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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

置，包括机架，所述机架前接叉架，机架前下设置

定轴，其下套从轮，从轮通过输送链连接主轮，主

轮套于动轴上，动轴通过轴承套接于后架内，动

轴上端通过锥齿轮副传递水平设置的执行轴上

动力，后架上贯通设置调节丝杆，调节丝杆的螺

纹连接丝母，丝母外设手柄套，调节丝杆下端固

接平衡杆上表面，其下表面间隔连接导杆上端，

导杆下端铰连接于铲杆中部，铲杆上端通过耳座

铰接于铲杆下端一体设置挖铲；具有结构紧凑，

设计合理，通过农用手扶拖拉机牵引，挖铲对呈

直线状的蒜苗从土内开沟挖出，并且通过输送链

上的拔板将从土内挖出根部的蒜苗拔带向后方，

方便人员捡拾，挖蒜速度快，效率高，适用于成规

模种植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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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包括机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架前端连接叉架，机

架的前端下部竖直设置定轴，定轴下端套接从轮，从轮通过输送链连接主轮，输送链上间隔

设置若干输送拔板，主轮套于动轴上，动轴通过轴承套接于后架内，动轴上端通过锥齿轮副

传递水平设置的执行轴上动力，执行轴上还套接带轮，后架连接于机架的后端，后架上贯通

设置调节丝杆，调节丝杆上螺纹连接丝母，丝母外设置手柄套，调节丝杆下端固接平衡杆上

表面，其下表面间隔连接导杆上端，导杆下端铰连接于铲杆中部，铲杆上端通过耳座铰接于

后架，铲杆下端一体设置挖铲；

所述挖铲的远离铲杆下端的外端设置成尖端，其靠近铲杆下端的内端设置平齐端，挖

铲呈倒梯形状，且挖铲的外端和内端间，其在长度方向对称，且弧形凹面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叉架为对

称结构，包括叉杆，其内设有凹槽，所述叉杆一端对称且倾斜向前下方连接于机架前端，叉

杆的前端凹槽底部设缺口，缺口外侧设置横杆，其端部凹槽内销接弯杆的短杆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弯杆弯曲

设置为大于90度的弯杆，其长杆设置于前端，其短杆设置于后端，并销接于叉杆的前前凹槽

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调节丝杆

的下端套装弹簧，弹簧上端抵压后架的下表面，弹簧下端抵压平衡杆的上表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平衡杆的

下表面间隔设置三个导杆，三个导杆的下端均铰连接一个铲杆的中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挖铲的外

端呈舌状，其厚度薄于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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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机械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农业机械是指在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以及农、畜产品初加工和处理

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

[0003] 随着科技的发展，带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便利，同样也使得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和提高，传统的农业种植大多都是采用人工劳动作业，无论是种植还是收割都是人工作业，

机械化程度低，速度缓慢，给农业生产带来困难，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在科

技发展的过程中，设计开发出多种方便农业生产的农业机械，因此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机械

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问题，提供了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包括机架，所

述机架前端连接叉架，机架的前端下部竖直设置定轴，定轴下端套接从轮，从轮通过输送链

连接主轮，输送链上间隔设置若干输送拔板，主轮套于动轴上，动轴通过轴承套接于后架

内，动轴上端通过锥齿轮副传递水平设置的执行轴上动力，执行轴上还套接带轮，后架连接

于机架的后端，后架上贯通设置调节丝杆，调节丝杆上螺纹连接丝母，丝母外设置手柄套，

调节丝杆下端固接平衡杆上表面，其下表面间隔连接导杆上端，导杆下端铰连接于铲杆中

部，铲杆上端通过耳座铰接于后架，铲杆下端一体设置挖铲；

所述挖铲的远离铲杆下端的外端设置成尖端，其靠近铲杆下端的内端设置平齐

端，挖铲呈倒梯形状，且挖铲的外端和内端间，其在长度方向对称，且弧形凹面状。

[0006]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叉架为对称结构，包括叉杆，其内设有凹

槽，所述叉杆一端对称且倾斜向前下方连接于机架前端，叉杆的前端凹槽底部设缺口，缺口

外侧设置横杆，其端部凹槽内销接弯杆的短杆端。

[0007]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弯杆弯曲设置为大于90度的弯杆，其长杆

设置于前端，其短杆设置于后端，并销接于叉杆的前前凹槽内。

[0008]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调节丝杆的下端套装弹簧，弹簧上端抵压

后架的下表面，弹簧下端抵压平衡杆的上表面。

[0009]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平衡杆的下表面间隔设置三个导杆，三个

导杆的下端均铰连接一个铲杆的中部。

[0010]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挖铲的外端呈舌状，其厚度薄于内端。

[0011]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首先通过手柄套带动丝母在调节丝杆上转动，使

调节丝杆推拉平衡杆及导杆作升降位移，进而使铲杆下端的挖铲插入土内深度合适，并使

挖铲的外端能有效切断根须，同时在手扶拖拉机运行后，并缓慢前行，其前端的叉架的弯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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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机架宽度外的蒜苗，其使宽度内的蒜苗在挖出后通过输送链上的拔板拔向后面进行收

集，另外输送链通过动轮带动，动轮通过动轴带动，而带轮通过皮带传递柴油机的动能，带

轮套装于执行轴上，执行轴通过锥齿轮副将动力传递到动轴；

挖铲呈弧状，并且外端为舌状尖端在从后方倾斜插入土内以切断蒜苗根须，而在

挖铲插入土内未切断蒜苗根须前，挖铲的舌状尖端远离蒜苗土内的白干部，避免了挖铲的

舌状尖端切破苗蒜的白干部，另外挖铲的铲杆是铰接于后架上，可通过调节丝杆改变挖铲

的倾斜角度，用以调节挖铲的插入深度，使挖铲头在插入土内最终位于蒜苗的根须部位；

叉架的弯杆在叉杆的前端可向上转动，在手扶拖拉机的机头向下倾斜时，弯杆与

地面接触就会发生转动，避免了弯杆折断和变形，在手扶拖拉机的机头抬起后，弯杆的短杆

与叉杆平行，短杆的下表在搭于叉杆前端下方的横杆上，阻挡短杆向下转动，保证短杆与叉

杆的平行。

[0012]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具有结构紧凑，设计合理，通过农用手扶拖拉

机牵引，通过挖铲倾斜插入到蒜苗的根须部对根须切断，同时挖铲对呈直线状的蒜苗从土

内开沟挖出，并且通过输送链上的拔板将从土内挖出根部的蒜苗拔带向后方，方便人员捡

拾，同时比传统的铲子挖蒜容易出挖破土内的蒜干和蒜头部，挖蒜速度快，效率高，适用于

成规模种植地块。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叉架中叉杆与弯杆的短杆端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为挖铲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如图1‑3中所示。

[0017] 实施例1

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前端连接叉架的叉杆2，机

架1的前端下部竖直设置定轴4，定轴4下端套接从轮5，从轮5通过输送链6连接主轮8，输送

链6上间隔设置若干输送拔板7，主轮8套于动轴9上，动轴9通过轴承套接于后架13内，动轴9

上端通过锥齿轮副10传递水平设置的执行轴11上动力，执行轴11上还套接带轮12，带轮12

通过皮带传递手扶拖拉机的机头（柴油机）的动力，后架13连接于机架1的后端，后架13上贯

通设置调节丝杆15，调节丝杆15上螺纹连接丝母，丝母外设置手柄套16，调节丝杆15下端固

接平衡杆17上表面，其下表面间隔连接导杆19上端，导杆19下端铰连接于铲杆24中部，铲杆

24上端通过耳座铰接于后架13，铲杆24下端一体设置挖铲20；

所述挖铲20的远离铲杆24下端的外端设置成尖端，其靠近铲杆24下端的内端设置

平齐端，挖铲20呈倒梯形状，且挖铲20的外端和内端间，其在长度方向对称，且弧形凹面状。

[0018]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叉架为对称结构，包括叉杆2，其内设有凹

槽23，所述叉杆2一端对称且倾斜向前下方连接于机架1前端，叉杆2的前端凹槽23底部设缺

口21，缺口21外侧设置横杆22，其端部凹槽23内销接弯杆3的短杆端。

[0019]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弯杆3弯曲设置为大于90度的弯杆，其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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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于前端，其短杆设置于后端，并销接于叉杆2的前前凹槽23内。

[0020]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调节丝杆15的下端套装弹簧18，弹簧18上

端抵压后架13的下表面，弹簧下端抵压平衡杆17的上表面。

[0021]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平衡杆17的下表面间隔设置三个导杆19，

三个导杆19的下端均铰连接一个铲杆24的中部。

[0022]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挖铲20的外端呈舌状，其厚度薄于内端。

[0023]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首先通过手柄套16带动丝母在调节丝杆15上转

动，使调节丝杆15推拉平衡杆17及导杆19作升降位移，进而使铲杆24下端的挖铲20插入土

内深度合适，并使挖铲20的外端能有效切断根须，同时在手扶拖拉机运行后，并缓慢前行，

其前端的叉架的弯杆分开机架1宽度外的蒜苗，其使宽度内的蒜苗在挖出后通过输送链6上

的拔板拔向后面进行收集，另外输送链6通过动轮带动，动轮通过动轴9带动，而带轮12通过

皮带传递柴油机的动能，带轮12套装于执行轴11上，执行轴11通过锥齿轮副10将动力传递

到动轴9；

挖铲20呈弧状，并且外端为舌状尖端在从后方倾斜插入土内以切断蒜苗根须，而

在挖铲20插入土内未切断蒜苗根须前，挖铲20的舌状尖端远离蒜苗土内的白干部，避免了

挖铲20的舌状尖端切破苗蒜的白干部，另外挖铲20的铲杆24是铰接于后架13上，可通过调

节丝杆15改变挖铲20的倾斜角度，用以调节挖铲20的插入深度，使挖铲20头在插入土内最

终位于蒜苗的根须部位；

叉架的弯杆在叉杆2的前端可向上转动，在手扶拖拉机的机头向下倾斜时，弯杆与

地面接触就会发生转动，避免了弯杆折断和变形，在手扶拖拉机的机头抬起后，弯杆的短杆

与叉杆2平行，短杆的下表在搭于叉杆2前端下方的横杆上，阻挡短杆向下转动，保证短杆与

叉杆2的平行。

[0024] 实施例2

一种机械式连续作业挖蒜装置，包括机架1，所述机架1前端连接叉架的叉杆2，机

架1的前端下部竖直设置定轴4，定轴4下端套接从轮5，从轮5通过输送链6连接主轮8，输送

链6上间隔设置若干输送拔板7，主轮8套于动轴9上，动轴9通过轴承套接于后架13内，动轴9

上端通过锥齿轮副10传递水平设置的执行轴11上动力，执行轴11上还套接带轮12，带轮12

通过皮带传递手扶拖拉机的机头（柴油机）的动力，后架13连接于机架1的后端，后架13上贯

通设置调节丝杆15，调节丝杆15上螺纹连接丝母，丝母外设置手柄套16，调节丝杆15下端固

接平衡杆17上表面，其下表面间隔连接导杆19上端，导杆19下端铰连接于铲杆24中部，铲杆

24上端通过耳座铰接于后架13，铲杆24下端一体设置挖铲20；

所述挖铲20的远离铲杆24下端的外端设置成尖端，其靠近铲杆24下端的内端设置

平齐端，挖铲20呈倒梯形状，且挖铲20的外端和内端间，其在长度方向对称，且弧形凹面状。

[0025]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叉架为对称结构，包括叉杆2，其内设有凹

槽23，所述叉杆2一端对称且倾斜向前下方连接于机架1前端，叉杆2的前端凹槽23底部设缺

口21，缺口21外侧设置横杆22，其端部凹槽23内销接弯杆3的短杆端。

[0026]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弯杆3弯曲设置为大于90度的弯杆，其长杆

设置于前端，其短杆设置于后端，并销接于叉杆2的前前凹槽23内。

[0027]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调节丝杆15的下端套装弹簧18，弹簧1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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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抵压后架13的下表面，弹簧下端抵压平衡杆17的上表面。

[0028]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平衡杆17的下表面间隔设置三个导杆19，

三个导杆19的下端均铰连接一个铲杆24的中部。

[0029]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后架13上设置腰孔14，腰孔14内贯通设置

调节丝杆15，便于调节丝杆在调节挖铲20的倾斜程度时的位移。

[0030]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的挖铲20的外端呈舌状，其厚度薄于内端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首先通过手柄套16带动丝母在调节丝杆15上转

动，使调节丝杆15推拉平衡杆17及导杆19作升降位移，进而使铲杆24下端的挖铲20插入土

内深度合适，并使挖铲20的外端能有效切断根须，同时在手扶拖拉机运行后，并缓慢前行，

其前端的叉架的弯杆分开机架1宽度外的蒜苗，其使宽度内的蒜苗在挖出后通过输送链6上

的拔板拔向后面进行收集，另外输送链6通过动轮带动，动轮通过动轴9带动，而带轮12通过

皮带传递柴油机的动能，带轮12套装于执行轴11上，执行轴11通过锥齿轮副10将动力传递

到动轴9；

挖铲20呈弧状，并且外端为舌状尖端在从后方倾斜插入土内以切断蒜苗根须，而

在挖铲20插入土内未切断蒜苗根须前，挖铲20的舌状尖端远离蒜苗土内的白干部，避免了

挖铲20的舌状尖端切破苗蒜的白干部，另外挖铲20的铲杆24是铰接于后架13上，可通过调

节丝杆15改变挖铲20的倾斜角度，用以调节挖铲20的插入深度，使挖铲20头在插入土内最

终位于蒜苗的根须部位；

叉架的弯杆在叉杆2的前端可向上转动，在手扶拖拉机的机头向下倾斜时，弯杆与

地面接触就会发生转动，避免了弯杆折断和变形，在手扶拖拉机的机头抬起后，弯杆的短杆

与叉杆2平行，短杆的下表在搭于叉杆2前端下方的横杆上，阻挡短杆向下转动，保证短杆与

叉杆2的平行。

[003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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