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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

装置，包括推车、震碎机构、清扫机构和浇灌机

构，所述的推车的下端面右端安装有震碎机构，

推车的下端面中部安装有清扫机构，推车的下端

面左端安装有浇灌机构，清扫机构位于震碎机构

的正左端，浇灌机构位于清扫机构的正左端,本

发明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

本发明采用逐级连续式的设计理念对市政道路

进行清理修复，使得一个装置可完成多个工作，

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小了修复凹坑边缘附近再次

形成凹坑的几率，同时也降低了道路修补的频

率，进而减小因修复道路而对此路段交通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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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包括推车(1)、震碎机构(2)、清扫机构(3)和浇

灌机构(4)，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车(1)的下端面右端安装有震碎机构(2)，推车(1)的下端

面中部安装有清扫机构(3)，推车(1)的下端面左端安装有浇灌机构(4)，清扫机构(3)位于

震碎机构(2)的正左端，浇灌机构位于清扫机构(3)的正左端；

所述的震碎机构(2)包括一号电机(21)、转盘(22)、固定轴(23)、电动推杆(24)、圆推板

(25)和钻头(26)，一号电机(21)的下端面安装在推车(1)的上端面，电机输出轴端安装有转

盘(22)，电机输出轴端和转盘(22)与推车(1)的上端之间均为滑动配合方式，转盘(22)下端

面中部安装有固定轴(23)，转盘(22)的下端面左右对称安装有电动推杆(24)，固定轴(23)

上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圆推板(25)，电动推杆(24)的下端面与圆推板(25)的上端面之

间为固定连接，圆推板(25)的下端面通过螺纹配合方式安装有钻头(26)，钻头(26)沿圆推

板(25)周向均匀排布；

所述的清扫机构(3)包括二号电机(31)、伸缩轴(32)、圆板(33)、滑动板(34)、一号电动

滑块(35)、一号轨道板(36)、圆杆(37)和硬毛刷(38)，二号电机(31)的下端面安装在推车

(1)的上端面，二号电机(31)输出轴端安装有伸缩轴(32)，二号电机(31)输出轴和伸缩轴

(32)与推车(1)的上端之间均为滑动配合方式，伸缩轴(32)的下端通过螺纹配合方式安装

有圆板(33)，22圆板(33)的外侧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滑动板(34)，滑动板(34)的左右

两端对称安装有一号电动滑块(35)，一号电动滑块(35)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在一号轨道

板(36)上，一号轨道板(36)的上端安装在推车(1)的下端面，圆板(33)的下端安装有圆杆

(37)，圆杆(37)沿圆板(33)周向均匀排布，圆杆(37)的下端通过螺纹配合方式安装有硬毛

刷(38)；

所述的浇灌机构(4)包括填料箱(41)、空心筒(42)和抽筒(43)，填料箱(41)安装在推车

(1)的上端面，填料箱(41)的前端面连接有空心筒(42)，空心筒(42)的中下段与推车(1)的

上端之间为滑动配合方式，空心筒(42)的内部下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抽筒(4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动

推杆(24)的下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弹簧(241)，弹簧(241)的上端安装在电动推杆

(24)固定端的下端面，弹簧(241)的下端安装在圆推板(25)的上端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定

轴(23)的下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滑动杆(231)，滑动杆(231)的下端安装有滚球

(232)，滑动杆(231)的上端连接有钢丝绳(233)，钢丝绳(233)与固定轴(23)的轴壁之间为

滑动配合方式，钢丝绳(233)的中下段缠绕在绕轴(234)上，绕轴(234)的上端安装在推车

(1)的下端面，且绕轴(234)位于固定轴(23)的前侧，钢丝绳(233)的左端安装有扣环(235)，

扣环(235)通过滑动配合方式与卡柱(236)相连，卡柱(236)的右端安装在推车(1)的左端面

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绕轴

(234)的右端安装有U型卡板(23a) ,U型卡板(23a)的左端与缠绕在绕轴(234)上的钢丝绳

(233)的表面之间为滑动配合方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硬毛

刷(38)安装后的整体截面为外凸圆弧型结构，即硬毛刷(38)的长度沿圆板(33)由内向外逐

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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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抽筒

(43)的左右侧面对称开设有矩形通槽(431)，矩形通槽(431)的截面为倾斜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空心

筒(42)的下方设置有移动板(421)，移动板(421)的上端面由内向外开设有圆形通槽，移动

板(421)的上端面左右对称安装有圆弧型板(422)，圆弧型板(422)的外侧端安装有二号电

动滑块(423)，二号电动滑块(423)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在二号轨道板(424)上，二号轨道

板(424)的上端安装在推车(1)的下端面上。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904805 A

3



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修复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道路从词义上讲就是供各种无轨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基础设施，按其使用特点分为

公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厂矿道路、林业道路、考试道路、竞赛道路、汽车试验道路、车间

通道以及学校道路等，古代中国还有驿道，另外还指达到某种目标的途径，事物发展、变化

的途径，市政道路由于受车流量载荷量大，受频繁刹车的反复作用以及车辆等撞击，加之常

年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受到侵蚀、风吹日晒等，市政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形成大小

不一的凹坑，故而需要定期对其进行修补，然而在对市政道路清理修复过程中会出现以下

问题：

[0003] 1、通常利用沥青、水泥等填充物对凹坑直接进行修复，而忽略凹坑边缘部分的修

复，凹坑边缘布部分也处于松动损伤状态，长时间反复的碾压会使边缘部分重新形成多个

凹坑，此时就需要再次进行修复，费时费力费财，且频繁性的修补道路会对此路段的交通造

成拥堵等影响，增大事故发生的概率；

[0004] 2、在对凹坑进行一定破碎后直接进行浇灌，沥青或水泥等填充物的凝固紧实度和

修复之后的平整度会因为凹坑内存在的碎块等杂物受到一定的影响，对凹坑浇灌填充物

时，填充物易堆积在一处，不能均匀的散铺在凹坑，造成修复之后的路面平整度较低，同时

填充物易在浇灌设备上出现堆积现象，造成浇灌设备堵塞。

发明内容

[0005] (一)技术方案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

置，包括推车、震碎机构、清扫机构和浇灌机构，所述的推车的下端面右端安装有震碎机构，

推车的下端面中部安装有清扫机构，推车的下端面左端安装有浇灌机构，清扫机构位于震

碎机构的正左端，浇灌机构位于清扫机构的正左端。

[0007] 所述的震碎机构包括一号电机、转盘、固定轴、电动推杆、圆推板和钻头，一号电机

的下端面安装在推车的上端面，电机输出轴端安装有转盘，电机输出轴端和转盘与推车的

上端之间均为滑动配合方式，转盘下端面中部安装有固定轴，转盘的下端面左右对称安装

有电动推杆，固定轴上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圆推板，电动推杆的下端面与圆推板的上

端面之间为固定连接，圆推板的下端面通过螺纹配合方式安装有钻头，钻头沿圆推板周向

均匀排布，通过人工方式推动推车前进至地面凹坑处，通过电动推杆推动圆推板向下运动，

圆推板带动钻头同步运动，直至钻头的下端接触凹坑上边缘，然后同时启动电动推杆和一

号电机，电动推杆使钻头进行上下往复运动对凹坑边缘进行破碎，一号电机带动转盘转动，

转盘通过固定轴带动圆推板同步转动，进而钻头随之进行同步转动，提高破碎效率和程度，

待破碎结束后，通过电动推杆使钻头向上运动直至远离地面，之后通过清扫机构和浇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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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进行下一步处理，钻头的安装和拆卸便利，可根据其使用情况定期进行更换。

[0008] 所述的清扫机构包括二号电机、伸缩轴、圆板、滑动板、一号电动滑块、一号轨道

板、圆杆和硬毛刷，二号电机的下端面安装在推车的上端面，二号电机输出轴端安装有伸缩

轴，二号电机输出轴和伸缩轴与推车的上端之间均为滑动配合方式，伸缩轴的下端通过螺

纹配合方式安装有圆板，圆板的外侧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滑动板，滑动板的左右两端

对称安装有一号电动滑块，一号电动滑块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在一号轨道板上，一号轨

道板的上端安装在推车的下端面，圆板的下端安装有圆杆，圆杆沿圆板周向均匀排布，圆杆

的下端通过螺纹配合方式安装有硬毛刷，震碎机构工作完成后，通过人工方式向前推动推

车相应距离，通过一号电动滑块带动滑动板向下运动，滑动板带动圆板同步向下运动，伸缩

轴做同步向下伸长运动，直至硬毛刷接触凹坑内底壁，然后通过二号电机带动伸缩轴转动，

伸缩轴通过圆板带动硬毛刷同步转动，硬毛刷对凹坑内的碎块等杂物进行清扫，进而降低

碎块等杂物对后续浇灌的沥青、水泥等物质凝固紧实度造成影响的几率，提高地面凹坑的

修复程度和使用寿命。

[0009] 所述的浇灌机构包括填料箱、空心筒和抽筒，填料箱安装在推车的上端面，填料箱

的前端面连接有空心筒，空心筒的中下段与推车的上端之间为滑动配合方式，空心筒的内

部下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抽筒，清扫机构完成工作后，通过人工方式向前推动推车

相应距离，然后通过人工方式向下拉动抽筒，直至抽筒的下端稍贴近凹坑上方，然后释放填

料筒中的沥青或者水泥等填充物，填充物依次通过空心筒和抽筒落入凹坑中，对凹坑进行

填补。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电动推杆的下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

有弹簧，弹簧的上端安装在电动推杆固定端的下端面，弹簧的下端安装在圆推板的上端面，

弹簧在钻头进行边缘破碎过程中起到缓冲减震的作用，使得钻头对凹坑边缘小范围内进行

破碎，降低波及到完好地面的几率。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固定轴的下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

滑动杆，滑动杆的下端安装有滚球，滑动杆的上端连接有钢丝绳，钢丝绳与固定轴的轴壁之

间为滑动配合方式，钢丝绳的中下段缠绕在绕轴上，绕轴的上端安装在推车的下端面，且绕

轴位于固定轴的前侧，钢丝绳的左端安装有扣环，扣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与卡柱相连，卡柱

的右端安装在推车的左端面上，在推车第一次移动过程中，滚球始终贴于地面运动，当遇到

凹坑的瞬间，滑动杆带动滚球自动下落至凹坑内，进而起到凹坑定位以及破碎导向的作用，

当凹坑边缘破碎工作结束后，通过人工方式取下扣环的同时向左拉动钢丝绳，钢丝绳带动

滑动杆向上运动，滑动杆带动滚球同步运动直至无法再运动，此时滚球远离地面，当所有工

作结束之后，通过人工方式将扣环卡与卡柱上，钢丝绳处于松动状态，滚球重新贴于地面。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绕轴的右端安装有U型卡板,U型卡板的

左端与缠绕在绕轴上的钢丝绳的表面之间为滑动配合方式，U型卡板对缠绕在绕轴上的钢

丝绳起到限位作用，降低出现钢丝绳从绕轴上脱离或者发生移动现象的几率，进而确保滑

动杆的运动性能。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硬毛刷安装后的整体截面为外凸圆弧型

结构，即硬毛刷的长度沿圆板由内向外逐渐减小，外凸圆弧型结构使得凹坑底部也可得到

清扫，提高了硬毛刷对凹坑的清洁力度，同时转动状态的硬毛刷可将凹坑内的碎块等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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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侧清扫，降低碎块等杂物出现向内堆积现象的几率。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抽筒的左右侧面对称开设有矩形通槽，

矩形通槽的截面为倾斜结构，沥青或水泥等填充物可自行沿着倾斜矩形通槽四散进凹坑

内，降低沥青或水泥等填充物发生只在一处推挤的现象，提高凹坑填充均匀化程度，进而提

高现充效果。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空心筒的下方设置有移动板，移动板的

上端面由内向外开设有圆形通槽，移动板的上端面左右对称安装有圆弧型板，圆弧型板的

外侧端安装有二号电动滑块，二号电动滑块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在二号轨道板上，二号

轨道板的上端安装在推车的下端面上，在释放填料箱中填充物的同时，通过二号电动滑动

带动圆弧型板上下往复运动，圆弧型板带动移动板同步运动，填充物可依次通过矩形通槽、

圆形通槽四散进凹坑内，上下往复运动的移动板既对沥青或水泥等填充物起到震实和导料

的作用，提高凹坑填充均匀化程度，又对抽筒表面起到刮料的作用，降低沥青或水泥等填充

物在抽筒表面发生堆积而堵塞矩形通槽现象的几率。

[0016] (二)有益效果

[0017]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本发明采用逐级连续式的设

计理念对市政道路进行清理修复，使得一个装置可完成多个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小了

修复凹坑边缘附近再次形成凹坑的几率，同时也降低了道路修补的频率，进而减小因修复

道路而对此路段交通的影响；

[0018] 2、本发明所述的震碎机构对道路凹坑进行边缘破碎处理，通过一号电机和电动推

杆配合使钻头进行上下往复运动的同时又进行转动运动，提高破碎效率和程度，弹簧在钻

头进行边缘破碎过程中起到缓冲减震的作用，使得钻头对凹坑边缘小范围内进行破碎，降

低波及到完好地面的几率；

[0019] 3、本发明所述的硬毛刷对凹坑内的碎块等杂物进行清扫，进而降低碎块等杂物对

后续浇灌的沥青、水泥等物质凝固紧实度造成影响的几率，提高地面凹坑的修复程度和平

整度，硬毛刷的长度沿圆板由内向外逐渐减小形成外凸圆弧型结构，使得凹坑底部也可得

到清扫，提高了硬毛刷对凹坑的清洁力度；

[0020] 4、本发明所述的移动板进行上下往复运动过程中，既对沥青或水泥等填充物起到

震实和导料的作用，提高凹坑填充均匀化程度，又对抽筒表面起到刮料的作用，降低沥青或

水泥等填充物在抽筒表面发生堆积而堵塞矩形通槽现象的几率。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第二剖视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第二剖视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的第三剖视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图1的X向局部放大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图2的M向局部放大图；

[0027] 图7是本发明图2的Y向局部放大图；

[0028] 图8是本发明图2的Z向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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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9是本发明图2的N向局部放大图；

[0030] 图10是本发明图4的R向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可以由权利要求先定

和覆盖的多种不同方式实施。

[0032] 如图1至图10所示，一种市政道路移动式清理修复装置，包括推车1、震碎机构2、清

扫机构3和浇灌机构4，所述的推车1的下端面右端安装有震碎机构2，推车1的下端面中部安

装有清扫机构3，推车1的下端面左端安装有浇灌机构4，清扫机构3位于震碎机构2的正左

端，浇灌机构位于清扫机构3的正左端。

[0033] 所述的震碎机构2包括一号电机21、转盘22、固定轴23、电动推杆24、圆推板25和钻

头26，一号电机21的下端面安装在推车1的上端面，电机输出轴端安装有转盘22，电机输出

轴端和转盘22与推车1的上端之间均为滑动配合方式，转盘22下端面中部安装有固定轴23，

转盘22的下端面左右对称安装有电动推杆24，固定轴23上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圆推板

25，电动推杆24的下端面与圆推板25的上端面之间为固定连接，圆推板25的下端面通过螺

纹配合方式安装有钻头26，钻头26沿圆推板25周向均匀排布，通过人工方式推动推车1前进

至地面凹坑处，通过电动推杆24推动圆推板25向下运动，圆推板25带动钻头26同步运动，直

至钻头26的下端接触凹坑上边缘，然后同时启动电动推杆24和一号电机21，电动推杆24使

钻头26进行上下往复运动对凹坑边缘进行破碎，一号电机21带动转盘22转动，转盘22通过

固定轴23带动圆推板25同步转动，进而钻头26随之进行同步转动，提高破碎效率和程度，待

破碎结束后，通过电动推杆24使钻头26向上运动直至远离地面，之后通过清扫机构3和浇灌

机构4进行下一步处理，钻头26的安装和拆卸便利，可根据其使用情况定期进行更换。

[0034] 所述的固定轴23的下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滑动杆231，滑动杆231的下端安

装有滚球232，滑动杆231的上端连接有钢丝绳233，钢丝绳233与固定轴23的轴壁之间为滑

动配合方式，钢丝绳233的中下段缠绕在绕轴234上，绕轴234的上端安装在推车1的下端面，

且绕轴234位于固定轴23的前侧，钢丝绳233的左端安装有扣环235，扣环235通过滑动配合

方式与卡柱236相连，卡柱236的右端安装在推车1的左端面上，在推车1第一次移动过程中，

滚球232始终贴于地面运动，当遇到凹坑的瞬间，滑动杆231带动滚球232自动下落至凹坑

内，进而起到凹坑定位以及破碎导向的作用，当凹坑边缘破碎工作结束后，通过人工方式取

下扣环235的同时向左拉动钢丝绳233，钢丝绳233带动滑动杆231向上运动，滑动杆231带动

滚球232同步运动直至无法再运动，此时滚球232远离地面，当所有工作结束之后，通过人工

方式将扣环235卡与卡柱236上，钢丝绳233处于松动状态，滚球232重新贴于地面。

[0035] 所述的电动推杆24的下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弹簧241，弹簧241的上端安装

在电动推杆24固定端的下端面，弹簧241的下端安装在圆推板25的上端面，弹簧241在钻头

26进行边缘破碎过程中起到缓冲减震的作用，使得钻头26对凹坑边缘小范围内进行破碎，

降低波及到完好地面的几率。

[0036] 所述的清扫机构3包括二号电机31、伸缩轴32、圆板33、滑动板34、一号电动滑块

35、一号轨道板36、圆杆37和硬毛刷38，二号电机31的下端面安装在推车1的上端面，二号电

机31输出轴端安装有伸缩轴32，二号电机31输出轴和伸缩轴32与推车1的上端之间均为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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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配合方式，伸缩轴32的下端通过螺纹配合方式安装有圆板33，圆板33的外侧通过滑动配

合方式安装有滑动板34，滑动板34的左右两端对称安装有一号电动滑块35，一号电动滑块

35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在一号轨道板36上，一号轨道板36的上端安装在推车1的下端面，

圆板33的下端安装有圆杆37，圆杆37沿圆板33周向均匀排布，圆杆37的下端通过螺纹配合

方式安装有硬毛刷38，震碎机构2工作完成后，通过人工方式向前推动推车1相应距离，通过

一号电动滑块35带动滑动板34向下运动，滑动板34带动圆板33同步向下运动，伸缩轴32做

同步向下伸长运动，直至硬毛刷38接触凹坑内底壁，然后通过二号电机31带动伸缩轴32转

动，伸缩轴32通过圆板33带动硬毛刷38同步转动，硬毛刷38对凹坑内的碎块等杂物进行清

扫，进而降低碎块等杂物对后续浇灌的沥青、水泥等物质凝固紧实度造成影响的几率，提高

地面凹坑的修复程度和使用寿命。

[0037] 所述的硬毛刷38安装后的整体截面为外凸圆弧型结构，即硬毛刷38的长度沿圆板

33由内向外逐渐减小，外凸圆弧型结构使得凹坑底部也可得到清扫，提高了硬毛刷38对凹

坑的清洁力度，同时转动状态的硬毛刷38可将凹坑内的碎块等杂物向外侧清扫，降低碎块

等杂物出现向内堆积现象的几率。

[0038] 所述的浇灌机构4包括填料箱41、空心筒42和抽筒43，填料箱41安装在推车1的上

端面，填料箱41的前端面连接有空心筒42，空心筒42的中下段与推车1的上端之间为滑动配

合方式，空心筒42的内部下端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有抽筒43，清扫机构3完成工作后，通

过人工方式向前推动推车1相应距离，然后通过人工方式向下拉动抽筒43，直至抽筒43的下

端稍贴近凹坑上方，然后释放填料筒中的沥青或者水泥等填充物，填充物依次通过空心筒

42和抽筒43落入凹坑中，对凹坑进行填补。

[0039] 所述的抽筒43的左右侧面对称开设有矩形通槽431，矩形通槽431的截面为倾斜结

构，沥青或水泥等填充物可自行沿着倾斜矩形通槽431四散进凹坑内，降低沥青或水泥等填

充物发生只在一处推挤的现象，提高凹坑填充均匀化程度，进而提高现充效果。

[0040] 所述的空心筒42的下方设置有移动板421,移动板421的上端面由内向外开设有圆

形通槽，移动板421的上端面左右对称安装有圆弧型板422，圆弧型板422的外侧端安装有二

号电动滑块423，二号电动滑块423通过滑动配合方式安装在二号轨道板424上，二号轨道板

424的上端安装在推车1的下端面上，在释放填料箱41中填充物的同时，通过二号电动滑动

带动圆弧型板422上下往复运动，圆弧型板422带动移动板421同步运动，填充物可依次通过

矩形通槽431、圆形通槽四散进凹坑内，上下往复运动的移动板421既对沥青或水泥等填充

物起到震实和导料的作用，提高凹坑填充均匀化程度，又对抽筒43表面起到刮料的作用，降

低沥青或水泥等填充物在抽筒43表面发生堆积而堵塞矩形通槽431现象的几率。

[0041] 所述的绕轴234的右端安装有U型卡板23a,U型卡板23a的左端与缠绕在绕轴234上

的钢丝绳233的表面之间为滑动配合方式，U型卡板23a对缠绕在绕轴234上的钢丝绳233起

到限位作用，降低出现钢丝绳233从绕轴234上脱离或者发生移动现象的几率，进而确保滑

动杆231的运动性能。

[0042] 工作时，通过人工方式推动推车1前进，滚球232始终贴于地面做同步运动，当遇到

凹坑的瞬间，滑动杆231带动滚球232自动下落至凹坑内，进而起到凹坑定位以及破碎导向

的作用，通过电动推杆24推动圆推板25向下运动，圆推板25带动钻头26同步运动，直至钻头

26的下端接触凹坑上边缘，然后同时启动电动推杆24和一号电机21，电动推杆24使钻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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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上下往复运动对凹坑边缘进行破碎，一号电机21带动转盘22转动，转盘22通过固定轴

23带动圆推板25同步转动，进而钻头26随之进行同步转动，提高破碎效率和程度，破碎工作

结束后，通过人工方式取下扣环235的同时向左拉动钢丝绳233，钢丝绳233带动滑动杆231

向上运动，滑动杆231带动滚球232同步运动直至无法再运动，此时滚球232远离地面，通过

人工方式向前推动推车1相应距离，通过一号电动滑块35带动滑动板34向下运动，滑动板34

带动圆板33同步向下运动，伸缩轴32做同步向下伸长运动，直至硬毛刷38接触凹坑内底壁，

然后通过二号电机31带动伸缩轴32转动，伸缩轴32通过圆板33带动硬毛刷38同步转动，硬

毛刷38对凹坑内的碎块等杂物进行清扫，进而降低碎块等杂物对后续浇灌的沥青、水泥等

物质凝固紧实度造成影响的几率，提高地面凹坑的修复程度和使用寿命，清扫工作结束后，

通过人工方式向前推动推车1相应距离，然后通过人工方式向下拉动抽筒43，直至抽筒43的

下端稍贴近凹坑上方，然后释放填料筒中的沥青或者水泥等填充物，与此同时，通过二号电

动滑动带动圆弧型板422上下往复运动，圆弧型板422带动移动板421同步运动，填充物可依

次通过空心筒42、矩形通槽431、圆形通槽四散进凹坑内，上下往复运动的移动板421既对沥

青或水泥等填充物起到震实和导料的作用，提高凹坑填充均匀化程度，又对抽筒43表面起

到刮料的作用，降低沥青或水泥等填充物在抽筒43表面发生堆积而堵塞矩形通槽431现象

的几率。

[0043]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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