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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包括

摩托车倒档器，倒档器壳体一侧固定连接一个分

时四驱传动箱，倒档器的输出主轴穿过分时四驱

传动箱向外伸，分时四驱传动箱中设置一分时驱

动转轴且外伸，分时驱动转轴与输出主轴平行且

外伸方向相反，分时四驱传动箱内设置一个中间

轴，输出主轴上周向固定一主动齿轮与中间轴上

的中间齿轮啮合，分时驱动转轴上空套一从动齿

轮与中间齿轮啮合，一个四驱离合齿轮可轴向移

动的周向固定在分时驱动转轴上，一轴向移动的

拨叉轴滑动配合在分时四驱传动箱中且一端外

伸，拨叉轴上固定连接的四驱切换拨叉卡接配合

在四驱离合齿轮的环形槽中，一回位弹簧套在拨

叉轴上且位于四驱切换拨叉与支承拨叉轴外伸

一端的箱体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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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包括摩托车倒档器，其特征在于：摩托车倒档

器壳体一侧固定连接一个分时四驱传动箱，所述摩托车倒档器的输出主轴穿过分时四驱传

动箱向外伸，所述分时四驱传动箱中设置一分时驱动转轴且外伸，所述分时驱动转轴与输

出主轴平行且外伸方向相反，所述分时四驱传动箱内设置一个与输出主轴平行的中间轴，

所述中间轴上设置一中间齿轮，所述输出主轴上周向固定一主动齿轮与中间齿轮啮合，所

述分时驱动转轴上空套一从动齿轮与中间齿轮啮合，一个四驱离合齿轮可轴向移动的周向

固定在分时驱动转轴上，通过轴向移动实现与从动齿轮的结合或分离，所述四驱离合齿轮

上设有环绕圆周的环形槽，一轴向移动的拨叉轴滑动配合在分时四驱传动箱中与分时驱动

转轴平行且一端外伸用于连接操纵机构，所述拨叉轴上固定连接的四驱切换拨叉卡接配合

在四驱离合齿轮的环形槽中，一回位弹簧套在拨叉轴上且位于四驱切换拨叉与支承拨叉轴

外伸一端的箱体壁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摩托车倒

档器的输出主轴分别通过轴承支承于倒档器壳体和分时四驱传动箱，所述分时驱动转轴、

中间轴分别通过轴承支承于分时四驱传动箱。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

轴为花键轴，所述中间齿轮与中间轴花键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时驱动

转轴设有花键段，所述四驱离合齿轮通过花键配合在花键段上，所述四驱离合齿轮设有结

合外齿，所述从动齿轮与四驱离合齿轮相向的一端设置结合内齿，供四驱时与四驱离合齿

轮的结合外齿啮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时四驱

传动箱包括箱体、箱盖，所述箱体与摩托车倒档器壳体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所述箱盖与箱体

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摩托车倒档器的输出主轴分别通过轴承支承于倒档器壳体和分时四驱

传动箱的箱体、箱盖，所述中间轴、分时驱动转轴均分别通过轴承支承于分时四驱传动箱的

箱体、箱盖。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主轴

的外伸端固定连接第一万向节联轴器，用于连接后传动轴，所述分时驱动转轴的外伸端固

定连接第二万向节联轴器，用于连接前传动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摩托车倒

档器包括前进档锥齿轮、倒档锥齿轮、输入锥齿轮、输出主轴，所述输出主轴通过轴承支承

于倒档器壳体，输出主轴的一端从倒档器壳体伸出，所述前进档锥齿轮、倒档锥齿轮位于倒

档器壳体内，且相向空套配合在输出主轴上，所述输入锥齿轮通过轴承支承于倒档器壳体，

且与前进档锥齿轮、倒档锥齿轮啮合，所述前进档锥齿轮、倒档锥齿轮的相向端均设有结合

内齿，一换挡结合齿轮位于前进档锥齿轮、倒档锥齿轮的相向端之间，可轴向移动的花键配

合在输出主轴上，一换挡拨叉卡在换挡结合齿轮上设置的环槽中，所述换挡拨叉固定连接

在一拨叉转轴上，拨叉转轴一端外伸出倒档器壳体固定连接换挡脚踏。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4874230 U

2



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摩托车倒档器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

成。

背景技术

[0002] 摩托车发动机的曲轴箱内设置的变速机构是针对两轮摩托车设计的，现有的摩托

车发动机的变速机构均无倒档功能。目前采用摩托车发动机的三轮或四轮摩托车为了能够

倒退行驶，均采用安装一个专门用于实现前进或倒退行驶转换的倒档器，这种倒档器安装

在摩托车发动机的曲轴箱体外，与摩托车发动机的变速机构的输出轴连接，使发动机变速

机构输出的动力经过倒档器切换，由倒档器通过传动轴传递给后轮驱动桥，由此实现三轮

或四轮摩托车前进或倒退行驶。然而，现有的摩托车倒档器结构，只有一个输出轴来输出驱

动动力，通常只能实现后轮两驱驱动，不能实现对前、后轮的四驱驱动。如果通过改进四轮

摩托车的前、后轮传动轴结构来实现四驱驱动，也只能使四轮摩托车实现全时四驱驱动，不

能实现分时四驱，由此导致四轮摩托车的行驶油耗和废气排放增大，不利于节能环保。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

传动总成，它能使摩托车倒档器实现分时四驱传递输出动力。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包括摩托车倒档器，摩托车倒档器壳体一

侧固定连接一个分时四驱传动箱，所述摩托车倒档器的输出主轴穿过分时四驱传动箱向外

伸，所述分时四驱传动箱中设置一分时驱动转轴且外伸，所述分时驱动转轴与输出主轴平

行且外伸方向相反，所述分时四驱传动箱内设置一个与输出主轴平行的中间轴，所述中间

轴上设置一中间齿轮，所述输出主轴上周向固定一主动齿轮与中间齿轮啮合，所述分时驱

动转轴上空套一从动齿轮与中间齿轮啮合，一个四驱离合齿轮可轴向移动的周向固定在分

时驱动转轴上，通过轴向移动实现与从动齿轮的结合或分离，所述四驱离合齿轮上设有环

绕圆周的环形槽，一轴向移动的拨叉轴滑动配合在分时四驱传动箱中与分时驱动转轴平行

且一端外伸用于连接操纵机构，所述拨叉轴上固定连接的四驱切换拨叉卡接配合在四驱离

合齿轮的环形槽中，一回位弹簧套在拨叉轴上且位于四驱切换拨叉与支承拨叉轴外伸一端

的箱体壁之间。

[0006] 所述摩托车倒档器的输出主轴分别通过轴承支承于倒档器壳体和分时四驱传动

箱，所述分时驱动转轴、中间轴分别通过轴承支承于分时四驱传动箱。

[0007] 所述中间轴为花键轴，所述中间齿轮与中间轴花键配合。

[0008] 所述分时驱动转轴设有花键段，所述四驱离合齿轮通过花键配合在花键段上，所

述四驱离合齿轮设有结合外齿，所述从动齿轮与四驱离合齿轮相向的一端设置结合内齿，

供四驱时与四驱离合齿轮的结合外齿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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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分时四驱传动箱包括箱体、箱盖，所述箱体与摩托车倒档器壳体通过螺栓固

定连接，所述箱盖与箱体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摩托车倒档器的输出主轴分别通过轴承支承

于倒档器壳体和分时四驱传动箱的箱体、箱盖，所述中间轴、分时驱动转轴均分别通过轴承

支承于分时四驱传动箱的箱体、箱盖。

[0010] 所述输出主轴的外伸端固定连接第一万向节联轴器，用于连接后传动轴，所述分

时驱动转轴的外伸端固定连接第二万向节联轴器，用于连接前传动轴。

[0011] 所述摩托车倒档器包括前进档锥齿轮、倒档锥齿轮、输入锥齿轮、输出主轴，所述

输出主轴通过轴承支承于倒档器壳体，输出主轴的一端从倒档器壳体伸出，所述前进档锥

齿轮、倒档锥齿轮位于倒档器壳体内，且相向空套配合在输出主轴上，所述输入锥齿轮通过

轴承支承于倒档器壳体，且与前进档锥齿轮、倒档锥齿轮啮合，所述前进档锥齿轮、倒档锥

齿轮的相向端均设有结合内齿，一换挡结合齿轮位于前进档锥齿轮、倒档锥齿轮的相向端

之间，可轴向移动的花键配合在输出主轴上，一换挡拨叉卡在换挡结合齿轮上设置的环槽

中，所述换挡拨叉固定连接在一拨叉转轴上，拨叉转轴一端外伸出倒档器壳体固定连接换

挡脚踏。

[0012] 采用上述方案，在摩托车倒档器壳体一侧固定连接一个分时四驱传动箱，所述摩

托车倒档器的输出主轴穿过分时四驱传动箱向外伸，所述分时四驱传动箱中设置一分时驱

动转轴且外伸，所述分时驱动转轴与输出主轴平行且外伸方向相反，所述分时四驱传动箱

内设置一个与输出主轴平行的中间轴，所述中间轴上设置一中间齿轮，所述输出主轴上周

向固定一主动齿轮与中间齿轮啮合，所述分时驱动转轴上空套一从动齿轮与中间齿轮啮

合，一个四驱离合齿轮可轴向移动的周向固定在分时驱动转轴上，通过轴向移动实现与从

动齿轮的结合或分离，所述四驱离合齿轮上设有环绕圆周的环形槽，一轴向移动的拨叉轴

滑动配合在分时四驱传动箱中与分时驱动转轴平行且一端外伸用于连接操纵机构，所述拨

叉轴上固定连接的四驱切换拨叉卡接配合在四驱离合齿轮的环形槽中，一回位弹簧套在拨

叉轴上且位于四驱切换拨叉与支承拨叉轴外伸一端的箱体壁之间。由此能够把摩托车倒档

器输出的动力通过输出主轴向四轮摩托车的后驱动桥传递，用于后轮两驱驱动，并同时通

过主动齿轮经中间齿轮传递给分时驱动转轴上空套配合的从动齿轮，通过四驱切换拨叉控

制分时驱动转轴上的四驱离合齿轮轴向移动与从动齿轮结合，将从动齿轮传递的动力经四

驱离合齿轮、分时驱动转轴向前驱动桥传递，用于前轮两驱驱动；并且由于回位弹簧的张力

作用，在解除四驱切换拨叉的控制力后，四驱切换拨叉被回位弹簧推动回位带动四驱离合

齿轮与从动齿轮分离，中断分时驱动转轴向前驱动桥传递动力，从而使四轮摩托车实现分

时四驱功能。

[0013] 本实用新型通过在摩托车倒档器上设置分时四驱传动箱，通过倒档器的输出主轴

和分时四驱传动箱的分时驱动转轴分别向四轮摩托车的后驱动桥、前驱动桥传递动力，并

且通过四驱切换拨叉控制四驱离合齿轮与从动齿轮结合或分离实现四轮摩托车四驱的分

时传动，可根据四轮摩托车的行驶需要在四驱和两驱之间进行切换，使四轮摩托车通过四

驱驱动来增强爬坡能力，同时也能使四轮摩托车通过两驱驱动来降低行驶油耗和废气排

放，有利于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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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的A‑A向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参见图1、图2，一种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包括摩托车倒档器，本实施

例的摩托车倒档器包括前进档锥齿轮7、倒档锥齿轮3、输入锥齿轮19、输出主轴2，所述输出

主轴2通过轴承支承于倒档器壳体1，输出主轴2的一端从倒档器壳体1伸出，所述前进档锥

齿轮7、倒档锥齿轮3位于倒档器壳体1内，且相向空套配合在输出主轴2上，所述输入锥齿轮

19位于倒档器壳体1设置的安装板6侧，通过轴承支承于倒档器壳体1，且与前进档锥齿轮7、

倒档锥齿轮3啮合，所述安装板6用于通过螺栓与发动机固定连接，输入锥齿轮19通过设置

的内花键用于与发动机的输出轴花键配合连接。所述前进档锥齿轮7、倒档锥齿轮3的相向

端均设有结合内齿，一换挡结合齿轮4位于前进档锥齿轮7、倒档锥齿轮3的相向端之间，可

轴向移动的花键配合在输出主轴2上，一换挡拨叉5卡在换挡结合齿轮4上设置的环槽中，所

述换挡拨叉5固定连接在一拨叉转轴23上，拨叉转轴23一端外伸出倒档器壳体1固定连接换

挡脚踏（未图示）。当然，所述摩托车倒档器也不局限于本实施例结构，也可以是其它结构的

摩托车倒档器。所述摩托车倒档器壳体1一侧固定连接一个分时四驱传动箱，所述摩托车倒

档器的输出主轴2穿过分时四驱传动箱向外伸，所述分时四驱传动箱中设置一分时驱动转

轴17且外伸，所述分时驱动转轴17与输出主轴2平行且外伸方向相反，所述分时四驱传动箱

内设置一个与输出主轴平行的中间轴12。所述摩托车倒档器的输出主轴2分别通过轴承支

承于倒档器壳体1和分时四驱传动箱，所述分时驱动转轴17、中间轴12分别通过轴承支承于

分时四驱传动箱。为了方便分时四驱传动总成的装配，所述分时四驱传动箱包括箱体8、箱

盖9，所述箱体8与摩托车倒档器壳体1通过螺栓固定连接，所述箱盖9与箱体8通过螺栓固定

连接，倒档器的输出主轴2分别通过轴承支承于倒档器壳体1和分时四驱传动箱的箱体8、箱

盖9，所述中间轴12、分时驱动转轴17均分别通过轴承支承于分时四驱传动箱的箱体8、箱盖

9。所述中间轴12上设置一中间齿轮13，本实施例的所述中间轴12为花键轴，所述中间齿轮

13与中间轴12花键配合；当然，所述中间齿轮也可以和中间轴为一体成型结构的齿轮轴，或

者中间轴为光滑轴，中间齿轮滑动配合在光滑轴上。所述输出主轴2位于分时四驱传动箱中

的轴段上周向固定一主动齿轮10与中间齿轮12啮合，所述分时驱动转轴17上空套一从动齿

轮16与中间齿轮12啮合，一个四驱离合齿轮14可轴向移动的周向固定在分时驱动转轴17

上，通过轴向移动实现与从动齿轮16的结合或分离。本实施例的分时驱动转轴17设有花键

段，所述四驱离合齿轮14通过花键配合在花键段上，所述四驱离合齿轮14设有结合外齿，所

述从动齿轮16与四驱离合齿轮14相向的一端设置结合内齿，供四驱时与四驱离合齿轮14的

结合外齿啮合。所述四驱离合齿轮14上设有环绕圆周的环形槽，一轴向移动的拨叉轴21滑

动配合在分时四驱传动箱中与分时驱动转轴17平行且一端外伸用于连接操纵机构，所述拨

叉轴21上固定连接的四驱切换拨叉15卡接配合在四驱离合齿轮14的环形槽中，一回位弹簧

20套在拨叉轴21上且位于四驱切换拨叉15与支承拨叉轴外伸一端的箱体8壁之间。为便于

两驱/四驱之间的分时切换操纵，在拨叉轴21的外伸端设置一径向通孔，用于连接控制拉

索，一控制拉索的固定支架22固定安装在分时四驱传动箱的箱体8上，位于拨叉轴21的外伸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4874230 U

5



端旁边。

[0017] 本实用新型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为了方便与四轮摩托车的前、后驱动桥的

传动轴装配连接，所述输出主轴2的外伸端固定连接第一万向节联轴器11，用于连接后传动

轴向后驱动桥传递动力，所述分时驱动转轴17的外伸端固定连接第二万向节联轴器16，用

于连接前传动轴向前驱动桥传递动力。

[0018] 本四轮摩托车的分时四驱传动总成工作时，由于位于四驱切换拨叉15与支承拨叉

轴外伸一端的箱体8壁之间的回位弹簧20的张力作用，四驱切换拨叉15是把四驱离合齿轮

14拨动到与从动齿轮16分离的位置作为常态，从动齿轮16与四驱离合齿轮14之间的动力传

递处于中断状态，四轮摩托车为后轮两驱行驶常态。在后轮两驱行驶状态下，摩托车发动机

输出的动力经摩托车倒档器的输入锥齿轮19同时传递给倒档器中的前进档锥齿轮7、倒档

锥齿轮3，由换挡拨叉5拨动换挡结合齿轮4与前进档锥齿轮7或者倒档锥齿轮3结合，带动输

出主轴2旋转，输出主轴2通过主动齿轮10经中间齿轮12带动从动齿轮16在分时驱动转轴17

上空转。当驾驶者采用换挡脚踏通过换挡拨叉5控制换挡结合齿轮4与前进档锥齿轮7结合

时，前进档锥齿轮7将动力经换挡结合齿轮4传递给输出主轴2，输出主轴2将动力传递给四

轮摩托车的后驱动桥，驱动两个后轮旋转，四轮摩托车为两驱向前行驶；当驾驶者采用换挡

脚踏通过换挡拨叉5控制换挡结合齿轮4与倒档锥齿轮3结合时，倒档锥齿轮3将动力经换挡

结合齿轮4传递给输出主轴2，输出主轴2将动力传递给四轮摩托车的后驱动桥，驱动两个后

轮旋转，四轮摩托车为两驱倒退行驶。一旦四轮摩托车需用四驱行驶，驾驶者操纵控制拉索

拉动拨叉轴21轴向移动，使四驱切换拨叉15拨动四驱离合齿轮14与从动齿轮16结合，从动

齿轮16通过四驱离合齿轮14将动力传递给分时驱动转轴17，分时驱动转轴17将动力传递给

四轮摩托车的前驱动桥，驱动两个前轮旋转参与四轮摩托车的行驶驱动，此时由控制拉索

的拉力保持四驱离合齿轮14与从动齿轮16的结合状态，这样发动机输出的动力使四轮摩托

车的前、后轮同时驱动行驶，形成四驱行驶状态。如果要返回后轮两驱行驶，只需解除控制

拉索的拉力，回位弹簧20推动四驱切换拨叉15带动四驱离合齿轮14回位，与从动齿轮16分

离，中断发动机传递给分时驱动转轴17的动力，四轮摩托车重新返回后轮两驱行驶状态，由

此使四轮摩托车能够通过分时四驱传动总成的传动切换实现分时四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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