持链和夹持机架组

成；夹持机架安装在机身（7）的右侧，主要由两条平行管架和两个U形支架构成，U形支架两

脚分别与一条管架固定，U形支架下端固定安装在机身（7）上；夹持机架中的两条管架尾部

向上倾斜；小夹持轮（21）沿管架两侧交错布置，通过管架上设置的安装架、轴承和螺栓轴

（22）固定在管上；大夹持轮（24）分别安装在两条管架的尾部；夹持机架前端弯折向机身（7）

正前方，并且为内八字形开口，该开口与挖掘装置（1）中的刀片（12）相对；夹持链依次缠绕

小夹持轮（21）；

所述拍土装置（3）由曲柄机构（33）和小链轮Ⅰ（65）组成，曲柄机构（33）包括曲柄箱

（332）、曲柄块（333）、插销头（334）、曲柄支板（335）、拍土长杆（336）和拍土震动杆（337）；曲

柄箱（332）通过曲柄支板（335）支撑，曲柄支板（335）通过支撑梁固定安装在U形支架上，曲

柄箱（332）中穿有传动轴，传动轴两端分别连接小链轮Ⅰ（65）和曲柄块（333），曲柄块（333）

一端为扇形，一端为长条形，曲柄块（333）长条部顶端连接有插销头（334），拍土长杆（336）

一端通过插销头（334）连接在曲柄块（333）上，拍土长杆（336）另一端与拍土震动杆（337）连

接，拍土震动杆（337）与机身（7）连接；

根茎分离装置（4）主要由螺栓轴端盖（41）、圆盘切刀（42）组成；圆盘切刀（42）通过固定

安装在夹持输送装置（2）中的平行管架上的最后侧一对小夹持轮（21）的螺栓轴下方，所述

圆盘切刀（42）为锯齿形，两组安装在不同管架上的圆盘切刀（42）反向错位放置，圆盘切刀

（42）下方设置有收集筐（5）；

传动装置（6）的动力源为发动机（73），发动机（73）通过发动机输出齿轮（615）传递至传

动装置（6），传动装置（6）主要由套筒架（611）、齿轮Ⅰ（612）、大链轮Ⅰ（613）、套筒架端盖

（614）、轴Ⅱ传动机构（63）和轴Ⅲ传动机构（64）；套筒架（611）上连接有套筒Ⅰ，套筒Ⅰ通过传

动轴与另一端的套筒Ⅱ连接，套筒Ⅰ内安装有齿轮Ⅰ（612），套筒Ⅱ内安装有大链轮Ⅰ（613），

齿轮Ⅰ（612）和大链轮Ⅰ（613）通过套筒Ⅰ和套筒Ⅱ之间的传动轴连接，套筒Ⅱ开口一侧通过

套筒架端盖（614）密封，套筒Ⅰ和套筒Ⅱ上开有弧形卡槽，通过该卡槽将套筒架（611）、套筒Ⅰ

和套筒Ⅱ固定在使齿轮Ⅰ（612）能够与发动机输出齿轮（615）啮合的位置；

轴Ⅲ传动机构（64）共有两组，分别设置在夹持输送装置（2）中的平行管架中部的一对

小夹持轮（21）的螺栓轴下方，轴Ⅲ传动机构（64）由两个锥齿轮Ⅱ和两个轴Ⅲ传动轴组成，

轴Ⅲ传动轴两端分别与锥齿轮Ⅱ和小夹持轮（21）固定连接；轴Ⅱ传动机构（63）设置在轴Ⅲ

传动机构（64）下方，轴Ⅱ传动机构（63）主要由锥齿轮Ⅰ、大链轮Ⅱ、小链轮Ⅱ、轴Ⅱ传动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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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Ⅱ套筒组成，轴Ⅱ传动机构（63）中传动轴两端分别固定有一个锥齿轮Ⅰ，大链轮Ⅱ和小链

轮Ⅱ则固定安装在一端，大链轮Ⅱ与大链轮Ⅰ（613）通过链条连接，小链轮Ⅱ与拍土装置（3）

中的小链轮Ⅰ（65）通过链条连接，轴Ⅱ传动轴两端的锥齿轮Ⅰ与轴Ⅲ传动机构（64）中的锥齿

轮Ⅱ啮合；轴Ⅱ传动轴通过轴Ⅱ套筒固定安装在U形支架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喂入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夹持机架尾部设有弧形

槽，并向右侧弯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喂入式三七收获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刀片（12）与水平面

成15°夹角，与铅垂面成65°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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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前喂入式三七收获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农业收获机械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三七作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具有很高的医药与营养价值，近年来，出台若干加快

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文件，进一步加快了三七产业的发展，但由于三七特殊的农艺要

求和生长习性，三七采用垄作种植，并种植于荫棚中，且三七的收获集中在9月份，三七的采

收基本靠人工进行，劳动强度大，费事费力，工时成本高，长期以往，传统的人工收货方式已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三七的需求，只有机械化收获才能促进三七种植方式改革和进步。

发明内容

[0003] 鉴于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前喂入式三七收获机，旨在解决

现有三七收获劳动强度大、工时成本高，以及三七在特殊农艺下的机械化收获问题。

[0004] 一种前喂入式三七收获机，主要包括，挖掘装置1、夹持输送装置2、拍土装置3、根

茎分离装置4、收集筐5、传动装置6和机身7；所述机身7下方设置有履带71，通过发动机73提

供动力驱动。

[0005] 所述的挖掘装置1由刀片12、刀杆13和液压抬起装置15组成；两片刀片12呈内八字

形安装固定在刀拖上，刀片12与水平面成15°夹角，与铅垂面成65°夹角；所述刀拖焊接于刀

杆13，刀杆13安装在套管中，套管竖直向下固定安装在机身7前端水平方向设置的刀架梁板

上，套管和刀杆13上设有限位孔14，与插销配合对刀片12的离地高度进行限位；刀架梁板与

机身7铰链连接，车身前端竖直固定有液压板77，液压抬起装置15两端分别连接在刀架梁板

前端和液压板77上，通过液压抬起装置15在液压驱动下伸缩驱动刀架梁板带动刀片12向上

抬起翻转。

[0006] 所述夹持输送装置2主要由多个小夹持轮21、大夹持轮24、夹持链和夹持机架组

成；夹持机架安装在机身7的右侧，主要由两条平行管架和两个U形支架构成，U形支架两脚

分别与一条管架固定，U形支架下端固定安装在机身7上；夹持机架中的两条管架尾部向上

倾斜；小夹持轮21沿管架两侧交错布置，通过管架上设置的安装架、轴承和螺栓轴22固定在

管上；大夹持轮24分别安装在两条管架的尾部；夹持机架前端弯折向机身7正前方，并且为

内八字形开口，该开口与挖掘装置1中的刀片12相对；夹持链依次缠绕小夹持轮21；夹持机

架尾部设有弧形槽，并向右侧弯曲。

[0007] 所述拍土装置3由曲柄机构33和小链轮Ⅰ65组成，曲柄机构33包括曲柄箱332、曲柄

块333、插销头334、曲柄支板335、拍土长杆336和拍土震动杆337；曲柄箱332通过曲柄支板

335支撑，曲柄支板335通过支撑梁固定安装在U形支架上，曲柄箱332中穿有传动轴，传动轴

两端分别连接小链轮Ⅰ65和曲柄块333，曲柄块333一端为扇形，一端为长条形，曲柄块333长

条部顶端连接有插销头334，拍土长杆336一端通过插销头334连接在曲柄块333上，拍土长

杆336另一端与拍土震动杆337连接，拍土震动杆337与机身7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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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根茎分离装置4主要由螺栓轴端盖41、圆盘切刀42组成；圆盘切刀42通过固定安装

在夹持输送装置2中的平行管架上的最后侧一对小夹持轮21的螺栓轴下方，所述圆盘切刀

42为锯齿形，两组安装在不同管架上的圆盘切刀42反向错位放置，圆盘切刀42下方设置有

收集筐5。

[0009] 传动装置6的动力源为发动机73，发动机73通过发动机输出齿轮615传递至传动装

置6，传动装置6主要由套筒架611、齿轮Ⅰ612、大链轮Ⅰ613、套筒架端盖614、轴Ⅱ传动机构63

和轴Ⅲ传动机构64；套筒架611上连接有套筒Ⅰ，套筒Ⅰ通过传动轴与另一端的套筒Ⅱ连接，

套筒Ⅰ内安装有齿轮Ⅰ612，套筒Ⅱ内安装有大链轮Ⅰ613，齿轮Ⅰ612和大链轮Ⅰ613通过套筒Ⅰ

和套筒Ⅱ之间的传动轴连接，套筒Ⅱ开口一侧通过套筒架端盖614密封，套筒Ⅰ和套筒Ⅱ上

开有弧形卡槽，通过该卡槽将套筒架611、套筒Ⅰ和套筒Ⅱ固定在使齿轮Ⅰ612能够与发动机

输出齿轮615啮合的位置。

[0010] 轴Ⅲ传动机构64共有两组，分别设置在夹持输送装置2中的平行管架中部的一对

小夹持轮21的螺栓轴下方，轴Ⅲ传动机构64由两个锥齿轮Ⅱ和两个轴Ⅲ传动轴组成，轴Ⅲ

传动轴两端分别与锥齿轮Ⅱ和小夹持轮21固定连接；轴Ⅱ传动机构63设置在轴Ⅲ传动机构

64下方，轴Ⅱ传动机构63主要由锥齿轮Ⅰ、大链轮Ⅱ、小链轮Ⅱ、轴Ⅱ传动轴和轴Ⅱ套筒组

成，轴Ⅱ传动机构63中传动轴两端分别固定有一个锥齿轮Ⅰ，大链轮Ⅱ和小链轮Ⅱ则固定安

装在一端，大链轮Ⅱ与大链轮Ⅰ613通过链条连接，小链轮Ⅱ与拍土装置3中的小链轮Ⅰ65通

过链条连接，轴Ⅱ传动轴两端的锥齿轮Ⅰ与轴Ⅲ传动机构64中的锥齿轮Ⅱ啮合；轴Ⅱ传动轴

通过轴Ⅱ套筒固定安装在U形支架上。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2]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前喂入式三七收获机，能一次性实现三七挖掘、夹持、拍

土、根茎分离、收集和卸料，可实现三七棚内收获，自动化程度高，具有较低的机械损伤率和

漏挖率，充分保证三七的完整性，同时解决了在特殊的农艺要求下三七的采挖难题，不仅可

以实现三七的采挖收获，调节刀架深度可以实现其他根茎作物的收获。机具结构简单、紧

凑、操作灵活、使用可靠，解决了长期困扰三七的采挖劳动强度大，耗费工时，人工成本高的

难题，提高了三七的经济效益和生产收益，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适宜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前喂入式三七收获机的主视图；

[0014]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三七收获机传动装置部分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三七收获机曲柄机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拍土震动杆示意图；

[0017] 图5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整机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整机传动装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以具体实施例的形式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0020] 一种前喂入式三七收获机，主要包括，挖掘装置1、夹持输送装置2、拍土装置3、根

茎分离装置4、收集筐5、传动装置6和机身7；所述机身7下方设置有履带71，通过发动机73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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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动力驱动。

[0021] 所述的挖掘装置1由刀片12、刀杆13和液压抬起装置15组成；两片刀片12呈内八字

形安装固定在刀拖上，刀片12与水平面成15°夹角，与铅垂面成65°夹角；所述刀拖焊接于刀

杆13，刀杆13安装在套管中，套管竖直向下固定安装在机身7前端水平方向设置的刀架梁板

上，套管和刀杆13上设有限位孔14，与插销配合对刀片12的离地高度进行限位；刀架梁板与

机身7铰链连接，车身前端竖直固定有液压板77，液压抬起装置15两端分别连接在刀架梁板

前端和液压板77上，通过液压抬起装置15在液压驱动下伸缩驱动刀架梁板带动刀片12向上

抬起翻转。

[0022] 所述夹持输送装置2主要由多个小夹持轮21、大夹持轮24、夹持链和夹持机架组

成；夹持机架安装在机身7的右侧，主要由两条平行管架和两个U形支架构成，U形支架两脚

分别与一条管架固定，U形支架下端固定安装在机身7上；夹持机架中的两条管架尾部向上

倾斜；小夹持轮21沿管架两侧交错布置，通过管架上设置的安装架、轴承和螺栓轴22固定在

管上；大夹持轮24分别安装在两条管架的尾部；夹持机架前端弯折向机身7正前方，并且为

内八字形开口，该开口与挖掘装置1中的刀片12相对；夹持链依次缠绕小夹持轮21；夹持机

架尾部设有弧形槽，并向右侧弯曲。

[0023] 所述拍土装置3由曲柄机构33和小链轮Ⅰ65组成，曲柄机构33包括曲柄箱332、曲柄

块333、插销头334、曲柄支板335、拍土长杆336和拍土震动杆337；曲柄箱332通过曲柄支板

335支撑，曲柄支板335通过支撑梁固定安装在U形支架上，曲柄箱332中穿有传动轴，传动轴

两端分别连接小链轮Ⅰ65和曲柄块333，曲柄块333一端为扇形，一端为长条形，曲柄块333长

条部顶端连接有插销头334，拍土长杆336一端通过插销头334连接在曲柄块333上，拍土长

杆336另一端与拍土震动杆337连接，拍土震动杆337与机身7连接；根茎分离装置4主要由螺

栓轴端盖41、圆盘切刀42组成；圆盘切刀42通过固定安装在夹持输送装置2中的平行管架上

的最后侧一对小夹持轮21的螺栓轴下方，所述圆盘切刀42为锯齿形，两组安装在不同管架

上的圆盘切刀42反向错位放置，圆盘切刀42下方设置有收集筐5。

[0024] 传动装置6的动力源为发动机73，发动机73通过发动机输出齿轮615传递至传动装

置6，传动装置6主要由套筒架611、齿轮Ⅰ612、大链轮Ⅰ613、套筒架端盖614、轴Ⅱ传动机构63

和轴Ⅲ传动机构64；套筒架611上连接有套筒Ⅰ，套筒Ⅰ通过传动轴与另一端的套筒Ⅱ连接，

套筒Ⅰ内安装有齿轮Ⅰ612，套筒Ⅱ内安装有大链轮Ⅰ613，齿轮Ⅰ612和大链轮Ⅰ613通过套筒Ⅰ

和套筒Ⅱ之间的传动轴连接，套筒Ⅱ开口一侧通过套筒架端盖614密封，套筒Ⅰ和套筒Ⅱ上

开有弧形卡槽，通过该卡槽将套筒架611、套筒Ⅰ和套筒Ⅱ固定在使齿轮Ⅰ612能够与发动机

输出齿轮615啮合的位置。

[0025] 轴Ⅲ传动机构64共有两组，分别设置在夹持输送装置2中的平行管架中部的一对

小夹持轮21的螺栓轴下方，轴Ⅲ传动机构64由两个锥齿轮Ⅱ和两个轴Ⅲ传动轴组成，轴Ⅲ

传动轴两端分别与锥齿轮Ⅱ和小夹持轮21固定连接；轴Ⅱ传动机构63设置在轴Ⅲ传动机构

64下方，轴Ⅱ传动机构63主要由锥齿轮Ⅰ、大链轮Ⅱ、小链轮Ⅱ、轴Ⅱ传动轴和轴Ⅱ套筒组

成，轴Ⅱ传动机构63中轴Ⅱ传动轴两端分别固定有一个锥齿轮Ⅰ，大链轮Ⅱ和小链轮Ⅱ则固

定安装在一端，大链轮Ⅱ与大链轮Ⅰ613通过链条连接，小链轮Ⅱ与拍土装置3中的小链轮Ⅰ

65通过链条连接，轴Ⅱ传动轴两端的锥齿轮Ⅰ与轴Ⅲ传动机构64中的锥齿轮Ⅱ啮合；轴Ⅱ传

动轴通过轴Ⅱ套筒固定安装在U形支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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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其工作原理如下：

[0027] 发动机73为履带71前进提供驱动动力，同时为传动装置6提供驱动动力，车体前进

时，将挖掘装置1中国的两组刀片调整至深入土层将土中的三七根茎挖出。

[0028] 驱动动力经发动机73、发动机输出齿轮615、齿轮Ⅰ612和传动轴传递至大链轮Ⅰ

613，大链轮Ⅰ613与轴Ⅱ传动机构63中的大链轮Ⅱ通过链条连接，大链轮Ⅱ则带动小链轮Ⅱ

和锥齿轮Ⅰ转动，锥齿轮Ⅰ与锥齿轮Ⅱ啮合，锥齿轮Ⅱ通过传动轴将动力传递至与其连接的

一对小夹持轮21，通过这对小夹持轮21带动夹持链、小夹持轮21和大夹持轮24一同运转，完

成对三七茎部夹持动作，三七的根部则垂于夹持输送装置2下方。

[0029] 小链轮Ⅱ与拍土装置3中的小链轮Ⅰ65通过链条连接，带动小链轮Ⅰ65转动，小链轮

Ⅰ65则通过传动轴带动曲柄机构33转动，并通过曲柄机构33将转动转化为拍土震动杆337的

震动，拍土震动杆337位于夹持输送装置2下方三七的根部位置，通过震动将三七的根部所

带的泥土除去，又由于小链轮Ⅰ65和大链轮之间的传动比，使得小链轮Ⅰ65的转速高于大链

轮，即能够保证拍土震动杆337的震动频率大于夹持输送装置2的输送速度，保证除土质量。

[0030] 最尾端的一对小夹持轮21则带动与其连接的圆盘切刀42转动，将除去泥土的三七

根茎进行分离切割，所需保留的三七根部则落入圆盘切刀42正下方的收集筐5中，剩余部分

则从夹持输送装置2后方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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