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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地间隙可调的多功能拖拉机底盘

(57)摘要

本发明具体为一种离地间隙可调的多功能

拖拉机底盘，解决了现有现有拖拉机底盘存在外

廓尺寸较大且地隙低的问题。轮距调节机构包括

轮距调节套管和轮距调节杆，且两者之间均设置

有轮距调节油缸；机架升降机构包括机架升降

上、下连杆，且与轮距调节套管铰接，机架左右两

端均设置有机架升降油缸；转向机构包括转向油

缸和转向立轴，两者之间设置有转向连杆；地隙

调节机构转向立轴连接件、驱动轮及驱动轮杆，

驱动轮杆与转向立轴连接件之间设置有地隙调

节上、下连杆，且转向立轴连接件与地隙调节下

连杆之间设置有地隙调节油缸；驱动轮的轴心处

还设置有驱动马达。本发明满足大多数农作物的

中耕农艺地隙要求和行间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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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离地间隙可调的多功能拖拉机底盘，其特征在于：包括轮距调节机构、机架升降

机构、转向机构、地隙调节机构及机架（1）；

轮距调节机构包括左右设置的轮距调节套管（2），轮距调节套管（2）内均穿有前后分布

的轮距调节杆（3），且轮距调节杆（3）的外端与轮距调节套管（2）之间均设置有与两者铰接

的轮距调节油缸（4）；

机架升降机构包括一端与机架（1）左右两端的前后两侧铰接的机架升降上连杆（5）和

机架升降下连杆（6），机架升降上连杆（5）和机架升降下连杆（6）的另一端与轮距调节套管

（2）铰接，机架（1）左右两端的中部均设置有一端与其铰接、另一端与轮距调节套管（2）铰接

的机架升降油缸（7）；

转向机构包括设置在轮距调节套管（2）前后两侧的转向油缸（8），两转向油缸（8）的外

侧均设置有竖向放置的转向立轴（9），转向立轴（9）与转向油缸（8）外侧之间设置有与两者

连接的转向连杆（10）；

地隙调节机构包括与转向立轴（9）固定的转向立轴连接件（11），转向立轴连接件（11）

下方设置有驱动轮（12），驱动轮（12）的轴心设置有驱动轮杆（13），驱动轮杆（13）与转向立

轴连接件（11）之间设置有与两者铰接且倾斜设置的地隙调节上连杆（14）和地隙调节下连

杆（15），且转向立轴连接件（11）与地隙调节下连杆（15）之间设置有与两者铰接的地隙调节

油缸（16）；

驱动轮（12）的轴心处还设置有驱动马达，驱动马达与驱动轮之间设置有与两者连接的

减速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离地间隙可调的多功能拖拉机底盘，其特征在于：地隙调节机

构的调节范围为200-1700mm，轮距调节机构的调节范围为1360-2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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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地间隙可调的多功能拖拉机底盘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机械领域，具体为一种可实现紧凑型结构与高地隙结构之间的转

换且满足高杆作物中耕、田间管理行间作业和果园树冠下除草和管理作业等特殊农艺要求

的离地间隙可调的多功能拖拉机底盘。

背景技术

[0002] 在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中，种植业技术的机械化始终是重点，也是现代农业的主

要标志。但各类种植机械的发展很不平衡，机械化程度差别较大，如耕地、整地、播种、小麦

收获等作业项目，机械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对促进种植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有些作业项目，机械化程度较低，如大田作物及果树、蔬菜生产中的中耕除草及田间管理等

项目，基本沿用传统的手工作业方式，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与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不

相适应，主要原因表现在：（1）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规模小，田块划分细，丘陵山地多，地形

复杂，大中型拖拉机在作物生长状态下难以进地作业；（2）近年来，小型田园管理机的发展

较快，但大都是针对温室蔬菜生产，不适应大田中耕作物的田间管理要求；（3）配套的中耕

管理机具缺乏，尤其是专门用于此项作业的高地隙动力机，在国内基本上是空白；（4）果园

田间管理劳动强度大，作业机具少，尤其缺乏可适合树冠下作业的紧凑型拖拉机。

[0003] 玉米、高粱等高杆作物，在生长后期的田间管理、中耕除草等作业要求动力机械通

过性好，爬坡性好，地隙高，可在行间行走和作业；果园管理、中耕除草、运输等作业，要求拖

拉机结构紧凑，离地间隙小，整机高度小，可在树冠下正常作业。不同的作业条件，对拖拉机

的结构型式要求差异较大，生产中急需一种离地间隙可调的多功能拖拉机，不仅满足高杆

作物行间作业的要求，也可满足果园树冠下管理作业要求。

[0004] 对于拖拉机而言，其离地间隙主要取决于底盘机架的结构。作为拖拉机的核心组

成部件，底盘机架对整机的可靠性、稳定性以及各项工作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很大的研

究意义和研究价值。国内市场上现有的高地隙拖拉机作业时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拖拉机

底盘外廓尺寸较大；二是拖拉机底盘地隙低，无法直接进入果树苗圃作业。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现有拖拉机底盘存在外廓尺寸较大且地隙低的问题，提供了

一种离地间隙可调的多功能拖拉机底盘。

[0006] 本发明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离地间隙可调的多功能拖拉机底盘，包括轮

距调节机构、机架升降机构、转向机构、地隙调节机构及机架；轮距调节机构包括左右设置

的轮距调节套管，轮距调节套管内均穿有前后分布的轮距调节杆，且轮距调节杆的外端与

轮距调节套管之间均设置有与两者铰接的轮距调节油缸；机架升降机构包括一端与机架左

右两端的前后两侧铰接的机架升降上连杆和机架升降下连杆，机架升降上连杆和机架升降

下连杆的另一端与轮距调节套管铰接，机架左右两端的中部均设置有一端与其铰接、另一

端与轮距调节套管铰接的机架升降油缸；转向机构包括设置在轮距调节套管前后两侧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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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油缸，两转向油缸的外侧均设置有竖向放置的转向立轴，转向立轴与转向油缸外侧之间

设置有与两者连接的转向连杆；地隙调节机构包括与转向立轴固定的转向立轴连接件，转

向立轴连接件下方设置有驱动轮，驱动轮的轴心设置有驱动轮杆，驱动轮杆与转向立轴连

接件之间设置有与两者铰接且倾斜设置的地隙调节上连杆和地隙调节下连杆，且转向立轴

连接件与地隙调节下连杆之间设置有与两者铰接的地隙调节油缸；驱动轮的轴心处还设置

有驱动马达，驱动马达与驱动轮之间设置有与两者连接的减速器。

[0007] 进行离地间隙调节时，轮距调节机构通过轮距调节油缸驱动轮距调节杆内外伸

缩，进而带动地隙调节机构及驱动轮内外调节，实现轮距宽度的调节；机架升降机构通过机

架升降油缸驱动机架升降上、下连杆运动，相对于轮距调节套管，可实现对机架高低位置的

调节；转向机构通过转向油缸驱动转向连杆带动转向立轴转动，进而带动地隙调节机构及

驱动轮转动，实现驱动轮一定范围的偏转；地隙调节机构通过地隙调节油缸驱动地隙调节

上、下连杆运动，进而带动驱动轮杆及驱动轮上下调节，实现对整机的调节及支撑；驱动马

达为驱动轮提供动力。克服了现有现有拖拉机底盘存在外廓尺寸较大且地隙低的问题。

[0008] 地隙调节机构的调节范围为200-1700mm，轮距调节机构的调节范围为1360-

2000mm。

[0009] 该结构设计使得离地间隙较小时，可作为紧凑型拖拉机使用，离地间隙较大时，可

作为高地隙拖拉机使用，具备全方位转向、机架自适应调节等功能，适合于果园和高杆作物

行间作业。

[0010] 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可靠，其离地间隙、轴距和轮距均可调节，满足大多数农作物

的中耕农艺地隙要求和行间作业要求，避免了由于离地间隙不够造成的作物损伤；而且结

构紧凑，通过性能良好，坡地作业时，由车架左右地隙调节机构产生高差，能使拖拉机在坡

地上平稳行驶，防止侧翻，同时不仅满足高杆作物中耕和田间管理行间作业要求，而且果园

田间管理、除草、整地作业，实现了一机多用的要求，减少了农业生产动力机械的种类，降低

了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图1的俯视示意图；

[0013] 图3为图1中机架升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图1中地隙调节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图1中轮距调节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图1中转向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机架，2-轮距调节套管，3-轮距调节杆，4-轮距调节油缸，5-机架升降上连

杆，6-机架升降下连杆，7-机架升降油缸，8-转向油缸，9-转向立轴，10-转向连杆，11-转向

立轴连接件，12-驱动轮，13-驱动轮杆，14-地隙调节上连杆，15-地隙调节下连杆，16-地隙

调节油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离地间隙可调的多功能拖拉机底盘，包括轮距调节机构、机架升降机构、转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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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地隙调节机构及机架1；轮距调节机构包括左右设置的轮距调节套管2，轮距调节套管2

内均穿有前后分布的轮距调节杆3，且轮距调节杆3的外端与轮距调节套管2之间均设置有

与两者铰接的轮距调节油缸4；机架升降机构包括一端与机架1左右两端的前后两侧铰接的

机架升降上连杆5和机架升降下连杆6，机架升降上连杆5和机架升降下连杆6的另一端与轮

距调节套管2铰接，机架1左右两端的中部均设置有一端与其铰接、另一端与轮距调节套管2

铰接的机架升降油缸7；转向机构包括设置在轮距调节套管2前后两侧的转向油缸8，两转向

油缸8的外侧均设置有竖向放置的转向立轴9，转向立轴9与转向油缸8外侧之间设置有与两

者连接的转向连杆10；地隙调节机构包括与转向立轴9固定的转向立轴连接件11，转向立轴

连接件11下方设置有驱动轮12，驱动轮12的轴心设置有驱动轮杆13，驱动轮杆13与转向立

轴连接件11之间设置有与两者铰接且倾斜设置的地隙调节上连杆14和地隙调节下连杆15，

且转向立轴连接件11与地隙调节下连杆15之间设置有与两者铰接的地隙调节油缸16；驱动

轮12的轴心处还设置有驱动马达，驱动马达与驱动轮之间设置有与两者连接的减速器。

[0019] 地隙调节机构的调节范围为200（730,1564，1700）mm，轮距调节机构的调节范围为

1360（1690,1884，2000）mm。

[0020] 具体实施过程中，轮距调节机构、机架升降机构、转向机构、地隙调节机构各自独

立，通过不同的调节和组合，满足各种要求，如驱动轮转速的自动调节实现差速便于转向，

转向机构的不同调节和组合，形成多种转向方式，提高机动性和灵活性；离地间隙调节机构

独立调整可以有效地保证车架的姿态稳定，使整机适合于山地和坡地作业，上述各机构分

别由液压油缸驱动，通过传感和电液一体化技术进行控制。

[0021] 离地间隙达到最大，处于高地隙工作状态时，考虑此时机具的重心较高，为提高其

工作稳定性，应同时使轴距和轮距也达到最大值，保持2m以上的轮距和3m以上的轴距；离地

间隙达到最小值时，变成紧凑型结构，轴距和轮距达到最小值，离地间隙300mm左右，确保整

机高度不超过1.2m；机架升降机构与地隙调节机构的组合，满足紧凑型结构向高地隙结构

变型的要求；所有调节部位均通过传感技术获取信号，经过逻辑判断和处理后，控制电磁阀

和执行油缸，完成相应的调节。

[0022] 机架升降油缸7由DG100车辆油缸驱动，升降动作的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均为

700mm；地隙调节油缸16由DG50车辆油缸驱动，调节范围分别为水平方向80mm，垂直方向

800mm；转向油缸8由DG40车辆油缸驱动，可使驱动轮12分别实现±45°范围的偏转。通过四

组转向机构的不同组合，形成多种转向方式；机架1用16号槽钢焊接为框架结构，用于安装

发动机、动力泵、操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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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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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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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8

CN 106965627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