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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双喷嘴沥青喷洒阀
(57)摘要
一种双喷嘴沥青喷洒阀，
包括缸筒、
活塞、
端
盖、
缸杆、
弹簧、
阀座，
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
所述
缸筒为上端封闭下端开口圆形筒体，
所述缸筒的
上下端分别设置有上进气孔和下进气孔，
所述缸
筒内部同心设置有与之滑动配合的活塞，
所述端
盖连接于所述缸筒下端，
所述缸杆穿过端盖并连
接在活塞的下端，
所述缸杆下部另外设置有两道
密封环，
所述活塞的上下端分别设置有弹簧；
所
述阀座连接在所述端盖的下部，
并分别安装有所
述的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
它具有无需根据洒布
量换装喷嘴、
结构合理、
使用方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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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双喷嘴沥青喷洒阀 ，
包括缸筒（1）、活塞（2）、端盖（3）、缸杆（4）、弹簧（5）、
阀座
（6）、第一喷嘴（8）和第二喷嘴（9）；
其特征在于：
所述缸筒（1）为上端封闭下端开口圆形筒
体，
所述缸筒（1）的上下端分别设置有上进气孔（1a）和下进气孔（1b），
所述缸筒（1）内部同
心设置有与之滑动配合的活塞（2），
所述端盖（3）连接于所述缸筒（1）下端，
所述缸杆（4）穿
过端盖（3）并连接在活塞（2）的下端，
所述缸杆（4）下部另外设置有两道密封环（4a），
所述活
塞（2）的上下端分别设置有弹簧（5）；
所述阀座（6）连接在所述端盖（3）的下部，
并分别安装
有所述的第一喷嘴（8）和第二喷嘴（9）。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喷嘴沥青喷洒阀 ，
其特征在于：
所述阀座（6）中心加工有与
所述缸杆（4）的密封环（4a）滑动配合的阀孔（6a），
所述阀座（6）上端与阀孔同心加工有上出
油环（6b），
所述阀座（6）下端另设置有与上出油环（6b）相通的第一喷嘴安装孔（6c）；
所述阀
座（6）下端与阀孔同心加工有下出油环（6d），
所述阀座（6）下端另设置有与下出油环（6d）相
通的第二喷嘴安装孔（6e）；
所述阀座（6）侧面设置有与所述阀孔（6a）相通的进油孔（6f）。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喷嘴沥青喷洒阀 ，
其特征在于：
所述阀座（6）下端设置有堵
头（7），
所述堵头（7）与所述阀孔同心装配；
所述阀座（6）的第一喷嘴安装孔（6c）上连接有第
一喷嘴（8），
所述阀座（6）的第二喷嘴安装孔（6e）上连接有所述第二喷嘴（9）；
所述的第一喷
嘴（8）和第二喷嘴（9）均是通径不同的扇形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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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喷嘴沥青喷洒阀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液态工质喷洒领域，
具体地说是一种双喷嘴沥青喷洒阀。
背景技术
[0002] 沥青路面修筑、
养护设备的沥青洒布车、
同步碎石封层车、
纤维封层车及路面综合
养护车，
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进行沥青粘层的洒布，
在实际施工中，
这类车辆根据施工工艺设
2
计要求的不同，
沥青洒布量在0 .5-3 .0kg/m 范围内变动，
例如：
在进行雾封层施工时，
需要
2
进行较小的洒布量（小于1 .0kg/m ）的沥青洒布，
而在碎石封层或纤维封层施工时，
又需要
进行较大沥青洒布量（大于1 .5kg/m 2）的沥青洒布。在用的这类车辆，
采用的是随车配备两
套喷嘴，
一套是大通径喷嘴，
一套是小通径喷嘴，
根据施工时需要的洒布量大小，
换装不同
通径的喷嘴，
由于这类车辆的一般有24-36个喷嘴，
在施工时全部更换费时费力，
使用较为
不便。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一种无需根据洒布量换装喷嘴、
结构合理、
使用方便的双喷嘴沥青喷洒阀。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完成的，
所述的一种双喷嘴沥青喷洒阀 ，
包
括缸筒、
活塞、
端盖、
缸杆、
弹簧、
阀座，
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
所述缸筒为上端封闭下端开口
圆形筒体，
所述缸筒的上下端分别设置有上进气孔和下进气孔，
所述缸筒内部同心设置有
与之滑动配合的活塞，
所述端盖连接于所述缸筒下端，
所述缸杆穿过端盖并连接在活塞的
下端，
所述缸杆下部另外设置有两道密封环，
所述活塞的上下端分别设置有弹簧；
所述阀座
连接在所述端盖的下部，
并分别安装有所述的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
[0005] 作为优选：
所述阀座中心加工有与所述缸杆的密封环滑动配合的阀孔，
所述阀座
上端与阀孔同心加工有上出油环，
所述阀座下端另设置有与上出油环相通的第一喷嘴安装
孔；
所述阀座下端与阀孔同心加工有下出油环，
所述阀座下端另设置有与下出油环相通的
第二喷嘴安装孔；
所述阀座侧面设置有与所述阀孔相通的进油孔。
[0006] 作为优选：
所述阀座下端设置有所述堵头，
所述堵头与所述阀孔同心装配；
所述阀
座的第一喷嘴安装孔上连接有第一喷嘴，
所述阀座的第二喷嘴安装孔上连接有所述第二喷
嘴；
所述的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均是通径不同的扇形喷嘴。
[0007] 本发明通过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的切换，
可以实现大喷嘴和小喷嘴的切换洒布，
无需像传统设备那样人工更换喷嘴，
可以更好的进行不同洒布量的沥青洒布作业，
实用高
效；
它具有无需根据洒布量换装喷嘴、
结构合理、
使用方便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双喷嘴沥青喷洒阀的缸筒不通入压缩空气时的主视图。
[0009] 图2为本发明双喷嘴沥青喷洒阀的阀座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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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本发明的缸筒的上进气孔通入压缩空气时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缸筒的下进气孔通入压缩空气时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
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13] 参见图1-图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一种双喷嘴沥青喷洒阀，
包括缸
筒1、
活塞2、端盖3、
缸杆4、
弹簧5、
阀座6，
第一喷嘴8和第二喷嘴9；
所述缸筒1为上端封闭下
端开口圆形筒体，
所述缸筒1的上下端分别设置有上进气孔1a和下进气孔1b，
所述缸筒1内
部同心设置有与之滑动配合的活塞2，
所述端盖3连接于所述缸筒1下端，
所述缸杆4穿过端
盖3并连接在活塞2的下端，
所述缸杆4下部另外设置有两道密封环4a，
所述活塞2的上下端
分别设置有弹簧5；
所述阀座6连接在所述端盖3的下部，
并分别安装有所述的第一喷嘴8和
第二喷嘴9。
[0014] 图中所示，
所述阀座6中心加工有与所述缸杆4的密封环4a滑动配合的阀孔6a，
所
述阀座6上端与阀孔同心加工有上出油环6b，
所述阀座6下端另设置有与上出油环6b相通的
第一喷嘴安装孔6c；
所述阀座6下端与阀孔同心加工有下出油环6d，
所述阀座6下端另设置
有与下出油环6d相通的第二喷嘴安装孔6e；
所述阀座6侧面设置有与所述阀孔6a相通的进
油孔6f。
[0015] 本发明所述阀座6下端设置有所述堵头7，
所述堵头7与所述阀孔同心装配；
所述阀
座6的第一喷嘴安装孔6c上连接有第一喷嘴8，
所述阀座6的第二喷嘴安装孔6e上连接有所
述第二喷嘴9；
所述的第一喷嘴8和第二喷嘴9均是通径不同的扇形喷嘴。
[001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
[0017] 当所述缸筒1的上进气孔1a和下进气孔1b不通入压缩空气时，
所述活塞2在其上下
方分别设置的弹簧5作用下，
处于平衡位置，
此时，
所述缸杆4的两道密封环4a分别位于所述
阀座6侧面的进油孔6f两侧，
从而使得沥青不能由进油孔6f进入上出油环6b和下出油环6d，
此时，
第一喷嘴8和第二喷嘴9均没有沥青流入，
为停止洒布状态。
[0018] 当向所述缸筒1的上进气孔1a通入压缩空气，
所述活塞2在压缩空气的作用下向下
移动，
从而带动所述缸杆4一起向下运动，
直至所述缸杆4的两道密封环4a均处于所述阀座6
侧面的进油孔6f下方，
此时沥青可以通过所述进油孔6f进入所述阀座6的阀孔6a，
并经由所
述阀孔6a进入上出油环6b，
进而进入所述第一喷嘴安装孔6c，
最终从第一喷嘴8中喷出。
[0019] 当向所述缸筒1的下进气孔1b通入压缩空气，
所述活塞2在压缩空气的作用下向上
移动，
从而带动所述缸杆4一起向上运动，
直至所述缸杆4的两道密封环4a均处于所述阀座6
侧面的进油孔6f上方，
此时沥青可以通过所述进油孔6f进入所述阀座6的阀孔6a，
并经由所
述阀孔6a进入下出油环6d，
进而进入所述第二喷嘴安装孔6e，
最终从第二喷嘴9中喷出。
[0020]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但本发明并非局限于此，
任何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能思之的没有创造性的变化，
以及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所作的任何改进和
润饰，
都应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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