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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包括

承重框架、设置于承重框架上的主传动接头总

成、从动链轮组件、履带、以及数量至少为两个的

滚轮组件、摩擦轮对和减震器。承重框架包括上

承重梁和下承重梁。主传动接头总成和从动链轮

组件分别设置在承重接架的两端，主传动接头总

成包括一对主动链轮、支撑套和主动轴。从动链

轮组件包括一对从动链轮；滚轮组件间隔设置在

下承重梁上。履带套装在主传动接头总成、从动

链轮组件、滚轮组件和摩擦轮对上。减震器的两

端分别连接上承重梁和悬挂摇臂，且减震器相对

上承重梁和下承重梁倾斜设置。本发明履带式雪

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可以使雪地车在道路条

件恶劣的情况下也能容易行驶，具有可操作性和

稳定性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4页

CN 105438297 B

2019.03.05

CN
 1
05
43
82
97
 B



1.一种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承重框架、设置于所述承重

框架上的主传动接头总成、从动链轮组件、履带、以及数量至少为两个的滚轮组件、摩擦轮

对和减震器；所述承重框架包括上承重梁和下承重梁，所述下承重梁的两端弯折成弧形并

分别与所述上承重梁的两端固定连接，形成所述框架结构；所述主传动接头总成和所述从

动链轮组件分别设置在所述承重框架的两端，所述主传动接头总成包括一对主动链轮、支

撑套和主动轴，该对主动链轮通过所述支撑套设置在所述承重框架的两侧并与所述主动轴

连接，所述主动轴连接发动机；所述从动链轮组件包括一对从动链轮，该对从动链轮相对该

对主动链轮设置在所述承重框架的另一端的两侧；所述滚轮组件间隔设置在所述下承重梁

上，每一滚轮组件包括悬挂摇臂和滚轮对，所述滚轮对通过所述悬挂摇臂连接所述下承重

梁；所述摩擦轮对间隔设置在所述上承重梁上；所述履带套装在所述主传动接头总成、从动

链轮组件、滚轮组件和摩擦轮对上；所述减震器的两端分别连接所述上承重梁和悬挂摇臂，

且减震器相对所述上承重梁和下承重梁倾斜设置；所述上承重梁和下承重梁之间还设置有

支撑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承重梁

为中空的截面为矩形的杆状结构，沿所述上承重梁的轴向间隔设置有多组安装孔，每一组

安装孔的数量为两个；所述上承重梁靠近所述从动链轮组件的一端设置有矩形凸块，沿所

述上承重梁的轴向在所述矩形凸块的中部设置有通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承重梁

上还设置有固定片和减震器支架；所述固定片与所述安装孔配合并借由螺栓将所述摩擦轮

对安装在所述上承重梁上；所述减震器通过所述减震器支架与所述上承重梁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套包

括管状本体和连接部，所述连接部从所述管状本体中部沿径向延伸并插接在所述上承重梁

的端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轴包

括传动段和结合段，所述传动段设置有相互错位的安装孔，所述结合段的表面沿轴向设置

有锯齿状凸起；所述结合段收容于所述管状本体内且紧密配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链轮

和从动链轮为梯形链轮。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挂摇臂

包括本体，以及从所述本体相对两侧垂直弯折形成的侧连接板，所述侧连接板为三角形板

状结构，所述三角形板状结构的三个拐角处分别连接所述下承重梁、减震器和滚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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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履带式雪地车动力传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

件框架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当雪地车行驶在冰雪地或者具有积雪的泥泞路面时，雪地车的传动机构对于其行

驶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起到关键的作用。然而，现有技术的雪地车在道路条件恶劣的情况

下，车辆很难行驶，可操作性和稳定性很差。因此，现有技术的雪地车在道路条件恶劣的情

况下存在行驶困难，可操作性和稳定差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雪地车在道路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存在行驶困难，可操作性和稳定

差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

[0004] 本发明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包括承重框架、设置于所述承重框架上

的主传动接头总成、从动链轮组件、履带、以及数量至少为两个的滚轮组件、摩擦轮对和减

震器；所述承重框架包括上承重梁和下承重梁，所述下承重梁的两端弯折成弧形并分别与

所述上承重梁的两端固定连接，形成所述框架结构；所述主传动接头总成和所述从动链轮

组件分别设置在所述承重框架的两端，所述主传动接头总成包括一对主动链轮、支撑套和

主动轴，该对主动链轮通过所述支撑套设置在所述承重框架的两侧并与所述主动轴连接，

所述主动轴连接发动机；所述从动链轮组件包括一对从动链轮，该对从动链轮相对该对主

动链轮设置在所述承重框架的另一端的两侧；所述滚轮组件间隔设置在所述下承重梁上，

每一滚轮组件包括悬挂摇臂和滚轮对，所述滚轮对通过所述悬挂摇臂连接所述下承重梁；

所述摩擦轮对间隔设置在所述上承重梁上；所述履带套装在所述主传动接头总成、从动链

轮组件、滚轮组件和摩擦轮对上；所述减震器的两端分别连接所述上承重梁和悬挂摇臂，且

减震器相对所述上承重梁和下承重梁倾斜设置。

[0005] 进一步地，所述上承重梁为中空的截面为矩形的杆状结构，沿所述上承重梁的轴

向间隔设置有多组安装孔，每一组安装孔的数量为两个；所述上承重梁靠近所述从动链轮

组件的一端设置有矩形凸块，沿所述上承重梁的轴向在所述矩形凸块的中部设置有通孔。

[0006] 进一步地，所述上承重梁上还设置有固定片和减震器支架；所述固定片与所述安

装孔配合并借由螺栓将所述摩擦轮对安装在所述上承重梁上；所述减震器通过所述减震器

支架与所述上承重梁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支撑套包括管状本体和连接部，所述连接部从所述管状本体中部

沿径向延伸并插接在所述上承重梁的端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主动轴包括传动段和结合段，所述传动段设置有相互错位的安装

孔，所述结合段的表面沿轴向设置有锯齿状凸起；所述结合段收容于所述管状本体内且紧

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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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主动链轮和从动链轮为梯形链轮。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悬挂摇臂包括本体，以及从所述本体相对两侧垂直弯折形成的侧

连接板，所述侧连接板为三角形板状结构，所述三角形板状结构的三个拐角处分别连接所

述下承重梁、减震器和滚轮对。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侧连接板的设置有三角孔。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上承重梁和下承重梁之间还设置有支撑杆。

[0013] 本发明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的有益效果是可以使雪地车在道路条件

恶劣的情况下也能容易行驶，具有可操作性和稳定性好。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中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的侧视图。

[0016] 图3为图1中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的上承重梁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为图1中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的主传动接头总成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为图4中主传动接头总成的支撑套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为图4中主传动接头总成的主动轴的结构示意图。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10为承重框架，20为主传动接头总成，30为从动链轮组件，40为滚轮组件，50为摩

擦轮对，60为减震器，70为履带，80为支撑杆，11为上承重梁，12为下承重梁，21为主动链轮，

22为支撑套，23为主动轴，41为悬挂摇臂，42为滚轮对，110为固定片，111为减震器支架，112

为矩形凸块，113为螺纹安装孔，221为管状本体，222为连接部，224为锯齿状凸起，231为传

动段，232为结合段，233为安装孔，411为本体，412侧连接板，413为三角孔。

[0022] 根据图1和图2可知，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包括承重框架10、设置于承

重框架10上的主传动接头总成20、从动链轮组件30、履带70、以及数量至少为两个的滚轮组

件40、摩擦轮对50和减震器60。承重框架10包括上承重梁11和下承重梁12，下承重梁12的两

端弯折成弧形并分别与上承重梁11的两端固定连接。主传动接头总成20和从动链轮组件30

分别设置在上承重梁11的两端，主传动接头总成20包括一对主动链轮21、支撑套22和主动

轴23，该对主动链轮21通过支撑套22设置在承重框架10的两侧并与主动轴23连接，主动轴

23连接发动机并与承重框架10垂直。从动链轮组件30包括一对从动链轮，该对从动链轮相

对该对主动链轮21设置在上承重梁11的另一端的两侧。滚轮组件40间隔设置在下承重梁12

上，每一滚轮组件40包括悬挂摇臂41和滚轮对42，滚轮对42通过悬挂摇臂41连接下承重梁

12。摩擦轮对50间隔设置在上承重梁11上；履带70套装在主传动接头总成20、从动链轮组件

30、滚轮组件40和摩擦轮对50上；减震器60的两端分别连接上承重梁11和悬挂摇臂41，且减

震器60相对上承重梁11和下承重梁12倾斜。上承重梁11和下承重梁12之间还设置有支撑杆

80，当雪地车震动较大时，可以保证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的结构强度。本实施方

式中的轮对是指一根轴的两端分别设置有轮子，该轮子相对于该轴可旋转，也可以相对固

定。滚轮对42、摩擦轮对50、主动链轮21和从动链轮组件30均采用轮对结构，可以保证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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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在恶劣雪地环境中行驶的稳定性，保证可操作性。

[0023] 请一并参阅图3，上承重梁11为中空的截面为矩形的杆状结构，可以减轻重量且方

便摩擦轮的安装。沿上承重梁11的轴向间隔设置有多组螺纹安装孔113，每一组螺纹安装孔

113的数量为两个。上承重梁11上还设置有固定片110和减震器支架111；固定片110与螺纹

安装孔113配合并借由螺丝将摩擦轮对50安装在上承重梁11上。减震器60通过减震器支架

111与上承重梁11连接。上承重梁11靠近从动链轮组件30的一端设置有矩形凸块112，沿上

承重梁11的轴向在矩形凸块112的中部设置有通孔。一调节机构贯穿在矩形凸块112的通孔

并与从动链轮组件30连接，用于调节从动链轮组件30的位置来调整履带70的绷紧程度。

[0024] 请参阅图4至图6，支撑套22包括管状本体221和连接部222，连接部222从管状本体

221中部沿径向延伸并插接在上承重梁11的端部。主动轴23包括传动段231和结合段232，传

动段231设置有相互错位的安装孔233，结合段232的表面沿轴向设置有锯齿状凸起224。传

动,231与发动机连接用于将动力源传输给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结合段232收

容于管状本体221内且紧密配合以使传动段转动时带动滚轮组件40、摩擦轮对50和履带70

转动，从而使雪地车行驶。优选的，主动链轮21和从动链轮为梯形链轮。

[0025] 请参阅图1和图2，悬挂摇臂41包括本体411，以及从本体411相对两侧垂直弯折形

成的侧连接板412。侧连接板412为三角形板状结构，三角形板状结构的三个拐角处分别连

接下承重梁12、减震器60和滚轮对42。侧连接板412的设置有三角孔413，可以增加受力强

度。即使当雪地车行驶在具有坑洼的雪地上震动很大，也能保证良好的行驶性能。

[0026] 显然，本发明履带式雪地车传动部件框架机构的有益效果是可以使雪地车在道路

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也能容易行驶，具有可操作性和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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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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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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