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642686.2

(22)申请日 2019.05.07

(73)专利权人 黑龙江省汉铧森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地址 15000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贵

新街170号东北亚大厦8层11号房间

(72)发明人 刘超　杨殿峰　韩冬　

(74)专利代理机构 哈尔滨市伟晨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23209

代理人 沈丽

(51)Int.Cl.

E01H 5/12(2006.01)

E01H 5/0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

(57)摘要

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属于清雪设备领域。

本实用新型包括架体、破冰轮架体、破冰轮、旋转

推雪板、升降轮和驱动车辆，架体的上方与驱动

车辆建立连接，架体的下方安装有破冰轮架体,

旋转推雪板转动安装在架体上，破冰轮架体的下

方安装有破冰轮，升降轮与架体建立安装。本实

用新型是利用机械结构原理组装成的清雪设备，

其结构简单、操作使用方便、可靠，能有效地将路

面上碾压的冰雪层破碎并清除，其运行成本极

低，清雪效率高，同时推雪板具有旋转功能，可以

对不平整路面或马路边缘处进行推雪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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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包括架体(1)、破冰轮架体(2)、破冰轮(3)、旋转推雪板(4)、升

降轮(5)和驱动车辆(6)，所述架体(1)的上方与驱动车辆(6)建立连接，所述架体(1)的下方

安装有破冰轮架体(2)，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推雪板(4)转动安装在架体(1)上，所述破冰

轮架体(2)的下方安装有破冰轮(3)，所述升降轮(5)与架体(1)建立安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架体(1)包括主架(1-

1)、拉杆支架(1-2)、固定座底板(1-3)、固定座(1-4)、旋转底板(1-5)、拉杆(1-6)、灯架(1-

7)、上盖板(1-8)、吊装钩(1-9)、越障弹簧(1-10)和连接耳(1-11)，所述主架(1-1)的侧杆上

设置有拉杆支架(1-2)，所述拉杆支架(1-2)内安装有拉杆(1-6)，所述主架(1-1)的下方还

设置有旋转底板(1-5)，所述旋转底板(1-5)与旋转推雪板(4)建立安装，所述主架(1-1)与

上盖板(1-8)相连，所述主架(1-1)上方安装有固定座底板(1-3)，所述固定座底板(1-3)上

安装有固定座(1-4)，所述上盖板(1-8)上安装有灯架(1-7)，所述上盖板(1-8)的两侧安装

有吊装钩(1-9)，越障弹簧(1-10)的一端与上盖板(1-8)相连，所述越障弹簧(1-10)的另一

端与破冰轮(3)建立连接，所述上盖板(1-8)的下方还安装有连接耳(1-11)，所述连接耳(1-

11)与破冰轮架体(2)建立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破冰轮架体(2)包括

第一侧板(2-1-1)、第二侧板(2-1-2)、中轴(2-2)、固定块(2-3)、上弧板(2-4)和加强环(2-

5)，所述第一侧板(2-1-1)与第二侧板(2-1-2)通过上弧板(2-4)建立连接，所述第一侧板

(2-1-1)与第二侧板(2-1-2)上安装有加强环(2-5)，破冰轮架体(2)通过所述加强环(2-5)

与架体(1)上的连接耳(1-11)建立连接，所述第一侧板(2-1-1)与第二侧板(2-1-2)的底端

加工有半圆槽，所述固定块(2-3)顶端加工有半圆槽，所述第一侧板(2-1-1)与所述固定块

(2-3)配合形成圆槽，所述中轴(2-2)置于圆槽内，所述中轴(2-2)与破冰轮(3)建立安装。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破冰轮(3)包括多

组刀盘(3-1)、多组刀片(3-3)和加强管(3-4)，所述刀盘(3-1)上加工有主套圈(3-2)和圆孔

(3-5)，中轴(2-2)置于主套圈(3-2)内与破冰轮架体(2)相连，相邻两个刀盘(3-1)的圆孔

(3-5)内安装有加强管(3-4)，每两个刀盘(3-1)的外径均匀分布镶嵌有多个刀片(3-3)，刀

盘(3-1)组之间的刀片(3-3)错位排列。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推雪板(4)  包括

推雪板主板(4-1)、推雪板铲(4-2)、支撑立板(4-3)、支撑管(4-4)、液压杆(4-6)、弹簧(4-

7)、旋转支架横板(4-13)和无齿回转轴承(4-14)，所述推雪板主板(4-1)的下端安装有推雪

板铲(4-2)，所述推雪板主板(4-1)的上端通过支撑立板(4-3)与支撑管(4-4)建立安装，推

雪板主板(4-1)的上端与支撑立板(4-3)铰接连接，所述支撑管(4-4)的侧端面安装有支撑

板(4-5)，所述支撑板(4-5)下方安装有液压杆(4-6)，所述液压杆(4-6)位于液压杆固定座

(4-10)上，所述液压杆(4-6)的外部套装有弹簧(4-7)，所述弹簧(4-7)的上安装座(4-8)通

过销轴(4-9)与支撑板(4-5)铰接，所述弹簧(4-7)的另一端与液压杆固定座(4-10)固定连

接，所述液压杆固定座(4-10)与推雪板主板(4-1)的底端相连，所述支撑管(4-4)的上表面

安装有拉杆支撑底板(4-11)，所述拉杆支撑底板(4-11)上固定安装有拉杆支撑立板(4-

12)，所述拉杆支撑立板(4-12)与拉杆(1-6)配合安装，所述支撑管(4-4)上还安装有旋转支

架横板(4-13)，所述旋转支架横板(4-13)与旋转底板(1-5)间安装有无齿回转轴承(4-14)，

所述无齿回转轴承(4-14)的内圈通过第一螺栓(4-15)与旋转底板(1-5)连接，所述无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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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轴承(4-14)的外圈通过第二螺栓(4-16)与旋转支架横板(4-13)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轮(5)包括液压

固定件(5-1)、液压缸(5-2)、滑块(5-3)、轮架(5-4)、挡板(5-5)和轮子(5-6)，所述轮子(5-

6)通过挡板(5-5)与轮架(5-4)建立安装，所述轮架(5-4)的上方设置有滑块(5-3)，所述滑

块(5-3)的另一端与液压缸(5-2)连接，所述液压缸(5-2)通过液压固定件(5-1)与主架(1-

1)建立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推雪板(4)相对

于主架(1-1)的水平方向的转动角度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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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破冰清雪机，属于清雪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北方地区，冬季常常大量降雪。在一些气温条件下，落在地面上的雪先熔化

一部分，然后熔化的雪水在地面上会随着温度的降低形成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道路上会

形成冰和雪的覆盖物，冰和雪覆盖物表面光滑，如果不及时清除，将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给

人们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清除这种冰雪覆盖物时，分为两种方式，分别是人为清雪和

机械清雪，目前清雪设备的大量使用，使得人们从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然而降雪经过行

人及车辆的碾压会被压实，普通的清雪机对于压实的降雪清扫不彻底，而且对于不平路面

积雪的清理具有一定的困难。

[0003] 基于上述问题，急需提出一种能够破冰、推雪的一体化清雪机械设备，以解决冬季

积雪对城市道路的影响。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清雪设备功能单一，作业效率低的问题，进而

提供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包括架体、破冰轮架体、破冰轮、旋转推雪板、升降轮和驱动

车辆，架体的上方与驱动车辆建立连接，架体的下方安装有破冰轮架体，旋转推雪板转动安

装在架体上，破冰轮架体的下方安装有破冰轮，升降轮与架体建立安装。

[0007] 进一步，架体包括主架、拉杆支架、固定座底板、固定座、旋转底板、拉杆、灯架、上

盖板、吊装钩、越障弹簧和连接耳，主架的侧杆上设置有拉杆支架，拉杆支架内安装有拉杆，

主架的下方还设置有旋转底板，旋转底板与旋转推雪板建立安装，主架与上盖板相连，主架

上方安装有固定座底板，固定座底板上安装有固定座，上盖板上安装有灯架，上盖板的两侧

安装有吊装钩，越障弹簧的一端与上盖板相连，越障弹簧的另一端与破冰轮建立连接，上盖

板的下方还安装有连接耳，连接耳与破冰轮架体建立连接。

[0008] 进一步，破冰轮架体包括第一侧板、第二侧板、中轴、固定块、上弧板和加强环，第

一侧板与第二侧板通过上弧板建立连接，第一侧板与第二侧板上安装有加强环，破冰轮架

体通过加强环与架体上的连接耳建立连接，第一侧板与第二侧板的底端加工有半圆槽，固

定块顶端加工有半圆槽，第一侧板与固定块配合形成圆槽，中轴置于圆槽内，中轴与破冰轮

建立安装。

[0009] 进一步，破冰轮包括多组刀盘和多组刀片，刀盘上加工有主套圈和圆孔，中轴置于

主套圈内与破冰轮架体相连，相邻两个刀盘的圆孔内安装有加强管，每两个刀盘的外径均

匀分布镶嵌有多个刀片，刀盘组之间的刀片错位排列。

[0010] 进一步，旋转推雪板包括推雪板主板、推雪板铲、支撑立板支撑管、液压杆、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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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支架横板和无齿回转轴承，推雪板主板的下端安装有推雪板铲，推雪板主板的上端通

过支撑立板与支撑管建立安装，推雪板主板的上端与支撑立板铰接连接，支撑管的侧端面

安装有支撑板，支撑板下方安装有液压杆，液压杆位于液压杆固定座上，液压杆的外部套装

有弹簧，弹簧上安装座通过销轴与支撑板铰接，弹簧的另一端与液压杆固定座固定连接，液

压杆固定座与推雪板主板的底端相连，支撑管的上表面安装有拉杆支撑底板，拉杆支撑底

板上固定安装有拉杆支撑立板，拉杆支撑立板与拉杆配合安装，支撑管上还安装有旋转支

架横板，旋转支架横板与旋转底板间安装有无齿回转轴承，无齿回转轴承的内圈通过第一

螺栓与旋转底板连接，无齿回转轴承的外圈通过第二螺栓与旋转支架横板连接。

[0011] 进一步，升降轮包括液压固定件，液压缸、滑块、轮架、挡板和轮子，轮子通过挡板

与轮架建立安装，轮架的上方设置有滑块，滑块的另一端与液压缸连接，液压缸通过液压固

定件与主架建立连接。

[0012] 进一步，旋转推雪板相对于主架的水平方向的转动角度为：±25°。

[0013]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是利用机械结构原理组装成的清雪设备，其结构简单、操作使用方便、

可靠，能有效地将路面上碾压的冰雪层破碎并清除，其运行成本极低，清雪效率高；采用的

破冰轮能够将冰雪覆盖物碾压形成块状碎片，而且利用液压杆和弹簧机构对旋转推雪板进

行减震，不仅避免了对路面造成破坏，而且大大减低了工作刀刃的磨损量，减少了经济损

失；同时本实用新型的推雪板具有旋转功能，可以对不平整路面或马路边缘处进行推雪清

理。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主视图；

[0016] 图2是架体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破冰轮架体的左视图；

[0018] 图4是破冰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旋转推雪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旋转推雪板的俯视图；

[0021] 图7是升降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是架体与旋转推雪板的连接示意图；

[0023] 图9是架体与旋转推雪板连接的俯视图；

[0024] 图中1-架体，1-1-主架，1-2-拉杆支架，1-3-固定座底板，1-4-固定座，1-5-旋转底

板，1-6-拉杆，1-7-灯架，1-8-上盖板，1-9-吊装钩，1-10-越障弹簧，1-11-连接耳，2-破冰轮

架体，2-1-1-第一侧板，2-1-2-第二侧板，2-2-中轴，2-3-固定块，2-4-上弧板，2-5-加强环，

3-破冰轮，3-1-刀盘，3-2-主套圈，3-3-刀片，3-4-加强管，3-5-圆孔，4-旋转推雪板，4-1-推

雪板主板，4-2-推雪板铲，4-3-支撑立板，4-4-支撑管，4-5-支撑板，4-6-液压杆，4-7-弹簧，

4-8-上安装座，4-9-销轴，4-10-液压杆固定座，4-11-拉杆支撑底板，4-12-拉杆支撑立板，

4-13-旋转支架横板，4-14-无齿回转轴承，4-15-第一螺栓，4-16-第二螺栓，5-升降轮，5-1-

液压固定件，5-2-液压缸，5-3-滑块，5-4-轮架，5-5-挡板，5-6-轮子，6-驱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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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了，下面通过附图中示出的

具体实施例来描述本实用新型。但是应该理解，这些描述只是示例性的，而并非要限制本实

用新型的范围。此外，在以下说明中，省略了对公知结构和技术的描述，以避免不必要地混

淆本实用新型的概念。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一：一种多功能清雪设备，包括架体1、破冰轮架体2、破冰轮3、旋转

推雪板4、升降轮5和驱动车辆6，架体1的上方与驱动车辆6建立连接，架体1的下方安装有破

冰轮架体2，旋转推雪板4转动安装在架体1上，破冰轮架体2的下方安装有破冰轮3，升降轮5

与架体1建立安装；如此设置，本实用新型由破冰机构和旋转推雪机构共同构成的清雪设

备，功能齐全，而且在两个机构相互配合的作用下的作业效率高；同时推雪板具有旋转的功

能，使作业的范围更广；安装的升降轮，辅助推雪板的工作和脱离地面，有效的保护旋转推

雪板不受损坏。

[0027] 具体实施方式二：结合实施方式一说明本实施方式，架体1包括主架1-1、拉杆支架

1-2、固定座底板1-3、固定座1-4、旋转底板1-5、拉杆1-6、灯架1-7、上盖板1-8、吊装钩1-9、

越障弹簧1-10和连接耳1-11，主架1-1的侧杆上设置有拉杆支架1-2，拉杆支架1-2内安装有

拉杆1-6，主架1-1的下方还设置有旋转底板1-5，旋转底板1-5与旋转推雪板4建立安装，主

架1-1与上盖板1-8相连，主架1-1的上方安装有固定座底板1-3，固定座底板1-3上安装有固

定座1-4，上盖板1-8上安装有灯架1-7，上盖板1-8的两侧安装有吊装钩1-9，越障弹簧1-10

的一端与上盖板1-8相连，越障弹簧1-10的另一端与破冰轮3建立连接，上盖板1-8的下方还

安装有连接耳1-11，连接耳1-11与破冰轮架体2建立连接；如此设置，架体作为整个设备的

主要连接横梁，通过架体与破冰机构、推雪机构和升降机构建立起连接，主架上安装的拉

杆，用于与旋转推雪板配合使用，上盖板上安装的灯架，用于安装照明灯方便夜间作业时使

用，同时设置前置外漏缸体的越障弹簧，不仅越障无障碍，而且装配和维修更方便。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三：结合实施方式一和二说明本实施方式，破冰轮架体2包括第一侧

板2-1-1、第二侧板2-1-2、中轴2-2、固定块2-3、上弧板2-4和加强环2-5，第一侧板2-1-1与

第二侧板2-1-2通过上弧板2-4建立连接，第一侧板2-1-1与第二侧板2-1-2上安装有加强环

2-5，破冰轮架体2通过加强环2-5与架体1上的连接耳1-11建立连接，第一侧板2-1-1与第二

侧板2-1-2的底端加工有半圆槽，固定块2-3顶端加工有半圆槽，第一侧板2-1-1与固定块2-

3配合形成圆槽，中轴2-2置于圆槽内，中轴2-2与破冰轮3建立安装；如此设置，通过两个侧

板与上弧板的组合形成框架，框架内通过安装的中轴与固定块用于与破冰轮配合使用，而

两个侧板上安装的加强环，用于与架体安装。

[0029] 具体实施方式四：结合实施方式一至三说明本实施方式，破冰轮3包括多组刀盘3-

1和多组刀片3-3，刀盘3-1上加工有主套圈3-2和圆孔3-5，中轴2-2置于主套圈3-2内与破冰

轮架体2相连，相邻两个刀盘3-1的圆孔3-5内安装有加强管3-4，每两个刀盘3-1的外径均匀

分布镶嵌有多个刀片3-3，刀盘3-1组之间的刀片3-3错位排列；如此设置，在每组刀盘上镶

嵌有多个刀片，同时刀盘等距离的通过加强管建立安装，当破冰轮作业时能够将路面上的

冰雪层破碎成块状碎片，使冰雪与路面脱离。

[0030] 具体实施方式五：结合实施方式一至四说明本实施方式，旋转推雪板4包括推雪板

主板4-1、推雪板铲4-2、支撑立板4-3、支撑管4-4、液压杆4-6、弹簧4-7、旋转支架横板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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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齿回转轴承4-14，推雪板主板4-1的下端安装有推雪板铲4-2，推雪板主板4-1的上端通

过支撑立板4-3与支撑管4-4建立安装，推雪板主板4-1的上端与支撑立板4-3铰接连接，支

撑管4-4的侧端面安装有支撑板4-5，支撑板4-5下方安装有液压杆4-6，液压杆位于液压杆

固定座4-10上，液压杆4-6的外部套装有弹簧4-7，弹簧4-7的上安装座4-8通过销轴4-9与支

撑板4-5铰接，弹簧4-7的另一端与液压杆固定座4-10固定连接，液压杆固定座4-10与推雪

板主板4-1的底端相连，支撑管4-4的上表面安装有拉杆支撑底板4-11，拉杆支撑底板4-11

上固定安装有拉杆支撑立板4-12，拉杆支撑立板4-12与拉杆1-6配合安装，支撑管4-4上还

安装有旋转支架横板4-13，旋转支架横板4-13与旋转底板1-5间安装有无齿回转轴承4-14，

无齿回转轴承4-14的内圈通过第一螺栓4-15与旋转底板1-5连接，无齿回转轴承4-14的外

圈通过第二螺栓4-16与旋转支架横板4-13连接；如此设置，旋转推雪板通过连接的支撑管

上安装的支架横板，支架横板通过无齿回转轴承与架体上的旋转底板连接，实现了旋转的

运动，同时主架上安装的拉杆与支撑管上的拉杆支撑立板配合安装，因此在拉杆的作用力

下控制着支撑管的左右摆动，从而实现整个推雪板的旋转运动，旋转推雪板相对于主架的

水平方向的转动角度为±25°，推雪板主板与推雪板铲焊接，而且推雪板铲与地面倾斜设

置，当需要清理路边的积雪时，通过调整拉杆对支撑管的推力大小决定了旋转推雪板的旋

转角度，有效避免积雪在路基边缘的堆积；同时在推雪板主板的后方还安装有液压杆和压

缩弹簧，这样形式的推雪板清雪效果好，而且当遇到不平的路面时，通过液压杆与弹簧的配

合使用，能够有效调整推雪板与路面的距离，避免损伤路面同时也避免了推雪板铲的磨损。

[0031] 具体实施方式六：结合实施方式一至五说明本实施方式，升降轮5包括液压固定件

5-1，液压缸5-2、滑块5-3、轮架5-4、挡板5-5和轮子5-6，轮子5-6通过挡板5-5与轮架5-4建

立安装，轮架5-4的上方设置有滑块5-3，滑块5-3的另一端与液压缸5-2连接，液压缸5-2通

过液压固定件5-1与主架1-1建立连接；如此设置，在液压缸的作用，带动主架相对于地面向

上抬起，同时旋转推雪板与主架的运动方向一致，由此通过调节液压缸实现旋转推雪板与

地面的贴合和分离。

[0032] 本实施方式只是对本专利的示例性说明，并不限定它的保护范围，本领域技术人

员还可以对其局部进行改变，只要没有超出本专利的精神实质，都在本专利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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