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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智能割稻打稻系统，包

括：收割终端，设置于外部稻田内，用于收割稻田

内的稻谷；采集终端，设置在收割终端上；云服务

器，耦接于收割终端和采集终端，用于接收采集

终端输出的稻田图像，并对稻田图像进行识别分

析，其内具有路线规划模块，该路线规划模块依

据识别分析结果规划出收割路径，之后将收割路

径输入到收割终端内，驱动收割终端动作。本发

明的智能割稻打稻系统，通过收割终端、采集终

端和云服务器的设置，便可有效的实现割稻打稻

一体智能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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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割稻打稻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收割终端（1），设置于外部稻田内，用于收割稻田内的稻谷；

采集终端（2），设置在收割终端（1）上，用于采集稻田图像后输出；

云服务器（3），耦接于收割终端（1）和采集终端（2），用于接收采集终端（2）输出的稻田

图像，并对稻田图像进行识别分析，其内具有路线规划模块（31），该路线规划模块（31）依据

识别分析结果规划出收割路径，之后将收割路径输入到收割终端（1）内，驱动收割终端（1）

动作，所述收割终端（1）包括外壳（11）、蓄电池（12）、行走装置（7）和均设置在外壳（11）内的

收割装置（13）以及控制板（14），所述外壳（11）的上侧面开设有长条状的收割槽（15），所述

外壳（11）的前端开设有收割口（16），所述收割口（16）的横截面呈梯形，该梯形的短边与收

割槽（15）的端部连接并相互连通，以引导稻谷进入到收割槽（15）内，所述收割装置（13）设

置于收割槽（15）相对收割口（16）的一端上，并与控制板（14）和蓄电池（12）耦接，以受控制

板（14）控制而动作切割，所述控制板（14）与行走装置（7）和云服务器（3）耦接，以接收云服

务器（3）输出的收割路径后驱动行走装置（7）按照收割路径行驶，所述收割装置（13）包括圆

盘刀（131）和驱动电机（132），所述圆盘刀（131）可旋转的设置在收割槽（15）远离收割口

（16）的位置上，所述驱动电机（132）安装在外壳（11）内靠近圆盘刀（131）的位置上，并与圆

盘刀（131）联动，所述驱动电机（132）与控制板（14）耦接，以受控制板（14）控制而动作，所述

收割槽（15）的槽壁上开设有夹持滑道（151），所述夹持滑道（151）内可滑移的设有用于夹住

稻谷的夹持爪，以在稻谷从收割口（16）引导滑入到收割槽（15）内时，夹持爪将稻谷夹住，所

述夹持爪由若干个夹持片（152）组合而成，所述外壳（11）内靠近收割槽（15）的一侧设有供

夹持片（152）放置的存放仓（153），所述夹持滑道（151）靠近收割口（16）的位置上开设有连

接通道（154），所述连接通道（154）的一端与夹持滑道（151）连通，另一端连通至存放仓

（153），所述存放仓（153）相对于连接通道（154）的位置上设有推片杆（4），以通过推片杆（4）

将存放仓（153）内的夹持片（152）从连接通道（154）推入到夹持滑道（151）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割稻打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11）的上方设有打

谷外壳（5），所述打谷外壳（5）内设有可旋转的打谷刀（6），所述打谷外壳（5）内设有打谷通

道（51），该打谷通道（51）的一端连通至外界，另一端相对打谷刀（6）设置，以接收打谷刀（6）

打出来的稻谷后输送至外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割稻打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集终端（2）为拍摄无

人机，所述收割终端（1）上设有供拍摄无人机停放的停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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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割稻打稻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收割设备，更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智能割稻打稻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秋收时节，进行割稻、打谷、晒谷，然后入仓是基本操作，以前上述四个步骤都是

通过人为操作的，这样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对人的劳动力消耗也十分的大。

[0003] 因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研发出了大型收割设备来代替人力，如此不仅有

效的增加了收割效率，另一方面也极大的解放了人的劳动力，然而由于收割设备的体积十

分庞大，因此只能适用于目前大面积平原耕种的场合，无法适用于山地耕种的场合，如此在

进行梯田收割还有山地田地的收割的时候，目前还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去操作的，因而现有

技术中通过将上述四个步骤中将割稻和打谷机械化的方式来降低农民的工作量，如专利号

为200920157825.5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割稻机，其通过背负割稻机械的方式，使得农民不需

要手动的去割稻，能够降低农民割稻时的工作量，但是这种背负的方式，需要农民背负动力

电机，因此还是存在较大的工作量的，并且割稻完成以后还要进行打谷，而打谷的工作量也

不低，因此该割稻机对于农民 劳动力的解放程度还不够 ，因此又有专利号为

201811006294.3的专利公开了一种用于颗粒农作物的脱粒机，其通过设置在其内的收料刀

片的方式，来实现对于稻谷进行直接脱离收割，以此实现割稻、打谷两个步骤，在工作的过

程中主要通过推杆和滚轮的组合作用，可实现在工作的过程中，农民只需要手抓着推杆，然

后在滚轮的作用下，实现推动整台设备移动，然后进行脱粒收割动作，如此相比于上述的割

稻机，农民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加轻松，但是也还是需要农民手动推动使用，因而对于农民劳

动力的解放程度还是不够。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大大的解放农民劳动力的

智能割稻打稻系统。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智能割稻打稻系统，包括：收

割终端，设置于外部稻田内，用于收割稻田内的稻谷；

[0006] 采集终端，设置在收割终端上，用于采集稻田图像后输出；

[0007] 云服务器，耦接于收割终端和采集终端，用于接收采集终端输出的稻田图像，并对

稻田图像进行识别分析，其内具有路线规划模块，该路线规划模块依据识别分析结果规划

出收割路径，之后将收割路径输入到收割终端内，驱动收割终端动作。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收割终端包括外壳、蓄电池、行走装置和均设置在

外壳内的收割装置以及控制板，所述外壳的上侧面开设有长条状的收割槽，所述外壳的前

端开设有收割口，所述收割口的横截面呈梯形，该梯形的短边与收割槽的端部连接并相互

连通，以引导稻谷进入到收割槽内，所述收割装置设置于收割槽相对收割口的一端上，并与

控制板和蓄电池耦接，以受控制板控制而动作切割，所述控制板与行走装置和云服务器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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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以接收云服务器输出的收割路径后驱动行走装置按照收割路径行驶。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收割装置包括圆盘刀和驱动电机，所述圆盘刀可

旋转的设置在收割槽远离收割口的位置上，所述驱动电机安装在外壳内靠近圆盘刀的位置

上，并与圆盘刀联动，所述驱动电机与控制板耦接，以受控制板控制而动作，所述收割槽的

槽壁上开设有夹持滑道，所述夹持滑道内可滑移的设有用于夹住稻谷的夹持爪，以在稻谷

从收割口引导滑入到收割槽内时，夹持爪将稻谷夹住。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夹持爪由若干个夹持片组合而成，所述外壳内靠

近收割槽的一侧设有供夹持片放置的存放仓，所述夹持滑道靠近收割口的位置上开设有连

接通道，所述连接通道的一端与夹持滑道连通，另一端连通至存放仓，所述存放仓相对于连

接通道的位置上设有推片杆，以通过推片杆将存放仓内的夹持片从连接通道推入到夹持滑

道内。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外壳的上方设有打谷外壳，所述打谷外壳内设有

可旋转的打谷刀，所述打谷外壳内设有打谷通道，该打谷通道的一端连通至外界，另一端相

对打谷刀设置，以接收打谷刀打出来的稻谷后输送至外界。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采集终端为拍摄无人机，所述收割终端上设有供

拍摄无人机停放的停机坪。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通过采集终端的设置，便可有效的实现拍摄采集当前需要收

割的稻田图像，然后通过云服务器的识别分析作用，便可有效的实现对于稻田图像进行识

别分析，分析出当前稻田的稻株分布情况，然后再根据稻株分布情况利用其内的路线规划

模块规划出相应的收割路线，如此通过收割终端便可简单有效的实现一个自动化收割的效

果，极大的解放了农民的劳动力。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智能割稻打稻系统的模块框图；

[0015] 图2为图1中收割终端省略打谷外壳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图1中收割终端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附图所给出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述。

[0018] 参照图1至3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智能割稻打稻系统，包括：

[0019] 收割终端1，设置于外部稻田内，用于收割稻田内的稻谷；

[0020] 采集终端2，设置在收割终端1上，用于采集稻田图像后输出；

[0021] 云服务器3，耦接于收割终端1和采集终端2，用于接收采集终端2输出的稻田图像，

并对稻田图像进行识别分析，其内具有路线规划模块31，该路线规划模块31依据识别分析

结果规划出收割路径，之后将收割路径输入到收割终端1内，驱动收割终端1动作，在使用本

实施例的打稻系统的过程中，只需要将收割终端1、采集终端2和云服务器3相互连接即可，

然后启动整个系统，那么首先采集终端2会采集当前需要收割的稻田图像然后传输到云服

务器3内，然后通过云服务器3内的识别分析模块对稻田图像进行识别分析，以识别分析出

稻田图像内的稻田的稻株情况，然后通过路线规划模块31的作用，在识别出稻田图像内的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1149510 B

4



稻株之后，规划出相应的收割路线，具体规划原理可参考现有的扫地机器人，如此便可实现

一个自动化规划收割路线的割稻打稻系统，如此相比于现有技术中通过人推行的方式，大

大的解放了农民的劳动力，且不需要人去驾驶，那么其相应的采集终端1和收割终端2的体

积相比于现有的自动农具设备要小得多。

[0022]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收割终端1包括外壳11、蓄电池12、行走装置7

和均设置在外壳11内的收割装置13以及控制板14，所述外壳11的上侧面开设有长条状的收

割槽15，所述外壳11的前端开设有收割口16，所述收割口16的横截面呈梯形，该梯形的短边

与收割槽15的端部连接并相互连通，以引导稻谷进入到收割槽15内，所述收割装置13设置

于收割槽15相对收割口16的一端上，并与控制板14和蓄电池12耦接，以受控制板14控制而

动作切割，所述控制板14与行走装置7和云服务器3耦接，以接收云服务器3输出的收割路径

后驱动行走装置7按照收割路径行驶，通过行走装置7的设置，便可实现整体安装收割路线

在稻田内行走，然后通过外壳11、蓄电池12和收割装置13以及控制板14的设置，便可实现在

行走的过程中对于路线上的稻株进行收割作用，同时采用了收割口16的设置，可实现引导

稻株集中到收割槽15内，实现对于稻株的收集作用，以便稻株打捆。

[0023]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收割装置13包括圆盘刀131和驱动电机132，

所述圆盘刀131可旋转的设置在收割槽15远离收割口16的位置上，所述驱动电机132安装在

外壳11内靠近圆盘刀131的位置上，并与圆盘刀131联动，所述驱动电机132与控制板14耦

接，以受控制板14控制而动作，所述收割槽15的槽壁上开设有夹持滑道151，所述夹持滑道

151内可滑移的设有用于夹住稻谷的夹持爪，以在稻谷从收割口16引导滑入到收割槽15内

时，夹持爪将稻谷夹住，通过夹持爪的设置，便可有效的实现将集中的稻株进一步夹持，使

得稻株之间能够更加集中，方便圆盘刀131的切割，也能够对于稻株进行集中固定。

[0024]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夹持爪由若干个夹持片152组合而成，所述外

壳11内靠近收割槽15的一侧设有供夹持片152放置的存放仓153，所述夹持滑道151靠近收

割口16的位置上开设有连接通道154，所述连接通道154的一端与夹持滑道151连通，另一端

连通至存放仓153，所述存放仓153相对于连接通道154的位置上设有推片杆4，以通过推片

杆4将存放仓153内的夹持片152从连接通道154推入到夹持滑道151内，通过将夹持爪设置

成由若干个夹持片152组合的方式，可实现在夹持的过程中，对于稻株进行打捆的效果，如

此便不需要对圆盘刀131切割下来的稻株进行打捆了，进一步解放了农民的劳动力，其中本

实施例的夹持片152的结构与现有技术中的拍拍表的表带结构相同，因此在一定量的稻株

被收集到收割槽15内，且与夹持片152相抵时，便会挤压夹持片152产生让夹持片152产生形

变构成一个箍住稻株的环结构，以此实现自动打捆的效果，而在对稻株处理完成以后，可将

夹持片152回收，实现循环利用，其中本实施例中的推片杆4可采用电机加曲柄连杆机构驱

动。

[0025]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外壳11的上方设有打谷外壳5，所述打谷外壳

5内设有可旋转的打谷刀6，所述打谷外壳5内设有打谷通道51，该打谷通道51的一端连通至

外界，另一端相对打谷刀6设置，以接收打谷刀6打出来的稻谷后输送至外界，如此便可实现

割稻打稻一体化，进一步解放农民的劳动力。

[0026] 作为改进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采集终端2为拍摄无人机，所述收割终端1上

设有供拍摄无人机停放的停机坪，能够实现从稻田的上方拍摄相应的稻田图像，保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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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稻田图像足够全面。

[0027] 综上所述，本实施的系统，通过收割终端1、采集终端2和云服务器3的组合作用，便

可有效的实现自动化割稻的效果，大大的解放了农民的劳动力。

[002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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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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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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