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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

统，包括机架、钵苗横向输送机构、钵苗纵向输送

机构、旋转支架、导苗管和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

械手，钵苗横向输送机构设置在机架上，钵苗纵

向输送机构设置在钵苗横向输送机构上，钵苗横

向输送机构用于带动钵苗纵向输送机构在水平

面上左右移动，钵苗纵向输送机构上放置有多个

钵苗盘，钵苗纵向输送机构用于带动钵苗盘在水

平面上前后移动，钵苗横向输送机构和钵苗纵向

输送机构的运动方向相互垂直，导苗管设置在机

架上且位于钵苗纵向输送机构前方。本实用新型

能实现水稻钵苗的自动喂入、抓取、夹紧、运送、

推离和栽植，可以连续栽植，稳定性好，自动化程

度高，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维修更换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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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1）、钵苗横向输送机构（2）、钵

苗纵向输送机构（3）、旋转支架（4）、导苗管（5）和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6），所述钵苗横

向输送机构（2）设置在机架（1）上，所述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设置在钵苗横向输送机构（2）

上，所述钵苗横向输送机构（2）用于带动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在水平面上左右移动，所述

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上放置有多个钵苗盘（7），所述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用于带动钵苗

盘（7）在水平面上前后移动，所述钵苗横向输送机构（2）和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的运动方

向相互垂直，所述导苗管（5）设置在机架（1）上且位于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前方；

所述旋转支架（4）一端通过转轴与机架（1）铰接，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6）设置在

旋转支架（4）一端，旋转支架（4）用于带动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6）在水平面上绕转轴

转动，并带动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6）在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上方和导苗管（5）上方

之间往复移动；

所述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6）包括提秧升降机构（61）和抓秧机构（62），所述提秧

升降机构（61）用于带动抓秧机构（62）上升或下降，所述抓秧机构（62）用于对钵苗盘（7）内

的钵苗进行抓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其特征在于，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

包括压盘装置（31）、步进电机（32）和两套型号尺寸相同的链条（33）和链轮（34），两套链条

（33）之间水平平行均匀设置有多个销轴（35），钵苗盘（7）背面设置有能与销轴（35）配合的

沟槽，所述钵苗盘（7）通过沟槽可拆卸安装在销轴（35）上；所述链条（33）用于通过带动销轴

（35）向前移动进而带动钵苗盘（7）向前移动；

所述压盘装置（31）对称设置在销轴（35）两端且固定在机架（1）上表面两侧，所述钵苗

纵向输送机构（3）上表面两侧的钵苗盘（7）外侧边位于压盘装置（31）和销轴（35）之间的间

隙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其特征在于，钵苗横向输送机构（2）

为滚珠丝杆机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抓秧机构（62）包括

筷子式秧爪（621）、推秧器（622）、秧爪固定平台（623）和推秧器升降机构（624），所述推秧器

升降机构（624）固定在秧爪固定平台（623）上方，筷子式秧爪（621）固定在秧爪固定平台

（623）下方，所述推秧器升降机构（624）用于带动推秧器（622）上下移动，使得推秧器（622）

相对靠近或远离筷子式秧爪（621），进而使得推秧器（622）和筷子式秧爪（621）夹紧或放松

钵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筷子式秧爪（621）

为开口向下的U形，且两臂下方为锥尖，两臂外侧设置有凸块（625），所述推秧器（622）下端

水平设置有八字形推秧块（626），所述推秧器（622）位于筷子式秧爪（621）的后方且用于带

动八字形推秧块（626）沿筷子式秧爪（621）外侧上下移动，所述推秧块两端位于凸块（625）

正下方，所述推秧器（622）用于通过带动推秧块上下移动靠近或远离凸块（625）对钵苗进行

夹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凸块（625）为三角

形凸块，且三角形的斜边朝下，所述推秧块两端相对的一侧开设有凹槽（627），凹槽（627）外

侧面为斜面，且推秧块两端位于凸块（625）正下方时，凹槽（627）的外侧面与凸块（625）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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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贴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提秧升降机构（61）

和推秧器升降机构（624）均为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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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钵苗移栽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水稻移栽技术主要适用于小面积种植，按照秧苗的类型可以可分为毯状苗插秧技

术和钵苗移栽技术。毯状苗插秧技术的钵苗比较整齐划一且苗直立性较好，但是分秧钢针

在取苗的过程中，钵苗根部由于撕扯作用会受到较大的损伤，钵土内的营养基质大部分丢

失，钵苗生长发育周期长，后期生长发育追肥量高，造成不必要成本的增加。钵苗移栽技术

利用塑料钵盘培育钵苗，分插机构再抓取钵苗时对苗根系损伤较小，栽植后根部的营养基

质基本保留，有效分蘖多，栽植深度浅，能够充分利用光照等自然条件来积累温度，生长较

快。钵苗移栽机械的研究前景大,并具有市场潜力。

[0003] 取苗机械手是钵苗移栽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是夹持钵苗的基质，快速平

稳准确地将钵苗送至栽植机构，并尽可能减少“伤秧”和“基质丢失”现象的发生。目前的取

苗方式主要分成两种，迎面扎取式和顶出夹取式。迎面扎取式取苗是直接将秧爪插入钵苗

基质中，靠秧爪的夹紧力和秧爪与基质之间的摩擦力完成钵苗的抓取；而顶出夹取式取苗

需要设计一个顶出机构，从苗盘底部小孔向上将钵苗顶出。由于顶出夹取式相比于迎面扎

取式多一道工序，涉及的结构会更加复杂，并且难以实现动作同步，在田间恶劣环境下工作

时稳定性较差。并且目前的取苗机械手大都是机械式的，机构比较复杂，自动化程度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

统，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包括机架、钵苗横向输送机构、钵苗纵向输送机构、

旋转支架、导苗管和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所述钵苗横向输送机构设置在机架上，所述

钵苗纵向输送机构设置在钵苗横向输送机构上，所述钵苗横向输送机构用于带动钵苗纵向

输送机构在水平面上左右移动，所述钵苗纵向输送机构上放置有多个钵苗盘，所述钵苗纵

向输送机构用于带动钵苗盘在水平面上前后移动，所述钵苗横向输送机构和钵苗纵向输送

机构的运动方向相互垂直，所述导苗管设置在机架上且位于钵苗纵向输送机构前方；

[0006] 所述旋转支架一端通过转轴与机架铰接，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设置在旋转支

架一端，旋转支架用于带动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在水平面上绕转轴转动，并带动双升

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在钵苗纵向输送机构上方和导苗管上方之间往复移动；

[0007] 所述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包括提秧升降机构和抓秧机构，所述提秧升降机构

用于带动抓秧机构上升或下降，所述抓秧机构用于对钵苗盘内的钵苗进行抓取。

[0008] 进一步的，钵苗纵向输送机构包括压盘装置、步进电机和两套型号尺寸相同的链

条和链轮，两套链条之间水平平行均匀设置有多个销轴，钵苗盘背面设置有能与销轴配合

的沟槽，所述钵苗盘通过沟槽可拆卸安装在销轴上；所述链条用于通过带动销轴向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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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带动钵苗盘向前移动；

[0009] 所述钵苗纵向输送机构上表面两侧的钵苗盘外侧边位于压盘装置和销轴之间的

间隙内。

[0010] 进一步的，钵苗横向输送机构为滚珠丝杆机构。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抓秧机构包括筷子式秧爪、推秧器、秧爪固定平台和推秧器升降机

构，所述推秧器升降机构固定在秧爪固定平台上方，筷子式秧爪固定在秧爪固定平台下方，

所述推秧器升降机构用于带动推秧器上下移动，使得推秧器相对靠近或远离筷子式秧爪，

进而使得推秧器和筷子式秧爪夹紧或放松钵苗。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筷子式秧爪为开口向下的U形，且两臂下方为锥尖，两臂外侧设置

有凸块，所述推秧器下端水平设置有八字形推秧块，所述推秧器位于筷子式秧爪的后方且

用于带动八字形推秧块沿筷子式秧爪外侧上下移动，所述推秧块两端位于凸块正下方，所

述推秧器用于通过带动推秧块上下移动靠近或远离凸块对钵苗进行夹紧。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凸块为三角形凸块，且三角形的斜边朝下，所述推秧块两端相对的

一侧开设有凹槽，凹槽外侧面为斜面，且推秧块两端位于凸块正下方时，凹槽的外侧面与凸

块的下表面贴合。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提秧升降机构和推秧器升降机构均为气缸。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能实现水稻钵苗的自动喂入、抓取、夹紧、

运送、推离和栽植，可以连续栽植，稳定性好，自动化程度高，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维修更

换方便。本实用新型的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采用两个升降机构即可完成钵苗的抓取、

夹紧和推离，结构简单新颖，反应速度快，自动化程度高，采用的筷子式秧爪侧面设置有两

个凸块，配合推秧器升降气缸可以夹紧钵苗，防止钵苗从取苗点运送至投苗点的过程中掉

落，减少漏栽现象的发生，移栽质量好。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推秧器的八字型推秧块可以有效

地钵苗推离筷子式秧爪，避免出现夹秧现象，提高移栽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送苗路线示意图；

[0017] 图2是钵苗输送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是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下端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是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中各标号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0023] 1、机架；2、钵苗横向输送机构；3、钵苗纵向输送机构；4、旋转支架；5、导苗管；6、双

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7、钵苗盘；61、提秧升降机构；62、抓秧机构；31、压盘装置；32、步进

电机；33、链条；34、链轮；35、销轴；621、筷子式秧爪；622、推秧器；623、秧爪固定平台；624、

推秧器升降机构；625、凸块；626、八字形推秧块；627、凹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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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5]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

直”、“水平”、“内”、“外”“顺时针”“逆时针”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

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

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

限制。

[0026] 如图1‑图3所示，一种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包括机架1、钵苗横向输送机构2、钵

苗纵向输送机构3、旋转支架4、导苗管5和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6，所述钵苗横向输送机

构2设置在机架1上，所述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设置在钵苗横向输送机构2上，所述钵苗横向

输送机构2用于带动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在水平面上左右移动，所述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上

放置有多个钵苗盘7，所述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用于带动钵苗盘7在水平面上前后移动，所述

钵苗横向输送机构2和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的运动方向相互垂直，所述导苗管5设置在机架1

上且位于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前方，

[0027] 所述旋转支架4一端通过转轴与机架1铰接，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6设置在旋

转支架4一端，旋转支架4用于带动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6在水平面上绕转轴转动，并带

动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6在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上方和导苗管5上方之间往复移动；

[0028] 所述双升降型气动取苗机械手6包括提秧升降机构61和抓秧机构62，所述提秧升

降机构61用于带动抓秧机构62上升或下降，所述抓秧机构62用于对钵苗盘7内的钵苗进行

抓取。

[0029]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钵苗纵向输送机构3包括压盘装置31、步进电机32和两套型号

尺寸相同的链条33和链轮34，两套链条33之间水平平行均匀设置有多个销轴35，钵苗盘7背

面设置有能与销轴35配合的沟槽，所述钵苗盘7通过沟槽可拆卸安装在销轴35上；所述链条

33用于通过带动销轴35向前移动进而带动钵苗盘7向前移动；

[0030] 所述压盘装置31对称设置在销轴35两端且固定在机架1上表面两侧，所述钵苗纵

向输送机构3上表面两侧的钵苗盘7外侧边位于压盘装置31和销轴35之间的间隙内。

[0031]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钵苗横向输送机构2为滚珠丝杆机构。

[0032] 如图4‑图6所示，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抓秧机构62包括筷子式秧爪621、推秧器

622、秧爪固定平台623和推秧器升降机构624，所述推秧器升降机构624固定在秧爪固定平

台623上方，筷子式秧爪621固定在秧爪固定平台623下方，所述推秧器升降机构624用于带

动推秧器622上下移动，使得推秧器622相对靠近或远离筷子式秧爪621，进而使得推秧器

622和筷子式秧爪621夹紧或放松钵苗。

[0033]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筷子式秧爪621为开口向下的U形，且两臂下方为锥尖，两

臂外侧设置有凸块625，所述推秧器622下端水平设置有八字形推秧块626，所述推秧器622

位于筷子式秧爪621的后方且用于带动八字形推秧块626沿筷子式秧爪621外侧上下移动，

所述推秧块两端位于凸块625正下方，所述推秧器622用于通过带动推秧块上下移动靠近或

远离凸块625对钵苗进行夹紧。

[0034]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凸块625为三角形凸块，且三角形的斜边朝下，所述推秧

块两端相对的一侧开设有凹槽627，凹槽627外侧面为斜面，且推秧块两端位于凸块625正下

方时，凹槽627的外侧面与凸块625的下表面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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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提秧升降机构61和推秧器升降机构624均为气缸。

[0036] 本实施例中，钵苗盘为水稻钵苗盘，采用406孔的水稻育秧钵苗软塑料盘，横向14

个孔，纵向29个孔，穴孔呈正四棱台形状，下方开有渗水小孔，穴距为20mm，钵苗纵向输送机

构和钵苗横向输送机构的移动一个单位的距离均为20mm。

[0037] 本实施例中，本实用新型的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水稻用于水稻钵苗的移栽，

[0038] 所述的推秧器升降机构的气缸的行程为20mm，其活塞杆提升至最上方时，推秧器

的八字型推秧块的上表面与筷子式秧爪凸起的上表面齐平。提秧升降机构的气缸的行程为

40mm，两个气缸由同一气泵供气。

[0039] 使用时，将本实用新型的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放置在行走机构上，如图1所示，

取喂苗系统一次可以移栽两株水稻钵苗，抓取水稻钵苗的位置为取苗点A1、A2，即靠近导苗

管的最前端一排水稻钵苗，投放水稻钵苗的位置为投苗点B1和B2，取苗点和投苗点的位置在

移栽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序号1‑14表示水稻钵苗的移栽顺序，每次移栽一行水稻钵苗，钵

苗横向输送机构需要横向移动六次，移栽下一行水稻钵苗时，钵苗纵向输送机构需要纵向

移动一次，水稻钵苗输送装置呈“己”字型的喂苗路线。取苗机械手将水稻钵苗从苗盘中取

出后，跟随着旋转支架转动将水稻钵苗移至导苗管的上方，水稻钵苗沿着导苗管栽植在水

田中，最前端一排水稻钵苗被移栽完毕后，剩下一排空的钵苗盘，然后钵苗纵向输送机构继

续向前移动一个株距，链条带动空钵苗盘移动到压盘装置外，随着链条转动掉落到下方的

苗盘回收箱内，后一排水稻钵苗被移动到前端位置，同时行走机构带动取喂苗系统向前移

动一个株距，继续进行栽植，如此往复进行，可连续移栽水稻钵苗，并对空钵苗盘进行回收。

[004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过程为：

[0041] 钵苗纵向输送机构的链轮由步进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链轮轴进行驱动，当一行苗

取完之后，步进电机转动一定角度使得钵苗盘向前移动一个穴距，给步进电机一定规律的

脉冲，将步进电机的间歇旋转运动转化成钵苗盘间歇直线运动。整个纵向移动机构固定在

直线轴承座，可以在光轴上横向移动，摩擦阻力小，光轴承担着纵向送苗机构的全部重量。

同时在喂苗机构下方安装有滚珠丝杠结构，同样滚珠丝杠的丝杠由步进电机连接着联轴器

驱动，丝杠的旋转运动带动螺母直线运动，螺母直线运动带着钵苗纵向输送机构做横向运

动。取苗机械手的筷子式秧爪在提秧升降机构的作用下插入至水稻钵苗的基质中，与此同

时推秧杆升降气缸通过联轴器将推秧器提升至筷子式秧爪的凸起上方，秧爪之间的距离缩

小，夹紧水稻钵苗。然后提秧升降机构将水稻钵苗提升，脱离钵苗盘，完成抓取夹紧提升动

作。随后取喂苗系统将水稻钵苗送至导苗管的上方，此时，推秧杆升降气缸向下通过推秧器

将水稻钵苗推离秧爪。最后在取喂苗系统作用下，取苗机械手沿原路返回取苗点，完成了一

个取苗周期。

[0042] 在全自动钵苗取喂苗系统中，取苗机械手抓取水稻钵苗的位置保持不变，将水稻

钵苗推离筷子式秧爪的位置也保持不变，水稻钵苗输送装置呈“己”字型喂苗路线，取苗机

械手将水稻钵苗从苗盘中取出后，步进电机驱动旋转支架，取苗机械手绕定轴旋转将水稻

钵苗移至导苗管的正上方，在推秧器的作用下，水稻钵苗脱离筷子式秧爪沿着导苗管栽植

到水田中，当水稻钵苗脱离秧爪的位置距离地面750‑1500mm时，秧苗栽植深度可以满足农

艺要求。

[0043] 移栽完毕后，取苗机械手最后又在旋转支架的作用下，返回至下一个待取钵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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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上方，继续进行钵苗栽植。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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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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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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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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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2

CN 213755659 U

1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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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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