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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收割机技术领域，具体是

一种收割台。包括杀秧机构和滚动篦式叉齿收获

机构；滚动篦式叉齿收获机构包括机架和安装在

机架上的起获叉辊和输送叉辊；输送叉辊依次排

列在起获叉辊后侧并且输送叉辊的位置依次升

高；相邻两输送叉辊的叉齿Ⅱ相互交错布置；起

获叉辊的叉齿Ⅰ和与之相邻的输送叉辊的叉齿Ⅱ

相互交错布置；最后侧的输送叉辊的后侧设有作

物收集槽。本发明能同时做到地表茎叶等粉碎还

田，大蒜切茎、收集与一体，同时能附加将土地深

耕松土，做到了高效，节能和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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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地下块茎作物联合收获的收割台，包括杀秧机构（a），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杀秧机构（a）后侧设有滚动篦式叉齿收获机构（b）；

所述的滚动篦式叉齿收获机构（b）包括机架（1）和安装在机架（1）上的起获叉辊（2）和

输送叉辊（3）；

所述的起获叉辊（2）包括安装在机架（1）上的转轴Ⅰ（2-1）；所述的转轴Ⅰ（2-1）均匀固定

有圆盘Ⅰ（2-2）；所述的圆盘Ⅰ（2-2）上沿圆心均匀固定有四个以上的径向的叉齿Ⅰ（2-3）；

所述的输送叉辊（3）包括安装在机架（1）上的转轴Ⅱ（3-1）；所述的转轴Ⅱ（3-1）均匀固

定有圆盘Ⅱ（3-2）；所述的圆盘Ⅱ（3-2）上沿圆心均匀固定有四个以上的径向的叉齿Ⅱ（3-

3）；

所述的输送叉辊（3）共有多个，输送叉辊（3）依次排列在起获叉辊（2）后侧并且输送叉

辊（3）的位置依次升高；相邻两所述的输送叉辊（3）的叉齿Ⅱ相互交错布置；所述起获叉辊

（2）的叉齿Ⅰ（2-3）和与之相邻的输送叉辊（3）的叉齿Ⅱ（3-3）相互交错布置；

最后侧的输送叉辊（3）的后侧设有作物收集槽（4）；

与起获叉辊（2）相邻的输送叉辊（3）的叉齿Ⅱ（3-3）长度大于起获叉辊（2）的叉齿Ⅰ（2-

3）长度；相邻两所述的输送叉辊（3）中后侧的输送叉辊（3）的叉齿Ⅱ（3-3）长度大于前侧的

输送叉辊（3）的叉齿Ⅱ（3-3）长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地下块茎作物联合收获的收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杀

秧机构（a）包括圆筒状的壳体（5）；所述的壳体（5）内安装有搅龙（6），壳体（5）前侧的圆柱面

上开有一条缺口，在壳体（5）缺口下设有割刀（7）；所述的搅龙（6）一端安装有粉碎机构（8）。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地下块茎作物联合收获的收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

碎机构（8）包括套在搅龙（6）转轴上的套轴（8-1）、固定在套轴（8-1）上的粉碎刀片（8-2）和

罩在粉碎刀片（8-2）外并与壳体（5）连通的粉碎外壳（8-3）；在所述的粉碎外壳（8-3）后侧连

接有碎料出口通道（8-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地下块茎作物联合收获的收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

碎机构（8）中套轴（8-1）与搅龙（6）转轴之间连接有增速机构（9）；所述的增速机构（9）包括

安装在搅龙（6）转轴靠近粉碎机构（8）的一端的大带轮（9-1）；在所述的大带轮（9-1）一侧安

装有次级转轴（9-2）；所述的次级转轴（9-2）上安装有次级大带轮（9-3）和与大带轮（9-1）连

接的次级小带轮（9-4）；所述的粉碎机构（8）中套轴（8-1）的端部安装有与次级大带轮（9-3）

连接的小带轮（9-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地下块茎作物联合收获的收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作

物收集槽（4）与输送叉辊（3）相接处设有与输送叉辊（3）叉齿Ⅱ（3-3）相互交错的叉齿状接

口（4-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地下块茎作物联合收获的收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作

物收集槽（4）下设有输送带（4-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地下块茎作物联合收获的收割台，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

送叉辊（3）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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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作物收割机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收割台。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种植国，全国每年种植大蒜面积在500万－700万亩左右，

总产量大概在800-1300万吨，种植面积占世界种植面积的90%，占世界总出口量的80%。其中

形成商品大蒜的产量在300-500万吨，其余大蒜供给本地农村市场。中国大蒜种植主产区为

山东、河南、江苏、河北、云南、陕西，其中山东、河南、江苏尤为突出。

[0003] 大蒜是劳动密集型栽培作物，收获作业是其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存在人工作业

劳动强度大、占用农时多、收获季节性强、收获损失大、效率低等问题，已成为影响大蒜产发

展、产业成长的主要瓶颈。大蒜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在我国的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

此，利用机械收获大蒜是一种趋势。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大蒜、土豆等地下块茎类作物联合收

获的收割台。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收割台，包括杀秧机构，在所述杀秧机构后侧

设有滚动篦式叉齿收获机构；

[0006] 所述的滚动篦式叉齿收获机构包括机架和安装在机架上的起获叉辊和输送叉辊；

[0007] 所述的起获叉辊包括安装在机架上的转轴Ⅰ；所述的转轴Ⅰ均匀固定有圆盘Ⅰ；所述

的圆盘Ⅰ上沿圆心均匀固定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径向的叉齿Ⅰ；

[0008] 所述的输送叉辊包括安装在机架上的转轴Ⅱ；所述的转轴Ⅱ均匀固定有圆盘Ⅱ；

所述的圆盘Ⅱ上沿圆心均匀固定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径向的叉齿Ⅱ；

[0009] 所述的输送叉辊共有多个，输送叉辊依次排列在起获叉辊后侧并且输送叉辊的位

置依次升高；相邻两所述的输送叉辊的叉齿Ⅱ相互交错布置；所述起获叉辊的叉齿Ⅰ和与之

相邻的输送叉辊的叉齿Ⅱ相互交错布置；

[0010] 所述最后侧的输送叉辊的后侧设有作物收集槽。

[0011] 其进一步是：所述的杀秧机构包括圆筒状的壳体；所述的壳体内安装有搅龙，壳体

前侧的圆柱面上开有一条缺口，在壳体缺口下设有割刀；所述的搅龙一端安装有粉碎机构。

[0012] 所述的粉碎机构包括套在搅龙转轴上的套轴、固定在套轴上的粉碎刀片和罩在粉

碎刀片外并与壳体连通的粉碎外壳；在所述的粉碎外壳后侧连接有碎料出口通道。

[0013] 所述的粉碎机构中套轴与搅龙转轴之间连接有增速机构；所述的增速机构包括安

装在搅龙转轴靠近粉碎机构的一端的大带轮；在所述的大带轮一侧安装有次级转轴；所述

的次级转轴上安装有次级大带轮和与大带轮连接的次级小带轮；所述的粉碎机构中套轴的

端部安装有与次级大带轮连接的小带轮。

[0014] 所述的与起获叉辊相邻的输送叉辊的叉齿Ⅱ长度大于起获叉辊的叉齿Ⅰ长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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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两所述的输送叉辊中后侧的输送叉辊的叉齿Ⅱ长度大于前侧的输送叉辊的叉齿Ⅱ长度。

[0015] 所述的作物收集槽与输送叉辊相接处设有与输送叉辊叉齿Ⅱ相互交错的叉齿状

接口。

[0016] 所述的作物收集槽下设有输送带。

[0017] 所述的输送叉辊有两个。

[0018] 起获叉辊在作业时与杀秧机构同时落下，叉齿Ⅰ深入土层，在动力驱动下旋转前

进，将剪去茎叶的大蒜从地下挖起，旋转的设计保证总有一排叉齿Ⅰ在土下工作，使得起蒜

作业连续进行。由于设计叉齿Ⅰ、叉齿Ⅱ的空隙，所以蒜头留了下来，而土则落了下去，完成

大蒜的起获，同时由于叉齿Ⅰ在工作时如同旋耕机一样，间接地对耕地起到了耕作作用。

[0019] 本发明结合粮食作物联合收割机的特点，结合大蒜的种植特性和收获要求，能同

时做到地表茎叶等粉碎还田，大蒜切茎、收集与一体，同时能附加将土地深耕松土，做到了

高效，节能和环保。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中起获叉辊和输送叉辊的俯视图；

[0022] 图3是杀秧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工作示意图。

[0024] 图中：a、杀秧机构；b、滚动篦式叉齿收获机构；1、机架；2、起获叉辊；2-1、转轴Ⅰ；2-

2、圆盘Ⅰ；2-3、叉齿Ⅰ；3、输送叉辊；3-1、转轴Ⅱ；3-2、圆盘Ⅱ；3-3、叉齿Ⅱ；4、作物收集槽；4-

1、叉齿状接口；4-2、输送带；5、壳体；6、搅龙；7、割刀；8、粉碎机构；8-1、套轴；8-2、粉碎刀

片；8-3、粉碎外壳；8-4、碎料出口通道；9、增速机构；9-1、大带轮；9-2、次级转轴；9-3、次级

大带轮；9-4、次级小带轮；9-5、小带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是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一种收割台，包括杀秧机构a和位于杀秧机构a后侧的滚动篦式叉齿收

获机构b。再结合图2所示，滚动篦式叉齿收获机构b包括机架1和安装在机架1上的一个起获

叉辊2和两个输送叉辊3。

[0027] 起获叉辊2包括安装在机架1上的转轴Ⅰ2-1；转轴Ⅰ2-1均匀固定有圆盘Ⅰ2-2；圆盘Ⅰ

2-2上沿圆心均匀固定有四个径向的叉齿Ⅰ2-3。输送叉辊3包括安装在机架1上的转轴Ⅱ3-

1；转轴Ⅱ3-1均匀固定有圆盘Ⅱ3-2；圆盘Ⅱ3-2上沿圆心均匀固定有四个径向的叉齿Ⅱ3-

3。输送叉辊3依次排列在起获叉辊2后侧并且输送叉辊3的位置依次升高；两输送叉辊3的叉

齿Ⅱ相互交错布置；起获叉辊2的叉齿Ⅰ2-3和与之相邻的输送叉辊3的叉齿Ⅱ3-3相互交错

布置。与起获叉辊2相邻的输送叉辊3的叉齿Ⅱ3-3长度大于起获叉辊2的叉齿Ⅰ2-3长度，并

且，此输送叉辊3的叉齿Ⅱ3-3的端部伸入到起获叉辊2圆盘Ⅰ2-2的内侧。后侧的输送叉辊3

的叉齿Ⅱ3-3长度大于前侧的输送叉辊3的叉齿Ⅱ3-3长度，并且，后侧的输送叉辊3的叉齿

Ⅱ3-3的端部伸入前侧的输送叉辊3圆盘Ⅱ3-2的内侧。在后侧的输送叉辊3的后侧设有作物

收集槽4；作物收集槽4与输送叉辊3相接处设有与输送叉辊3叉齿Ⅱ3-3相互交错的叉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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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4-1；作物收集槽4下设有输送带4-2。

[0028] 结合图1和图3所示，杀秧机构a包括圆筒状的壳体5；壳体5内安装有搅龙6，壳体5

前侧的圆柱面上开有一条缺口，在壳体5缺口下设有割刀7；搅龙6一端安装有粉碎机构8。另

外，在转轴Ⅰ2-1、转轴Ⅱ3-1和搅龙6转轴的同侧端都安装有一个传动用的传动带轮。

[0029] 粉碎机构8具体包括套在搅龙6转轴上的可转动的套轴8-1、固定在套轴8-1上的粉

碎刀片8-2和罩在粉碎刀片8-2外并与壳体5连通的粉碎外壳8-3；在粉碎外壳8-3后侧连接

有碎料出口通道8-4。

[0030] 粉碎机构8中套轴8-1与搅龙6转轴之间连接有增速机构9；增速机构9包括安装在

搅龙6转轴靠近粉碎机构8的一端的大带轮9-1；在大带轮9-1一侧安装有次级转轴9-2；次级

转轴9-2上安装有次级大带轮9-3和与大带轮9-1连接的次级小带轮9-4；粉碎机构8中套轴

8-1的端部安装有与次级大带轮9-3连接的小带轮9-5。

[0031] 结合图4所示，本收割台由行走机构带动，收割台与行走机构之间连接有升降机

构。行走机构采用履带式，保证机器在各种环境下工作，还能有效保护耕地。

[0032] 杀秧机构主要包括割刀、搅龙和粉碎机构。割刀位于杀秧机构前下端，工作时保持

水平，距离地面3CM－5CM，作用是将大蒜地面茎叶剪断，保证后面收获机构的正常作业，切

断的茎叶由粉碎机粉碎还田。

[0033] 起获叉辊的叉齿Ⅰ宽度和间距按照收获作物的种类不同而不同，如收获大蒜，宽度

为2.5CM左右，间距3.5CM左右，而土豆、洋葱类则要大。叉齿Ⅰ长度在15－20CM，根据地下作

物的埋藏深度设计。起获叉辊在作业时与杀秧机构同时落下，叉齿Ⅰ深入土层，在动力驱动

下旋转前进，将剪去茎叶的大蒜从地下挖起，旋转的设计保证总有一排叉齿Ⅰ在土下工作，

使得起蒜作业连续进行。由于设计叉齿间Ⅰ的空隙，所以蒜头留了下来，而土则落了下去，完

成大蒜的起获，同时由于叉齿Ⅰ在工作时如同旋耕机一样，间接地对耕地起到了耕作作用。

[0034] 两个输送叉辊和一个起获叉辊，同向旋转，工作时起获的蒜头等作物经过叉齿Ⅰ、

Ⅱ交错传递，经过是后侧一个输送叉辊后落入作物收集槽。

[0035] 作物收集槽是收割台的最后一部分，宽度与后侧一个输送叉辊相同，在作物收集

槽与后侧一个输送叉辊接触的位置设计叉齿状接口，叉齿状接口是与后侧一个输送叉辊的

叉齿Ⅱ相互交错的弧形叉齿结构，最终将收获作物收集到作物收集槽内。作物收获槽下安

装输送带将收获作物集中后，再次传送到行走机构后的作物箱，完成作物的收获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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