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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荔枝采摘的耙拢式

荔枝采摘器，包括刀头、伸缩杆和收集口袋三部

分。刀头部分竹耙式的结构设计，可以将分散的

荔枝果尽可能多的收集聚拢起来，配合锯齿形刀

片使用，大大提高了采摘效率。伸缩杆满足了对

高枝荔枝采摘的需要，收集口袋可以实现果农的

连续采摘。本发明公开的耙拢式荔枝采摘器是一

种操作简单，快捷高效的荔枝采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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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耙拢式荔枝采摘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刀头、伸缩杆和收集口袋；

刀头包括耙子结构、剪刀结构和角度调节装置；剪刀结构由一个锯齿形的定刀片、两个

动刀片以及两个连杆组成；耙子结构通过焊接与锯齿形的定刀片进行连接；每个动刀片与

锯齿形定刀片形成铰链连接，每个动刀片与连杆进行铰链连接；锯齿形的定刀片与角度调

节装置中的连接块通过螺钉形成了紧固连接；角度调节装置主要由连接块、固定轴、螺栓和

螺母组成，角度调节装置从结构上来说是一个铰链，该铰链由螺栓作为连接块和固定轴的

旋转轴，通过螺栓和螺母的旋合控制铰链的松紧程度，而固定轴通过螺钉与伸缩杆中的内

管形成紧固连接，这样由角度调节装置就完成了向上与刀头部分、向下与伸缩杆部分的连

接；

伸缩杆主要由手柄、调级开关、套管、钢丝和钢片组成；手柄主要包括固定连接部分、活

动部分和弹簧；调级开关是控制套管伸缩的装置，主要包括壳体、按柄、圆柱销、套筒、压片

和弹簧；套管由内管和外管组成，手柄的固定连接部分和活动部分形成铰链连接，调级开关

壳体通过螺钉固连在套管的外管上，按柄铰接在壳体上，圆柱销铰接在按柄上，在调级开关

里用到的2个弹簧都是扭簧，扭簧通过嵌入的方式安装在壳体和套筒的槽里；

外管一端通过螺钉固定有调级开关，另一端通过螺钉固定手柄的固定连接部分，内管

穿入外管内部形成套管，内管一端通过调级开关锁住则不脱离外管，另一端与刀头部分角

度调节装置中的固定轴固连；钢丝和钢片穿入套管里面，且钢片还需穿过调级开关中的套

筒中心的长方形孔，钢丝的一头通过螺纹结构连接手柄的活动部分，另一头铰链固定在调

级开关内部的套筒上，钢片穿过套筒方孔留在套管内部的一端由调级开关锁住，另一端伸

出套管并与刀头上的连杆形成紧固连接；

内管上有4个圆孔，作为伸缩杆长度调节的级位，钢片上有4个方槽，方槽的间距与内管

上圆孔的间距相同，且圆孔与方槽位置和朝向相同，这样调级开关上的圆柱销插入内管圆

孔后，在锁住内管伸缩的同时圆柱销也压紧了铰链固定在套筒上的压片，压片上有个与钢

片方槽宽度相同的圆柱形突起，该圆柱突起卡入钢片方槽中，从而也锁住了钢片的伸缩，同

样，当压住调级开关外侧的按柄时，圆柱销也被提起，圆柱销离开内管圆孔时，压片在弹簧

的作用下被弹开，圆柱突起脱离钢片方槽，于是内管和钢片被打开，内管和钢片就可以被抻

拉了，因此调级开关可以同时打开和锁定内管及钢片；当抻拉内管时，按柄未被按下，按柄

在弹簧的作用下使圆柱销一直处于被压的状态，于是当内管抻拉到级位时，圆柱销弹入内

管圆孔中，进而压住压片，实现自动锁紧的功能；

调级开关中的套筒与调级开关的其他组成部分没有连接关系，只是利用钢丝的长度刚

好使套筒位于调级开关内部合适位置，该位置要保证圆柱销能压住套筒上的压片，使得压

片上的圆柱突起卡住钢片；

手柄中的弹簧也是扭簧，嵌入手柄活动部分和固定连接部分的凹槽里，紧握手柄时，手

柄的活动部分拉动钢丝，钢丝带动套筒和钢片移动，钢片带动与之铰链连接的连杆运动，连

杆拉动活动刀片运动，从而实现刀头的剪切功能，手柄活动部分在弹簧的作用下复位，于是

通过持续对手柄紧握和松开，完成不停的剪切动作。

收集口袋由布袋和铁丝两部分组成，布袋两端都是开口，一端用线缝在铁丝上，另一端

放置在地面荔枝果的收集容器里，收集口袋用铁丝捆绑在刀头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耙拢式荔枝采摘器，其特征在于：耙子结构与剪刀结构之间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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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一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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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拢式荔枝采摘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采摘器，特别是荔枝采摘的耙拢式荔枝采摘器，是一种高效省力

的采摘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荔枝是我国南方特产佳果，其栽培面积和产量均居全球之首。目前，荔枝采用人工

上树采摘，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费用高。因此，为果农提供一种简单不伤果且适合高枝荔枝

串果的采摘器具有重要的意义。

[0003] 荔枝树形较高大，枝叶繁茂，树高1.6～3.2m。荔枝的果实成簇生长于树上，主要采

用成簇采摘。根据荔枝生长特性和果农对采摘器的实际需求，荔枝采摘器设计要满足：机构

简单、质量轻，易于操作使用；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以避免折断或变形；可柔性接果，减少

采摘中荔枝的机械损伤。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杆可以伸缩的耙拢式荔枝采摘器，耙拢式的刀头设计

可以将分散的荔枝果簇先聚拢再剪收，聚拢大大提高了一次剪切时的果簇数量，且锯齿形

的主刀片在结构设计上增加了刀刃的数量，一次剪切相当于4把剪刀在工作，更大程度的提

高了采摘器的采摘效率，同时耙拢式的刀头设计还可以减少枝叶的干扰，避免挂枝。伸缩杆

可实现三级伸长，满足不同高度荔枝果簇采摘的需要，且伸缩杆材质轻便不易变形。收集口

袋的长度从刀头到地面，可实现果农的连续采摘，柔性材质的口袋可减少采摘中荔枝的机

械损伤。该采摘器结构简单，易于操作，采摘效率高，是一款果农非常称心如意的荔枝采摘

工具。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耙拢式荔枝采摘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刀头、伸

缩杆和收集口袋；

[0006] 刀头包括耙子结构、剪刀结构和角度调节装置；剪刀结构由一个锯齿形的定刀片、

两个动刀片以及两个连杆组成；耙子结构通过焊接与锯齿形的定刀片进行连接；每个动刀

片与锯齿形定刀片形成铰链连接，每个动刀片与连杆进行铰链连接；锯齿形的定刀片与角

度调节装置中的连接块通过螺钉形成了紧固连接；角度调节装置主要由连接块、固定轴、螺

栓和螺母组成，角度调节装置从结构上来说是一个铰链，该铰链由螺栓作为连接块和固定

轴的旋转轴，通过螺栓和螺母的旋合控制铰链的松紧程度，而固定轴通过螺钉与伸缩杆中

的内管形成紧固连接，这样由角度调节装置就完成了向上与刀头部分、向下与伸缩杆部分

的连接；

[0007] 伸缩杆主要由手柄、调级开关、套管、钢丝和钢片组成；手柄主要包括固定连接部

分、活动部分和弹簧；调级开关是控制套管伸缩的装置，主要包括壳体、按柄、圆柱销、套筒、

压片和弹簧；套管由内管和外管组成，手柄的固定连接部分和活动部分形成铰链连接，调级

开关壳体通过螺钉固连在套管的外管上，按柄铰接在壳体上，圆柱销铰接在按柄上，在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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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里用到的2个弹簧都是扭簧，扭簧通过嵌入的方式安装在壳体和套筒的槽里；

[0008] 外管一端通过螺钉固定有调级开关，另一端通过螺钉固定手柄的固定连接部分，

内管穿入外管内部形成套管，内管一端通过调级开关锁住则不脱离外管，另一端与刀头部

分角度调节装置中的固定轴固连；钢丝和钢片穿入套管里面，且钢片还需穿过调级开关中

的套筒中心的长方形孔，钢丝的一头通过螺纹结构连接手柄的活动部分，另一头铰链固定

在调级开关内部的套筒上，钢片穿过套筒方孔留在套管内部的一端由调级开关锁住，另一

端伸出套管并与刀头上的连杆形成紧固连接；

[0009] 内管上有4个圆孔，作为伸缩杆长度调节的级位，钢片上有4个方槽，方槽的间距与

内管上圆孔的间距相同，且圆孔与方槽位置和朝向相同，这样调级开关上的圆柱销插入内

管圆孔后，在锁住内管伸缩的同时圆柱销也压紧了铰链固定在套筒上的压片，压片上有个

与钢片方槽宽度相同的圆柱形突起，该圆柱突起卡入钢片方槽中，从而也锁住了钢片的伸

缩，同样，当压住调级开关外侧的按柄时，圆柱销也被提起，圆柱销离开内管圆孔时，压片在

弹簧的作用下被弹开，圆柱突起脱离钢片方槽，于是内管和钢片被打开，内管和钢片就可以

被抻拉了，因此调级开关可以同时打开和锁定内管及钢片；当抻拉内管时，按柄未被按下，

按柄在弹簧的作用下使圆柱销一直处于被压的状态，于是当内管抻拉到级位时，圆柱销弹

入内管圆孔中，进而压住压片，实现自动锁紧的功能；

[0010] 调级开关中的套筒与调级开关的其他组成部分没有连接关系，只是利用钢丝的长

度刚好使套筒位于调级开关内部合适位置，该位置要保证圆柱销能压住套筒上的压片，使

得压片上的圆柱突起卡住钢片；

[0011] 手柄中的弹簧也是扭簧，嵌入手柄活动部分和固定连接部分的凹槽里，紧握手柄

时，手柄的活动部分拉动钢丝，钢丝带动套筒和钢片移动，钢片带动与之铰链连接的连杆运

动，连杆拉动活动刀片运动，从而实现刀头的剪切功能，手柄活动部分在弹簧的作用下复

位，于是通过持续对手柄紧握和松开，完成不停的剪切动作。

[0012] 收集口袋由布袋和铁丝两部分组成，布袋两端都是开口，一端用线缝在铁丝上，另

一端放置在地面荔枝果的收集容器里，收集口袋用铁丝捆绑在刀头上。

[0013] 本发明的耙拢式荔枝采摘器采用以上的技术方案取得的有益效果是：耙拢式荔枝

采摘器没有设计电动装置，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即减轻了采摘器自身的重量，又节约了

成本。耙拢式的刀头设计，其设计灵感，是根据荔枝的生长特性，取材于理发器的实际应用，

从而大大提高了荔枝采摘的效率。收集口袋可以实现果实的连续采摘，不仅避免了果实的

机械损伤，还降低了果农的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耙拢式荔枝采摘器右视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耙拢式荔枝采摘器主视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耙拢式荔枝采摘器左视图。

[0017] 图4是刀头部分和收集口袋上端口的结构图。

[0018] 图5是刀头的部分主视图。

[0019] 图6是刀头与其他部分的连接结构图。

[0020] 图7是手柄部分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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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8是手柄与外管的连接结构图

[0022] 图9是调级开关的外观结构图

[0023] 图10是调级开关的内部结构图

[0024] 图11是伸缩杆内部的结构图及局部放大图

[0025] 图12是调级开关内部套筒的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7] 本发明是一种操作简单，快捷高效的耙拢式荔枝采摘器，由刀头101、伸缩杆201和

收集口袋301三部分组成。

[0028] 请参见图1、图2、图3、图4、图5和图6，刀头101与伸缩杆201通过螺钉111连接，刀头

101与收集口袋301通过铁丝303连接，刀头101包括耙子结构104、剪刀结构和角度调节装

置，耙子结构104通过焊接与剪刀结构进行连接，且这两个结构之间焊接有一方管105，保证

收集的荔枝都带有一定长度的枝蒂；剪刀结构主要由一个锯齿形的定刀片102和两个动刀

片103组成，锯齿形的定刀片102上除了焊接有耙子结构104，还有三处连接需要，两处分别

通过螺钉112铰链连接两个动刀片103，第三处通过两个螺钉114与角度调节装置进行固定

连接；每个动刀片103上有两个安装孔，一个安装孔通过螺钉112铰链连接定刀片102，另外

一个孔与连杆106形成铰链连接，连杆106运动带动动刀片103运动，进而实现剪刀结构的剪

切功能，耙子104、动刀片103和锯齿形定刀片102安装好后是对称的结构。角度调节装置通

过手动操作来调节刀头101与伸缩杆201的相对角度，从而满足荔枝树不同位置上的荔枝采

摘，主要由连接块107和固定轴108组成，角度调节装置从结构上来说就是一个铰链，该铰链

由螺栓109作为连接块107和固定轴108的连接轴，通过螺栓109和螺母110的旋合控制铰链

的松紧程度，角度调节装置中的连接块107除了支承定刀片102外，固定轴108通过螺钉111

与伸缩杆201进行连接，从而完成耙拢式荔枝采摘器刀头部分101与伸缩杆部分201之间的

安装。

[0029] 请参见图1、图2、图3、图7、图8、图9、图10、图11和图12，伸缩杆201主要由手柄204、

调级开关205、套管、钢丝206和钢片207组成，手柄204结构上类似自行车的车闸，主要包括

固定连接部分220、活动部分214和弹簧，调级开关205是控制套管伸缩的装置，主要包括壳

体222、按柄216、圆柱销217、套筒210、压片215、大弹簧219和小弹簧221，套管由内管203和

外管202组成，手柄204的固定连接部分220和活动部分214形成铰链连接，调级开关205的壳

体222通过螺钉固连在套管的外管202上，按柄216铰接在壳体222上，圆柱销217铰接在按柄

216上，在调级开关205里用到的2个弹簧219和221都是扭簧，扭簧通过嵌入的方式安装在壳

体222和套筒210的槽里；

[0030] 请参见图1、图2、图3、图7、图8、图9、图10、图11和图12，外管202一端通过螺钉209

固定有调级开关205，另一端通过螺钉208固定手柄204的固定连接部分220，内管203穿入外

管202内部形成套管，内管203一端通过调级开关205锁住则不脱离外管202，另一端与刀头

部分101角度调节装置中的固定轴108固连；钢丝206和钢片207穿入套管里面，且钢片207还

需穿过调级开关205中的套筒210中心的长方形孔，套筒210为钢片207的运动起到了导向的

作用。钢丝206的一头通过螺纹结构连接手柄204的活动部分214，另一头铰链固定在调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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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205内部的套筒210上，钢片207穿过套筒210方孔留在套管内部的一端由调级开关205锁

住，另一端伸出套管并与刀头101上的连杆106形成紧固连接；

[0031] 请参见图1、图2、图3、图7、图8、图9、图10、图11和图12，内管203上有四个圆孔218，

作为伸缩杆201长度调节的级位，钢片207上有4个方槽212，方槽212间的距离与套管内管

203上圆孔218间的距离相同，且圆孔218与方槽212位置和朝向相同，这样调级开关205可以

同时打开和锁定内管203及钢片207，具体操作过程如下：调级开关205上的圆柱销217插入

内管圆孔218中，就锁住了内管203的伸缩，而此时圆柱销217穿过内管圆孔218也压紧了套

筒210上的压片215，压片215铰链固定在套筒210上，压片215上有个与钢片方槽212宽度相

同的圆柱形突起211，该圆柱突起211卡入钢片方槽212中，从而也就锁住了钢片207的伸缩，

最终保证伸缩杆201长度固定，当压住调级开关205外侧的按柄216时，圆柱销217也被提起，

圆柱销217离开内管圆孔218，同时压片215在弹簧221的作用下被弹开，圆柱突起211脱离钢

片方槽212，于是内管203和钢片207被打开，可以进行抻拉，当松开按柄216时，在弹簧219的

作用下，按柄216复位，此时圆柱销217一直被压着，当内管203抻拉到级位时，圆柱销217又

弹入到内管圆孔218中，进而压住压片215，实现自动锁紧的功能。

[0032] 请参见图1、图2、图3、图7、图8、图9、图10、图11和图12，调级开关205里面的套筒

210与调级开关205的其他组成部分没有连接关系，只是利用钢丝206的长度刚好使套筒210

位于调级开关205内部合适位置，该位置能够保证圆柱销217能压住压片215，使得压片215

上的圆柱突起211卡住钢片，套筒210在钢丝206的拉动下可以在套管里沿轴向移动，套筒

210和外管202之间形成环形空腔，抻拉内管203时通过该空腔。伸缩杆201抻拉时内管203和

钢片207之间没有相对运动，是同时伸出外管202或者同时收入外管202，当剪切时，钢片207

相对内管203有短距离的移动，该距离保证了动刀片103的活动范围。并且内管203和钢片

207同一端都与刀头101连接，内管203连接固定轴108，钢片207连接活动刀片103上的连杆

106，内管203和钢片207的另一端不固定，在外管202的导向下，抻拉内管203和钢片207时该

自由端在外管202内部移动，当套管完全收起时，内管203和钢片207就和钢丝206重合了。

[0033] 请参见图1、图2、图3、图7、图8、图9、图10、图11和图12，手柄204中的弹簧也是扭

簧，嵌入手柄活动部分214和固定连接部分220的凹槽223里，当调级开关205锁住套管时，钢

片207和套筒210卡在一起，紧握手柄204时，手柄的活动部分214拉动钢丝206，钢丝206带动

套筒210和钢片207移动，钢片207带动与之铰链连接的连杆106运动，连杆106拉动活动刀片

103运动，从而完成刀头101的剪切运动，手柄204的活动部分214在弹簧的作用下复位，于是

通过持续对手柄204紧握和松开，完成不停的剪切动作。

[0034] 请参见图1、图2、图3、图4和图6，收集口袋301由布袋302和铁丝303两部分组成，布

袋302长度，能够到达地面，布袋302两端都是开口，布袋302一端用线缝在铁丝303上，将铁

丝303弯成圆形，形成开口的布袋302，布袋302的另一端放置在地面荔枝果的收集容器里，

还要用铁丝303将收集口袋301捆绑在刀头101上，从而使荔枝果一被剪落直接掉进收集口

袋301中，收集口袋301拉成倾斜方向，使果实滑下来，避免果实的机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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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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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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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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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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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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