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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

条打捆系统及实现方法，涉及农业装备领域，所

述打捆系统由底板、若干个绑条打捆机构和横向

输送机构构成，叶菜在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的

动力和导流板的作用下向弹性绑条推送，当叶菜

对弹性绑条的推力达到其弹性形变所需的力时，

弹性绑条从凹槽弹出并瞬时弯曲变形将该部分

叶菜打捆，叶菜捆沿斜面和重力作用下躺倒在横

向输送机构上并被横向送出。本发明通过弹性绑

条的有序释放和瞬时弯曲变形，仅依靠输送动力

即实现定量叶菜的快速打捆，结构与方法简单可

靠，易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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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2)和n个绑条打捆

机构和横向输送机构(4)，n个绑条打捆机构安装于底板(2)上；所述底板(2)由水平面(10)

和斜面(11)固连而成，水平面(10)上安装绑条打捆机构，斜面(11)为叶菜倾倒的过渡平面，

叶菜倾倒后由横向输送机构(4)进行输送；所述绑条打捆机构包括支撑架(3)、限位开关

(5)、电磁铁(7)、k只弹性绑条(8)和导流板(9)，每对支撑架(3)竖直相对安装于水平面(10)

上，支撑架(3)内侧上端设有纵向凹槽(6)，凹槽(6)顶端为敞口，限位开关(5)安装在凹槽

(6)最低点，电磁铁(7)安装于支撑架(3)上，电磁铁(7)的安装高度大于叶菜的最高高度，弹

性绑条(8)两端置于凹槽(6)中，导流板(9)相对于绑条打捆机构中心线两侧对称安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可与

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1)配合使用，每个绑条打捆机构正对着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1)

的1～m行，水平面(10)与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1)相连接，且水平面(10)与分行夹持有序

输送系统(1)的出口所在平面保持一致；所述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1)的总行数N＝n×m，

其中N、n、m均为整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绑

条(8)的个数k取决于凹槽(6)的高度H和弹性绑条(8)的宽度W，k＝H/W。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

(6)最低点与水平面(10)的距离是叶菜高度的1/3～2/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板

(9)出口与弹性绑条(8)的水平距离≤2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

(3)底端与斜面(11)起始线之间的水平距离≤2mm。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的实现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叶菜在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1)的动力和导流板(9)的推动作用下和弹性绑

条(8)发生接触；

步骤二，随着叶菜量的增加，叶菜对弹性绑条(8)的推力达到弹性绑条(8)的形变力，弹

性绑条(8)从凹槽(6)弹出并完成瞬时的弯曲变形，将该部分叶菜打捆；

步骤三，打捆完成的叶菜在斜面(11)和重力的作用下躺倒在横向输送机构(4)上并被

横向送出；

步骤四，当弹性绑条(8)从凹槽(6)弹出完成打捆时，限位开关(5)感应到凹槽(6)内无

弹性绑条(8)并触发电磁铁(7)动作，释放下一弹性绑条(8)；

步骤五，如此往复循环，进行叶菜的连续打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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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及实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装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及实

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各类蔬菜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但叶菜、特别是非结球类、鳞茎类叶菜的收获

包装问题成为蔬菜种植者面临的一大难题。现有的叶菜无序收获机方案，收割后叶菜无序

松散；目前开展的叶菜有序收获机研究，则侧重于有序的收割和向上输送，而输送后离散抛

出，造成杂乱铺放、松散装载量有限。机械化收获后收集的无序化，给后续的收集、运输和处

理造成了困难。中国专利(CN204392866U)公开了叶菜有序收获及收集装置，在叶菜夹持输

送后的出口处，叶菜由竖立式变为平躺于输送带上；中国专利(CN206585968)提出了一种叶

菜蔬菜有序、无序通用收获机方案，通过输送带扭转的夹持输送方式，实现叶菜由直立转为

侧向的有序堆放；上述方式均难以改变由于松散造成的收集装载量有限问题，同时在田间

复杂的地面和机身不平稳、振动条件下很难保证有序的效果。中国专利(CN106961919A)提

出了一种叶菜类植株收割机方案，采用带夹板的四周型输送链，将切割后的叶菜横向输送，

进而沿侧面输送至暂存区和落入收纳袋，该方案结构复杂，且切割后横向输送难度大、输送

量小。而发达国家的大型叶菜有序收获机，则通过在机身上增加若干劳动力，在叶菜收获、

输送出口处完成人工捆扎和收集，劳动力耗费巨大，更难以适应小规模种植和温室、大棚等

设施内的作业要求。

[0003] 目前叶菜包装均为收获后在处理区域完成，需经过收获、无序收集、无序运输，再

有序化和完成捆扎、装袋、封膜等处理，环节复杂，难度大。现有的各类叶菜自动捆扎机亦难

以满足鸡毛菜、芹菜、韭菜、三叶菜等各类普通叶菜、辛香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捆扎作业需

要，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0004] (1)有序收获后叶菜为连续夹持输送状态，而现有自动打捆机均需人工分捆喂入，

自动捆扎机仅实现自动打捆的单一动作；

[0005] (2)现有自动打捆机结构复杂、尺寸大，难以实现收获机有限机身宽度内的叶菜多

行同步打捆。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及实现方法，实现

叶菜的有序收获以及输送后的多行同步自动打捆收集。

[0007]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包括底板和n个绑条打捆机构和横向输

送机构，n个绑条打捆机构安装于底板上；所述底板由水平面和斜面固连而成，水平面上安

装绑条打捆机构，斜面为叶菜倾倒的过渡平面，叶菜倾倒后由横向输送机构进行输送；所述

绑条打捆机构包括支撑架、限位开关、电磁铁、k只弹性绑条和导流板，每对支撑架竖直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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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于水平面上，支撑架内侧上端设有纵向凹槽，凹槽顶端为敞口，限位开关安装在凹槽最

低点，电磁铁安装于支撑架上，电磁铁的安装高度大于叶菜的最高高度，弹性绑条两端置于

凹槽中，导流板相对于绑条打捆机构中心线两侧对称安装。

[0009] 上述方案中，该系统可与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配合使用，每个绑条打捆机构正

对着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的1～m行，水平面与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相连接，且水平面

与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的出口所在平面保持一致；所述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的总行数

N＝n×m，其中N、n、m均为整数。

[0010] 上述方案中，所述弹性绑条的个数k取决于凹槽的高度H和弹性绑条的宽度W，k＝

H/W。

[0011] 上述方案中，所述凹槽最低点与水平面的距离是叶菜高度的1/3～2/3。

[0012] 上述方案中，所述导流板出口与弹性绑条的水平距离≤2mm，所述支撑架底端与斜

面起始线之间的水平距离≤2mm。

[0013] 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的实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步骤一，叶菜在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的动力和导流板的作用下和弹性绑条发生

接触；

[0015] 步骤二，随着叶菜量的增加，叶菜对弹性绑条的推力达到弹性绑条的形变力，弹性

绑条从凹槽弹出并完成瞬时的弯曲变形，将该部分叶菜打捆；

[0016] 步骤三，打捆完成的叶菜在斜面和重力的作用下躺倒在横向输送机构上并被横向

送出；

[0017] 步骤四，当弹性绑条从凹槽弹出完成打捆时，限位开关感应到凹槽内无弹性绑条

并触发电磁铁动作，释放下一弹性绑条；

[0018] 步骤五，如此往复循环，进行叶菜的连续打捆。

[0019] 本发明具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利用弹性绑条的工作原理，设计了堆放弹性绑条且

有凹槽结构的支撑架、防止叶菜散乱输送的导流板、控制弹性绑条有序释放的电磁铁及检

测弹性绑条动作时序的限位开关，共同组成了一种简单易控制的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

打捆系统，将叶菜的切割、分行夹持有序输送、打捆、捆后运输有机结合，从而有效解决了叶

菜分行有序切割之后的打捆收集问题，避免了叶菜的多次整理而造成的损伤，解决了叶菜

机械化收获的瓶颈，且该发明仅依靠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的输送动力实现叶菜的快速打

捆，结构与发放简单可靠。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弹性绑条作业示意图；

[0022] 图3为叶菜打捆后有序躺倒示意图；

[0023] 图中：1.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2.底板，3.支撑架，4.横向输送机构，5.限位开

关，6.凹槽，7.电磁铁，8.弹性绑条，9.导流板，10.水平面，11.斜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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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参照图1，叶菜有序收获机完成叶菜切割后，由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1夹持叶菜

并分为N行有序向上输送，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安装于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

统1的出口处，如图1所示，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由底板2、n个绑条打捆机构、

横向输送机构4构成，图1中绑条打捆机构的个数n为2。n个绑条打捆机构沿横向同一竖直平

面安装于底板2上，每一个绑条打捆机构正对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1的1～m行，分行夹持

有序输送系统1的总行数N＝n×m，其中N、n、m均为整数。

[0026] 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1由水平输送机构、2N个竖直输送机构、N个切割机构(切割

机构包括分禾器和切割器，分禾器的作用是把叶菜分拨到对应的输送带内，切割器用来切

割)组成，2N个竖直输送机构每两个为一组，每组等间距地固定在水平输送机构上，将水平

输送带分隔为N行，N行水平输送机构的末端安装有切割机构，其中水平输送机构由主动轮、

从动轮及水平输送带组成，竖直输送机构由主动轮、从动轮及竖直输送带组成，叶菜在切割

机构的作用下完成切割，两个竖直输送带夹持一行叶菜从切割机构方向往绑条打捆机构方

向运输，防止叶菜在上升过程中倾倒，叶菜的运输动力来自水平输送机构和竖直输送机构

两部分。横向输送机构4由主动轮、从动轮及输送带组成，打捆完成的叶菜躺倒在横向输送

机构上，由横向输送机构将其运送至储藏区。上述输送带两端分别与主动轮和从动轮安装

配合，输送带在主从动轮的带动下实现传输，其中主动轮安装有电机。

[0027] 如图2所示，其中底板2由水平面10和斜面11固连而成，水平面10上安装有绑条打

捆机构，且水平面10与地面平行安装，斜面11为叶菜倾倒的过渡平面，水平面10与分行夹持

有序输送系统1相焊接，且水平面10与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1的出口所在平面保持一致；

图2中，每一绑条打捆机构包括两个支撑架3、两个限位开关5、两个电磁铁7、k只弹性绑条8

和一对导流板9构成，弹性绑条：通过金属把铝片包在硅胶内，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和张力，受

力后发生弯曲变形包绕施力物体。每对支撑架3竖直相对安装于底板2上，支撑架3内侧上端

设有纵向凹槽6，凹槽6顶端是敞口的，凹槽6最低点距离底板2的高度为叶菜高度的1/3～2/

3，限位开关5安装于凹槽6最低点，电磁铁7安装于支撑架3上，电磁铁7的安装高度>叶菜的

最高高度，k只弹性绑条8两端置于两支撑架3上的凹槽6中，k只弹性绑条8由重力作用沿竖

直方向依次堆叠，k值取决于凹槽6的高度H和弹性绑条8的宽度W，其中k＝H/W。一对导流板9

与一个绑条打捆机构对应，两导流板与绑条打捆机构的中心线一致，导流板相对于绑条打

捆机构两侧对称安装，导流板9出口与弹性绑条8的水平距离不超过2mm，支撑架3底端与斜

面11起始线之间的水平距离不超过2mm。

[0028] 如图1-3所示，叶菜有序收获的同机绑条打捆系统的实现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29] 步骤一，叶菜在分行夹持有序输送系统1的动力和导流板9的作用下，向弹性绑条8

推送并和弹性绑条8发生接触；

[0030] 步骤二，随着叶菜量的不断增加，当叶菜对弹性绑条8的推力达到弹性绑条8弹性

形变所需的力时，弹性绑条8从凹槽6弹出并完成瞬时的弯曲变形，将该部分叶菜打捆；

[0031] 步骤三，打捆完成的叶菜在斜面11和重力的作用下躺倒在横向输送机构4上并被

横向送出；

[0032] 步骤四，当凹槽6内的弹性绑条8从凹槽6弹出完成打捆时，限位开关5感应到凹槽6

内无弹性绑条8时，向控制器发送反馈信号，控制器接收到反馈信号后给电磁铁7发送指令，

触发电磁铁7动作，释放下一弹性绑条8，在重力作用下落至凹槽6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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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步骤五，如此往复循环，进行叶菜的连续打捆；

[0034] 步骤六，当在设定的时间周期t内限位开关5一直感应到凹槽6内无弹性绑条8，向

控制器发送反馈信号，控制器发送指令触发报警，操作者停机并从凹槽6的上方开口处补充

弹性绑条8，进而启动继续作业。

[0035] 所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优选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不

背离本发明的实质内容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做出的任何显而易见的改进、替换

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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