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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

包括无菌培养室、幼苗输送线、成品输出线，以及

位于所述无菌培养室内的龙门架机械手、育苗区

及成长区，所述幼苗输送线及成品输出线的部分

也位于所述无菌培养室内，所述幼苗输送线位于

所述育苗区的一端，所述幼苗输送线上的植株可

通过所述龙门架机械手搬运至所述育苗区，所述

育苗区的植株可通过所述龙门架机械手搬运至

所述成长区，所述成品输出线位于所述成长区的

一端，所述成长区的植株可通过所述龙门架机械

手搬运至所述成品输出线上。本发明的植物工厂

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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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包括无菌培养室、幼苗输送线、成品输出线，以

及位于所述无菌培养室内的龙门架机械手、育苗区及成长区，所述幼苗输送线及所述成品

输出线的部分也位于所述无菌培养室内，所述幼苗输送线位于所述育苗区的一端，所述幼

苗输送线上的植株通过所述龙门架机械手搬运至所述育苗区，所述育苗区的植株通过所述

龙门架机械手搬运至所述成长区，所述成品输出线位于所述成长区的一端，所述成长区的

植株通过所述龙门架机械手搬运至所述成品输出线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育苗区包括第一固定

架、以及位于所述第一固定架上的第一育苗输送线及第二育苗输送线，所述第一育苗输送

线位于所述第二育苗输送线的上方，所述育苗区的两端分别设有升降机，所述第一育苗输

送线与所述第二育苗输送线上的植株通过所述升降机实现升降输送。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成长区包括相连的第

一成长线、第二成长线及第三成长线，所述第一成长线、第二成长线及第三成长线围成U型

结构，所述第一成长线、第二成长线及第三成长线均包括第二固定架、以及位于所述第二固

定架上的第一成长输送线及第二成长输送线，所述第一成长输送线位于所述第二成长输送

线的上方，所述第一成长线、第三成长线的一端分别设有升降机，所述第一成长输送线与所

述第二成长输送线上的植株通过所述升降机实现升降输送。

4.如权利要求2或3任一项所述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包

括机架、及固定于所述机架上的第一升降机构及第一移动机构，所述第一移动机构与所述

第一升降机构相连，所述第一升降机构带动所述第一移动机构上下移动；所述第一移动机

构包括第一固定底板、第一移动驱动组件及阻挡件，所述第一移动驱动组件位于所述第一

固定底板上，所述第一固定底板上设有相对设置的第一侧边及第二侧边，所述第一侧边设

有输送口，所述阻挡件安装于所述第二侧边，所述第一移动驱动组件位于所述第一侧边与

所述第二侧边之间。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成长线、第三成

长线的一端设有直角转弯装置，所述第一成长线与所述第二成长线通过所述直角转弯装置

实现转弯输送，所述第二成长线与所述第三成长线通过直角转弯装置实现转弯输送。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直角转弯装置包括第

二固定底板及固定于所述第二固定底板上的第二输送机构及第二升降机构，所述第二升降

机构与所述第二输送机构相连，所述第二升降机构带动所述第二输送机构上下移动。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升降机构包括驱

动气缸、多个移载导柱及输送安装板，所述驱动气缸固定于所述第二固定底板上，所述驱动

气缸的驱动轴与所述输送安装板相连，多个所述移载导柱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二固定底板

上，多个所述移载导柱的另一端与所述输送安装板固定连接。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育苗输送线、第

二育苗输送线、第一成长输送线、第二成长输送线的上方分别安装有LED灯，所述第一育苗

输送线、第二育苗输送线、第一成长输送线、第二成长输送线的下方分别安装有营养液槽。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龙门架机械手包括龙

门架、以及位于所述龙门架上的移动装置及机械手组件，所述机械手组件与所述移动装置

相连，所述移动装置带动所述机械手组件在X轴、Y轴及Z轴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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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手组件包括第

一驱动组件以及两个与所述第一驱动组件相连的机械手，两个所述机械手相对设置于所述

第一驱动组件的两侧，所述第一驱动组件驱动两个机械手相向或相对移动，所述机械手包

括机械臂及固定于所述机械臂底部的夹爪，所述夹爪至少包括两个上下相对设置的夹持

部，所述夹持部为半圆弧形结构，两个所述夹爪的半圆弧形结构的凹面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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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农业生产领域，更具体的说，是一种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

背景技术

[0003] 植物工厂是通过设施内高精度环境控制实现农作物周年连续生产的高效农业系

统，是利用计算机对植物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等环境条件进

行自动控制，使设施内植物生长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件制约的省力型生产。

[0004] 植物工厂是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种高投入、高技术、精装备的生产

体系，集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系统管理于一体，使农业生产从自然生态束缚中脱离出来。

经过多年的研究，植物工厂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现有的植物工厂仍然存在多方

面的不足:如人为介入过多，从而导致自动化程度较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本发明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

产线自动化程度较高。

[0006] 其技术方案如下：

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包括无菌培养室、幼苗输送线、成品输出线，以及位于所述无

菌培养室内的龙门架机械手、育苗区及成长区，所述幼苗输送线及所述成品输出线的部分

也位于所述无菌培养室内，所述幼苗输送线位于所述育苗区的一端，所述幼苗输送线上的

植株通过所述龙门架机械手搬运至所述育苗区，所述育苗区的植株通过所述龙门架机械手

搬运至所述成长区，所述成品输出线位于所述成长区的一端，所述成长区的植株通过所述

龙门架机械手搬运至所述成品输出线上。

[0007] 所述育苗区包括第一固定架、以及位于所述第一固定架上的第一育苗输送线及第

二育苗输送线，所述第一育苗输送线位于所述第二育苗输送线的上方，所述育苗区的两端

分别设有升降机，所述第一育苗输送线与所述第二育苗输送线上的植株通过所述升降机实

现升降输送。

[0008] 所述成长区包括相连的第一成长线、第二成长线及第三成长线，所述第一成长线、

第二成长线及第三成长线围成U型结构，所述第一成长线、第二成长线及第三成长线均包括

第二固定架、以及位于所述第二固定架上的第一成长输送线及第二成长输送线，所述第一

成长输送线位于所述第二成长输送线的上方，所述第一成长线、第三成长线的一端分别设

有升降机，所述第一成长输送线与所述第二成长输送线上的植株通过所述升降机实现升降

输送。

[0009] 所述升降机包括机架、及固定于所述机架上的第一升降机构及第一移动机构，所

述第一移动机构与所述第一升降机构相连，所述第一升降机构带动所述第一移动机构上下

说　明　书 1/9 页

4

CN 112249613 A

4



移动；所述第一移动机构包括第一固定底板、第一移动驱动组件及阻挡件，所述第一移动驱

动组件位于所述第一固定底板上，所述第一固定底板上设有相对设置的第一侧边及第二侧

边，所述第一侧边设有输送口，所述阻挡件安装于所述第二侧边，所述第一移动驱动组件位

于所述第一侧边与所述第二侧边之间。

[0010] 所述第一成长线、第三成长线的一端设有直角转弯装置，所述第一成长线与所述

第二成长线通过所述直角转弯装置实现转弯输送，所述第二成长线与所述第三成长线也通

过直角转弯装置实现转弯输送。

[0011] 所述直角转弯装置包括第二固定底板及固定于所述第二固定底板上的第二输送

机构及第二升降机构，所述第二升降机构与所述第二输送机构相连，所述第二升降机构带

动所述第二输送机构上下移动。

[0012] 所述第二升降机构包括驱动气缸、多个移载导柱及输送安装板，所述驱动气缸固

定于所述第二固定底板上，所述驱动气缸的驱动轴与所述输送安装板相连，多个所述移载

导柱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第二固定底板上，多个所述移载导柱的另一端与所述输送安装板固

定连接。

[0013] 所述第一育苗输送线、第二育苗输送线、第一成长输送线、第二成长输送线的上方

分别安装有LED灯，所述第一育苗输送线、第二育苗输送线、第一成长输送线、第二成长输送

线的下方分别安装有营养液槽。

[0014] 所述龙门架机械手包括龙门架、以及位于所述龙门架上的移动装置及机械手组

件，所述机械手组件与所述移动装置相连，所述移动装置带动所述机械手组件在X轴、Y轴及

Z轴上移动。

[0015] 所述机械手组件包括第一驱动组件以及两个与所述第一驱动组件相连的机械手，

两个所述机械手相对设置于所述第一驱动组件的两侧，所述第一驱动组件驱动两个机械手

相向或相对移动，所述机械手包括机械臂及固定于所述机械臂底部的夹爪，所述夹爪至少

包括两个上下相对设置的夹持部，所述夹持部为半圆弧形结构，两个所述夹爪的半圆弧形

结构的凹面相对。

[0016] 下面对本发明的优点或原理进行说明：

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的龙门架机械手、育苗区、成长区位于无菌培养室内，幼苗输送

线及成长输出线的部分也位于无菌培养室内，无菌培养室为植株的生长提供了无菌的环

境。使用本发明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进行植株的培育时，可首先在育苗区及成长区放

置植株托盘，然后在室外通过手动将幼苗植株放置于幼苗输送线上。接着幼苗输送线将幼

苗植株输送至无菌培养室内，然后通过龙门架机械手将幼苗植株搬运至育苗区进行培育，

当幼苗植株长成成苗时，再通过龙门架机械手将成苗植株搬运至成长区，待成苗植株在成

长区生长成可收获的成品植株后，通过龙门架机械手将成苗植株搬运至成品输出线，由成

品输出线将成品植株输送至无菌培养室外进行收割。本发明的植株的上苗、搬运及收获成

品等均采用自动的方式实现，减少了人工的介入，该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

较高。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施例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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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本实施例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实施例的幼苗输送线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实施例的龙门架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实施例的机械手组件的局部放大图；

图6是本实施例的机械手组件的另一局部放大图；

图7是本实施例的育苗区与成长区的组合结构示意图；

图8是本实施例的升降机的结构示意图一；

图9是本实施例的升降机的结构示意图二；

图10是本实施例的升降机的结构示意图三；

图11是本实施例的第一移动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12是本实施例的第一移动机构的另一结构示意图；

图13是本实施例的直角转弯装置与成长线的组合示意图；

图14是本实施例的直角转弯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一；

图15是本实施例的直角转弯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二；

图16是本实施例的直角转弯装置的结构示意图三；

图17是本实施例的第三成长输送线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19]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一种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包括无菌培养室10、

幼苗输送线20、成品输出线30，以及位于无菌培养室10内的龙门架机械手40、育苗区50及成

长区60，幼苗输送线20及成品输出线30的部分也位于无菌培养室10内。幼苗输送线20位于

育苗区50的一端，幼苗输送线20上的植株可通过龙门架机械手40搬运至育苗区50，育苗区

50的植株可通过龙门架机械手40搬运至成长区60，成品输出线30位于成长区60的一端，成

长区60的植株可通过龙门架机械手40搬运至成品输出线30上。

[0020] 使用本实施例的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进行植株的培育时，可首先在育苗区50及

成长区60放置空的植株托盘，其中，一个植株托盘上开设有二十五个定植篮放置孔，用于放

置二十五株幼苗植株或九株成苗植株，然后在室外通过手动将种植有幼苗植株的定植篮放

置于幼苗输送线20上。接着幼苗输送线20将幼苗植株输送至无菌培养室10内，然后通过龙

门架机械手40将幼苗植株抓取后搬运至育苗区50进行培育。当幼苗植株长成成苗时，再通

过龙门架机械手40将成苗植株搬运至成长区60上，待成苗植株在成长区60生长成可收获的

成品植株后，通过龙门架机械手40将成品植株搬运至成品输出线30，由成品输出线30将成

品植株输送至无菌培养室10外进行收割。本实施例的植株的上苗、移栽及收获成品等均采

用自动的方式实现，减少了人工的介入，该植物工厂自动化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较高。

[0021] 本实施例的幼苗输送线20与成品输出线30的结构相同，输送方向相反。如图3所

示，幼苗输送线20及成品输送线均包括输送支架21及位于输送支架21上的第一驱动电机

22、第一主动轴23、从动轴24及第一输送皮带25。其中，第一驱动电机22的输出轴上设有第

一主动链轮26，第一主动轴23的一端安装有第一从动链轮27，第一主动链轮26与第一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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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轮27通过第一传动链28动力连接。第一主动轴23与从动轴24分别位于输送支架21的相对

的两端，第一主动轴23与从动轴24通过第一输送皮带25转动连接。第一驱动电机22驱动第

一主动链轮26转动，第一主动链轮26通过第一传动链28带动第一从轮链轮27转动，第一从

动链轮27带动第一主动轴23转动，第一主动轴23通过皮带带动从动轴24转动，第一输送皮

带25在移动的过程中带动幼苗植株移动至无菌培养室10内，或带动成品植株移动至无菌培

养室10外。

[0022] 当幼苗植株移动至无菌培养室10内后，由龙门架机械手40对幼苗植株进行移栽。

如图4至图6所示，本实施例的龙门架机械手40包括龙门架41、移动装置42及机械手组件43。

优选地，龙门架41包括四个竖向支架412及四个横向支架411，四个横向支架411分别固定于

四个竖向支架412的顶端，四个横向支架411依次首尾相连，龙门架机械手40可通过竖向支

架412固定于地面上。移动装置42固定安装于龙门架41上，机械手组件43固定安装于移动装

置42上，移动装置42带动机械手组件43在龙门架41上移动。幼苗输送线20及成品输出线30

的一端位于龙门架41内。

[0023] 移动装置42包括X轴移动机构421、Y轴移动机构422及Z轴移动机构423，Y轴移动机

构422固定安装于龙门架41上，X轴移动机构421与Y轴移动机构422相连，Z轴移动机构423与

X轴移动机构421相连，机械手组件43与Z轴移动机构423相连。Y轴移动机构422带动X轴移动

机构421、Z轴移动机构423、机械手组件43在Y轴方向上移动，X轴移动机构421带动Z轴移动

机构423及机械手组件43在X轴方向上移动，Z轴移动机构423带动机械手组件43在Z轴方向

上移动。

[0024] Y轴移动机构422包括两个相对设置于两个横向支架411上的Y轴导轨4221、Y轴驱

动组件及Y轴移动底板4222，Y轴移动底板4222通过滑块滑动设置于两个Y轴导轨4221上，Y

轴驱动组件驱动Y轴移动底板4222在Y轴导轨4221上移动，X轴移动机构421固定安装于Y轴

移动底板4222上。

[0025] Y轴驱动组件包括Y轴驱动电机4223及Y轴驱动齿条4224，Y轴驱动齿条4224固定于

任一Y轴导轨4221的一侧，且位于两个Y轴导轨4221之间。Y轴驱动电机4223固定于Y轴移动

底板4222上，Y轴驱动电机4223的驱动主轴上连接有Y轴驱动齿轮4225，Y轴驱动齿轮4225与

Y轴驱动齿条4224相啮合。Y轴驱动电机4223驱动Y轴驱动齿轮4225转动，由于Y轴驱动齿轮

4225与Y轴驱动齿条4224相啮合，Y轴移动底板4222由于Y轴驱动电机4223的驱动，在Y轴导

轨4221上移动，从而带动机械手组件43在Y轴方向上移动。

[0026] X轴移动机构421包括两个相对设置的X轴导轨4211、X轴驱动组件及X轴移动底板

4212，两个X轴导轨4211位于Y轴移动底板4222上，X轴移动底板4212通过滑块滑动设置于两

个X轴导轨4211上，X轴驱动组件驱动X轴移动底板4212在X轴导轨4211上移动。

[0027] X轴驱动组件包括X轴驱动电机4213及X轴驱动齿条4214，X轴驱动齿条4214固定于

任一X轴导轨4211的一侧，且位于两个X轴导轨4211之间。X轴驱动电机4213固定于X轴移动

底板4212上，X轴驱动电机4213的驱动主轴上连接有X轴驱动齿轮4215，X轴驱动齿轮4215与

X轴驱动齿条4214相啮合。X轴驱动电机4213驱动X轴驱动齿轮4215转动，由于X轴驱动齿轮

4215与X轴驱动齿条4214相啮合，X轴移动底板4212由于X轴驱动电机4213的驱动，在X轴导

轨4211上移动，从而带动机械手组件43在X轴方向上移动。

[0028] Z轴移动机构423固定安装于X轴移动底板4212上。Z轴移动机构423包括两个Z轴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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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4231、Z轴固定底板4232、Z轴驱动组件、Z轴滑动底板4233，Z轴固定底板4232与X轴移动底

板4212固定连接，Z轴驱动组件固定于Z轴固定底板4232上，两个Z轴导轨4231相对设置于Z

轴固定底板4232上，Z轴滑动底板4233通过滑块滑动设置于两个Z轴导轨4231上，Z轴驱动组

件与Z轴滑动底板4233相连。Z轴驱动组件包括Z轴驱动电机4234及滚珠丝杆4235，Z轴驱动

电机4234的驱动主轴与滚珠丝杆4235相连，滚珠丝杆4235的两端分别通过固定座固定于Z

轴固定底板4232上，Z轴滑动底板4233与滚珠丝杆4235上的丝杆螺母固定连接。Z轴驱动电

机4234驱动滚珠丝杆4235转动，滚珠丝杆4235通过丝杆螺母驱动Z轴滑动底板4233在Z轴方

向上移动，从而带动机械手组件43在Z轴方向上移动。

[0029] 机械手组件43包括第一驱动组件431以及两个与第一驱动组件431相连的机械手，

两个机械手相对设置于第一驱动组件431的两侧，第一驱动组件431驱动两个机械手相向或

相对移动。机械手包括机械臂432及固定于机械臂432底部的夹爪，夹爪包括两个上下相对

设置的夹持部433，夹持部433为半圆弧形结构，两个夹爪的半圆弧形结构的凹面相对。夹爪

还包括夹持固定板434，两个夹持部433分别与夹持固定板434的上侧边及下侧边相连。优选

地，第一驱动组件431为驱动气缸。

[0030] 机械手组件43与移动装置42相连，移动装置42带动机械手组件43在龙门架41上移

动，从而通过机械手组件43将种植于定植篮内的植株搬运至指定位置。机械手组件43的机

械臂432包括两个夹爪，当两个夹爪移动至定植篮的两侧边后，通过驱动两个夹爪相对移动

抓取定植篮，然后对定植篮进行搬运。当带动定植篮搬运至指定位置后，通过驱动两个夹爪

相向移动，从而松开定植篮。本实施例通过机械手组件43实现植株的搬运，相比于人工搬

运，提高了搬运效率。

[0031] 每一个夹爪包括两个夹持部433，两个夹持部433分别从定植篮的不同部位进行抓

取，令抓取后的定植篮固定的更加牢固。夹持部433为半圆弧形结构，两个夹爪的夹持部433

在抓取时，组成一整个圆形结构，该结构与定植篮的外形结构相匹配，令夹持部433能更好

的抓取定植篮。

[0032] 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的育苗区50包括第一固定架51、以及位于第一固定架51上的

第一育苗输送线52及第二育苗输送线53，第一育苗输送线52位于第二育苗输送线53的上

方，育苗区50的两端分别设有升降机70，第一育苗输送线52与第二育苗输送线53上的植株

通过升降机70实现升降输送。

[0033] 如图2所示，成长区60包括相连的第一成长线61、第二成长线62及第三成长线63，

第一成长线61、第二成长线62及第三成长线63围成U型结构。如图7所示，第一成长线61、第

二成长线62及第三成长线63均包括第二固定架64、以及位于第二固定架64上的第一成长输

送线65及第二成长输送线66，第一成长输送线65位于第二成长输送线66的上方。第一成长

线61、第三成长线63的一端分别设有升降机70，第一成长线61、第三成长线63的第一成长输

送线65与第二成长输送线66上的植株通过升降机70实现升降输送。

[0034] 如图8至图12所示，本实施例的升降机70包括机架71、及固定于机架71上的第一升

降机构72及第一移动机构73，第一移动机构73与第一升降机构72相连，第一升降机构72带

动第一移动机构73上下移动。本实施例的机架71的下底板的底部设有四个蹄脚74。

[0035] 第一移动机构73包括第一固定底板730及第一移动驱动组件，第一移动驱动组件

位于第一固定底板730上。第一移动驱动组件包括第一移动驱动电机731、同步带732、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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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轮733、第二同步轮734、第二主动轴735及两个第一输送组件736。第一移动驱动电机

731通过电机安装板固定于第一固定底板730上，第一同步轮733位于第一固定底板730的底

部，第一同步轮733与第一移动驱动电机731的驱动主轴相连，第二同步轮734套设于第二主

动轴735上，第一同步轮733与第二同步轮734通过同步带732动力连接，第二主动轴735的两

端分别与两个第一输送组件736相连。第一移动驱动电机731转动时驱动第一同步轮733转

动，第一同步轮733通过同步带732带动第二同步轮734转动，第二同步轮734带动第二主动

轴735转动，第二主动轴735同步驱动两个第一输送组件736转动。

[0036] 两个第一输送组件736相对设置，每一个第一输送组件736均包括两个第一立板

7361、第二输送皮带7362、第一驱动轮7363及第一张紧轮7364。其中，两个第一立板7361相

对设置于第一固定底板730上，第一驱动轮7363、第一张紧轮7364分别安装在两个第一立板

7361之间，且第一驱动轮7363、第一张紧轮7364分别相对设置于两个第一立板7361的两端。

第二主动轴735的端部依次穿过两个第一立板7361后与两个第一立板7361通过轴承旋转连

接，第一驱动轮7363套设于第二主动轴735上，两个第一立板7361之间固定有第一张紧轴

7365，第一张紧轮7364套设于第一张紧轴7365上，第一张紧轮7364可相对第一张紧轴7365

转动，第一驱动轮7363与第一张紧轮7364之间通过第二输送皮带7362转动连接。当第二主

动轴735转动时，第二主动轴735带动第一驱动轮7363转动，第一驱动轮7363通过第二输送

皮带7362带动第一张紧轮7364转动，从而带动位于第二输送皮带7362上的植株托盘移动。

[0037] 为了能够实现对第一张紧轮7364进行调节，本实施例还在两个第一立板7361上开

设有相对设置的第一调节槽7366，第一张紧轴7365的两端分别位于两个第一调节槽7366

内。两个第一立板7361上分别设有第一调节孔及两个第一张紧螺栓7367，第一调节孔的一

端与第一调节槽7366相通，第一张紧螺栓7367的一端穿过第一调节孔后与第一张紧轴7365

螺纹连接，第一张紧螺栓7367通过第一调节孔与第一立板7361活动连接，第一张紧轴7365

可相对第一立板7361进行移动。当需要对第一张紧轮7364进行调节时，可通过拧紧螺栓的

方向旋转第一张紧螺栓7367，第一张紧螺栓7367带动第一张紧轴7365移动至指定位置即

可。第一张紧轮7364的调节方式简单方便。

[0038] 第一固定底板730上设有相对设置的第一侧边及第二侧边，第一移动驱动组件位

于第一侧边与第二侧边之间。第一侧边设有输送口75，第二侧边安装有阻挡件76，植株托盘

通过输送口75输送至第一移动驱动组件后，由第一移动驱动组件驱动植株托盘移动，当植

株托盘移动至指定位置后，第一移动驱动组件停止移动。在植株托盘移动的过程中，阻挡件

76对植株托盘进行阻挡限位。

[0039] 为了实现第一升降机构72带动第一移动机构73上下升降移动，第一升降机构72包

括第一升降驱动组件、多个第一导向轴720、第一升降底板组件721。优选地，第一导向轴720

为四个，四个第一导向轴720的两端分别与机架71的上顶板、下底板相固定，每一个第一导

向轴720上分别滑动设置有一个直线轴承722，第一升降底板组件721与四个直线轴承722相

连，第一升降底板组件721还与第一升降驱动组件相连，第一升降底板组件721带动直线轴

承722在第一导向轴720上上下滑动。

[0040] 第一升降驱动组件包括第一升降驱动电机723、第二传动链724、第三传动链725，

以及分别固定于机架71上顶板及下底板的第一转动轴726、第二转动轴727。第一升降驱动

电机723通过电机安装座安装于机架71的上顶板上，第一升降驱动电机723的主轴上安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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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链轮7231，第一转动轴726上套设有第二链轮7261、第三链轮7262，第二转动轴727上套

设有第四链轮7271。第一链轮7231通过第二传动链724与第二链轮7261动力连接，第三链轮

7262通过第三传动链725与第四链轮7271动力连接，环形的第三传动链725的一侧链条与第

一升降底板组件721固定连接。

[0041] 第一升降驱动电机723转动时，驱动第一链轮7231转动，第一链轮7231通过第二传

动链724驱动第二链轮7261转动，第二链轮7261带动第一转动轴726转动，第一转动轴726带

动第三链轮7262转动，第三链轮7262通过第三传动链725带动第四链轮7271转动。第三传动

链725在转动的过程中，第三传动链725带动第一升降底板组件721移动。

[0042] 为了实现第一转动轴726、第二转动轴727的固定，本实施例在机架71的上顶板、下

底板上分别固定有一对固定轴承座77，第一转动轴726、第二转动轴727的两端分别与固定

轴承座77转动连接。

[0043] 第一升降机构72还包括连接板组件78，第一升降底板组件721通过连接板组件78

与第一移动机构73相连，进而通过第一连接板组件78带动第一移动机构73上下移动。

[0044] 植株托盘可通过输送线经输送口75输送至第一移动机构73，第一移动机构73可带

动植株托盘输送至指定位置。然后由第一升降机构72带动第一移动机构73及植株托盘上下

移动，当植株托盘移动至指定位置后，第一输送机构可经过输送口75将植株托盘输送出去。

本实施例的升降机在实现植株托盘在垂直方向升降的同时，还可对植株托盘进行输送，满

足多种使用需求。

[0045] 如图7、图13所示，本实施例在第一成长线61与第二成长线62之间、第二成长线62

与第三成长线63之间设有直角转弯装置80。第一成长线61与第二成长线62之间通过直角转

弯装置80实现转弯输送，第二成长线62与第三成长线63之间也通过直角转弯装置80实现转

弯输送。优选的，直角转弯装置80共四个，其中两个直角转弯装置80分别安装于第一成长线

61的第一成长输送线65、第二成长输送线66的一端，另外两个直角转弯装置80分别安装于

第三成长线63的第一成长输送线65、第二成长输送线66的一端。第一成长线61的第一成长

输送线65上的植株托盘可通过直角转弯装置80输送至第二成长线62的第一成长输送线65

上，第二成长线62的第一成长输送线65上的植株托盘可通过直角转弯装置80输送至第三成

长线63的第一成长输送线65上。第三成长线63的第二成长输送线66上的植株托盘可通过直

角转弯装置80输送至第二成长线62的第二成长输送线66上，第二成长线62的第二成长输送

线66上的植株托盘可通过直角转弯装置80输送至第一成长线61的第二成长输送线66上。

[0046] 如图14至图16所示，直角转弯装置80包括第二固定底板81及固定于第二固定底板

81上的第二输送机构及第二升降机构82，第二升降机构82与第二输送机构相连，第二升降

机构82带动第二输送机构上下移动。

[0047] 第二升降机构82包括第一驱动气缸821、多个移载导柱822及输送安装板823，第一

驱动气缸821固定于第二固定底板81上，第一驱动气缸821的驱动轴与输送安装板823相连，

多个移载导柱822的一端固定于第二固定底板81上，多个移载导柱822的另一端与输送安装

板823固定连接。优选地，移载导柱822的数量为四个，四个移载导柱822均布于第二固定底

板81上。第一驱动气缸821可驱动输送安装板823相对于第二固定底板81上下移动。

[0048] 为了实现第二升降机构82能够带动第二输送机构上下移动，本实施例将第二输机

构固定于输送安装板823上。输送安装板823包括安装底板8231及两个安装侧板8232，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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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侧板8232分别与安装底板8231相连，两个安装侧板8232相对设置。

[0049] 第二输送机构包括第二驱动电机830、主传动轴831及两个第二输送组件，第二驱

动电机830通过电机安装板固定于安装底板8231上，第二驱动电机830的驱动主轴上安装有

第二主动链轮832，主传动轴831上安装有第二从动链轮833，第二主动链轮832与第二从动

链轮833通过第四传动链834动力连接。主传动轴831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第二输送组件通过

轴承连接。两个第二输送组件分别固定于两个安装侧板8232上。

[0050] 第二输送组件包括主动轮835、从动轮836及输送带837，主动轮835套设于主传动

轴831上，从动轮836与主动轮835相对设置，从动轮836与主动轮835通过输送带837转动连

接，从动轮836通过旋转轴8321旋转设置于安装侧板8232上，从动轮836可相对旋转轴8321

转动。

[0051] 第二驱动电机830驱动带动第二主动链轮832转动，第二主动链轮832通过第四传

动链834带动第二从动链轮833转动，从而带动主传动轴831转动。主传动轴831带动主动轮

835转动，主动轮835通过输送带837带动从动轮836转动，从而对位于第二输送机构上的植

株托盘进行输送。

[0052] 为了对输送带837进行支撑，在主动轮835与从动轮836之间还设置有支撑轮838，

支撑轮838通过支撑轴839旋转设置于安装侧板8232上，支撑轮838可相对支撑轴839旋转，

优选地，支撑轮838位于环形的输送带837的中部。

[0053] 为了对输送带837的张紧程度进行调节，在安装侧板8232上开设有第二调节槽84，

在安装侧板8232的一侧固定安装有调节板86，调节板86上也开设有第二调节槽84，旋转轴

8321的一端通过第二张紧螺栓85活动设置于第二调节槽84内。第二张紧螺栓85与旋转轴

8321螺纹连接，通过旋转第二张紧螺栓85，旋转轴8321可相对第二调节槽84前后移动，从而

调节从动轮836的位置，对输送带837进行张紧或放松。

[0054] 本实施例在直角转弯装置80上还固定有阻挡机构87，阻挡机构87位于第二输送机

构的一侧边。阻挡机构87包括阻挡固定板871、阻挡气缸872及安装在阻挡气缸872上的阻挡

件873，阻挡固定板871通过方管组件固定于第二调节底板81上，阻挡气缸872固定于阻挡固

定板871上。当植株托盘接触阻挡机构87后，直角转弯装置80中的第二升降机构82开始工

作，将第二输送机构及其上的植株托盘抬升，上升到一定位置后，接着直角转弯装置80中的

第二输送机构开始工作，将植株托盘输送至下一条成长线，从而完成植株托盘在第一成长

输送线65上，从第一成长线61至第二成长线62、第二成长线62至第三成长线63之间，以及在

第二成长输送线66上，从第三成长线63至第二成长线62、第二成长线62至第一成长线61之

间的转弯输送。

[0055] 如图17所示，第一育苗输送线52、第二育苗输送线53、第一成长输送线65、第二成

长输送线66的上方分别安装有LED灯100，LED灯100为植株的生长提供光合作用光源。第一

育苗输送线52、第二育苗输送线53、第一成长输送线65、第二成长输送线66的下方分别安装

有营养液槽110。可在营养液槽110内盛放适合植物生长的适配营养液，植株的根系可浸泡

其中，从而为植株提供最佳的营养配给。

[0056] 本实施例的第一育苗输送线52、第二育苗输送线53、第一成长输送线65、第二成长

输送线66均可通过电机输送倍速链转动，进而驱动位于其上的植株托盘移动。

[0057]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按照本发明的上述内容，利用本领域的普通技术知

说　明　书 8/9 页

11

CN 112249613 A

11



识和惯用手段，在不脱离本发明上述基本技术思想前提下，本发明还可以做出其它多种形

式的修改、替换或组合，均落在本发明权利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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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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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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