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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高效水果采摘机，本

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精

简、成本低廉、能适应各种采摘环境，且操作方便

的高效水果采摘机。因此提供了这样一种高效水

果采摘机，包括环形剪切机构、内圈、拉圈、铰接

座、镂空部、导向弧口、螺孔、限位槽、防脱离口、U

型槽、旋转刀片、滑块机构、滑动杆件、连杆、组合

机架、伸缩机构、伸缩杆主体、内空心杆件、外空

心杆件、节点锁扣件、收集处理机构、特质果袋、

果篮、杠杆施力机构、把手、连接固定杠杆、螺旋

弹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高效水果采摘机，具有

易于操作，结构简单和成本较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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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水果采摘机，其特征在于，包括环形剪切机构(1)、伸缩机构(3)和收集处理

机构(4)，所述环形剪切机构(1)与所述伸缩机构(3)之间通过滑块机构(2)相连，所述收集

处理机构(4)设置于所述环形剪切机构(1)的下方，所述环形剪切机构(1)包括内圈(11)、拉

圈(12)和铰接座(13)，所述内圈(11)设置于所述拉圈(12)内，所述铰接座(13)通过螺钉安

装在所述拉圈(12)的外部一侧，所述内圈(11)上设有若干个镂空部(14)和导向弧口(15)，

所述镂空部(14)与所述导向弧口(15)均等距排列在所述内圈(11)上，且所述导向弧口(15)

下方设有一防脱离口(16)，所述拉圈(12)的弧形槽内设置有若干个旋转刀片(18)，若干个

旋转刀片(18)均通过铰接螺钉固定在所述内圈(11)上；所述伸缩机构(3)包括伸缩杆主体

(31)、内空心杆件(32)和外空心杆件(33)，所述内空心杆件(32)设置于所述伸缩杆主体

(31)的内部，所述外空心杆件(33)设置于所述伸缩杆主体(31)的外部，所述伸缩机构(3)的

后端设有杠杆施力机构(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果采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机构(2)包括滑动杆

件(21)、连杆(22)和组合机架(23)，所述组合机架(23)连接在所述内圈(11)的卡孔内，所述

滑动杆件(21)设置于所述组合机架(23)的后端，所述连杆(22)的一端连接在所述滑块机构

(2)的滑块上，所述连杆(22)的另一端铰接在所述铰接座(13)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果采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收集处理机构(4)包括特

质果袋(41)和果篮(42)，所述果篮(42)  连接在所述特质果袋(41)的下方，所述特质果袋

(41)的上方设置于所述环形剪切机构(1)的正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果采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杠杆施力机构(5)包括把

手(51)、连接固定杠杆(52)和凸缘(53)，所述凸缘(53)设置于所述连接固定杠杆(52)上，所

述连接固定杠杆(52)的一端连接在所述伸缩机构(3)的后端，所述把手(51)连接在所述连

接固定杠杆(52)的另一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效水果采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杠杆施力机构(5)还包括

一螺旋弹簧(5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果采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弧口(15)上还设置有

螺孔(151)和限位槽(15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果采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拉圈(12)上设置有一U型

槽(17)。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水果采摘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机构(3)还包括一节

点锁扣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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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水果采摘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高效水果采摘机。

背景技术

[0002] 水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和国际农产品与加工品之一，也是国际上贸易往

来的主要商品，而我国则是水果的主要原产国之一。由于大多数水果生长时的各种形态:如

竖直生长、倾斜、贴枝生长等，将会导致水果机械采摘器由于定位困难而大幅降低采摘效

率。当今采摘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类：人工采摘和机械采摘。机械采摘又细分为大型机械采摘

和简易采摘器采摘。但由于大型采摘机器成本高，果农平均收入低，负担不起大型机械。且

种植规划要求高，容易损伤果树，部分大型机械批量采摘时易损伤果树，影响来年产量，造

成较大损失；相对于大型机械，简易采摘器虽造价低廉，但容易出现果实定位不方便，果柄

易被破坏，且剪切时不够省力，操作不够便捷，使采摘过程中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手工

采摘的问题比较多，手会酸：长时间剪断枝条，人手必然会出现酸痛，影响后续采摘效率，高

处果实难摘：水果种类不同果树高度变化甚大，一般对于高的果树要么爬树采摘，要么搬梯

子，不仅费时费力，影响采摘效率，而且采摘过程还存在危险，人工采摘成本贵：人工采摘成

本巨大，一天的单人人工费至少两百，这就使得水果的利润大幅度降低。

[0003] 综上所述，目前采摘技术还存在较大缺陷，亟待提高发展，鉴于水果采摘难的现

状，迫切需要研制一款高效的小型水果采摘装置。如何使得采摘装置易于操作，结构简单且

成本较低，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方案针对上文提到的问题和需求，提出一种高效水果采摘机，可以帮助果农实

现高效采摘，使得采摘过程中易于操作，结构简单且成本较低，其由于采取了如下技术方案

而能够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高效水果采摘机，包括环形剪切机构、伸缩机构和收集处理机构，环形剪切机

构与伸缩机构之间通过滑块机构相连，收集处理机构设置于环形剪切机构的下方，环形剪

切机构包括内圈、拉圈和铰接座，内圈设置于拉圈内，铰接座通过螺钉安装在拉圈的外部一

侧，内圈上设有若干个镂空部和导向弧口，镂空部与导向弧口均等距排列在内圈上，且导向

弧口下方设有一防脱离口，拉圈的弧形槽内设置有若干个旋转刀片，若干个旋转刀片均通

过铰接螺钉固定在内圈上；伸缩机构包括伸缩杆主体、内空心杆件和外空心杆件，内空心杆

件设置于伸缩杆主体的内部，外空心杆件设置于伸缩杆主体的外部，伸缩机构的后端设有

杠杆施力机构。

[0007] 进一步地，滑块机构包括滑动杆件、连杆和组合机架，组合机架连接在内圈的卡孔

内，滑动杆件设置于组合机架的后端，连杆的一端连接在滑块机构的滑块上，连杆的另一端

铰接在铰接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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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进一步地，收集处理机构包括特质果袋和果篮，果篮连接在特质果袋的下方，特质

果袋的上方设置于环形剪切机构的正下方。

[0009] 进一步地，杠杆施力机构包括把手、连接固定杠杆和凸缘，凸缘设置于连接固定杠

杆上，连接固定杠杆的一端连接在伸缩机构的后端，把手连接在连接固定杠杆的另一端。

[0010] 更进一步地，杠杆施力机构还包括一螺旋弹簧。

[0011] 进一步地，导向弧口上还设置有螺孔和限位槽。

[0012] 进一步地，拉圈上设置有一U型槽。

[0013] 进一步地，伸缩机构还包括一节点锁扣件。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不仅能用于像苹果、柿子和柑橘等小型水果的采摘，

也可用于一些其他类似果实以及农作物的采摘，在采摘过程中较于传统采摘器而言，具有

易于操作结构精简、成本低廉、能适应各种采摘环境的优点，让使用者节省体力，从而提升

水果的采摘量，且结构简单、造价较低，可以让不同水平的消费者均能使用。且适应水果各

向生长环境，人无需移动就可以很轻松的采摘以人为中心的扇形采摘面积内的水果，大幅

度减少人定位果子的辅助时间。且同时具有高效省力、凹口防脱、多角度适应、多高度适应

的优点。

[0015] 下文中将结合附图对实施本发明的最优实施例进行更详尽的描述，以便能容易地

理解本发明的特征和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文中将对本发明实施例的附图进

行简单介绍。其中，附图仅仅用于展示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而非将本发明的全部实施例限

制于此。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环形剪切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伸缩机构与杠杆施力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滑块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内圈的局部剖视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收集处理机构的俯视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的旋转刀片的左右限位示意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的环形剪切机构与滑块机构的连接关系图。

[0025] 图9为本发明的拉圈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0为本发明的操作流程示意图。

[0027] 附图标记列表：环形剪切机构1、内圈11、拉圈12、铰接座13、镂空部14、导向弧口

15、螺孔151、限位槽152、防脱离口16、U  型槽17、旋转刀片18、滑块机构2、滑动杆件21、连杆

22、组合机架23、伸缩机构3、伸缩杆主体31、内空心杆件32、外空心杆件33、节点锁扣件34、

收集处理机构4、特质果袋41、果篮42、杠杆施力机构5、把手51、连接固定杠杆52、凸缘53、螺

旋弹簧54。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09787892 U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得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文中将结合本

发明具体实施例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附图中相同的

附图标记代表相同的部件。需要说明的是，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

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所描述的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无需创造性劳动

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参见附图1至图10，如图1和图2所示的一种高效水果采摘机，包括环形剪切机构1、

伸缩机构3和收集处理机构4，所述环形剪切机构1与所述伸缩机构3之间通过滑块机构2相

连，所述收集处理机构4设置于所述环形剪切机构1的下方，所述环形剪切机构1包括内圈

11、拉圈12和铰接座13，所述内圈11设置于所述拉圈12  内，所述铰接座13通过螺钉安装在

所述拉圈12的外部一侧，所述内圈11上设有若干个镂空部14和导向弧口15，所述镂空部14

与所述导向弧口15均等距排列在所述内圈11上，且所述导向弧口15  下方设有一防脱离口

16，所述拉圈12的弧形槽内设置有若干个旋转刀片18，若干个旋转刀片18均通过铰接螺钉

固定在所述内圈11  上，使剪刀把柄不容易逃出限位，提高机构的可靠性。采摘时也不会感

到费力；所述伸缩机构3包括伸缩杆主体31、内空心杆件32  和外空心杆件33，所述内空心杆

件32设置于所述伸缩杆主体31的内部，所述外空心杆件33设置于所述伸缩杆主体31的外

部，所述伸缩机构3的后端设有杠杆施力机构5。

[0030] 如图3和图8所示，所述滑块机构2包括滑动杆件21、连杆22  和组合机架23，所述组

合机架23连接在所述内圈11的卡孔内，所述滑动杆件21设置于所述组合机架23的后端，所

述连杆22的一端连接在所述滑块机构2的滑块上，所述连杆22的另一端铰接在所述铰接座

13内，设置以上结构，当使用者按下把手时，力通过滑动杆件21进行传递，使得滑动杆件21

拉动连杆22进行运动，连杆22 从而带动拉圈12进行转动。

[0031] 如图5所示，所述收集处理机构4包括特质果袋41和果篮42，所述果篮42连接在所

述特质果袋41的下方，所述特质果袋41的上方设置于所述环形剪切机构1的正下方。果袋采

用半凹口型设计，内部设有螺旋通道，可以使果实在下落过程中实现翻滚，一方面减少缓

冲，另一方面可以清除果实表面杂质。

[0032] 如图2和图6所示，所述杠杆施力机构5包括把手51，连接固定杠杆52和凸缘53，所

述凸缘53设置于所述连接固定杠杆52上，所述连接固定杠杆52的一端连接在所述伸缩机构

3的后端，所述把手51连接在所述连接固定杠杆52的另一端。设置以上结构，当果柄滑入剪

切口时，按下所述把手51，带动连接固定杠杆52向下运动。从而带动拉圈12转动，最终实现

剪切。

[0033] 优选的，所述杠杆施力机构5还包括一螺旋弹簧54，设置以上结构，可以在采摘完

毕后使整体机构复位。

[0034] 如图4和图7所示，所述导向弧口15上还设置有螺孔151和限位槽152，设置以上结

构，当固定座与拉圈左边接触时，刀片圆形施力把柄没有逃出拉圈，并且刀片实现剪断果

柄，实现左限位；固定座与拉圈右边接触时，刀片圆形施力把柄没有逃出拉圈，同时，刀片完

全隐藏避免划伤果实，实现复位。

[0035] 如图9所示，所述拉圈12上设置有一U型槽17。设置以上结构，采摘时只需将果子套

住，果柄就能轻松下滑到导向弧口15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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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优选的，所述伸缩机构3还包括一节点锁扣件34。当需要改变长度时，按下所述节

点锁扣件34，拉动内空心杆就能再次改变长度。

[0037] 采摘机的性能指标：1)整体外形尺寸为128×50×1400mm3，净重1.0kg。2)采摘头

最大直径为128mm，高度为50mm，可转角度  25度。3)伸缩杆的最大行程为2000mm，可调行程

为600mm。

[0038] 工作过程：如图10所示，采用“一套一剪”，一套：当使用者准备进行采摘作业时，在

确定采摘范围时，根据果实高度把升缩杆伸缩到合适的高度进行采摘。使用者抓牢采摘杆，

把采摘头深向果实，采摘头罩住果实，微微摆动果实，利用本设计的导向凹口设计，使得果

实由于重力向下滑动；一剪：当水果果柄落入剪切口时，即可开始剪切果柄。使用者按下把

手，经过中间力的传递机构，使得旋转刀片剪切果柄，剪切果柄后，果实顺着采摘头下方连

接的落果袋经中间缓冲后直接落入果篮。通过以上操作，在使用者初次进行水果采摘前，需

要针对自己适合的采摘角度进行采摘头角度的调整，选择最舒适的角度进行采摘。

[0039] 当需要进行采摘作业时，在确定采摘范围前，须根据水果高度把所述升缩杆主体

31伸缩到合适的高度进行采摘。利用本设计的凹口设计，使得水果由于重力向下滑动，果柄

便十分顺利的滑入所述导向弧口15。当水果果柄落入所述导向弧口15时，即可开始用所述

旋转刀片18来剪切果柄。使用者按下所述把手51，经过中间的所述伸缩机构3和滑块机构2，

使得所述旋转刀片18剪切果柄，剪切完成后，水果顺着采摘头下方连接的所述特质果袋41

经中间缓冲后直接落入所述果篮42中。剪切完毕之后，扭转所述螺旋弹簧54 自动将整体机

构复位。

[0040] 本发明不仅能用于像苹果、柿子和柑橘等小型水果的采摘，也可用于一些其他类

似果实以及农作物的采摘，在采摘过程中较于传统采摘器而言，具有易于操作结构精简、成

本低廉、能适应各种采摘环境的优点，让使用者节省体力，从而提升水果的采摘量，且结构

简单、造价较低，可以让不同水平的消费者均能使用。且适应水果各向生长环境，人无需移

动就可以很轻松的采摘以人为中心的扇形采摘面积内的水果，大幅度减少人定位果子的辅

助时间。

[0041] 高效省力：把手力臂放大6倍，头部力臂放大1.3倍，总放大力臂接近8倍，人剪切基

本不需很费力。

[0042] 凹口防脱：剪切口凹口设计，防止果柄在剪切时往反方向脱离剪切最佳点。

[0043] 多角度适应：环形多向定位果柄设计，适应不同生长角度的水果，人无需移动就可

以很轻松的采摘以人为中心的所有扇形采摘面积内的水果，避免人为了采摘移动带来的辅

助时间，同时还提高了有效采摘数量的。

[0044] 多高度适应：采摘器可伸缩，减少人爬树爬梯子所增加的辅助采摘时间，提高了效

率，还避免高空摘果带来的安全问题。

[0045] 此外，本发明还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对新型高效率采摘机械

装置的研究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0046] 应当说明的是，本发明所述的实施方式仅仅是实现本发明的优选方式，对属于本

发明整体构思，而仅仅是显而易见的改动，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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