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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温室三七工作设施，属于农

业机械设备领域。本发明包括轨道、工作设备、换

轨设备，所述轨道为工字钢，包括若干条并列的

竖轨和位于竖轨两端的横轨，工作设备在竖向的

轨道上运行，两台换轨设备分别在两端的横轨上

运行，工作设备可运行至换轨设备上，换轨设备

由PLC控制且能在轨道的横轨上转向及水平移

动，工作设备用于三七的收获或播种或喷药。本

发明能够实现温室内收获三七，工作设备采用模

块化设计，可替换作业部件，在温室内实现其他

用途如喷药播种，换轨设备能实现整机换垄。该

设施解决了温室内种植三七的采挖问题，同时具

有一定通用性，可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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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温室三七工作设施，其特征在于：包括轨道(1)、工作设备(2)、换轨设备(3)，所

述轨道(1)为工字钢，包括若干条并列的竖轨和位于竖轨两端的横轨，工作设备(2)在竖向

的轨道(1)上运行，两台换轨设备(3)分别在两端的横轨上运行，工作设备(2)可运行至换轨

设备(3)上，换轨设备(3)由PLC控制且能在轨道(1)的横轨上转向及水平移动，工作设备(2)

用于三七的收获或播种或喷药；

所述换轨设备(3)由工作部件和运动部件组成，工作部件包括设备台面(3-13)、导轨

(3-14)和行程开关(3-15)，运动部件包括步进电机Ⅰ(3-1)、步进电机Ⅱ(3-2)、PLC(3-3)、

PLC电源(3-4)、蓄电池(3-5)、轨道轮Ⅱ(3-6)、长轴Ⅰ(3-7)、长轴Ⅱ(3-8)、斜齿轮Ⅲ(3-9)、

斜齿轮Ⅳ(3-10)、涡轮(3-11)、蜗杆(3-12)；PLC电源(3-4)和蓄电池(3-5)与PLC(3-3)连接，

PLC(3-3)控制步进电机Ⅰ(3-1)和步进电机Ⅱ(3-2)，斜齿轮Ⅲ(3-9)与步进电机Ⅰ(3-1)的输

出轴通过联轴器相连且与斜齿轮Ⅳ(3-10)啮合，斜齿轮Ⅳ(3-10)与长轴Ⅰ(3-7)相连，步进

电机Ⅰ(3-1)的动力由和斜齿轮Ⅳ(3-10)传递到长轴Ⅰ(3-7)，轨道轮Ⅱ(3-6)安装在长轴Ⅰ

(3-7)和长轴Ⅱ(3-8)上，步进电机Ⅱ(3-2)通过蜗杆(3-12)带动涡轮(3-11)转动，涡轮(3-

11)固定在设备台面(3-13)上，步进电机Ⅱ(3-2)转动带动设备台面(3-13)转动，设备台面

(3-13)装有行程开关(3-15)，工作设备(2)运行至设备台面(3-13)上后触碰到行程开关(3-

15)时，PLC(3-3)第一步控制步进电机Ⅱ(3-2)转动，使设备台面(3-13)转动180°，第二步控

制步进电机Ⅰ(3-1)转动，使换轨设备(3)水平移动至轨道(1)的下一个竖轨，导轨(3-14)与

轨道(1)的竖轨对接，工作设备(2)离开设备台面(3-13)的过程中使行程开关(3-15)弹回，

PLC(3-3)控制换轨设备(3)运行设定次数后按步进电机Ⅰ(3-1)总步数返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温室三七工作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工作设备(2)为

收获设备，由收获机机体、动力装置、传动系统、行驶系统、悬挂装置、收获装置组成，收获机

机体包括机架(2-1)、外壳(2-2)、座椅(2-3)，外壳(2-2)内设有安装在机架(2-1)上的动力

装置、传动系统、行驶系统、悬挂装置，座椅(2-3)上乘坐操作人员；所述动力装置由电机(2-

4)、充电线(2-5)、电池箱(2-6)、变频器(2-7)组成，电池箱(2-6)内装有6块蓄电池，提供电

压，电池箱(2-6)与变频器(2-7)相连，变频器(2-7)连接电机(2-4)，调节变频器(2-7)可改

变电机转速；所述传动系统由联轴器(2-8)、斜齿轮Ⅰ(2-9)、斜齿轮Ⅱ(2-10)、减速箱(2-

11)、离合器(2-12)、带轮Ⅰ(2-13)、带轮Ⅱ(2-14)、带轮Ⅲ(2-15)、带轮Ⅳ(2-16)、皮带Ⅰ(2-

17)、皮带Ⅱ(2-18)、齿轮箱Ⅰ(2-19)、传动轴Ⅰ(2-20)、输出轴(2-21)、车轮轴(2-22)组成，电

机(2-4)通过联轴器(2-8)与减速箱(2-11)连接，减速箱(2-11)与离合器(2-12)连接，离合

器(2-12)的轴上安装有带轮Ⅰ(2-13)，带轮Ⅰ(2-13)通过皮带Ⅰ(2-17)与带轮Ⅱ(2-14)连接，

带轮Ⅱ(2-14)安装在车轮轴(2-22)上，带轮Ⅲ(2-15)与带轮Ⅱ(2-14)同轴，带轮Ⅲ(2-15)

经由皮带Ⅱ(2-18)与带轮Ⅳ(2-16)连接，带轮Ⅳ(2-16)安装在传动轴Ⅰ(2-20)上，传动轴Ⅰ

(2-20)经由齿轮箱Ⅰ(2-19)与输出轴(2-21)连接，齿轮箱Ⅰ(2-19)内为一对斜齿轮，输出轴

(2-21)传递出来的动力为收获装置提供动力；行驶系统由行走轮(2-23)、轨道轮Ⅰ(2-24)组

成，工作设备(2)前端两个行走轮(2-23)和两个轨道轮(2-24)安装在车轮轴(2-22)上，工作

设备(2)后端两个行走轮(2-23)和两个轨道轮(2-24)安装在短轴上，短轴安装在车架(2-1)

上，行走轮(2-23)在机架(2-1)内侧，实现设备运动，轨道轮(2-24)在机架(2-1)外侧，约束

设备运行轨迹；悬挂装置采用三点悬挂方式，由上拉杆(2-25)、下拉杆(2-26)、提升臂(2-

27)、主控制杆(2-28)、液压油缸(2-29)、油箱(2-30)、分配器(2-31)、油泵(2-32)组成，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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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杆(2-28)与分配器(2-31)连接，用于改变分配器(2-31)内阀体的位置，上拉杆(2-25)、下

拉杆(2-26)与收获装置相连，提升臂(2-27)在液压油缸(2-29)的推动下控制收获装置，从

油泵(2-32)来的高压油经分配器(2-31)内上进油道和高压油管通向液压油缸(2-29)下腔，

液压油缸(2-29)上腔中油液被排挤进入分配器(2-31)内腔，然后流回油箱(2-30)；所述收

获装置由装置架(2-33)、输入轴(2-34)、齿轮箱Ⅱ(2-35)、传动轴Ⅱ(2-36)、带轮Ⅴ(2-37)、

带轮Ⅵ(2-38)、皮带Ⅲ(2-39)、齿轮Ⅰ(2-40)、齿轮Ⅱ(2-41)、横轴Ⅰ(2-42)、横轴Ⅱ(2-43)、

传动链(2-44)、栅条(2-45)、振动轮(2-46)、三点悬挂结构(2-47)、挖掘铲(2-48)组成，挖掘

铲(2-48)安装在装置架(2-33)上，用于破土挖掘三七，三点悬挂结构(2-47)与装置架(2-

33)一体，与上拉杆(2-25)、下拉杆(2-26)相连，实现牵引收获装置，输入轴(2-34)和输出轴

(2-21)通过两端装有万向节的连杆连接，将动力传递到收获装置的齿轮箱Ⅱ(2-35)中，齿

轮箱Ⅱ(2-35)由内置的一对斜齿轮组成，将动力传递到传动轴Ⅱ(2-36)上，传动轴Ⅱ(2-

36)上安装有带轮Ⅴ(2-37)，带轮Ⅴ(2-37)将动力经由皮带Ⅲ(2-39)传递到带轮Ⅵ(2-38)，

带轮Ⅵ(2-38)和齿轮Ⅰ(2-40)安装在横轴Ⅰ(2-42)上，带动传动链(2-44)运动，齿轮Ⅱ(2-

41)装在横轴Ⅱ(2-43)上，作为从动结构，传动链(2-44)上有栅条(2-45)，一对振动轮(2-

46)安装在栅条(2-45)下，传动链(2-44)获得动力后带动栅条(2-45)，栅条(2-45)带动振动

轮(2-46)转动实现自身振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温室三七工作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轨道轮Ⅱ(3-6)

表面为橡胶材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温室三七工作设施，其特征在于：所述的PLC(3-3)第一步

控制步进电机Ⅱ(3-2)转动20圈，使设备台面(3-13)转动180°，第二步控制步进电机Ⅰ(3-1)

转动300转，使换轨设备(3)水平移动至轨道(1)的下一个竖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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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温室三七工作设施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温室三七工作设施，属于农业收获机械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三七，又名田七、人参三七、田三七、山漆等，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具有很高的医

药与营养价值。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云南成为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地，而且近

年来，云南省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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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 随着三七市场的不断完善，三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发凸显，但由于三七特

殊的农艺要求和生长习性，目前可供三七种植的土地面积不足，急需温室工厂化种植，但目

前并没有适用于温室轨道的三七收获机，三七的采收基本靠人工，劳动量大，费时费力，工

时成本高，长期以往，严重制约了三七产业的发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温室三七工作设施，能够实现温室内收获三

七，工作设备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替换作业部件，在温室内实现其他用途如喷药播种，换轨

设备能实现整机换垄。该设施解决了温室内种植三七的采挖问题，同时具有一定通用性，可

以降低成本。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温室三七工作设施，包括轨道1、工作设备2、换轨

设备3，所述轨道1为工字钢，包括若干条并列的竖轨和位于竖轨两端的横轨，工作设备2在

竖向的轨道1上运行，两台换轨设备3分别在两端的横轨上运行，工作设备2可运行至换轨设

备3上，换轨设备3由PLC控制且能在轨道1的横轨上转向及水平移动，工作设备2用于三七的

收获或播种或喷药；

[0006] 所述换轨设备3由工作部件和运动部件组成，工作部件包括设备台面3-13、导轨3-

14和行程开关3-15，运动部件包括步进电机Ⅰ3-1、步进电机Ⅱ3-2、PLC3-3、PLC电源3-4、蓄

电池3-5、轨道轮Ⅱ3-6、长轴Ⅰ3-7、长轴Ⅱ3-8、斜齿轮Ⅲ3-9、斜齿轮Ⅳ3-10、涡轮3-11、蜗杆

3-12；PLC电源3-4和蓄电池3-5与PLC3-3连接，PLC3-3控制步进电机Ⅰ3-1和步进电机Ⅱ3-2，

斜齿轮Ⅲ3-9与步进电机Ⅰ3-1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相连且与斜齿轮Ⅳ3-10啮合，斜齿轮Ⅳ

3-10与长轴Ⅰ3-7相连，步进电机Ⅰ3-1的动力由和斜齿轮Ⅳ3-10传递到长轴Ⅰ3-7，轨道轮Ⅱ

3-6安装在长轴Ⅰ3-7和长轴Ⅱ3-8上，步进电机Ⅱ3-2通过蜗杆3-12带动涡轮3-11转动，涡轮

3-11固定在设备台面3-13上，步进电机Ⅱ3-2转动带动设备台面3-13转动，设备台面3-13装

有行程开关3-15，工作设备2运行至设备台面3-13上后触碰到行程开关3-15时，PLC3-3第一

步控制步进电机Ⅱ3-2转动，使设备台面3-13转动180°，第二步控制步进电机Ⅰ3-1转动，使

换轨设备3水平移动至轨道1的下一个竖轨，导轨3-14与轨道1的竖轨对接，工作设备2离开

设备台面3-13的过程中使行程开关3-15弹回，PLC3-3控制换轨设备3运行设定次数后按步

进电机Ⅰ3-1总步数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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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的工作设备2为收获设备，由收获机机体、动力装置、传动系统、行驶系统、悬

挂装置、收获装置组成，收获机机体包括机架2-1、外壳2-2、座椅2-3，外壳2-2内设有安装在

机架2-1上的动力装置、传动系统、行驶系统、悬挂装置，座椅2-3上乘坐操作人员；所述动力

装置由电机2-4、充电线2-5、电池箱2-6、变频器2-7组成，电池箱2-6内装有6块蓄电池，提供

电压，电池箱2-6与变频器2-7相连，变频器2-7连接电机2-4，调节变频器2-7可改变电机转

速；所述传动系统由联轴器2-8、斜齿轮Ⅰ2-9、斜齿轮Ⅱ2-10、减速箱2-11、离合器2-12、带轮

Ⅰ2-13、带轮Ⅱ2-14、带轮Ⅲ2-15、带轮Ⅳ2-16、皮带Ⅰ2-17、皮带Ⅱ2-18、齿轮箱Ⅰ2-19、传动

轴Ⅰ2-20、输出轴2-21、车轮轴2-22组成，电机2-4通过联轴器2-8与减速箱2-11连接，减速箱

2-11与离合器2-12连接，离合器2-12的轴上安装有带轮Ⅰ2-13，带轮Ⅰ2-13通过皮带Ⅰ2-17与

带轮Ⅱ2-14连接，带轮Ⅱ2-14安装在车轮轴2-22上，带轮Ⅲ2-15与带轮Ⅱ2-14同轴，带轮Ⅲ

2-15经由皮带Ⅱ2-18与带轮Ⅳ2-16连接，带轮Ⅳ2-16安装在传动轴Ⅰ2-20上，传动轴Ⅰ2-20

经由齿轮箱Ⅰ2-19与输出轴2-21连接，齿轮箱Ⅰ2-19内为一对斜齿轮，输出轴2-21传递出来

的动力为收获装置提供动力；行驶系统由行走轮2-23、轨道轮Ⅰ2-24组成，工作设备2前端两

个行走轮2-23和两个轨道轮2-24安装在车轮轴2-22上，工作设备2后端两个行走轮2-23和

两个轨道轮2-24安装在短轴上，短轴安装在车架2-1上，行走轮2-23在机架2-1内侧，实现设

备运动，轨道轮2-24在机架2-1外侧，约束设备运行轨迹；悬挂装置采用三点悬挂方式，由上

拉杆2-25、下拉杆2-26、提升臂2-27、主控制杆2-28、液压油缸2-29、油箱2-30、分配器2-31、

油泵2-32组成，主控制杆2-28与分配器2-31连接，用于改变分配器2-31内阀体的位置，上拉

杆2-25、下拉杆2-26与收获装置相连，提升臂2-27在液压油缸2-29的推动下控制收获装置，

从油泵2-32来的高压油经分配器2-31内上进油道和高压油管通向液压油缸2-29下腔，液压

油缸2-29上腔中油液被排挤进入分配器2-31内腔，然后流回油箱2-30；所述收获装置由装

置架2-33、输入轴2-34、齿轮箱Ⅱ2-35、传动轴Ⅱ2-36、带轮Ⅴ2-37、带轮Ⅵ2-38、皮带Ⅲ2-

39、齿轮Ⅰ2-40、齿轮Ⅱ2-41、横轴Ⅰ2-42、横轴Ⅱ2-43、传动链2-44、栅条2-45、振动轮2-46、

三点悬挂结构2-47、挖掘铲2-48组成，挖掘铲2-48安装在装置架2-33上，用于破土挖掘三

七，三点悬挂结构2-47与装置架2-33一体，与上拉杆2-25、下拉杆2-26相连，实现牵引收获

装置，输入轴2-34和输出轴2-21通过两端装有万向节的连杆连接，将动力传递到收获装置

的齿轮箱Ⅱ2-35中，齿轮箱Ⅱ2-35由内置的一对斜齿轮组成，将动力传递到传动轴Ⅱ2-36

上，传动轴Ⅱ2-36上安装有带轮Ⅴ2-37，带轮Ⅴ2-37将动力经由皮带Ⅲ2-39传递到带轮Ⅵ

2-38，带轮Ⅵ2-38和齿轮Ⅰ2-40安装在横轴Ⅰ2-42上，带动传动链2-44运动，齿轮Ⅱ2-41装在

横轴Ⅱ2-43上，作为从动结构，传动链2-44上有栅条2-45，一对振动轮2-46安装在栅条2-45

下，传动链2-44获得动力后带动栅条2-45，栅条2-45带动振动轮2-46转动实现自身振动。

[0008] 所述的轨道轮Ⅱ3-6表面为橡胶材质。

[0009] 所述的PLC3-3第一步控制步进电机Ⅱ3-2转动20圈，使设备台面3-13转动180°，第

二步控制步进电机Ⅰ3-1转动300转，使换轨设备3水平移动至轨道1的下一个竖轨。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1] 1、该设施满足温室三七收获的特殊的农艺要求。

[0012] 2、采用蓄电池供电，无尾气排放，环保；

[0013] 3、该设施通用性强，工作设备为收获装置提供牵引、升降、和动力输出，为实现三

七的系列化作业，如播种，施肥，喷药等，可以将收获装置更换为播种装置、施肥装置。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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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等；

[0014] 4、该设施采用换轨设备，不采用工作设备直接转弯等换轨方式，简化轨道收获中

线路切换的繁琐过程，自动化程度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工作设备2外部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工作设备2内部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工作设备2内部俯视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工作设备2收获装置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工作设备2收获装置传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是本发明换轨设备工作部分示意图；

[0022] 图8是本发明换轨设备3运动部分示意图；

[0023] 图9是本发明减速箱2-11内部示意图。

[0024] 图中各标号为：1-轨道，2-工作设备，3-换轨设备，2-1机架，2-2外壳，2-3座椅，2-4

电机，2-5充电线，2-6电池箱，2-7变频器，2-8联轴器，2-9斜齿轮Ⅰ，2-10斜齿轮Ⅱ，2-11减速

箱，2-12离合器，2-13带轮Ⅰ，2-14带轮Ⅱ，2-15带轮Ⅲ，2-16带轮Ⅳ，2-17皮带Ⅰ，2-18皮带

Ⅱ，2-19齿轮箱Ⅰ，2-20传动轴Ⅰ，2-21输出轴，2-22车轮轴，2-23行走轮，2-24轨道轮Ⅰ，2-25

上拉杆，2-26下拉杆，2-27提升臂，2-28主控制杆，2-29液压油缸，2-30油箱，2-31分配器，2-

32油泵，2-33装置架，2-34输入轴，2-35齿轮箱Ⅱ，2-36传动轴Ⅱ，2-37带轮Ⅴ，2-38带轮Ⅵ，

2-39皮带Ⅲ，2-40齿轮Ⅰ，2-41齿轮Ⅱ，2-42横轴Ⅰ，2-43横轴Ⅱ，2-44传动链，2-45栅条，2-46

振动轮，2-47三点悬挂结构，2-48挖掘铲，3-1步进电机Ⅰ，3-2步进电机Ⅱ，3-3PLC，3-4PLC电

源，3-5蓄电池，3-6轨道轮Ⅱ，3-7长轴Ⅰ，3-8长轴Ⅱ，3-9斜齿轮Ⅲ，3-10斜齿轮Ⅳ，3-11涡

轮，3-12蜗杆，3-13设备台面，3-14导轨，3-15行程开关。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实施例1：如图1-9所示，一种温室三七工作设施，包括轨道1、工作设备2、换轨设备

3，所述轨道1为工字钢，包括若干条并列的竖轨和位于竖轨两端的横轨，工作设备2在竖向

的轨道1上运行，两台换轨设备3分别在两端的横轨上运行，工作设备2可运行至换轨设备3

上，换轨设备3由PLC控制且能在轨道1的横轨上转向及水平移动，工作设备2用于三七的收

获或播种或喷药；

[0027] 所述换轨设备3由工作部件和运动部件组成，工作部件包括设备台面3-13、导轨3-

14和行程开关3-15，运动部件包括步进电机Ⅰ3-1、步进电机Ⅱ3-2、PLC3-3、PLC电源3-4、蓄

电池3-5、轨道轮Ⅱ3-6、长轴Ⅰ3-7、长轴Ⅱ3-8、斜齿轮Ⅲ3-9、斜齿轮Ⅳ3-10、涡轮3-11、蜗杆

3-12；PLC电源3-4和蓄电池3-5与PLC3-3连接，PLC3-3控制步进电机Ⅰ3-1和步进电机Ⅱ3-2，

斜齿轮Ⅲ3-9与步进电机Ⅰ3-1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相连且与斜齿轮Ⅳ3-10啮合，斜齿轮Ⅳ

3-10与长轴Ⅰ3-7相连，步进电机Ⅰ3-1的动力由和斜齿轮Ⅳ3-10传递到长轴Ⅰ3-7，轨道轮Ⅱ

3-6安装在长轴Ⅰ3-7和长轴Ⅱ3-8上，步进电机Ⅱ3-2通过蜗杆3-12带动涡轮3-11转动，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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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固定在设备台面3-13上，步进电机Ⅱ3-2转动带动设备台面3-13转动，设备台面3-13装

有行程开关3-15，工作设备2运行至设备台面3-13上后触碰到行程开关3-15时，PLC3-3第一

步控制步进电机Ⅱ3-2转动，使设备台面3-13转动180°，第二步控制步进电机Ⅰ3-1转动，使

换轨设备3水平移动至轨道1的下一个竖轨，导轨3-14与轨道1的竖轨对接，工作设备2离开

设备台面3-13的过程中使行程开关3-15弹回，PLC3-3控制换轨设备3运行设定次数后按步

进电机Ⅰ3-1总步数返回。

[0028] 进一步地，所述的工作设备2为收获设备，由收获机机体、动力装置、传动系统、行

驶系统、悬挂装置、收获装置组成，收获机机体包括机架2-1、外壳2-2、座椅2-3，外壳2-2内

设有安装在机架2-1上的动力装置、传动系统、行驶系统、悬挂装置，座椅2-3上乘坐操作人

员；所述动力装置由电机2-4、充电线2-5、电池箱2-6、变频器2-7组成，电池箱2-6内装有6块

蓄电池，提供电压，电池箱2-6与变频器2-7相连，变频器2-7连接电机2-4，调节变频器2-7可

改变电机转速；所述传动系统由联轴器2-8、斜齿轮Ⅰ2-9、斜齿轮Ⅱ2-10、减速箱2-11、离合

器2-12、带轮Ⅰ2-13、带轮Ⅱ2-14、带轮Ⅲ2-15、带轮Ⅳ2-16、皮带Ⅰ2-17、皮带Ⅱ2-18、齿轮箱

Ⅰ2-19、传动轴Ⅰ2-20、输出轴2-21、车轮轴2-22组成，电机2-4通过联轴器2-8与减速箱2-11

连接，减速箱2-11与离合器2-12连接，离合器2-12的轴上安装有带轮Ⅰ2-13，带轮Ⅰ2-13通过

皮带Ⅰ2-17与带轮Ⅱ2-14连接，带轮Ⅱ2-14安装在车轮轴2-22上，带轮Ⅲ2-15与带轮Ⅱ2-14

同轴，带轮Ⅲ2-15经由皮带Ⅱ2-18与带轮Ⅳ2-16连接，带轮Ⅳ2-16安装在传动轴Ⅰ2-20上，

传动轴Ⅰ2-20经由齿轮箱Ⅰ2-19与输出轴2-21连接，齿轮箱Ⅰ2-19内为一对斜齿轮，输出轴2-

21传递出来的动力为收获装置提供动力；行驶系统由行走轮2-23、轨道轮Ⅰ2-24组成，工作

设备2前端两个行走轮2-23和两个轨道轮2-24安装在车轮轴2-22上，工作设备2后端两个行

走轮2-23和两个轨道轮2-24安装在短轴上，短轴安装在车架2-1上，行走轮2-23在机架2-1

内侧，实现设备运动，轨道轮2-24在机架2-1外侧，约束设备运行轨迹；悬挂装置采用三点悬

挂方式，由上拉杆2-25、下拉杆2-26、提升臂2-27、主控制杆2-28、液压油缸2-29、油箱2-30、

分配器2-31、油泵2-32组成，主控制杆2-28与分配器2-31连接，用于改变分配器2-31内阀体

的位置，上拉杆2-25、下拉杆2-26与收获装置相连，提升臂2-27在液压油缸2-29的推动下控

制收获装置，从油泵2-32来的高压油经分配器2-31内上进油道和高压油管通向液压油缸2-

29下腔，液压油缸2-29上腔中油液被排挤进入分配器2-31内腔，然后流回油箱2-30；所述收

获装置由装置架2-33、输入轴2-34、齿轮箱Ⅱ2-35、传动轴Ⅱ2-36、带轮Ⅴ2-37、带轮Ⅵ2-

38、皮带Ⅲ2-39、齿轮Ⅰ2-40、齿轮Ⅱ2-41、横轴Ⅰ2-42、横轴Ⅱ2-43、传动链2-44、栅条2-45、

振动轮2-46、三点悬挂结构2-47、挖掘铲2-48组成，挖掘铲2-48安装在装置架2-33上，用于

破土挖掘三七，三点悬挂结构2-47与装置架2-33一体，与上拉杆2-25、下拉杆2-26相连，实

现牵引收获装置，输入轴2-34和输出轴2-21通过两端装有万向节的连杆连接，将动力传递

到收获装置的齿轮箱Ⅱ2-35中，齿轮箱Ⅱ2-35由内置的一对斜齿轮组成，将动力传递到传

动轴Ⅱ2-36上，传动轴Ⅱ2-36上安装有带轮Ⅴ2-37，带轮Ⅴ2-37将动力经由皮带Ⅲ2-39传

递到带轮Ⅵ2-38，带轮Ⅵ2-38和齿轮Ⅰ2-40安装在横轴Ⅰ2-42上，带动传动链2-44运动，齿轮

Ⅱ2-41装在横轴Ⅱ2-43上，作为从动结构，传动链2-44上有栅条2-45，一对振动轮2-46安装

在栅条2-45下，传动链2-44获得动力后带动栅条2-45，栅条2-45带动振动轮2-46转动实现

自身振动。

[0029] 进一步地，所述的轨道轮Ⅱ3-6表面为橡胶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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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进一步地，所述的PLC3-3第一步控制步进电机Ⅱ3-2转动20圈，使设备台面3-13转

动180°，第二步控制步进电机Ⅰ3-1转动300转，使换轨设备3水平移动至轨道1的下一个竖

轨。

[0031] 工作设备2是工作部件，实现三七收获的作业要求，也可以更换作业部件，使其能

完成三七的播种喷药等。所述轨道1为工字钢，一是安装在垄间作为工作设备2的行走轨道，

二是安装在温室内两侧作为换轨设备3的运行轨道。

[003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换轨设备3由PLC控制步进电机运动，换轨设备3能实现工作

设备2的掉头和换轨；作业时操作人员启动工作设备2，变频器2-7连接电机2-4，通过调节变

频器2-7可改变电机功率，离合器2-12由一套连杆装置控制，为外购件，最末端为踏板，安装

在座椅旁，由操作人员控制，实现动力的传动与终止，操纵主控制杆2-28可调节液压机构，

使收获装置获得位置提升，控制入土深度，强制入土和保持位置不变的功能，收获装置获得

动力后，挖掘铲将三七块根挖出，块根与土的混合物向后运动，根块受栅条的振动而与土壤

分离，实现三七收获功能；当工作设备2运动到换轨设备3上时，触碰行程开关3-15，换轨设

备3的工作台面先转180度实现掉头，再与下一工作轨道1相连，工作设备2离开换轨设备3

时，触碰行程开关归位；换轨设备3运行一定次数后自动回程。

[0033] 本发明能够实现温室内收获三七，工作设备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替换作业部件，在

温室内实现其他用途如喷药播种，换轨设备能实现整机换垄。该设施解决了温室内种植三

七的采挖问题，同时具有一定通用性，可以降低成本。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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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