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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菠萝辅助采摘装置，涉及一种水果采摘

装置，所述装置包括推杆把手与推杆角块连接，

推杆与车体角块连接，角铁与车体用螺栓连接，

前轮与前轮轴连接，前轮与车体用螺栓连接，后

轮与后轮轴连接，后轮与车体用螺栓连接，并用

轴套固定；机械手装置采摘板与两个机械爪用圆

柱销连接，套筒与采摘板用螺纹连接，菠萝定位

夹与机械爪用长螺栓连接，长螺栓在滑道滑动连

接。该装置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有效的保护菠萝与

菠萝植株的完整性，保证了菠萝的经济价值与菠

萝植株的再次结果，实现菠萝采摘与分离一体

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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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菠萝辅助采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推杆把手（1）与推杆（2）角块连

接，推杆（2）与车体（30）角块连接，角铁（29）与车体（30）用螺栓连接，前轮（6）与前轮轴（12）

连接，前轮轴（12）与车体（30）用螺栓连接，后轮（9）与后轮轴（5）连接，后轮（9）与车体（30）

用螺栓连接，并用轴套（17）固定；机械手装置采摘板（8）与两个机械爪（22）用圆柱销（27）连

接，套筒（16）与采摘板（8）用螺纹连接，菠萝定位夹（21）与机械爪（22）用长螺栓连接，长螺

栓在滑道（14）滑动连接；弹簧（13）置于圆柱滑块（25）内；铝条（24）与圆柱滑块（25）和弹簧

（13）用长螺栓连接，铝条（24）与拉杆（15）用螺栓，杆连接块（19）套在套筒（16）上，用螺栓固

定，菠萝定位夹（21）穿过杆连接块（19）并用螺栓固定住，剪刀（18）与平面四杆（23）用圆柱

销（27）连接，并用支撑轴套（33）固定，平面四杆（23）与圆柱滑块（25）用长螺栓连接；直线轴

承（20）套在套筒（16）上，挡边轴承（32）与旋转座（26）连接，旋转座（26）与直线轴承（20）用

光杠（34）连接，光杠穿过挡边轴承（32）；

所述的套筒（16）为中间空心的圆柱筒状结构，且拉杆（15）置于套筒（16）中间空心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9787880 U

2



一种菠萝辅助采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水果采摘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菠萝辅助采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菠萝采摘机械化方面还比较落后,基本上还是依靠人工采摘。由于菠萝叶

子上有锋利的锐齿,果皮坚硬有凸起而且带有芒刺,纯手工采摘很容易使人受伤,严重影响

了菠萝的采摘效率,使得采摘者麻烦不断。目前现有的菠萝自动采摘机,其动力机构是由庞

大的拖拉机带动的。虽其采集效率比较高，但却非常的不经济，不仅会破坏菠萝果皮,影响

其经济价值,而且还会破坏植株本体，严重影响植株的生长,破坏植株叶脉纤维质量，造成

植株的枯菱,进而影响菠萝园下一年的收获量。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在提高采摘效率、降低

成本、提高安全性的基础上，我们应该采用半机械化采集式辅助工具进行采摘，因此这种工

具毋庸置疑的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

[0003] 通过对市场的细致调研，现阶段的菠萝采摘技术还不够成熟，半机械化的采摘方

式大多还没有通过市场的考验，进而一直处于研究与实验阶段。因此当下的工人手动采集

方法与半机械化动力收割是菠萝采摘技术的主要方法。

[0004] 人工采集方法是通过特殊的菠萝收割刀具来进行采集的简单方法。其缺点是采集

效率低下、容易造成工人误伤。

[0005] 现有菠萝自动采摘机是以拖拉机为主要动力的半机械化采摘技术。该技术的缺点

主要是易损伤菠萝表皮，降低了菠萝的经济利益，易损害菠萝植株，造成菠萝植株坏死，不

能再次利用，增加成本。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菠萝辅助采摘装置，该采摘装置的主要功能是对

菠萝采摘进行有效辅助。本装置采用变结构机构，与空间旋转装置。该种装置在操作过程中

可以有效的保护菠萝与菠萝植株的完整性，保证了菠萝的经济价值与菠萝植株的再次结

果，实现菠萝采摘与分离一体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一种菠萝辅助采摘装置，所述装置包括推杆把手与推杆角块连接，推杆与车体角

块连接，角铁与车体用螺栓连接，前轮与前轮轴连接，前轮与车体用螺栓连接，后轮与后轮

轴连接，后轮与车体用螺栓连接，并用轴套固定；机械手装置采摘板与两个机械爪用圆柱销

连接，套筒与采摘板用螺纹连接，菠萝定位夹与机械爪用长螺栓连接，长螺栓在滑道滑动连

接；弹簧置于圆柱滑块内；铝条与圆柱滑块和弹簧用长螺栓连接，铝条与拉杆用螺栓，杆连

接块套在套筒上，用螺栓固定，菠萝定位夹穿过杆连接块并用螺栓固定住，剪刀与平面四杆

用圆柱销连接，并用支撑轴套固定，平面四杆与圆柱滑块用长螺栓连接；直线轴承套在套筒

上，挡边轴承与旋转座连接，旋转座与直线轴承用光杠连接，光杠穿过挡边轴承；所述的套

筒（16）为中间空心的圆柱筒状结构，且拉杆（15）置于套筒（16）中间空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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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的一种菠萝辅助采摘装置，所述支撑杆与旋转座用支撑轴套固定。

[0010] 所述的一种菠萝辅助采摘装置，所述支撑杆与光杠固定座用顶丝连接。

[0011] 所述的一种菠萝辅助采摘装置，所述光杠固定座与车体用螺栓连接。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菠萝采摘机的主视图；

[0013] 图2是采摘车的俯视图；

[0014] 图3是机械手的主视图；

[0015] 图4是机械手的俯视图；

[0016] 图5是采摘车的左视图；

[0017] 图6是菠萝采摘机的俯视图；

[0018] 图7是菠萝采摘机的左视图。

[0019] 图中：1-推杆把手、2-推杆、3-收集箱、4-支撑板、5-后轮轴、6-前轮、7-内六角锥端

紧定螺钉、8-采摘板、9-后轮、10-六角螺母、11-深沟球轴承、12-前轮轴、13-弹簧、14-滑道、

15-拉杆、16-套筒、17-轴套、18-剪刀、19-杆连接块、20-直线轴承、21-菠萝定位夹、22-机械

爪、23-平面四杆、24-铝条、25-圆柱滑块、26-旋转座、27-圆柱销、28-支撑杆、29-角铁、30-

车体、31-连接角块、32-挡边轴承、33-支撑轴套、34-光杠、35-光杆固定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所示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

[0021] 如图1、图2、图6所示，推杆把手1与推杆2用40×40连接角块连接，推杆2与车体30

用40×40连接角块连接，角铁29与车体30用螺栓连接，前轮6与前轮轴12连接，前轮12与车

体30用螺栓连接，作为转向轮。后轮9与后轮轴5连接，后轮9与车体30用螺栓连接，并用轴套

17固定。

[0022] 操作者推动推杆把手1，将车推动到菠萝地内，操作者用机械手装置进行菠萝的采

摘

[0023] 机械手装置

[0024] 如图3、图4所示，采摘板  8与两个机械爪22用圆柱销27连接，套筒  16与采摘板8用

螺纹连接，菠萝定位夹21与机械爪22用长螺栓连接，长螺栓可以在滑道14滑动，实现机械爪

22的夹紧运动。弹簧13放在圆柱滑块25里，实现来回伸缩。铝条24与圆柱滑块25和弹簧13用

长螺栓连接，铝条24与拉杆15用螺栓，杆连接块19套在套筒16上，用螺栓固定，菠萝定位夹

21穿过杆连接块19并用螺栓固定住，剪刀18与平面四杆23用圆柱销27连接，并用支撑轴套

33固定，平面四杆23与圆柱滑块25用长螺栓连接。直线轴承20套在套筒16上，实现机械手的

前后滑动，挡边轴承32与旋转座26连接，旋转座26与直线轴承20用光杠34连接，用且光杠穿

过挡边轴承32，实现旋转运动。支撑杆28与旋转座26用支撑轴套33固定。支撑杆28与光杠固

定座35用顶丝连接，光杠固定座35与车体30用螺栓连接。

[0025] 如图4、图6所示操作者右手握住套筒16，操纵机械手将菠萝定位夹卡21在菠萝根

部，左手向后拉动拉杆15，机械爪22从而实现闭合，并夹紧菠萝。操作者继续向后拉动拉杆

15，剪刀18实现闭合，从而剪断菠萝根部。操作者操作机械手靠向收集箱3，操作者放开拉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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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菠萝掉进收集箱中。

[0026] 采摘菠萝需要的运行动作为前后运动（调整机械手对于菠萝的前后距离）、上下运

动（使机械手臂对准菠萝茎的位置）、左右运动（使采摘装置运动至盛装装置），夹紧剪切运

动（上面夹紧菠萝，下面剪切菠萝茎）。首先把车靠在菠萝垄边，然后运用空间旋转装置调整

机械手的位置，用菠萝定位夹卡住菠萝的底部后，采用变结构机构，拉动拉杆，拉杆带动长

螺栓，长螺栓带动弹簧，弹簧带动连接块，连接块向后运动是机械手闭合，上端机械爪夹紧

菠萝，然后继续拉动拉杆，使剪刀闭合，从而剪段菠萝茎，继续采用空间旋转装置，使机械手

水平左右移动，将采摘下来的菠萝放入收集箱内。

[0027] 前后运动的分功能解析：菠萝定位夹，两分叉夹板的长度为150mm，宽度为114mm，

可以更好地卡主并定位菠萝。当菠萝采摘机移动到菠萝树附近后，机械手可以向前移动或

向后移动，用菠萝定位夹卡住菠萝，实现菠萝的定位，方便采摘。

[0028] 考虑到每一个菠萝生长的位置都是不相同的，有的生长在垄的偏右侧，有的生长

在垄的偏左侧，所以机械手一定要能够进行前后运动。我们在机械手的杆上装有直线轴承

如图三所示，可以实现机械手的前后运动，来解决菠萝前后方向上的空间问题，方便采摘不

同位置的菠萝。圆形直线轴承具有互换性，方便使用这进行安装和拆卸，维修起来也很方

便。由于轴承需要支撑大部分的机械手的重量，所以在使用时需要轴承的起动性高，而圆形

直线轴承在使用时摩擦阻力很小，功率消耗低，因此容易起动，机械效率也比较高。同时圆

形直线轴承在使用时不会产生较大的噪音，并不会影响操作者的状态和心情，所以选择直

线轴承为机械手的前后运动结构。由于菠萝左右长偏的距离最大为20cm，而机械手前后运

动的行程为50cm，超出行程的情况较少，这里不做考虑。

[0029] 上下运动的分功能解析：经过我们的调研知道，每一个菠萝的茎的高度都是不一

样的，有的长的高一些，就需要机械手可以向上运动，有的长的低一些，就需要机械手可以

向下运动，所以就需要机械手的上下运动来实现菠萝定位夹的定位。如图四所示两个挡板

轴承卡在转轴板上，光杠与支撑管和两个挡板轴承相配合，两边用轴套挡住，防止光杠从两

侧滑出。光杠与俩挡板轴承的配合有一个前后方向的转向力，可以使支撑管进行上下运动，

从而带动支撑管上的机械手进行上下运动。由于整个机械手是用轻质材料制作而成的，所

以一根光杠足以承受采摘机械手的重力。使用挡板轴承和光杠，可以实现无噪音运动且机

构简单，价格便宜。菠萝茎的高低距离最大为10cm，而机械手可以上下运动的距离为50cm，

足以实现菠萝的定位。

[0030] 左右运动的分功能解析：机械手采摘菠萝时位于菠萝垄的左侧，这就需要机械手

向右运动。机械手采摘完菠萝后，需要将菠萝运送回箱子里，而这就需要机械手向左运动。

光杠与挡板轴承配合，下面用顶丝挡圈顶住转轴板，使转轴板和挡板轴承不会有向下运动

的趋势。下面的光杠固定不动，上面的转轴挡板可以左右转动，从而带着机械手左右转动。

机械手的重力约有50N,而顶丝挡圈可以承受的约为83N，足够承受整个机械手的重力。

[0031] 夹紧剪切运动的分功能解析：为夹紧菠萝的机械手，机械手是由夹板框架，连接

块，弹簧，机械爪和螺栓组成。弹簧里还有一个长45cm宽0.5cm厚0.2cm的铝片。铝片用螺栓

与连接块和弹簧连接在一起，操作者通过拉动铝片拉杆，带动长螺栓和连接块一起向后运

动，使机械爪闭合，从而实现夹紧菠萝。机械爪内表面被打磨的非常粗糙，防止菠萝从机械

爪中脱落。弹簧选用直径为10mm，线径为0.8mm的弹簧，这种弹簧的弹性系数比较大，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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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较大的形变，这样才可以带动连接块一起向后运动。原本的机械爪上只有一个孔，为了

和螺栓固定，但是那样的设计机械爪却是动不了的，所以我们改为了长60mm宽4mm的条形设

计，因为螺栓可以在条形口中滑动，机械手有了可移动的空间，这样才能实现夹紧现象。剪

切结构采用平行四杆机构，四个构件都有销和挡圈固定，这样可以使四个构件自由转动。构

件数n=4低副PL=5高副PH=1自由度3n-2PL-PH=1，机构的自由度为1所以能做确定的运动，这

样可以使剪刀实现闭合和张开，从而实现剪切运动。夹紧剪切运动采用的机构为变结构机

构，操作者向后拉动拉杆使机械爪夹住菠萝，当机械爪夹住菠萝后机械爪就不会继续运动，

这时候操作者继续拉动拉杆，连接块里的弹簧在拉杆的带动下开始形变，因为长螺栓同时

也固定在下面的剪切机构上，所以剪切机构在长螺栓的带动下也开始向后运动，从而实现

剪切运动。夹紧和剪切运动的实现只需要一个动作，就是操作者向后拉动拉杆。

[0032] 空间旋转装置解析：空间旋转装置，由转轴板，套筒，支撑管，圆形直线轴承，挡板

轴承和光杠构成，因为支撑管里有圆形直线轴承，所以套筒可以进行前后运动。由于挡板轴

承和光杠的横向配合，可以实现套筒的上下运动，进而实现机械手的上下运动。挡板轴承和

光杠的纵向配合，可以让套筒沿一个平面旋转，进而实现机械手的左右运动。这几个运动合

成在一起就可以实现机械手在空间任意位置上的移动，扩大了采摘菠萝的范围，提高了效

率。机械手套在支撑管上，运用杠杆原理，支点前段距离小于支点后段距离就可以减少使用

着的力量，非常省力。空间旋转装置赋予了该机器良好的能动性，让使用者可以采摘不同位

置的菠萝。采摘好的菠萝需要运送至菠萝包装盒中，所以菠萝如何从盒中出来是一个问题，

在这里是这么解决的，在机械手臂末端安装一个舵机，盒底部为一个底板，舵机转动角度，

运动通过杆机构传递给开合板，使开合板完成开合动作，在包装盒上方把菠萝落下，利用收

集装置，把采摘好的成熟的菠萝直接输到收纳盒中。

[0033] 收集装置解析：经过调研，菠萝农每次采摘菠萝时都需要背一个娄，把采摘完的菠

萝放在娄中，因为背装满菠萝的娄，果农每天要为此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我们设计了采摘

车。如图5所示万向轮为前轮，可以更好地改变方向，体现机器的灵活性，果农推动上方的推

杆，来推动收集车，既方便又节省果农的体力。菠萝垄的最大行距一般为100--120cm，最小

行距一般为30—60cm。收集车的宽度为53cm，足够进入菠萝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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