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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土路肩成型等工程车用一

种折叠式料斗总成，包括板框式的料斗底架、设

置在料斗底架上的料斗；所述料斗底部设有底

板，所述底板包括前底板和后底板，所述前底板

和/或后底板的侧边与料斗底架转动连接以平铺

或抬起。折叠式料斗总成可作为一种属具配置到

有输出动力的动力车上、或与滑模成形机械设备

装配，实现功能多样化。该料斗总成的左右两侧

板及前底板折叠自如、互不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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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折叠式料斗总成，包括料斗底架（13）、设置在料斗底架（13）上的料斗（1）；其特

征在于：所述料斗（1）底部设有前底板和后底板（11），所述前底板和/或后底板（11）的侧边

与料斗底架（13）转动连接以平铺或抬起，所述后底板（11）上螺接有余料板（116），所述余料

板（116）的横向宽度与料斗（1）的工作宽度相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折叠式料斗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底板包括左底板（111）、

中底板（113）和右底板（112），所述后底板（11）横向宽度不大于中底板（113）的横向宽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折叠式料斗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料斗（1）还设有可折叠的

左右侧板（101、102），所述右侧板（102）绕其所在转动连接处的抬升角度大于左侧板（101）

绕其所在转动处的抬升角度，所述右侧板（102）绕其所在转动连接处的抬升角度为70-

11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折叠式料斗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右侧板（101、102）的后

边缘分别设有插销（107），所述后板（104）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与插销（107）对应配合的插

孔。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折叠式料斗总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在料斗底架（13）上用

于送料的输送机构（2），所述输送机构（2）包括输送摆臂（214）和固设在料斗底架（13）上的

输送支架（201），所述输送摆臂（214）与左侧板（101）或右侧板（102）可同步放平或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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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折叠式料斗总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土路肩成型等工程车用折叠式的多功能料斗总成。

背景技术

[0002] 公路施工中料斗不仅用来盛放物料，一般还必须有输送物料的功能。输送物料如

何能有效利用料斗的空间高效送料以提高施工节奏，对于产品快速成形、节省工期十分有

必要。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折叠式料斗总成，克服了现有料斗装置在

送料上的限制，折叠式料斗总成可作为一种属具配置到有输出动力的动力车上、或与滑模

成形机械设备装配，实现功能多样化。该料斗总成的前后底板折叠自如、互不干涉。输送带

能将其料斗内物料输送到一侧，配合滑模成形设备使料斗总成的载土和输土方式自成体

系。

[0004] 一种折叠式料斗总成，包括板框式的料斗底架、设置在料斗底架上的料斗；所述料

斗底部设有底板，所述底板包括前底板和后底板，所述前底板和/或后底板的侧边与料斗底

架转动连接以平铺或抬起。

[0005]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前底板包括左底板、中底板和右底板；所述中底板的后

边缘铰接在料斗底架上，所述中底板的底面左右两边分别设有平板以分别托住左、右底板。

[0006]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后底板横向宽度不大于中底板的横向宽度。

[0007]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后底板上螺接有余料板，所述余料板的横向宽度与料

斗的工作宽度相等。

[0008]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料斗还包括左侧板和右侧板，所述左侧板、右侧板、左

底板和右底板均为截面呈的L型的钣金件，所述左侧板和右侧板下边缘分别转动连接在料

斗底架的左右两边，所述左、右底板分别与左、右侧板的内侧下板面转动连接。

[0009]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平板上连接有前底板油缸，所述前底板油缸的一端铰

接在料斗底架上、另一端铰接在平板上以使前底板放平或倾斜；

所述后底板连接有后底板油缸，所述后底板油缸一端铰接在料斗底架上、另一端铰接

在后底板上；

所述左侧板和右侧板的底面分别设置有侧板油缸，所述侧板油缸的一端转动连接在料

斗底架上、另一端转动连接在相应侧板的底面以使左、右侧板放平或抬起。

[0010]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右侧板绕其所在转动连接处的抬升角度大于左侧板绕

其所在转动处的抬升角度，所述右侧板绕其所在转动连接处的抬升角度为70-110°。

[0011]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左、右侧板的后边缘分别设有插销，所述后板的左右两

侧分别设有与插销对应配合的插孔。

[0012]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还包括锁链元件，所述锁链元件包括可伸缩的调整杆和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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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所述料斗底架后边固设有竖直的后板，所述后板为截面呈的L型的钣金件；所述锁链元

件的一端连接在后板内侧上、另一端连接在左/右侧板内侧上。

[0013]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还包括设在料斗底架上用于送料的输送机构和推滚机构，

所述输送机构包括输送摆臂和固设在料斗底架上的输送支架，所述输送摆臂与左侧板右侧

板可同步放平或抬起。所述推滚机构横向设置在料斗底架前端的用于推动料斗总成前方卸

料车行走。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料斗前后底板抬升将余料推送至输送带上，能够实现连续

的送料，工作完成也能自动将余料推出以便折叠。整个系统还可以进一步配置视觉识别系

统从而实现自动巡航及智能控制。输送摆臂与料斗的右侧板实现联动，简化了结构、降低了

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前底板抬起状态的立体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余料板抬起状态的立体示意图；

图3为图2的剖切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余料板示意图；

图5为为本发明实施例侧板折叠状态正面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侧板折叠后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输送机构的爆炸图。

[0016] 图中：101为左侧板、102为右侧板、103为出料口、104为后板、105为锁链元件、106

为侧板油缸、107为插销、108为吊装孔、11为后底板、111为左底板、112为右底板、113为中底

板、114为平板、115为前底板油缸、116为余料板、117为后底板油缸、121为料斗轮、122为料

斗前桥、123料斗后桥、124为转向油缸、13为料斗底架、142为挂斗销孔、

2为输送机构、201为输送支架、202为长条槽、203为托辊、204为支撑杆、211为输送驱动

马达、212为主动滚筒、213为法兰轴、214为输送摆臂、215为拉杆、216为从动滚筒、217为输

送带、218为刮料板、219为裙边、221为轴承座、222为调整螺栓、223为调整板、23为挡料片、

24为护料板、3为推滚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解释说明。

[0018] 一种折叠式料斗总成，包括板框式的料斗底架13、设置在料斗底架13上的料斗1；

所述料斗1底部设有底板，所述底板包括前底板和后底板11，所述前底板和/或后底板11的

侧边与料斗底架13转动连接比如用铰接以平铺或抬起。

[0019]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前底板包括左底板111、中底板113和右底板112；所述

中底板113的后边缘铰接在料斗底架13上，所述中底板113的底面左右两边分别设有平板

114以分别托住左、右底板111、112。

[0020]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后底板11横向宽度不大于中底板113的横向宽度。

[0021]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后底板11上螺接有余料板116，所述余料板116的横向

宽度与料斗1的工作宽度相等。在实际工作中，送料完成后料斗1内后部容易积累余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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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中设计了可抬起的后底板。然而为了避免后底板11与侧板折叠动作干涉，后底板

11的横向宽度必然要小，为此本实施例在后底板11上螺接所述余料板116就能够将余料完

全清理到输送机构2上。

[0022]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料斗1还包括左侧板101和右侧板102，所述左侧板101、

右侧板102、左底板111和右底板112均为截面呈的L型的钣金件，所述左侧板101和右侧板

102下边缘分别转动连接如铰接在料斗底架13的左右两边，所述左、右底板111、112分别与

左、右侧板101、102的内侧下板面铰接。

[0023]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平板114上连接有前底板油缸115，所述前底板油缸115

的一端铰接在料斗底架13上、另一端铰接在平板114上以使前底板放平或倾斜；

所述后底板11连接有后底板油缸117，所述后底板油缸117一端铰接在料斗底架13上、

另一端铰接在后底板11上；

所述左侧板101和右侧板102的底面分别设置有侧板油缸106，所述侧板油缸106的一端

铰接在料斗底架13上、另一端铰接在相应侧板的底面以使左、右侧板101、102放平或抬起。

前底板可倾斜，一方面料斗能够自行整理并充分使用物料避免倾洒或过多剩料，另一方面

左、右底板111、112的与左、右侧板101、102的折叠实现联动、极大避免了各个板块的折叠干

涉，并且不必人工干预折叠动作、自动化程度高。另外，左右侧板101、102上均开设有吊装孔

108，便于装配、维修。

[0024]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右侧板102绕其所在铰接处的抬升角度大于左侧板101

绕其所在转动处的抬升角度，所述右侧板102绕其所在铰接处的抬升角度为70-110°。

[0025]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所述左、右侧板101、102的后边缘分别设有插销107，所述后

板104的左右两侧分别设有与插销107对应配合的插孔。当左右侧板101、102折叠后，左右两

个插销107分别插入后板104对应设置的插孔中，如此就能在侧板油缸106卸油后保证左右

侧板101、102不会失控掉落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还包括锁链元件105，所述锁链元件105包括可伸缩的调整杆和

锁链；所述料斗底架13后边固设有竖直的后板104，所述后板104为截面呈的L型的钣金件；

所述锁链元件105的一端连接在后板104内侧上、另一端连接在左/右侧板101、102内侧上。

所述后板104的外侧设置有用于挂接驱动车的挂斗销孔142，所述料斗底架13底面分别铰接

有料斗前桥122和/或料斗后桥123，所述料斗前桥122和/或料斗后桥123处配置有转向油缸

124所述料斗前桥122和/或料斗后桥123的两端设有料斗轮121，锁链元件105用来拉住左右

侧板101、102，减少工作中的过度晃动。料斗后桥123处配置有转向油缸124，在驱动车的驱

动下便于该料斗总成转向。料斗前桥122和料斗后桥123均在中间位置铰接即能够根据底面

状况活动调整，如此便能保证至少有三个料斗轮121着地，实现料斗总成平稳移动。

[0026] 上述折叠式料斗总成，还包括设在料斗底架13上用于送料的输送机构2和推滚机

构3，所述输送机构2与左侧板101或和右侧板102可同步放平或抬起，所述推滚机构3横向设

置在料斗底架13前端的用于推动料斗总成前方卸料车行走。

[0027] 所述输送机构2包括截面为U字形的输送支架201和可抬升的输送摆臂214，所述输

送摆臂214的左端与输送支架201的右端铰接，所述输送摆臂214的两侧设有拉杆215，所述

拉杆215的一端与右侧板102铰接、另一端设有长条形孔滑动铰接在输送摆臂214上。

[0028] 所述输送机构2还包括主动滚筒212、用于驱动主动滚筒212的输送驱动马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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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滚筒216和输送带217；所述输送驱动马达211固定在输送摆臂214的左侧，所述主动滚

筒212固定在输送摆臂214的右端，所述从动滚筒216设置在输送支架201的左端，所述输送

摆臂214的左端两侧设置有法兰轴213以铰接在输送架201上；所述输送带217绕在主动滚筒

212和从动滚筒216以实现送料；所述右侧板102上设置有出料口103，所述输送带217的右端

对应设置在出料口103处。

[0029] 所述输送支架201前后两竖直侧板的左端均设置有用于调整从动滚筒216位置的

调整机构，所述调整机构包括开设在输送支架201侧板上的长条槽202、调整螺栓222和垂直

安装在输送支架201侧板上的调整板223，所述主动滚筒212的转轴两端分别穿过长条槽202

并装配轴承后安装在轴承座211内，所述调整螺栓222的一端与所述调整板223螺接、另一端

与轴承座211连接。从动滚筒216的位置可调，组装时十分便于张紧输送带217，使用过程中

也能极大方便调整输送带217的松紧度。

[0030] 所述输送带217上垂直于其送料方向设置有若干个刮料板218，所述输送带217的

两侧均设置有突起的裙边219；在所述输送带217的输送方向上配置有橡胶材质的挡料片

23，所述挡料片23螺接在左侧板101底面并压住刮料板218；所述输送机构2的两侧均设有护

料板24，所述护料板24的一边为弯折状以与裙边219配合实现密封挡料，另一边螺接在料斗

底架13上；所述输送支架201上还设置有用于加强输送支架201强度的数个支撑杆204和用

于支撑输送带217的数个托辊203。挡料片23一方面能够阻挡物料泄漏、一方面还能与刮料

板218配合清洁输送带217；后底板11弯折状与裙边219配合是为了实现适当的密封避免物

料落到其他区域污染各个油缸、线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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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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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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