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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管理机载物载人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农业管理机载物载人机

构，在机架前部的上方设置货箱，机架的前端固

定两块左右对称的侧板，该侧板前高后低倾斜设

置，两块侧板的上端之间连接货箱前安装导管，

货箱前安装导管与货箱底部的前端铰接，在两块

侧板之间设有两块左右平行的油缸支板，油缸的

前端位于这两块油缸支板之间，并与这两块油缸

支板铰接，油缸的活塞杆与货箱底部的后端铰

接；在货箱后支撑梁的后方固定设置顶板，顶板

上安装扶手架，并在顶板的后方设置收放式脚踏

板。本发明能够将载重量提高到500KG，非常利于

各种物资转移，并能搭载操作人员，以节省体力，

消除随车行走的安全隐患；物资转运完成后的卸

货操作由油缸驱动，自动化程度高，节省了劳力，

大大提高了卸货效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5页

CN 106627795 B

2019.04.09

CN
 1
06
62
77
95
 B



1.一种农业管理机载物载人机构，包括机架（1）和扶手架（11），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机

架（1）前部的上方设置货箱（2），机架（1）的前端固定两块左右对称的侧板（4），该侧板（4）前

高后低倾斜设置，两块侧板（4）的上端之间连接货箱前安装导管（3），所述货箱前安装导管

（3）的端部穿过对应的侧板（4），该货箱前安装导管（3）与货箱（2）底部的前端铰接，在两块

侧板（4）之间设有两块左右平行的油缸支板（5），油缸（6）的前端位于这两块油缸支板（5）之

间，并与这两块油缸支板（5）铰接，油缸（6）的活塞杆与货箱（2）底部的后端铰接，在所述机

架（1）的中后部通过立柱（7）支撑有货箱后支撑梁（8），货箱后支撑梁（8）平行于货箱前安装

导管（3）；在所述货箱后支撑梁（8）的后方固定设置顶板（12），该顶板（12）为平顶的“∩”形，

在顶板（12）上安装扶手架（11），并在顶板（12）的后方设置收放式脚踏板（13）；所述脚踏板

（13）与顶板（12）的后端相铰接，在顶板（12）后端的上方设置两块左右对称的加强板（14），

所述加强板（14）的上端通过螺栓与扶手架（11）的顶部连接，加强板（14）的下端通过螺栓与

顶板（12）连接，在其中一块加强板下端的侧边设置挂钩（15），所述脚踏板（13）上开有与该

挂钩（15）相配合的卡槽（13a），所述脚踏板（13）收起时，挂钩（15）穿过卡槽（13a）与所述脚

踏板（13）钩挂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业管理机载物载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货箱（2）是由货

箱底板（2a）、货箱侧板（2b）、货箱前板（2c）和货箱后板（2d）围成的上端敞口的厢式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农业管理机载物载人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货箱后板（2d）的

下端与货箱底板（2a）的后端相焊接，所述货箱前板（2c）的底部与货箱底板（2a）铰接，使货

箱前板（2c）能够展开，在货箱前板（2c）前端面的下端固定第一限位板（2e），所述货箱底板

（2a）前端的底部设有与第一限位板（2e）相配合的第二限位板（2f），当货箱前板（2c）展开

后，所述第一限位板（2e）与第二限位板（2f）相抵；所述货箱侧板（2b）的安装方式及展开方

式与货箱前板（2c）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农业管理机载物载人机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货箱侧板（2b）

的前后两端均装有能够与货箱前板（2c）或货箱后板（2d）连接的锁扣（9）。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农业管理机载物载人机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货箱底板

（2a）、货箱侧板（2b）、货箱前板（2c）和货箱后板（2d）的上方均设有围栏（10），该围栏（10）为

“∩”形，围栏（10）底部的两端插入货箱对应的箱板中，由螺钉顶紧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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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管理机载物载人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机械技术领域，具体地说，特别涉及一种农业管理机载物载人机

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技术逐渐向机械化、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越

来越多的机械设备应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中。农业装备通过合理的配置农机具拓宽了农业机

械化的道路。近年来，各种田园管理机的出现给广大用户带来了很大的便捷性。目前，我国

市场上的果园采摘、开沟、喷药及除草等用途的农业管理机种类较多，功能多样，能够满足

多种功能的需求，但现有的农业管理机多追求功能的扩展以及不同功能模块的快速更换，

对于基本的运载功能往往忽略，导致运载能力普遍不强，在兼顾小型化的同时，载重量一般

不超过200KG，非常不利于各种物资转移。同时，物资转运完成后的卸货操作完全依靠手动

进行，劳动强度极大，并且效率低下。另外，现有的农业管理机都没有配备载人机构，不管是

在作业过程中还是正常行进过程中，操作人员都只能随机行走，容易产生疲劳，且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农业管理

机载物载人机构。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农业管理机载物载人机构，包括机架和扶手架，其特

征在于：在所述机架前部的上方设置货箱，机架的前端固定两块左右对称的侧板，该侧板前

高后低倾斜设置，两块侧板的上端之间连接货箱前安装导管，所述货箱前安装导管的端部

穿过对应的侧板，该货箱前安装导管与货箱底部的前端铰接，在两块侧板之间设有两块左

右平行的油缸支板，油缸的前端位于这两块油缸支板之间，并与这两块油缸支板铰接，油缸

的活塞杆与货箱底部的后端铰接，在所述机架的中后部通过立柱支撑有货箱后支撑梁，货

箱后支撑梁平行于货箱前安装导管；在所述货箱后支撑梁的后方固定设置顶板，该顶板为

平顶的“∩”形，在顶板上安装扶手架，并在顶板的后方设置收放式脚踏板。

[0005]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在机架前部的上方设置货箱，机架后部集中布置动力总成和

操纵机构，这样一方面整体结构紧凑，能够尽可能缩小整机体积；另一方面，货箱可以做得

足够大，载重量能够提高到500KG，非常有利于各种物资转移。同时，货箱在油缸的作用下能

够向后翻转，以便于自动倾卸物资，由此节省了劳力，大大提高了卸货效率。货箱后支撑梁

上可安装减震垫，用于支撑货箱，并能防止与货箱硬接触产生异响。顶板为平顶的“∩”形，

造型简单，加工制作容易，能够方便动力总成和扶手架等布置，并且顶板形成护罩，对下方

的变速器起到防护作用。脚踏板具有收起和放下两种状态，当脚踏板收起时，不影响作业操

纵；当脚踏板放下时，可以搭载操作人员，在整机正常行进的过程中节省操作人员的体力，

并消除了随机行走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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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为了简化结构，方便加工制作，所述货箱是由货箱底板、货箱侧板、货箱前板和货

箱后板围成的上端敞口的厢式结构。

[0007] 所述货箱后板的下端与货箱底板的后端相焊接，所述货箱前板的底部与货箱底板

铰接，使货箱前板能够展开，在货箱前板前端面的下端固定第一限位板，所述货箱底板前端

的底部设有与第一限位板相配合的第二限位板，当货箱前板展开后，所述第一限位板与第

二限位板相抵；所述货箱侧板的安装方式及展开方式与货箱前板相同。以上结构货箱前板

和两块货箱侧板能够完全展开，与货箱底板一起组成一个大平台，以便于搭载更多的物资；

并且货箱前板和货箱侧板完全展开后，由第一限位板与第二限位板抵接定位，可靠性好。

[0008] 作为优选，在所述货箱侧板的前后两端均装有能够与货箱前板或货箱后板连接的

锁扣。

[0009] 在所述货箱底板、货箱侧板、货箱前板和货箱后板的上方均设有围栏，该围栏为

“∩”形，围栏底部的两端插入货箱对应的箱板中，由螺钉顶紧固定。以上结构有利于装载体

积较大或者长度尺寸大的物资，围栏造型简单，易于加工制作，并且安装的牢靠性好，拆装

非常方便。

[0010] 所述脚踏板与顶板的后端相铰接，在顶板后端的上方设置两块左右对称的加强

板，所述加强板的上端通过螺栓与扶手架的顶部连接，加强板的下端通过螺栓与顶板连接，

在其中一块加强板下端的侧边设置挂钩，所述脚踏板上开有与该挂钩相配合的卡槽，所述

脚踏板收起时，挂钩穿过卡槽与所述脚踏板钩挂连接。以上结构一方面通过两块加强板增

加了扶手架与顶板的连接点，使扶手架更稳固，另一方面，脚踏板收起时由挂钩定位，可靠

性好，并且收放脚踏板操作简单、便捷、省力。

[0011] 有益效果：本发明能够将载重量提高到500KG，非常利于各种物资转移，并能搭载

操作人员，以节省体力，消除随车行走的安全隐患；物资转运完成后的卸货操作由油缸驱

动，自动化程度高，节省了劳力，大大提高了卸货效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的结构分解图。

[0014] 图3为农业管理机底盘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货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货箱的展开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8] 如图1、图2、图3、图4、图5所示，农业管理机的机架1为框架结构，在机架1前部的上

方设置货箱2，该货箱2是由货箱底板2a、货箱侧板2b、货箱前板2c和货箱后板2d围成的上端

敞口的厢式结构。货箱后板2d的下端与货箱底板2a的后端相焊接，货箱前板2c的底部与货

箱底板2a铰接，使货箱前板2c能够展开，在货箱前板2c前端面的下端固定第一限位板2e，货

箱底板2a前端的底部设有与第一限位板2e相配合的第二限位板2f，当货箱前板2c展开后，

第一限位板2e与第二限位板2f相抵。货箱侧板2b的安装方式与货箱前板2c相同，货箱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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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也能够展开，并且货箱侧板2b的展开方式及展开后的定位结构与货箱前板2c相同。当货

箱前板2c和两块货箱侧板2b完全展开后，与货箱底板2a一起组成一个大平台，以便于搭载

更多的物资。

[0019] 如图4、图5所示，在货箱侧板2b的前后两端均装有能够与货箱前板2c或货箱后板

2d扣接的锁扣9，以便对货箱侧板2b及货箱前板2c收起状态进行定位。在货箱底板2a、货箱

侧板2b、货箱前板2c和货箱后板2d的上方均设有围栏10，该围栏10为“∩”形，围栏10底部的

两端插入货箱对应的箱板中，由螺钉顶紧固定。

[0020] 如图1、图3、图4所示，在机架1的前端固定两块左右对称的侧板4，该侧板4前高后

低倾斜设置，两块侧板4的上端之间连接货箱前安装导管3，货箱前安装导管3的端部穿过对

应的侧板4，该货箱前安装导管3与货箱底板2a底部的前端铰接。在两块侧板4之间设有两块

左右平行的油缸支板5，油缸支板5的下端与机架1固定，油缸6的前端位于这两块油缸支板5

之间，并与这两块油缸支板5铰接，油缸6的活塞杆与货箱底板2a底部的后端铰接，在油缸6

的作用下，货箱2能够向后翻转。在机架1的中后部通过立柱7支撑有货箱后支撑梁8，货箱后

支撑梁8平行于货箱前安装导管3。货箱后支撑梁8可安装减震垫，以支撑货箱后部。

[0021] 如图1、图2所示，在货箱后支撑梁8的后方固定设置顶板12，该顶板12为平顶的

“∩”形，在顶板12上安装扶手架11，并在顶板12的后方设置收放式脚踏板13。脚踏板13与顶

板12的后端相铰接，在顶板12后端的上方设置两块左右对称的加强板14，加强板14的上端

通过螺栓与扶手架11的顶部连接，加强板14的下端通过螺栓与顶板12连接，在其中一块加

强板下端的侧边设置挂钩15，脚踏板13上开有与该挂钩15相配合的卡槽13a，脚踏板13收起

时，挂钩15穿过卡槽13a与所述脚踏板13钩挂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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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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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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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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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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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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