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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包

括插切式落梳刀具、同步带传动机构、活动横梁、

联动自锁卡爪、滚珠丝杆机构、电机及机架，插切

式落梳刀具安装在机架的下部支架上，滚珠丝杆

机构有两套分别竖直安装在插切式落梳刀具两

侧的支架上，其中一套滚珠丝杆机构由电机所驱

动，两套滚珠丝杆机构之间通过同步带传动机构

实现同步运动，活动横梁安装在两套滚珠丝杆机

构上，并位于插切式落梳刀具上方，由该两套滚

珠丝杆机构带动实现上、下直线运动，联动自锁

卡爪安装在活动横梁上，用于装夹香蕉果轴与插

切式落梳刀具配合，实现香蕉整串逐梳去轴落

梳。本发明具有整体结构紧凑、质量轻、方便移

动、操作安全省力等优点，适用于机械化香蕉落

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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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插切式落梳刀具、同步带传动机构、活

动横梁、联动自锁卡爪、滚珠丝杆机构、电机及机架，所述插切式落梳刀具安装在机架的下

部支架上，所述滚珠丝杆机构有两套分别竖直安装在插切式落梳刀具两侧的支架上，且其

中一套滚珠丝杆机构由装于支架上的电机所驱动，该两套滚珠丝杆机构之间通过同步带传

动机构实现同步运动，一起将回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所述活动横梁安装在两套滚珠丝

杆机构上，并位于插切式落梳刀具上方，由该两套滚珠丝杆机构带动实现上、下直线运动，

所述联动自锁卡爪安装在活动横梁上，能随活动横梁一起上、下直线运动，用于装夹香蕉果

轴与插切式落梳刀具配合，实现香蕉整串逐梳去轴落梳；其中，所述插切式落梳刀具包括刀

盘、环抱结构刀具组、刀具同步单元、刀具间距调节单元；所述刀盘的中心部位开有供落梳

后的香蕉果轴穿过的通孔，所述刀具同步单元有多个并围着通孔均布在刀盘上，两两刀具

同步单元之间通过双十字节连接，每个刀具同步单元上均安装有一个刀具间距调节单元；

所述环抱结构刀具组包括多张硬质刀片和多张软质刀片；所述刀具同步单元包括光轴、带

座轴承和双十字节，用于调节各硬质刀片的运动参数，以保证环抱结构刀具组在工作过程

中各硬质刀具参数一致，使得其环抱结构保持圆形或椭圆形；所述刀具间距调节单元包括

滑轨、滑台和弹簧，用于调节硬质刀片的入切角；所述光轴通过带座轴承安装在刀盘上，相

邻两个刀具同步单元的光轴之间通过双十字节相互连接，所述滑轨安装在光轴上，所述滑

台滑动安装在滑轨上，每个刀具间距调节单元的滑台上均安装有一张刀身往上延伸的硬质

刀片，每张硬质刀片的两侧均安装有一张软质刀片，两两硬质刀片之间的软质刀片通过铆

接连接在一起，该多张硬质刀片和多张软质刀片共同构成环抱结构，所述弹簧安装在滑轨

和刀盘之间，用于控制滑轨的倾角，使得环抱结构刀具组具有向内聚拢的趋势，从而控制环

抱结构的包络圆大小，进而达到控制环抱结构向内夹紧的作用，环抱结构刀具组在弹簧的

推力作用下紧紧包络香蕉果轴，沿香蕉果轴切割香蕉梳柄，实现香蕉整串逐梳去轴落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动自锁卡爪包

括螺杆、导向固定块、螺纹固定块、拉杆、抓钩、销轴，所述导向固定块的中间开有供螺杆穿

过的圆孔，外围有三个铰接点，每个铰接点通过销轴均铰接有一个抓钩，抓钩能绕销轴旋

转，所述抓钩中部通过销轴连接拉杆的一端，所述拉杆的另一端连接螺纹固定块的外围，所

述螺纹固定块的中间开有螺纹孔，该螺纹孔与螺杆配合，所述螺杆的一端固定在活动横梁

上，其另一端依次穿过导向固定块的圆孔和螺纹固定块的螺纹孔；当抓钩的勾状部分卡紧

香蕉果轴后，螺杆在蕉穗的重力作用下，带动拉杆向上运动，拉杆则带动抓钩卡紧果轴，从

而实现对香蕉果轴的夹紧，并实现自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其特征在于：相邻两张软质刀片构

成V字形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刀盘为圆形刀

盘，所述滑轨的轨身在该圆形刀盘的径向上，并垂直于光轴，所述弹簧抵触于滑轨靠近圆形

刀盘边缘的一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的底部安装

有自锁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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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香蕉去轴落梳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在香蕉产后处理方面机械化应用水平相对较低，尤其在蕉穗落梳机

械方面，基本采用人工手动落梳方式进行作业。该作业方法要求人力劳动集中、劳动强度

大、作业效率较低，作业过程香蕉受损严重，不利于香蕉鲜销，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随着香

蕉产后处理货运系统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急需研制出机械化落梳香蕉的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结构简单、操作简便、减少劳

动力、缩短作业周期及提高作业效率的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可有效进行蕉穗整串逐梳去

轴落梳作业，且落梳速度快、效率高、能耗小、损失低，可以在香蕉机械化产后处理生产线上

使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包括插

切式落梳刀具、同步带传动机构、活动横梁、联动自锁卡爪、滚珠丝杆机构、电机及机架，所

述插切式落梳刀具安装在机架的下部支架上，所述滚珠丝杆机构有两套分别竖直安装在插

切式落梳刀具两侧的支架上，且其中一套滚珠丝杆机构由装于支架上的电机所驱动，该两

套滚珠丝杆机构之间通过同步带传动机构实现同步运动，一起将回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

动，所述活动横梁安装在两套滚珠丝杆机构上，并位于插切式落梳刀具上方，由该两套滚珠

丝杆机构带动实现上、下直线运动，所述联动自锁卡爪安装在活动横梁上，能随活动横梁一

起上、下直线运动，用于装夹香蕉果轴与插切式落梳刀具配合，实现香蕉整串逐梳去轴落

梳；其中，所述插切式落梳刀具包括刀盘、环抱结构刀具组、刀具同步单元、刀具间距调节单

元；所述刀盘的中心部位开有供落梳后的香蕉果轴穿过的通孔，所述刀具同步单元有多个

围着通孔均布在刀盘上，两两刀具同步单元之间通过双十字节连接，每个刀具同步单元上

均安装有一个刀具间距调节单元；所述环抱结构刀具组包括多张硬质刀片和多张软质刀

片；所述刀具同步单元包括光轴、带座轴承和双十字节，用于调节各硬质刀片的运动参数，

以保证环抱结构刀具组在工作过程中各硬质刀具参数一致，使得其环抱结构保持圆形或椭

圆形；所述刀具间距调节单元包括滑轨、滑台和弹簧，用于调节硬质刀片的入切角；所述光

轴通过带座轴承安装在刀盘上，相邻两个刀具同步单元的光轴之间通过双十字节相互连

接，所述滑轨安装在光轴上，所述滑台滑动安装在滑轨上，每个刀具间距调节单元的滑台上

均安装有一张刀身往上延伸的硬质刀片，每张硬质刀片的两侧均安装有一张软质刀片，两

两硬质刀片之间的软质刀片通过铆接连接在一起，该多张硬质刀片和多张软质刀片共同构

成环抱结构，所述弹簧安装在滑轨和刀盘之间，用于控制滑轨的倾角，使得环抱结构刀具组

具有向内聚拢的趋势，从而控制环抱结构的包络圆大小，进而达到控制环抱结构向内夹紧

的作用，环抱结构刀具组在弹簧的推力作用下紧紧包络香蕉果轴，沿香蕉果轴切割香蕉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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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实现香蕉整串逐梳去轴落梳。

[0005] 所述联动自锁卡爪包括螺杆、导向固定块、螺纹固定块、拉杆、抓钩、销轴，所述导

向固定块的中间开有供螺杆穿过的圆孔，外围有三个铰接点，每个铰接点通过销轴均铰接

有一个抓钩，抓钩能绕销轴旋转，所述抓钩中部通过销轴连接拉杆的一端，所述拉杆的另一

端连接螺纹固定块的外围，所述螺纹固定块的中间开有螺纹孔，该螺纹孔与螺杆配合，所述

螺杆的一端固定在活动横梁上，其另一端依次穿过导向固定块的圆孔和螺纹固定块的螺纹

孔；当抓钩的勾状部分卡紧香蕉果轴后，螺杆在蕉穗的重力作用下，带动拉杆向上运动，拉

杆则带动抓钩卡紧果轴，从而实现对香蕉果轴的夹紧，并实现自锁。

[0006] 相邻两张软质刀片构成V字形结构。

[0007] 所述刀盘为圆形刀盘，所述滑轨的轨身在该圆形刀盘的径向上，并垂直于光轴，所

述弹簧抵触于滑轨靠近圆形刀盘边缘的一端。

[0008] 所述机架的底部安装有自锁脚轮。

[000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与有益效果：

[0010] 1、与传统的手工插切式落梳装置相比，本发明的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在进行香蕉

落梳时可根据穗杆直径的变化自动调节环抱结构直径，实现直径自适应。

[0011] 2、与传统的手工插切式落梳装置相比，本发明的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的环抱结构

的刀刃是包络了整个穗杆的，在进行香蕉落梳时避免漏切，实现整串香蕉逐梳去轴落梳。

[0012] 3、与传统的手工插切式落梳装置相比，本发明的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适应范围

广，可适应不同品系、不同长势的所有香蕉的落梳。

[0013] 4、与传统的手工插切式落梳装置相比，本发明的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所进行的香

蕉落梳能保证落梳效果，不出现切散香蕉果，也不出现落梳后香蕉表皮撕拉，实现落梳断面

平整、光滑、不需要进行二次处理，使得香蕉落梳后符合市场上批发零售的具体要求。

[0014] 5、与传统的手工插切式落梳装置相比，本发明的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进行的香蕉

落梳可减少体力劳动，减少工人数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

[0015] 6、与传统的手工插切式落梳装置相比，本发明的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进行的香蕉

落梳可减少微生物病害的发病率，提高香蕉果的整体美观性。

[0016] 7、采用本发明的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进行蕉穗落梳有利于推进香蕉产业产后处

理机械化水平。

[0017] 8、采用本发明的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进行蕉穗落梳时，机械能耗小，成本低，有利

于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所述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的轴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所述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的主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所述插切式落梳刀具的轴视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所述插切式落梳刀具的主视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所述插切式落梳刀具的俯视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所述联动自锁卡爪的轴视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所述联动自锁卡爪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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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参见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主要针对香蕉整串去

轴落梳作业，采用直径可变的插切式落梳刀具插切香蕉梳柄，达到香蕉机械化整串逐梳去

轴落梳的目的。该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包括插切式落梳刀具1、同步带传动机构2、活动横梁

3、联动自锁卡爪4、滚珠丝杆机构5、电机6及底部带脚轮8的机架7，所述插切式落梳刀具1安

装在机架7的下部支架上，所述滚珠丝杆机构5有两套分别竖直安装在插切式落梳刀具1两

侧的支架上，且其中一套滚珠丝杆机构5由装于支架上的电机6所驱动，该两套滚珠丝杆机

构5之间通过同步带传动机构2实现同步运动，一起将回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所述活动

横梁3安装在两套滚珠丝杆机构5上，并位于插切式落梳刀具1上方，由该两套滚珠丝杆机构

5带动实现上、下直线运动，所述联动自锁卡爪4安装在活动横梁3上，能随活动横梁3一起

上、下直线运动，用于装夹香蕉果轴与插切式落梳刀具1配合，实现香蕉整串逐梳去轴落梳。

[0027] 参见图3至图5所示，所述的插切式落梳刀具1包括有呈圆形的刀盘101、环抱结构

刀具组、刀具同步单元、刀具间距调节单元；所述刀盘101的中心部位开有供落梳后的香蕉

果轴穿过的通孔101-1，所述刀具同步单元有多个围着通孔101-1均布在刀盘101上，两两刀

具同步单元之间通过双十字节103-3(可变更为万向节或软轴)连接，每个刀具同步单元上

均安装有一个刀具间距调节单元；所述环抱结构刀具组包括多张硬质刀片102-1和多张软

质刀片102-2；所述刀具同步单元包括光轴103-1、带座轴承103-2和双十字节103-3，用于调

节各硬质刀片102-1的运动参数，以保证环抱结构刀具组在工作过程中各硬质刀具参数一

致，使得其环抱结构保持圆形或椭圆形；所述刀具间距调节单元包括滑轨104-1、滑台104-2

和弹簧104-3，用于调节硬质刀片102-1的入切角；所述光轴103-1通过带座轴承103-2安装

在刀盘101上，相邻两个刀具同步单元的光轴103-1之间通过双十字节103-3相互连接，所述

滑轨104-1安装在光轴103-1上，该滑轨104-1的轨身在刀盘101的径向上，并垂直于光轴

103-1，所述滑台104-2滑动安装在滑轨104-1上，每个刀具间距调节单元的滑台104-2上均

安装有一张刀身往上延伸的硬质刀片102-1，每张硬质刀片102-1的两侧均安装有一张软质

刀片102-2，两两硬质刀片102-1之间的软质刀片102-2通过铆接连接在一起，相邻两张软质

刀片102-2构成V字形结构，该多张硬质刀片102-1和多张软质刀片102-2共同构成环抱结

构，所述弹簧104-3安装在滑轨104-1和刀盘101之间，抵触于滑轨104-1靠近刀盘边缘的一

端，用于控制滑轨104-1的倾角，使得环抱结构刀具组具有向内聚拢的趋势，从而控制环抱

结构的包络圆大小，进而达到控制环抱结构向内夹紧的作用。

[0028] 参见图6和图7所示，所述的联动自锁卡爪4包括螺杆401、导向固定块402、螺纹固

定块403、拉杆404、抓钩405，所述导向固定块402的中间开有供螺杆401穿过的圆孔，外围有

三个铰接点，每个铰接点通过销轴均铰接有一个抓钩405，抓钩405能绕销轴旋转，所述抓钩

405中部通过销轴连接拉杆404的一端，所述拉杆404的另一端连接螺纹固定块403的外围，

所述螺纹固定块403的中间开有螺纹孔，该螺纹孔与螺杆401配合，所述螺杆401的一端固定

在活动横梁3上，其另一端依次穿过导向固定块402的圆孔和螺纹固定块403的螺纹孔；当抓

钩405的勾状部分卡紧香蕉果轴后，螺杆401在蕉穗的重力作用下，带动拉杆404向上运动，

拉杆404则带动抓钩405卡紧果轴，从而实现对香蕉果轴的夹紧，并实现自锁。

[0029] 工作时，将香蕉串的一端果轴装夹在联动自锁卡爪4内，另一端放在由硬质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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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和软质刀片102-2组成的环抱结构内部，此时该环抱结构的刀刃在弹簧104-3的推力

作用下紧紧包络香蕉果轴。启动电机6，在滚珠丝杆机构5的作用下香蕉果轴向下移，此时插

切式落梳刀具1沿香蕉果轴切割香蕉梳柄，实现香蕉整串逐梳去轴落梳。滑轨104-1和滑台

104-2结构可以调节硬质刀片间距，调整入切角，双十字节103-3连接各相邻的光轴103-1，

使得各光轴运动同步，保证各硬质刀片入切角一致，并且能够同步运动，保证环抱结构是圆

形的或椭圆形的。

[0030] 在采用以上方案后，相比传统的手工插切式落梳刀，本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整体

结构紧凑，质量轻，方便移动，操作安全省力。采用本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进行香蕉去轴落

梳时，落梳装置不接触、不碰撞香蕉果梳，同时整个香蕉落梳环节没有香蕉果之间的相互碰

撞，可有效减少香蕉的机械损伤。本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可进行香蕉整串逐梳去轴落梳作

业，并保证蕉梳落梳效果，使落梳后的蕉梳符合市场上批发零售的具体要求，能够有效减少

落梳作业时间，提高工作效率。采用本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进行香蕉落梳时，可减少劳动

力，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采用本插切式香蕉落梳装置的整个香蕉落梳环节可减少

微生物病害的发病率，提高香蕉的整体美观性。因此，综合上述，本发明是一款理想的机械

化香蕉落梳装置，值得推广。

[0031] 以上所述之实施例子只为本发明之较佳实施例，并非以此限制本发明的实施范

围，故凡依本发明之形状、原理所作的变化，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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