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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双钢轮压路机，涉及

修路设备技术领域。其技术要点是：包括车架，车

架前端设有前钢轮，车架后端设有后钢轮，车架

于前钢轮正上方设有安装台，安装台上设有机械

臂组，机械臂组包括水平设于安装台上的铰接

轴，铰接轴长度方向与前钢轮端面平行，铰接轴

上铰接有承载臂，承载臂端部铰接有驱动臂，驱

动臂端部设有侧压轮；当路面层受到压路机前钢

轮的压力进行压实时，侧压轮压住路面层边缘，

防止路面层压力过大使前钢轮下面的路面层从

路边被挤压出来，车架上设有驱使承载臂与驱动

臂运动的驱动组件。本实用新型具有在碾压路边

时，防止路面层被挤出边部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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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包括车架（1），所述车架（1）前端设有前钢轮（2），所述车架（1）后

端设有后钢轮（3），其特征在于，所述车架（1）于所述前钢轮（2）正上方设有安装台（4），所述

安装台（4）上设有机械臂组（5），所述机械臂组（5）包括水平设于所述安装台（4）上的铰接轴

（51），所述铰接轴（51）长度方向与所述前钢轮（2）端面平行，所述铰接轴（51）上铰接有承载

臂（52），所述承载臂（52）端部铰接有驱动臂（53），所述驱动臂（53）端部设有侧压轮（6），所

述车架（1）上设有驱使所述承载臂（52）与所述驱动臂（53）运动的驱动组件（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7）包括设于

所述承载臂（52）与所述车架（1）间的升降液压缸（71）、设于所述承载臂（52）与所述驱动臂

（53）间的收缩液压缸（72），所述升降液压缸（71）铰接于所述车架（1）上，输出端与所述承载

臂（52）中部下表面铰接，所述收缩液压缸（72）与所述承载臂（52）中部下表面铰接，输出端

与所述驱动臂（53）中部铰接，所述车架（1）上设有液压油箱（73），所述液压油箱（73）分别与

所述升降液压缸（71）和所述收缩液压缸（72）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臂（53）端部铰接有

弓形架（8），所述侧压轮（6）转动连接于所述弓形架（8）内，所述弓形架（8）与所述驱动臂

（53）间设有驱动液压缸（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前钢轮（2）后方两侧对

称设有辅助压实装置（10），包括竖直设于所述车架（1）下方的支撑杆（101），所述支撑杆

（101）下端水平设有弓形的轮架（102），所述轮架（102）上水平设有辅助压轮（10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101）为液压伸

缩杆。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压轮（103）外侧端

面伸出所述前钢轮（2）外侧端面所在平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承载臂（52）与所述驱动

臂（53）均呈“H”型槽状结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车架（1）于所述后钢轮

（3）上方亦设有所述机械臂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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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钢轮压路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修路设备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双钢轮压路机。

背景技术

[0002] 压路机，又称压土机，是一种修路的设备，在工程机械中属于道路设备的范畴，广

泛用于高等级公路、铁路、机场跑道、大坝、体育场等大型工程项目的填方压实作业，可以碾

压沙性、半粘性及粘性土壤、路基稳定土及沥青混凝土路面层。压路机以机械本身的重力作

用，适用于各种压实作业，使被碾压层产生永久变形而密实。

[0003] 在公告号为CN206986681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双钢轮振动压路机，它

包括车架，设置在车架前端的前钢轮和设置在车架后端的后钢轮，所述前钢轮顶部设置有

前梁，所述后钢轮顶部设置有后梁，所述车架顶部设置有驾驶舱，所述驾驶舱和前梁之间设

置有柴油箱，所述柴油箱顶部呈凹陷状，所述前梁设置有若干个前洒水喷嘴，所述驾驶舱和

后梁之间设置有散热器，所述后梁设置有若干个后洒水喷嘴。优选，所述散热器顶部呈凹陷

状。改善双钢轮振动压路机洒水及轮面的视野，方便机手观察双钢轮振动压路机的洒水及

轮面情况，提升整机操作舒适性和压实效果。

[0004] 上述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当压路机在压路边时，容易使路面层从边部

挤出而影响路面铺设质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其具

有在碾压路边时，防止路面层被挤出边部的优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包括车架，所述车架前端设有前钢轮，所述车架后端设有后钢

轮，所述车架于所述前钢轮正上方设有安装台，所述安装台上设有机械臂组，所述机械臂组

包括水平设于所述安装台上的铰接轴，所述铰接轴长度方向与所述前钢轮端面平行，所述

铰接轴上铰接有承载臂，所述承载臂端部铰接有驱动臂，所述驱动臂端部设有侧压轮，所述

车架上设有驱使所述承载臂与所述驱动臂运动的驱动组件。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压路机对路边进行压实时，驱动组件会驱动承载臂向

下运动时，侧压轮与驱动臂随承载臂向下运动，当侧压轮下降到路面层边缘时，驱动组件驱

使驱动臂向前钢轮运动，使驱动臂端部的侧压轮压紧路面层边缘，再启动压路机向前行驶

对路面进行碾压，当路面层受到压路机前钢轮的压力进行压实时，侧压轮压住路面层边缘，

防止路面层压力过大使前钢轮下面的路面层从路边被挤压出来，而影响路面的铺设质量，

从而影响铺设进度，使铺设的路面更加平整。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驱动组件包括设于所述承载臂与所述车架间的升

降液压缸、设于所述承载臂与所述驱动臂间的收缩液压缸，所述升降液压缸铰接于所述车

架上，输出端与所述承载臂中部下表面铰接，所述收缩液压缸与所述承载臂中部下表面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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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输出端与所述驱动臂中部铰接，所述车架上设有液压油箱，所述液压油箱分别与所述升

降液压缸和所述收缩液压缸连接。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承载臂与车架间通过铰接设置升降液压缸，来驱动承

载臂在车架上做升降运动，升降液压缸可方便灵巧的布置驱动结构，本身结构紧凑且惯性

小，当压路机需要多路边进行压实时，升降液压缸可以稳定的驱动承载臂下降到适当位置，

在承载臂与驱动臂间通过铰接设置有收缩液压缸，来驱使驱动臂做收缩运动，当承载臂下

降到一定位置时，收缩液压缸驱使驱动臂相内侧收缩，使侧压轮稳定的压住路面层侧壁。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驱动臂端部铰接有弓形架，所述侧压轮转动连接

于所述弓形架内，所述弓形架与所述驱动臂间设有驱动液压缸。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在压实路面的路边为斜坡状时，设置在弓形架与驱动

臂间的驱动液压缸驱动弓形架绕驱动臂运动，使侧压轮可调整到与路边斜坡角度相当时，

再使侧压轮压在路边斜坡上，使压路机在路边工作时可以适应多种路边情况，增加压路机

的功能性，从而增大压路机的使用范围。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前钢轮后方两侧对称设有辅助压实装置，包括竖

直设于所述车架下方的支撑杆，所述支撑杆下端水平设有弓形的轮架，所述轮架上水平设

有辅助压轮。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压路机在对比较松软的路面进行压实时，前钢轮对路

面的压力大会使前钢轮边缘处路面层鼓起形成凸棱，当凸棱较高时，会被后钢轮挤压形成

折叠，从而影响路面铺设质量，所以在前钢轮后方设置有辅助压实装置，支撑杆会支撑轮架

内的辅助压轮对形成的凸棱进行碾压，使后压轮可以顺利的对路面进一步压实。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支撑杆为液压伸缩杆。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支撑杆设置为液压伸缩杆，使辅助压轮可以向上伸缩，

当压路机在正常碾压路面时，可以针对不同硬度的路面层对辅助压轮的高度进行调整，使

压路机对路面碾压时更加稳定。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辅助压轮外侧端面伸出所述前钢轮外侧端面所在

平面。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压路机在碾压路面时，前钢轮挤压鼓起的凸棱一般位于

前钢轮端面外侧，使辅助压轮伸出前钢轮外侧端面所在平面时，可以对鼓起的凸棱碾压更

加完全。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承载臂与所述驱动臂均呈“H”型槽状结构。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因“H”型槽钢刚性大，抗弯能力强且易于形成，固使承载

臂与驱动臂均采用“H”型槽钢，来增加机械臂组的承压能力。

[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车架于所述后钢轮上方亦设有所述机械臂组。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后钢轮上方亦设有所述机械臂组，使前钢轮在对路面

进行压实后，后钢轮对路面进一步压实时，亦可防止路面层被后钢轮从路边挤出而影响铺

设质量。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4] （1）通过设置安装台上的机械臂组以及侧压轮，当路面层受到压路机的压力进行

压实时，侧压轮压住路面层边缘，防止路面层压力过大使钢轮下面的路面层从路边被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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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0025] （2）通过设置前钢轮后方两侧对称设置辅助压实装置，当压路机在对比较松软的

路面进行压实时，前钢轮对路面的压力大会使前钢轮边缘处路面层鼓起形成凸棱，辅助压

轮对形成的凸棱进行碾压，使后压轮可以顺利的对路面进一步压实；

[0026] （3）通过设置承载臂与驱动臂均呈“H”型槽状结构，增加机械臂组的承压能力，在

车架的后钢轮上方也设有机械臂组，亦可防止路面层被后钢轮从路边挤出而影响铺设质

量。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一种双钢轮压路机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一种双钢轮压路机俯视图；

[0029] 附图标记：1、车架；2、前钢轮；3、后钢轮；4、安装台；5、机械臂组；6、侧压轮；7、驱动

组件；8、弓形架；9、驱动液压缸；10、辅助压实装置；51、铰接轴；52、承载臂；53、驱动臂；71、

升降液压缸；72、收缩液压缸；73、液压油箱；101、支撑杆；102、轮架；103、辅助压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参照图1，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双钢轮压路机，包括车架1，车架1前端安装有

前钢轮2，车架1后端安装有后钢轮3，车架1于前钢轮2正上方一体连接有长方形安装台4，安

装台4上安装有机械臂组5；如图2，机械臂组5包括水平一体连接于安装台4上的铰接轴51，

铰接轴51长度方向与前钢轮2端面平行，铰接轴51上铰接有承载臂52，使承载臂52可绕铰接

轴51运动，承载臂52端部铰接有驱动臂53，驱动臂53端部转动连接有侧压轮6，压路机在对

路边进行压实时，使侧压轮6压住路面层边缘，防止路面层压力过大使前钢轮2下面的路面

层从路面被挤压出来，车架1上安装有驱使承载臂52与驱动臂53运动的驱动组件7，驱使侧

压轮6压紧路面层侧边。

[0032] 如图1，驱动组件7包括设于所述承载臂52与车架1间的升降液压缸71、设于承载臂

52与驱动臂53间的收缩液压缸72，采液压缸驱动，因为液压缸可方便灵巧的布置驱动结构，

且本身结构紧凑且惯性小；升降液压缸71铰接于车架1上，输出端与承载臂52中部下表面铰

接，收缩液压缸72与承载臂52中部下表面铰接，输出端与驱动臂53中部铰接，车架1上安装

有长方体形的液压油箱73，液压油箱73分别与升降液压缸71和收缩液压缸72连接；驱动臂

53端部铰接有弓形架8，侧压轮6转动连接于弓形架8内，弓形架8与驱动臂53间安装有驱动

液压缸9；当在压实路面的路边为斜坡状时，使侧压轮6可调整到与路边斜坡角度相当时，再

使侧压轮6压在路边斜坡上，使压路机在路边工作时可以适应多种路边情况。

[0033] 如图1，前钢轮2后方两侧对称安装有辅助压实装置10，包括竖直设于所述车架1下

方的支撑杆101，具体为液压伸缩杆，支撑杆101下端水平设有弓形的轮架102，轮架102上水

平设有辅助压轮103，辅助压轮103外侧端面伸出前钢轮2外侧端面所在平面；当压路机在对

比较松软的路面进行压实时，前钢轮2对路面的压力大会使前钢轮2边缘处路面层鼓起形成

凸棱，辅助压轮103对形成的凸棱进行碾压，使后压轮可以顺利的对路面进一步压实；承载

臂52与驱动臂53均为“H”型槽状结构，增加机械臂组5的承压能力；在车架1的后钢轮3上方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1713596 U

5



也安装有机械臂组5，亦可防止路面层被后钢轮3从路边挤出而影响铺设质量。

[0034]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当压路机对路边进行压实时，升降液压缸71驱动承载臂

52向下运动，侧压轮6与驱动臂53随承载臂52向下运动，当侧压轮6下降到路面层边缘时，收

缩液压缸72驱使驱动臂53向前钢轮2运动，使驱动臂53端部的侧压轮6压紧路面层边缘；再

通过驱动液压缸9将辅助压轮103调整到适当高度，然后启动压路机向前行驶对路面进行碾

压，当路面层受到压路机的压力进行压实时，侧压轮6压住路面层边缘，防止前钢轮2与后钢

轮3下面的路面层从路边被挤压出来，而影响路面的铺设质量和铺设进度，使铺设的路面更

加平整。

[0035]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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