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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

蘑菇采摘机器人，其包括移动升降平台、伸缩导

轨伸展平台、采摘机械手臂，其特征在于自身结

构紧凑，能够根据采摘需求自主进行升降，手臂

安装机构伸缩作业，可适用用工厂化蘑菇栽培中

多层菇床作业模式，本发明实现了多层并行排列

工厂化种植褐菇的采摘需求，能够有效进行上升

和下降、收缩和伸展并灵活在过道行进的功能，

结构模块化设计，可替换性强，能够有效满足褐

菇工厂化种植条件下采摘需求，解决工厂自动化

程度低，劳动成本高等问题。

权利要求书4页  说明书9页  附图7页

CN 110073904 A

2019.08.02

CN
 1
10
07
39
04
 A



1.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升降平台，伸

缩导轨平台和采摘机械手臂；

所述的移动升降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平台底盘(1)、左前万向支撑轮(21)、左后

万向支撑轮(22)、右前万向支撑轮(23)、右后万向支撑轮(24)、升降平台升降板(3)、升降平

台左固定架(41)、升降平台右固定架(42)、左桅柱伸缩机构(7)、右桅柱伸缩机构(8)，其中

左桅柱伸缩机构(7)包括左第一级桅柱(701)、左第二级桅柱(702)、左第三级桅柱(703)、左

第四级桅柱(704)、左升降液压杆(705)、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706)、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

承(707)、左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708)、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709)、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

承(710)、左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711)；右桅柱伸缩机构(8)包括右第一级桅柱(801)、右第

二级桅柱(802)、右第三级桅柱(803)、右第四级桅柱(804)、右升降液压杆(805)、右一二级

升降支撑轴(806)、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807)、右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808)、右三四级

升降支撑轴(809)、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810)、右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811)；

移动平台底盘(1)底部平面左前角、左后角、右前角、右后角位置分别固装左前万向支

撑轮(21)、左后万向支撑轮(22)、右前万向支撑轮(23)、右后万向支撑轮(24)；在移动平台

底盘(1)上部平面的左后角设有凹槽，凹槽位置放置左桅柱伸缩机构(7)，所述的左桅柱伸

缩机构(7)的左第一级桅柱(701)后端下部固装在移动平台底盘(1)左凹槽中，且前端面设

有滑槽与左第二级桅柱(702)滑动连接，左第二级桅柱(702)后端面与左第一级桅柱(701)

的滑槽滑动连接，且前端面设有滑槽与左第三级桅柱(703)滑动连接，左第三级桅柱(703)

后端面与左第二级桅柱(702)滑动连接，且前端面设有滑槽与左第四级桅柱(704)滑动连

接，所述的左第四级桅柱(704)后端面与左第三级桅柱(703)滑动连接，前端面固装升降平

台左固定架(41)，所述的左升降液压杆(705)底端固装于左第一级桅柱(701)和移动平台底

盘(1)凹槽中，且顶端设有一孔，所述的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706)固装于孔中，左一二级升

降支撑轴(706)上固装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707)，在所述的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

(707)上转动连接左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708)，左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708)一端固装于

左第一级桅柱(701)上，另一端固装于左第二级桅柱(702)上，在所述的左第三级桅柱(703)

顶部设有一孔，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709)固装于凹孔中，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709)上固

装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710)，在所述的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710)上转动连接左三四

级升降传动链条(711)，左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711)一端固装于左第三级桅柱(703)上，另

一端固装于左第四级桅柱(704)上，在移动平台底盘(1)上部平面的右后角设有凹槽，凹槽

位置放置右桅柱伸缩机构(8)，所述的右桅柱伸缩机构(8)的右第一级桅柱(801)后端下部

固装在移动平台底盘(1)右凹槽中，且前端面设有滑与右第二级桅柱(802)滑动连接，右第

二级桅柱(802)后端面与右第一级桅柱(801)的滑槽滑动连接，且前端面设有滑槽与右第三

级桅柱(803)滑动连接，右第三级桅柱(803)后端面与右第二级桅柱(802)滑动连接，且前端

面设有滑槽与右第四级桅柱(804)滑动连接，所述的右第四级桅柱(804)后端面与右第三级

桅柱(803)滑动连接，其前端面固装升降平台右固定架(42)，所述的右升降液压杆(805)底

端固装于右第一级桅柱(801)和移动平台底盘(1)凹槽中，且顶端设有一孔，所述的右一二

级升降支撑轴(806)固装于孔中，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806)上固装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

(807)，在所述的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807)上转动连接右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808)，右

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808)一端固装于右第一级桅柱(801)上，另一端固装于右第二级桅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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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上，在所述的右第三级桅柱(803)顶部设有一孔，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809)固装在凹

孔中，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809)上固装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810)，在所述的右三四级

升降支撑轴承(810)上转动连接右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811)，右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

(811)一端固装于右第三级桅柱(803)上，另一端固装于右第四级桅柱(804)上，升降平台升

降板(4)左后部和右后部下部平板分别固装所述的升降平台左固定架(41)和升降平台右固

定架(42)，连接处于同一水平面上；

所述的伸缩导轨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左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1)、左后导轨伸

展平台固定支座(52)、右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3)、右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4)、

左推进导轨机构(6)、右推进导轨机构(9)、X方向导轨机构(10)；所述的左推进导轨机

构(6)包括：左P电机(601)、左P电机固定板(602)、左P电机固定支撑板(603)、左P电机中间

支撑管(604)、左P同步轮支撑轴承(605)、左P同步轮(606)、左P导轨后侧固定套(607)、左Y

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08)、左Y导轨后侧固定套(609)、左导轨连接件(610)、左Y导轨滑块

(611)、左Y同步带压紧模块(612)、左Y导轨(613)、左Y导轨前侧固定套(614)、左Y电机固定

支撑板(615)、左Y同步轮(616)、左Y同步轮支撑轴承(617)、左Y电机中间支撑管(618)、左Y

电机固定板(619)、左Y电机(620)、左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21)、左P导轨前侧固定套

(622)、左Y同步带(623)、左P同步带(624)、左P导轨(625)、左P同步带压紧模块(626)；所述

的右推进导轨机构(9)包括：右P电机(901)、右P电机固定板(902)、右P电机固定支撑板

(903)、右P电机中间支撑管(904)、右P同步轮支撑轴承(905)、右P同步轮(906)、右P导轨后

侧固定套(907)、右Y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908)、右Y导轨后侧固定套(909)、右导轨连接件

(910)、右Y导轨滑块(911)、右Y同步带压紧模块(912)、右Y导轨(913)、右Y导轨前侧固定套

(914)、右Y电机固定支撑板(915)、右Y同步轮(916)、右Y同步轮支撑轴承(917)、右Y电机中

间支撑管(918)、右Y电机固定板(919)、右Y电机(920)、右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921)、右P

导轨前侧固定套(922)、右Y同步带(923)、右P同步带(924)、右P导轨(925)、右P同步带压紧

模块(926)；所述的X方向导轨机构(10)包括：X左端滑块固定块(1001)、X导轨随动同步轮模

块(1002)、X同步带(1003)、X同步带压紧模块(1004)、X电机(1005)、X电机固定板(1006)、X

同步轮(1007)、X电机中间支撑管(1008)、X电机固定支撑板(1009)、X右端滑块固定块

(1010)、X导轨(1011)、X导轨滑块(1012)；

左P导轨(625)固装在左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1)和左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

(52)上部平面上，处于同一高度水平面，所述的左P导轨后侧固定套(607)设有一孔，与左P

导轨(625)后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左P导轨前侧固定套(622)设有一孔，与左P导轨(625)后端

导轨固装，所述的左P电机固定板(602)固装于左P导轨后侧固定套(607)上，所述的左P电机

(601)、左P电机固定支撑板(603)和左P电机中间支撑管(604)与左P电机固定板(602)固装，

所述的左P电机固定支撑板(603)中心设有一孔，左P同步轮支撑轴承(605)固装于孔中，所

述的左P同步轮(606)设有D型内孔，左P电机(601)输出轴与孔固装，左P同步轮(606)外侧圆

柱面与左P同步轮支撑轴承(605)固装，所述的左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21)固装于左P导

轨前侧固定套(622)上，左P同步带(624)后端转动连接于左P同步轮(606)上，左P同步带

(624)前端转动连接于左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21)的同步轮上，所述的左P同步带压紧模

块(626)固装于左P同步带(624)开口位置；右P导轨(925)固装在右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

座(53)和右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4)上部平面上，处于同一高度水平面，所述的右P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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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后侧固定套(907)设有一孔，与右P导轨(925)后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右P导轨前侧固定套

(922)设有一孔，与右P导轨(925)后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右P电机固定板(902)固装于右P导

轨后侧固定套(907)上，所述的右P电机(901)、右P电机固定支撑板(903)和右P电机中间支

撑管(904)与右P电机固定板(902)固装，所述的右P电机固定支撑板(903)中心设有一孔，右

P同步轮支撑轴承(905)固装于孔中，所述的右P同步轮(906)设有D型内孔，右P电机(901)输

出轴与孔固装，右P同步轮(906)外侧圆柱面与右P同步轮支撑轴承(905)固装，所述的右P导

轨随动同步轮模块(921)固装于右P导轨前侧固定套(922)上，右P同步带(924)后端转动连

接于右P同步轮(906)上，右P同步带(924)前端转动连接于右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921)的

同步轮上，所述的右P同步带压紧模块(926)固装于右P同步带(924)开口位置；X导轨(1011)

两端分别固装X左端滑块固定块(1001)和X右端滑块固定块(1010)，X左端滑块固定块

(1001)固装于左推进导轨机构(6)的左Y导轨滑块(611)上，X右端滑块固定块(1010)固装于

右推进导轨机构(9)的右Y导轨滑块(911)上，所述的X同步带压紧模块(1004)固装于X导轨

滑块(1012)上，所述的X电机固定支撑板(1009)固装于X右端滑块固定块(1010)上，X电机

(1005)、X电机固定板(1006)和X电机中间支撑管(1008)固接在X电机固定支撑板(1009)上，

所述的X同步轮(1007)内侧设有D型孔，X电机(1005)输出轴与孔固装，X同步带(1003)左端

转动连接在X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1002)的同步轮上，右端转动连接在X同步轮(1007)上，

所述的X同步带压紧模块(1004)固装于X同步带(1003)开口位置，X导轨滑块(1012)X导轨

(1011)滑动连接；

所述的采摘机械手臂其特征在于，包括：大臂电机(1101)、大臂电机固定支座(1102)、

大臂关节同步带(1103)、大臂电机同步轮(1104)、大臂关节固定块(1105)、大臂关节同步轮

轴(1106)、大臂关节轴承(1107)、线槽遮板(1108)、手臂大臂(1109)、小臂电机(1110)、小臂

电机同步轮(1111)、小臂关节同步带(1112)、小臂关节轴承(1113)、小臂关节同步轮轴

(1114)、手臂小臂(1115)、末端旋转电机(1116)、末端旋转电机固定座(1117)、微型主动同

步轮(1118)、微型同步带(1119)、微型从动同步轮(1120)、相机固定支座(1121)、相机

(1122)、末端升降气缸(1123)、末端采摘手爪(1124)；

大臂关节固定块(1105)横截面为“L”型，其竖直侧面固装于X导轨滑块(1012)上，水平

面上固装大臂电机固定支座(1102)和大臂关节轴承(1107)；所述的大臂电机固定支座

(1102)固装大臂电机(1101)，大臂电机同步轮(1104)内侧设有一孔，大臂电机(1101)输出

轴与孔固装，在大臂关节轴承(1107)上转动连接大臂关节同步轮轴(1106)，所述的大臂关

节同步带(1103)左端与大臂电机同步轮(1104)转动连接，右端与大臂关节同步轮轴(1106)

转动连接，所述的大臂关节轴承(1107)下方设有一凸台，凸台上转动连接手臂大臂(1109)，

所述的手臂大臂(1109)后端设有凹孔与凸台固装，手臂大臂(1109)前端固装小臂关节轴承

(1113)，手臂大臂(1109)上部固装有线槽遮板(1108)和小臂电机(1110)，所述的小臂电机

(1110)输出轴与小臂电机同步轮(1111)上设有的D型内孔固装，小臂关节同步轮轴(1114)

与小臂关节轴承(1113)内孔固装；所述的小臂关节同步带(1112)后端与小臂电机同步轮

(1111)转动连接，小臂关节同步带(1112)前端与小臂关节同步轮轴(1114)转动连接，所述

的小臂关节轴承(1113)上方设有一凸台，手臂小臂(1115)后端设有一凹孔，手臂小臂

(1115)凹孔固装于凸台上；所述末端旋转电机固定座(1117)固装在手臂小臂(1115)上，末

端旋转电机固定座(1117)上固装末端旋转电机(1116)，所述的末端旋转电机(1116)输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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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微型主动同步轮(1118)D型内孔固装，所述的手臂小臂(1115)前端依次固装微型从动同

步轮(1120)、末端升降气缸(1123)，末端升降气缸(1123)下端固装末端采摘手爪(1124)，所

述的微型同步带(1119)后端与微型主动同步轮(1118)转动连接，前端与微型从动同步轮

(1120)转动连接，在手臂小臂(1115)前端位置固装相机固定支座(1121)，相机(1122)固装

在相机固定支座(112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移动升降平台中的升降平台升降板(4)上平面的左前角、左后角、右前角、右后角位置

分别固装所述的伸缩导轨平台的左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1)、左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

支座(52)、右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3)、右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4)，所述的采摘

机械手臂的大臂关节固定块(1105)固装在伸缩导轨平台的X导轨滑块(1012)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21)、Y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08)和X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

(1002)，由固定板(M01)、固定侧轴承(M02)、压紧螺母(M03)、中间轴螺栓(M04)、固定侧轴承

滚子(M05)、中间支撑管(M06)、同步轮(M07)、支撑侧轴承滚子(M08)、支撑侧轴承(M09)、支

撑板(M10)组成；固定板(M01)固装于固定块上，支撑板(M10)和中间支撑管(M06)固装在固

定板(M01)上，所述的固定板(M01)中心设有一孔，固定侧轴承(M02)固装于孔中，所述的支

撑板(M10)中心设有一孔，支撑侧轴承(M09)固装于孔中，同步轮(M07)转动连接在中间轴螺

栓(M04)上，位于固定板(M01)和支撑板(M10)之间，中间轴螺栓(M04)转动连接于固定侧轴

承(M02)和支撑侧轴承(M09)内孔，所述的压紧螺母(M03)与中间轴螺栓(M04)固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P同步带压紧模块(626)、Y同步带压紧模块(612)和X同步带压紧模块(1004)由上下两

片压紧片组成，下片与导轨滑块固装，上片设有和同步带齿型相啮合的齿槽，上下两片固

接，压紧同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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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机械化及自动化装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农业智能装备，特

别是涉及褐菇工厂化种植模式下采摘机器人。

背景技术

[0002] 褐菇具有极佳的食品价值，能够提供人优质蛋白质、维他命、微量元素以及21中氨

基酸。褐菇蛋白优于动物蛋白，70-90％可以被人体吸收，其富含谷物食物不含有的两种重

要氨基酸赖氨酸和色氨酸。褐菇市场需求缺口大，褐菇生产种植企业数量逐年增加。

[0003] 在工厂化种植模式下的褐菇生产活动中，褐菇种植在多层并行排列得到菇床上，

传统人工采摘环节所用劳动力占褐菇生产过程中所用劳动力总量的60％以上。人工采摘褐

菇效率低，易错过褐菇最佳采摘期从而降低蘑菇市场价值；劳工工作强度大，采摘过程易对

娇嫩蘑菇造成损伤；当前蘑菇采摘机器人研究留有较大空白，国内外一些科研单位开展了

相关研究，但大都集中在科研实验室条件下，基于工厂化种植模式下的蘑菇采摘机器人进

行精细化采摘的研究尚无公开报道。

[0004] 随着工农业技术的发展，机械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自动控制技术和果实的图像

识别技术在采摘机器人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发展智能化蘑菇采摘机器人技术可提高采摘效

率，降低果实受损，节省企业人力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工厂化种植模式下的褐菇生产活动中，传统人工采摘蘑菇环节工人采摘时

需要攀爬菇床，工作强度大、采摘效率低、易对蘑菇造成损伤等问题，本发明设计了一种仿

人采摘的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的技术方

案是：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升降平台，伸缩导轨平台，采摘机械手臂；所述的移动升降平

台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平台底盘(1)、左前万向支撑轮(21)、左后万向支撑轮(22)、右前

万向支撑轮(23)、右后万向支撑轮(24)、升降平台升降板(3)、升降平台左固定架(41)、升降

平台右固定架(42)、左桅柱伸缩机构(7)、右桅柱伸缩机构(8)，其中左桅柱伸缩机构(7)包

括左第一级桅柱(701)、左第二级桅柱(702)、左第三级桅柱(703)、左第四级桅柱(704)、左

升降液压杆(705)、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706)、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707)、左一二级升

降传动链条(708)、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709)、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710)、左三四级升

降传动链条(711)；右桅柱伸缩机构(8)包括右第一级桅柱(801)、右第二级桅柱(802)、右第

三级桅柱(803)、右第四级桅柱(804)、右升降液压杆(805)、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806)、右

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807)、右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808)、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809)、右

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810)、右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811)；移动平台底盘(1)底部平面左前

角、左后角、右前角、右后角位置分别固装左前万向支撑轮(21)、左后万向支撑轮(22)、右前

万向支撑轮(23)、右后万向支撑轮(24)；在移动平台底盘(1)上部平面的左后角设有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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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槽位置放置左桅柱伸缩机构(7)，所述的左桅柱伸缩机构(7)的左第一级桅柱(701)后端

下部固装在移动平台底盘(1)左凹槽中，且前端面设有滑槽与左第二级桅柱(702)滑动连

接，左第二级桅柱(702)后端面与左第一级桅柱(701)的滑槽滑动连接，且前端面设有滑槽

与左第三级桅柱(703)滑动连接，左第三级桅柱(703)后端面与左第二级桅柱(702)滑动连

接，且前端面设有滑槽与左第四级桅柱(704)滑动连接，所述的左第四级桅柱(704)后端面

与左第三级桅柱(703)滑动连接，前端面固装升降平台左固定架(41)，所述的左升降液压杆

(705)底端固装于左第一级桅柱(701)和移动平台底盘(1)凹槽中，且顶端设有一孔，所述的

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706)固装于孔中，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706)上固装左一二级升降支

撑轴承(707)，在所述的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707)上转动连接左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

(708)，左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708)一端固装于左第一级桅柱(701)上，另一端固装于左第

二级桅柱(702)上，在所述的左第三级桅柱(703)顶部设有一孔，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709)

固装于凹孔中，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709)上固装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710)，在所述的

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710)上转动连接左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711)，左三四级升降传动

链条(711)一端固装于左第三级桅柱(703)上，另一端固装于左第四级桅柱(704)上，在移动

平台底盘(1)上部平面的右后角设有凹槽，凹槽位置放置右桅柱伸缩机构(8)，所述的右桅

柱伸缩机构(8)的右第一级桅柱(801)后端下部固装在移动平台底盘(1)右凹槽中，且前端

面设有滑与右第二级桅柱(802)滑动连接，右第二级桅柱(802)后端面与右第一级桅柱

(801)的滑槽滑动连接，且前端面设有滑槽与右第三级桅柱(803)滑动连接，右第三级桅柱

(803)后端面与右第二级桅柱(802)滑动连接，且前端面设有滑槽与右第四级桅柱(804)滑

动连接，所述的右第四级桅柱(804)后端面与右第三级桅柱(803)滑动连接，其前端面固装

升降平台右固定架(42)，所述的右升降液压杆(805)底端固装于右第一级桅柱(801)和移动

平台底盘(1)凹槽中，且顶端设有一孔，所述的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806)固装于孔中，右一

二级升降支撑轴(806)上固装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807)，在所述的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

承(807)上转动连接右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808)，右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808)一端固装

于右第一级桅柱(801)上，另一端固装于右第二级桅柱(802)上，在所述的右第三级桅柱

(803)顶部设有一孔，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809)固装在凹孔中，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809)

上固装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810)，在所述的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810)上转动连接右

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811)，右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811)一端固装于右第三级桅柱(803)

上，另一端固装于右第四级桅柱(804)上，升降平台升降板(4)左后部和右后部下部平板分

别固装所述的升降平台左固定架(41)和升降平台右固定架(42)，连接处于同一水平面上；

所述的伸缩导轨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左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1)、左后导轨伸展平

台固定支座(52)、右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3)、右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4)、左推

进导轨机构(6)、右推进导轨机构(9)、X方向导轨机构(10)；所述的左推进导轨机构(6)包

括：左P电机(601)、左P电机固定板(602)、左P电机固定支撑板(603)、左P电机中间支撑管

(604)、左P同步轮支撑轴承(605)、左P同步轮(606)、左P导轨后侧固定套(607)、左Y导轨随

动同步轮模块(608)、左Y导轨后侧固定套(609)、左导轨连接件(610)、左Y导轨滑块(611)、

左Y同步带压紧模块(612)、左Y导轨(613)、左Y导轨前侧固定套(614)、左Y电机固定支撑板

(615)、左Y同步轮(616)、左Y同步轮支撑轴承(617)、左Y电机中间支撑管(618)、左Y电机固

定板(619)、左Y电机(620)、左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21)、左P导轨前侧固定套(622)、左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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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带(623)、左P同步带(624)、左P导轨(625)、左P同步带压紧模块(626)；所述的右推进导

轨机构(9)包括：右P电机(901)、右P电机固定板(902)、右P电机固定支撑板(903)、右P电机

中间支撑管(904)、右P同步轮支撑轴承(905)、右P同步轮(906)、右P导轨后侧固定套(907)、

右Y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908)、右Y导轨后侧固定套(909)、右导轨连接件(910)、右Y导轨滑

块(911)、右Y同步带压紧模块(912)、右Y导轨(913)、右Y导轨前侧固定套(914)、右Y电机固

定支撑板(915)、右Y同步轮(916)、右Y同步轮支撑轴承(917)、右Y电机中间支撑管(918)、右

Y电机固定板(919)、右Y电机(920)、右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921)、右P导轨前侧固定套

(922)、右Y同步带(923)、右P同步带(924)、右P导轨(925)、右P同步带压紧模块(926)；所述

的X方向导轨机构(10)包括：X左端滑块固定块(1001)、X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1002)、X同步

带(1003)、X同步带压紧模块(1004)、X电机(1005)、X电机固定板(1006)、X同步轮(1007)、X

电机中间支撑管(1008)、X电机固定支撑板(1009)、X右端滑块固定块(1010)、X导轨(1011)、

X导轨滑块(1012)；左P导轨(625)固装在左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1)和左后导轨伸展

平台固定支座(52)上部平面上，处于同一高度水平面，所述的左P导轨后侧固定套(607)设

有一孔，与左P导轨(625)后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左P导轨前侧固定套(622)设有一孔，与左P

导轨(625)后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左P电机固定板(602)固装于左P导轨后侧固定套(607)上，

所述的左P电机(601)、左P电机固定支撑板(603)和左P电机中间支撑管(604)与左P电机固

定板(602)固装，所述的左P电机固定支撑板(603)中心设有一孔，左P同步轮支撑轴承(605)

固装于孔中，所述的左P同步轮(606)设有D型内孔，左P电机(601)输出轴与孔固装，左P同步

轮(606)外侧圆柱面与左P同步轮支撑轴承(605)固装，所述的左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

(621)固装于左P导轨前侧固定套(622)上，左P同步带(624)后端转动连接于左P同步轮

(606)上，左P同步带(624)前端转动连接于左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21)的同步轮上，所述

的左P同步带压紧模块(626)固装于左P同步带(624)开口位置；右P导轨(925)固装在右前导

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3)和右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4)上部平面上，处于同一高度水

平面，所述的右P导轨后侧固定套(907)设有一孔，与右P导轨(925)后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右

P导轨前侧固定套(922)设有一孔，与右P导轨(925)后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右P电机固定板

(902)固装于右P导轨后侧固定套(907)上，所述的右P电机(901)、右P电机固定支撑板(903)

和右P电机中间支撑管(904)与右P电机固定板(902)固装，所述的右P电机固定支撑板(903)

中心设有一孔，右P同步轮支撑轴承(905)固装于孔中，所述的右P同步轮(906)设有D型内

孔，右P电机(901)输出轴与孔固装，右P同步轮(906)外侧圆柱面与右P同步轮支撑轴承

(905)固装，所述的右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921)固装于右P导轨前侧固定套(922)上，右P

同步带(924)后端转动连接于右P同步轮(906)上，右P同步带(924)前端转动连接于右P导轨

随动同步轮模块(921)的同步轮上，所述的右P同步带压紧模块(926)固装于右P同步带

(924)开口位置；X导轨(1011)两端分别固装X左端滑块固定块(1001)和X右端滑块固定块

(1010)，X左端滑块固定块(1001)固装于左推进导轨机构(6)的左Y导轨滑块(611)上，X右端

滑块固定块(1010)固装于右推进导轨机构(9)的右Y导轨滑块(911)上，所述的X同步带压紧

模块(1004)固装于X导轨滑块(1012)上，所述的X电机固定支撑板(1009)固装于X右端滑块

固定块(1010)上，X电机(1005)、X电机固定板(1006)和X电机中间支撑管(1008)固接在X电

机固定支撑板(1009)上，所述的X同步轮(1007)内侧设有D型孔，X电机(1005)输出轴与孔固

装，X同步带(1003)左端转动连接在X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1002)的同步轮上，右端转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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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X同步轮(1007)上，所述的X同步带压紧模块(1004)固装于X同步带(1003)开口位置，X

导轨滑块(1012)X导轨(1011)滑动连接；所述的采摘机械手臂其特征在于，包括：大臂电机

(1101)、大臂电机固定支座(1102)、大臂关节同步带(1103)、大臂电机同步轮(1104)、大臂

关节固定块(1105)、大臂关节同步轮轴(1106)、大臂关节轴承(1107)、线槽遮板(1108)、手

臂大臂(1109)、小臂电机(1110)、小臂电机同步轮(1111)、小臂关节同步带(1112)、小臂关

节轴承(1113)、小臂关节同步轮轴(1114)、手臂小臂(1115)、末端旋转电机(1116)、末端旋

转电机固定座(1117)、微型主动同步轮(1118)、微型同步带(1119)、微型从动同步轮

(1120)、相机固定支座(1121)、相机(1122)、末端升降气缸(1123)、末端采摘手爪(1124)；大

臂关节固定块(1105)横截面为“L”型，其竖直侧面固装于X导轨滑块(1012)上，水平面上固

装大臂电机固定支座(1102)和大臂关节轴承(1107)；所述的大臂电机固定支座(1102)固装

大臂电机(1101)，大臂电机同步轮(1104)内侧设有一孔，大臂电机(1101)输出轴与孔固装，

在大臂关节轴承(1107)上转动连接大臂关节同步轮轴(1106)，所述的大臂关节同步带

(1103)左端与大臂电机同步轮(1104)转动连接，右端与大臂关节同步轮轴(1106)转动连

接，所述的大臂关节轴承(1107)下方设有一凸台，凸台上转动连接手臂大臂(1109)，所述的

手臂大臂(1109)后端设有凹孔与凸台固装，手臂大臂(1109)前端固装小臂关节轴承

(1113)，手臂大臂(1109)上部固装有线槽遮板(1108)和小臂电机(1110)，所述的小臂电机

(1110)输出轴与小臂电机同步轮(1111)上设有的D型内孔固装，小臂关节同步轮轴(1114)

与小臂关节轴承(1113)内孔固装；所述的小臂关节同步带(1112)后端与小臂电机同步轮

(1111)转动连接，小臂关节同步带(1112)前端与小臂关节同步轮轴(1114)转动连接，所述

的小臂关节轴承(1113)上方设有一凸台，手臂小臂(1115)后端设有一凹孔，手臂小臂

(1115)凹孔固装于凸台上；所述末端旋转电机固定座(1117)固装在手臂小臂(1115)上，末

端旋转电机固定座(1117)上固装末端旋转电机(1116)，所述的末端旋转电机(1116)输出轴

与微型主动同步轮(1118)D型内孔固装，所述的手臂小臂(1115)前端依次固装微型从动同

步轮(1120)、末端升降气缸(1123)，末端升降气缸(1123)下端固装末端采摘手爪(1124)，所

述的微型同步带(1119)后端与微型主动同步轮(1118)转动连接，前端与微型从动同步轮

(1120)转动连接，在手臂小臂(1115)前端位置固装相机固定支座(1121)，相机(1122)固装

在相机固定支座(1121)上。

[0007] 所述的移动升降平台中的升降平台升降板(4)上平面的左前角、左后角、右前角、

右后角位置分别固装所述的伸缩导轨平台的左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1)、左后导轨伸

展平台固定支座(52)、右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3)、右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4)，

所述的采摘机械手臂的大臂关节固定块(1105)固装在伸缩导轨平台的X导轨滑块(1012)

上。

[0008] 所述的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21)、Y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08)和X导轨随动同

步轮模块(1002)，由固定板(M01)、固定侧轴承(M02)、压紧螺母(M03)、中间轴螺栓(M04)、固

定侧轴承滚子(M05)、中间支撑管(M06)、同步轮(M07)、支撑侧轴承滚子(M08)、支撑侧轴承

(M09)、支撑板(M10)组成；固定板(M01)固装于固定块上，支撑板(M10)和中间支撑管(M06)

固装在固定板(M01)上，所述的固定板(M01)中心设有一孔，固定侧轴承(M02)固装于孔中，

所述的支撑板(M10)中心设有一孔，支撑侧轴承(M09)固装于孔中，同步轮(M07)转动连接在

中间轴螺栓(M04)上，位于固定板(M01)和支撑板(M10)之间，中间轴螺栓(M04)转动连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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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侧轴承(M02)和支撑侧轴承(M09)内孔，所述的压紧螺母(M03)与中间轴螺栓(M04)固

装。

[0009] 所述的P同步带压紧模块(626)、Y同步带压紧模块(612)和X同步带压紧模块

(1004)由上下两片压紧片组成，下片与导轨滑块固装，上片设有和同步带齿型相啮合的齿

槽，上下两片固接，压紧同步带。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实现了

结构紧凑、移动灵活、采摘手臂体积小、质量轻的功能特点；本发明采用的铝合金双桅柱升

降伸缩机构结构稳定强度高，实现了最低一层采摘位置和最高一层采摘位置高度兼顾的功

能；本发明采用滑动伸缩式的导轨系统将采摘机械手臂送入菇床夹层中进行采摘作业，能

够有效提高采摘效率，同时减少人工采摘的工作成本，提高企业效益；本发明能够有效解决

工厂化褐菇种植模式下采摘工人需要爬高就地，劳动强度大，采摘费时费力成本高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11]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一种蘑菇采摘机器人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升降平台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左桅柱伸缩机构和右桅柱伸缩机构结构局部剖视图；

[0015] 图4为左推进导轨机构和右推进导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X方向导轨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Y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和X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示意

图；

[0018] 图7为P同步带压紧模块、Y同步带压紧模块和X同步带压紧模块结构示意图；

[0019] 图8为采摘机械手臂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1】

[0021]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包括：移动升降平台，

所述的移动升降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移动平台底盘(1)、左前万向支撑轮(21)、左后万向

支撑轮(22)、右前万向支撑轮(23)、右后万向支撑轮(24)、升降平台升降板(3)、升降平台左

固定架(41)、升降平台右固定架(42)、左桅柱伸缩机构(7)、右桅柱伸缩机构(8)，其中左桅

柱伸缩机构(7)包括左第一级桅柱(701)、左第二级桅柱(702)、左第三级桅柱(703)、左第四

级桅柱(704)、左升降液压杆(705)、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706)、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

(707)、左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708)、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709)、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

(710)、左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711)；右桅柱伸缩机构(8)包括右第一级桅柱(801)、右第二

级桅柱(802)、右第三级桅柱(803)、右第四级桅柱(804)、右升降液压杆(805)、右一二级升

降支撑轴(806)、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807)、右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808)、右三四级升

降支撑轴(809)、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810)、右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811)；移动平台底

盘(1)底部平面左前角、左后角、右前角、右后角位置分别固装左前万向支撑轮(21)、左后万

向支撑轮(22)、右前万向支撑轮(23)、右后万向支撑轮(24)；在移动平台底盘(1)上部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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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后角设有一凹槽，凹槽位置放置左桅柱伸缩机构(7)，所述的左桅柱伸缩机构(7)的左

第一级桅柱(701)后端下部固装在移动平台底盘(1)左凹槽中，前端面设有滑槽，和左第二

级桅柱(702)滑动连接，左第二级桅柱(702)后端面与左第一级桅柱(701)的滑槽滑动连接，

前端面设有滑槽，和左第三级桅柱(703)滑动连接，左第三级桅柱(703)后端面与左第二级

桅柱(702)滑动连接，前端面设有滑槽，和左第四级桅柱(704)滑动连接，所述的左第四级桅

柱(704)后端面与左第三级桅柱(703)滑动连接，前端面固装升降平台左固定架(41)，所述

的左升降液压杆(705)底端固装于左第一级桅柱(701)和移动平台底盘(1)凹槽中，顶端设

有一孔，所述的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706)固装于孔中，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706)上固装

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707)，在所述的左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707)上转动连接左一二级

升降传动链条(708)，左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708)一端固装于左第一级桅柱(701)上，另一

端固装于左第二级桅柱(702)上，在所述的左第三级桅柱(703)顶部设有一孔，左三四级升

降支撑轴(709)固装在凹孔中，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709)上固装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

(710)，在所述的左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710)上转动连接左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711)，左

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711)一端固装于左第三级桅柱(703)上，另一端固装于左第四级桅柱

(704)上；在移动平台底盘(1)上部平面的右后角设有一凹槽，凹槽位置放置右桅柱伸缩机

构(8)，所述的右桅柱伸缩机构(8)的右第一级桅柱(801)后端下部固装在移动平台底盘(1)

右凹槽中，前端面设有滑槽，和右第二级桅柱(802)滑动连接，右第二级桅柱(802)后端面与

右第一级桅柱(801)的滑槽滑动连接，前端面设有滑槽，和右第三级桅柱(803)滑动连接，右

第三级桅柱(803)后端面与右第二级桅柱(802)滑动连接，前端面设有滑槽，和右第四级桅

柱(804)滑动连接，所述的右第四级桅柱(804)后端面与右第三级桅柱(803)滑动连接，前端

面固装升降平台右固定架(42)，所述的右升降液压杆(805)底端固装于右第一级桅柱(801)

和移动平台底盘(1)凹槽中，顶端设有一孔，所述的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806)固装于孔中，

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806)上固装右一二级升降支撑轴承(807)，在所述的右一二级升降支

撑轴承(807)上转动连接右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808)，右一二级升降传动链条(808)一端

固装于右第一级桅柱(801)上，另一端固装于右第二级桅柱(802)上，在所述的右第三级桅

柱(803)顶部设有一孔，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809)固装在凹孔中，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

(809)上固装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810)，在所述的右三四级升降支撑轴承(810)上转动

连接右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811)，右三四级升降传动链条(811)一端固装于右第三级桅柱

(803)上，另一端固装于右第四级桅柱(804)上；升降平台升降板(4)左后部和右后部下部平

板分别固装所述的升降平台左固定架(41)和升降平台右固定架(42)，连接处于同一水平面

上；当执行器工作通过液压高压管路驱动液压杆上升或者下降，从而带动左右桅柱伸缩机

构进行上升或下降，实现带动安装在升降平台升降板上的伸缩导轨平台和采摘手臂根据采

摘需求进行上升和下降。

[0022] 【实施例2】

[0023]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包括：所述的伸缩导

轨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左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1)、左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

(52)、右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3)、右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4)、左推进导轨机构

(6)、右推进导轨机构(9)、X方向导轨机构(10)；所述的左推进导轨机构(6)包括：左P电机

(601)、左P电机固定板(602)、左P电机固定支撑板(603)、左P电机中间支撑管(604)、左P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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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轮支撑轴承(605)、左P同步轮(606)、左P导轨后侧固定套(607)、左Y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

(608)、左Y导轨后侧固定套(609)、左导轨连接件(610)、左Y导轨滑块(611)、左Y同步带压紧

模块(612)、左Y导轨(613)、左Y导轨前侧固定套(614)、左Y电机固定支撑板(615)、左Y同步

轮(616)、左Y同步轮支撑轴承(617)、左Y电机中间支撑管(618)、左Y电机固定板(619)、左Y

电机(620)、左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21)、左P导轨前侧固定套(622)、左Y同步带(623)、左

P同步带(624)、左P导轨(625)、左P同步带压紧模块(626)；所述的右推进导轨机构(9)包括：

右P电机(901)、右P电机固定板(902)、右P电机固定支撑板(903)、右P电机中间支撑管

(904)、右P同步轮支撑轴承(905)、右P同步轮(906)、右P导轨后侧固定套(907)、右Y导轨随

动同步轮模块(908)、右Y导轨后侧固定套(909)、右导轨连接件(910)、右Y导轨滑块(911)、

右Y同步带压紧模块(912)、右Y导轨(913)、右Y导轨前侧固定套(914)、右Y电机固定支撑板

(915)、右Y同步轮(916)、右Y同步轮支撑轴承(917)、右Y电机中间支撑管(918)、右Y电机固

定板(919)、右Y电机(920)、右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921)、右P导轨前侧固定套(922)、右Y

同步带(923)、右P同步带(924)、右P导轨(925)、右P同步带压紧模块(926)；所述的X方向导

轨机构(10)包括：X左端滑块固定块(1001)、X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1002)、X同步带(1003)、

X同步带压紧模块(1004)、X电机(1005)、X电机固定板(1006)、X同步轮(1007)、X电机中间支

撑管(1008)、X电机固定支撑板(1009)、X右端滑块固定块(1010)、X导轨(1011)、X导轨滑块

(1012)；左P导轨(625)固装在左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1)和左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

座(52)上部平面上，处于同一高度水平面，所述的左P导轨后侧固定套(607)设有一孔，与左

P导轨(625)后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左P导轨前侧固定套(622)设有一孔，与左P导轨(625)后

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左P电机固定板(602)固装于左P导轨后侧固定套(607)上，所述的左P电

机(601)、左P电机固定支撑板(603)和左P电机中间支撑管(604)与左P电机固定板(602)固

装，所述的左P电机固定支撑板(603)中心设有一孔，左P同步轮支撑轴承(605)固装于孔中，

所述的左P同步轮(606)内侧设有D型孔，左P电机(601)输出轴与孔固装，左P同步轮(606)外

侧圆柱面与左P同步轮支撑轴承(605)固装，所述的左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21)固装于左

P导轨前侧固定套(622)上，左P同步带(624)后端转动连接于左P同步轮(606)上，左P同步带

(624)前端转动连接于左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621)的同步轮上，所述的左P同步带压紧模

块(626)固装于左P同步带(624)开口位置；右P导轨(925)固装在右前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

座(53)和右后导轨伸展平台固定支座(54)上部平面上，处于同一高度水平面，所述的右P导

轨后侧固定套(907)设有一孔，与右P导轨(925)后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右P导轨前侧固定套

(922)设有一孔，与右P导轨(925)后端导轨固装，所述的右P电机固定板(902)固装于右P导

轨后侧固定套(907)上，所述的右P电机(901)、右P电机固定支撑板(903)和右P电机中间支

撑管(904)与右P电机固定板(902)固装，所述的右P电机固定支撑板(903)中心设有一孔，右

P同步轮支撑轴承(905)固装于孔中，所述的右P同步轮(906)内侧设有D型孔，右P电机(901)

输出轴与孔固装，右P同步轮(906)外侧圆柱面与右P同步轮支撑轴承(905)固装，所述的右P

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921)固装于右P导轨前侧固定套(922)上，右P同步带(924)后端转动

连接于右P同步轮(906)上，右P同步带(924)前端转动连接于右P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921)

的同步轮上，所述的右P同步带压紧模块(926)固装于右P同步带(924)开口位置；X导轨

(1011)两端分别固装X左端滑块固定块(1001)和X右端滑块固定块(1010)，X左端滑块固定

块(1001)固装于左推进导轨机构(6)的左Y导轨滑块(611)上，X右端滑块固定块(1010)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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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推进导轨机构(9)的右Y导轨滑块(911)上，所述的X同步带压紧模块(1004)固装于X导

轨滑块(1012)上，所述的X电机固定支撑板(1009)固装于X右端滑块固定块(1010)上，X电机

(1005)、X电机固定板(1006)和X电机中间支撑管(1008)固接在X电机固定支撑板(1009)上，

所述的X同步轮(1007)内侧设有D型孔，X电机(1005)输出轴与孔固装，X同步带(1003)左端

转动连接在X导轨随动同步轮模块(1002)的同步轮上，右端转动连接在X同步轮(1007)上，

所述的X同步带压紧模块(1004)固装于X同步带(1003)开口位置，X导轨滑块(1012)X导轨

(1011)滑动连接；安装其上的P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P滑块及固装其上的Y导轨实现伸展和

收缩功能，安装其上的Y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Y滑块及固装其上的X导轨实现在Y方向进行前

后滑动功能，安装其上的X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X滑块和安装其上的采摘手臂实现在X方向

左右滑动功能。

[0024] 【实施例3】

[0025] 本实施例涉及一种适用于多层菇床作业的蘑菇采摘机器人，其特征在于，包括：所

述的采摘机械手臂其特征在于，包括：大臂电机(1101)、大臂电机固定支座(1102)、大臂关

节同步带(1103)、大臂电机同步轮(1104)、大臂关节固定块(1105)、大臂关节同步轮轴

(1106)、大臂关节轴承(1107)、线槽遮板(1108)、手臂大臂(1109)、小臂电机(1110)、小臂电

机同步轮(1111)、小臂关节同步带(1112)、小臂关节轴承(1113)、小臂关节同步轮轴

(1114)、手臂小臂(1115)、末端旋转电机(1116)、末端旋转电机固定座(1117)、微型主动同

步轮(1118)、微型同步带(1119)、微型从动同步轮(1120)、相机固定支座(1121)、相机

(1122)、末端升降气缸(1123)、末端采摘手爪(1124)；大臂关节固定块(1105)横截面为“L”

型，其竖直侧面固装于X导轨滑块(1012)上，水平面上固装大臂电机固定支座(1102)和大臂

关节轴承(1107)；所述的大臂电机固定支座(1102)固装大臂电机(1101)，大臂电机同步轮

(1104)内侧设有一孔，大臂电机(1101)输出轴与孔固装，在大臂关节轴承(1107)上转动连

接大臂关节同步轮轴(1106)，所述的大臂关节同步带(1103)左端与大臂电机同步轮(1104)

转动连接，右端与大臂关节同步轮轴(1106)转动连接，所述的大臂关节轴承(1107)下方设

有一凸台，凸台上转动连接手臂大臂(1109)，所述的手臂大臂(1109)后端设有凹孔与凸台

固装，手臂大臂(1109)前端固装小臂关节轴承(1113)，手臂大臂(1109)上部固装有线槽遮

板(1108)和小臂电机(1110)，所述的小臂电机(1110)输出轴与小臂电机同步轮(1111)上设

有的D型内孔固装，小臂关节同步轮轴(1114)与小臂关节轴承(1113)内孔固装；所述的小臂

关节同步带(1112)后端与小臂电机同步轮(1111)转动连接，小臂关节同步带(1112)前端与

小臂关节同步轮轴(1114)转动连接，所述的小臂关节轴承(1113)上方设有一凸台，手臂小

臂(1115)后端设有一凹孔，手臂小臂(1115)凹孔固装于凸台上；所述末端旋转电机固定座

(1117)固装在手臂小臂(1115)上，末端旋转电机固定座(1117)上固装末端旋转电机

(1116)，所述的末端旋转电机(1116)输出轴与微型主动同步轮(1118)D型内孔固装，所述的

手臂小臂(1115)前端依次固装微型从动同步轮(1120)、末端升降气缸(1123)，末端升降气

缸(1123)下端固装末端采摘手爪(1124)，所述的微型同步带(1119)后端与微型主动同步轮

(1118)转动连接，前端与微型从动同步轮(1120)转动连接，在手臂小臂(1115)前端位置固

装相机固定支座(1121)，相机(1122)固装在相机固定支座(1121)上，其中大臂关节电机顺

时针转动带动大臂向右运动，逆时针转动带动大臂向左运动，小臂关节电机顺时针转动带

动小臂向右运动，逆时针转动带动小臂向左运动，末端采摘手爪可安装不同手指数量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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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长度的手爪实现对不同蘑菇的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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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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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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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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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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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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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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