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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路面施工技术领域，为了解决在

对路面进行铺设时存在物料在装置内堆积、不能

均匀铺设的问题，公开了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

设装置，包括活动座，活动座的底部设置有活动

轮，还包括活动设置在活动座靠近路面一侧的导

料机构，用于对路面进行铺设物料。本发明中导

料部件上下抖动的同时，带动升降部件在上料部

件内往复升降，对上料部件的内部进行疏通，升

降部件升降的同时带动活动导料件上下活动，活

动的活动导料件和促进上料部件开口处的物料

流动，避免物料在上料部件开口处堆积，同时充

气部件向推料部件内鼓入空气，气流从出气孔喷

出，进一步促进物料流向导料部件内部的两端，

保证铺设的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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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包括活动座，活动座的底部设置有活动轮，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活动设置在活动座靠近路面一侧的导料机构，用于对路面进行铺设物料；

所述导料机构包括两端均为倾斜设置的导料部件，导料部件靠近路面的一侧开设有出

料口；

还包括敲击机构，用于推动导料部件往复上下抖动；

还包括上料机构，用于向导料部件内进行上料，所述上料机构包括装有物料的储料壳

体，储料壳体的底部设置有上料部件，用于将储料壳体内的物料输送至导料部件内；

上料部件的内部活动设置有疏通机构，用于对上料部件的内部进行疏通；

所述疏通机构包括垂直设置在上料部件内部的升降部件，且升降部件延伸至导料部件

内部的一端活动设置有活动导料件，活动导料件靠近上料部件的一侧设置有推料机构；

所述推料机构包括安装在活动导料件侧面的推料部件，推料部件为中空结构，且推料

部件远离上料部件的一侧开设有出气孔，用于促进上料部件开口处的物料流动至导料部件

的两端；

还包括用于对推料部件内部充气的充气部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部件的

侧面设置有疏通部件，用于对上料部件内部进行疏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料壳体的

内部设置有搅拌机构，用于对储料壳体内的物料进行搅拌；

所述搅拌机构包括安装在储料壳体内部的转动件，转动件的侧面设置有搅拌部件，还

包括驱动转动件转动的搅拌驱动部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敲击机构包

括安装在活动座侧面的安装座，安装座的侧面设置有凸轮驱动部件，凸轮驱动部件的输出

轴设置有凸轮部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部件的

外壁通过缓冲机构与活动座的底部连接；

所述缓冲机构包括安装在活动座底部的固定件，固定件的内部通过弹性件连接有活动

件，活动件延伸至固定件外部的一端与导料部件的外壁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部件的

外壁设置有遮挡机构，用于控制出料口的出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遮挡机构包

括套设在导料部件外壁的遮挡部件，遮挡部件的一侧外壁开设有穿孔。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调节机

构，用于驱动遮挡部件在导料部件的外壁转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机构包

括安装在导料部件外壁的安装件，安装件的侧面设置有驱动部件，驱动部件的输出轴设置

有驱动齿轮；

遮挡部件的外壁设置有与驱动齿轮啮合的齿条。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其特征在于，推料部件为弧

形结构，且出气孔位于推料部件的内弧面。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3981775 A

2



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路面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路面工程包含路面基层施工技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

和特殊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等。其中混凝土混合料运送车辆到达摊铺地点后，一般是

人工找补均匀，再推平，存在效率低的问题。或者借助铺设装置施工，但是现有的铺设装置

在施工时存在物料在其内部堆积，不能均匀的铺设在路面。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而提出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

铺设装置。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包括活动座，活动座的底部设置有活动轮，还包括

活动设置在活动座靠近路面一侧的导料机构，用于对路面进行铺设物料；

[0006] 所述导料机构包括两端均为倾斜设置的导料部件，导料部件靠近路面的一侧开设

有出料口；

[0007] 还包括敲击机构，用于推动导料部件往复上下抖动；

[0008] 还包括上料机构，用于向导料部件内进行上料，所述上料机构包括装有物料的储

料壳体，储料壳体的底部设置有上料部件，用于将储料壳体内的物料输送至导料部件内；

[0009] 上料部件的内部活动设置有疏通机构，用于对上料部件的内部进行疏通；

[0010] 所述疏通机构包括垂直设置在上料部件内部的升降部件，且升降部件延伸至导料

部件内部的一端活动设置有活动导料件，活动导料件靠近上料部件的一侧设置有推料机

构；

[0011] 所述推料机构包括安装在活动导料件侧面的推料部件，推料部件为中空结构，且

推料部件远离上料部件的一侧开设有出气孔，用于促进上料部件开口处的物料流动至导料

部件的两端；

[0012] 还包括用于对推料部件内部充气的充气部件。

[0013] 优选的，所述升降部件的侧面设置有疏通部件，用于对上料部件内部进行疏通。

[0014] 优选的，所述储料壳体的内部设置有搅拌机构，用于对储料壳体内的物料进行搅

拌；

[0015] 所述搅拌机构包括安装在储料壳体内部的转动件，转动件的侧面设置有搅拌部

件，还包括驱动转动件转动的搅拌驱动部件。

[0016] 优选的，所述敲击机构包括安装在活动座侧面的安装座，安装座的侧面设置有凸

轮驱动部件，凸轮驱动部件的输出轴设置有凸轮部件。

[0017] 优选的，所述导料部件的外壁通过缓冲机构与活动座的底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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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所述缓冲机构包括安装在活动座底部的固定件，固定件的内部通过弹性件连接有

活动件，活动件延伸至固定件外部的一端与导料部件的外壁连接。

[0019] 优选的，所述导料部件的外壁设置有遮挡机构，用于控制出料口的出料。

[0020] 优选的，所述遮挡机构包括套设在导料部件外壁的遮挡部件，遮挡部件的一侧外

壁开设有穿孔。

[0021] 优选的，还包括调节机构，用于驱动遮挡部件在导料部件的外壁转动。

[0022] 优选的，所述调节机构包括安装在导料部件外壁的安装件，安装件的侧面设置有

驱动部件，驱动部件的输出轴设置有驱动齿轮；

[0023] 遮挡部件的外壁设置有与驱动齿轮啮合的齿条。

[0024] 优选的，推料部件为弧形结构，且出气孔位于推料部件的内弧面。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6] 使用时储料壳体内的物料经上料部件流至导料部件内，导料部件内的物料在其倾

斜的两端内部流淌，并经出料口流至路面实现铺设，同时敲击机构往复敲击导料部件，使得

导料部件上下抖动，促进路面物料在导料部件内流动，也好像路面物料能够从出料口有效

掉落至路面，且导料部件上下抖动的同时，带动升降部件在上料部件内往复升降，对上料部

件的内部进行疏通，升降部件升降的同时带动活动导料件上下活动，活动的活动导料件和

促进上料部件开口处的物料流动，避免物料在上料部件开口处堆积，同时充气部件向推料

部件内鼓入空气，气流从出气孔喷出，进一步促进物料流向导料部件内部的两端，保证铺设

的持续进行。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的遮挡机构结构剖视

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的图1中A处结构示意

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出的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的图1中B处结构示意

图。

[0031] 图中：1‑活动座、2‑上料机构、21‑储料壳体、22‑上料部件、3‑搅拌机构、31‑搅拌部

件、32‑转动件、33‑搅拌驱动部件、4‑敲击机构、41‑凸轮部件、42‑安装座、43‑凸轮驱动部

件、5‑导料机构、51‑导料部件、52‑出料口、6‑遮挡机构、61‑遮挡部件、62‑穿孔、7‑缓冲机

构、71‑固定件、72‑弹性件、73‑活动件、8‑调节机构、81‑驱动齿轮、82‑安装件、83‑驱动部

件、84‑齿条、9‑疏通机构、91‑升降部件、92‑疏通部件、10‑活动导料件、11‑推料机构、111‑

出气孔、112‑推料部件、113‑充气部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33] 参照图1至图4，一种道路桥梁用路面铺设装置，包括活动座1，活动座1的底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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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动轮，还包括活动设置在活动座1靠近路面一侧的导料机构5，用于对路面进行铺设物

料；

[0034] 所述导料机构5包括两端均为倾斜设置的导料部件51，导料部件51靠近路面的一

侧开设有出料口52；

[0035] 还包括敲击机构4，用于推动导料部件51往复上下抖动，促进路面物料在导料部件

51内流动，也好像路面物料能够从出料口52有效掉落至路面；

[0036] 还包括上料机构2，用于向导料部件51内进行上料，所述上料机构2包括装有物料

的储料壳体21，储料壳体21的底部设置有上料部件22，用于将储料壳体21内的物料输送至

导料部件51内；

[0037] 上料部件22的内部活动设置有疏通机构9，用于对上料部件22的内部进行疏通；

[0038] 所述疏通机构9包括垂直设置在上料部件22内部的升降部件91，且升降部件91延

伸至导料部件51内部的一端活动设置有活动导料件10，活动导料件10靠近上料部件22的一

侧设置有推料机构11；

[0039] 所述推料机构11包括安装在活动导料件10侧面的推料部件112，推料部件112为中

空结构，且推料部件112远离上料部件22的一侧开设有出气孔111，用于促进上料部件22开

口处的物料流动至导料部件51的两端；

[0040] 还包括用于对推料部件112内部充气的充气部件113，使用时储料壳体21内的物料

经上料部件22流至导料部件51内，导料部件51内的物料在其倾斜的两端内部流淌，并经出

料口52流至路面实现铺设，同时敲击机构4往复敲击导料部件51，使得导料部件51上下抖

动，促进路面物料在导料部件51内流动，也好像路面物料能够从出料口52有效掉落至路面，

且导料部件51上下抖动的同时，带动升降部件91在上料部件22内往复升降，对上料部件22

的内部进行疏通，升降部件91升降的同时带动活动导料件10上下活动，活动的活动导料件

10和12促进上料部件22开口处的物料流动，避免物料在上料部件22开口处堆积，同时充气

部件113向推料部件112内鼓入空气，气流从出气孔111喷出，进一步促进物料流向导料部件

51内部的两端，保证铺设的持续进行。

[004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升降部件91的侧面设置有疏通部件92，用于对上

料部件22内部进行疏通。

[004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储料壳体21的内部设置有搅拌机构3，用于对储料

壳体21内的物料进行搅拌；

[0043] 所述搅拌机构3包括安装在储料壳体21内部的转动件32，转动件32的侧面设置有

搅拌部件31，还包括驱动转动件32转动的搅拌驱动部件33。

[004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敲击机构4包括安装在活动座1侧面的安装座42，

安装座42的侧面设置有凸轮驱动部件43，凸轮驱动部件43的输出轴设置有凸轮部件41，凸

轮驱动部件43驱动凸轮部件41转动，转动的凸轮部件41往复敲击导料部件51。

[004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凸轮部件41为橡胶、硅胶等材质，在本实施例中，

优选的凸轮部件41为橡胶材质。

[004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导料部件51的外壁通过缓冲机构7与活动座1的底

部连接；

[0047] 所述缓冲机构7包括安装在活动座1底部的固定件71，固定件71的内部通过弹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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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连接有活动件73，活动件73延伸至固定件71外部的一端与导料部件51的外壁连接，凸轮

部件41敲击导料部件51时，弹性件72拉动导料部件51复位，同时固定件71和活动件73对导

料部件51的升降进行导向。

[004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弹性件72为弹簧、橡胶柱等，在本实施例中，优选

的弹性件72为弹簧。

[004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导料部件51的外壁设置有遮挡机构6，用于控制出

料口52的出料。

[005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遮挡机构6包括套设在导料部件51外壁的遮挡部

件61，遮挡部件61的一侧外壁开设有穿孔62。

[005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还包括调节机构8，用于驱动遮挡部件61在导料部

件51的外壁转动。

[005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调节机构8包括安装在导料部件51外壁的安装件

82，安装件82的侧面设置有驱动部件83，驱动部件83的输出轴设置有驱动齿轮81；

[0053] 遮挡部件61的外壁设置有与驱动齿轮81啮合的齿条84，可通过驱动部件83带动驱

动齿轮81转动，驱动齿轮81和齿条84啮合带动遮挡部件61在导料部件51外壁转动，并通过

穿孔62开口与出料口52开口的对齐或者错开调整出料口52的出料。

[005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例，推料部件112为弧形结构，且出气孔111位于推料

部件112的内弧面。

[0055] 使用时储料壳体21内的物料经上料部件22流至导料部件51内，导料部件51内的物

料在其倾斜的两端内部流淌，并经出料口52流至路面实现铺设，同时敲击机构4往复敲击导

料部件51，使得导料部件51上下抖动，促进路面物料在导料部件51内流动，也好像路面物料

能够从出料口52有效掉落至路面，且导料部件51上下抖动的同时，带动升降部件91在上料

部件22内往复升降，对上料部件22的内部进行疏通，升降部件91升降的同时带动活动导料

件10上下活动，活动的活动导料件10和12促进上料部件22开口处的物料流动，避免物料在

上料部件22开口处堆积，同时充气部件113向推料部件112内鼓入空气，气流从出气孔111喷

出，进一步促进物料流向导料部件51内部的两端，保证铺设的持续进行；凸轮驱动部件43驱

动凸轮部件41转动，转动的凸轮部件41往复敲击导料部件51；凸轮部件41敲击导料部件51

时，弹性件72拉动导料部件51复位，同时固定件71和活动件73对导料部件51的升降进行导

向；可通过驱动部件83带动驱动齿轮81转动，驱动齿轮81和齿条84啮合带动遮挡部件61在

导料部件51外壁转动，并通过穿孔62开口与出料口52开口的对齐或者错开调整出料口52的

出料。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3981775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7

CN 113981775 A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113981775 A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9

CN 113981775 A

9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0

CN 113981775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